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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 士林區 李世澤小兒科內科診所 內科 李世澤 男 台北市士林區社子街67號1樓 02-28111472

台北市 士林區 李世澤小兒科內科診所 內科 孫浩陽 男 台北市士林區社子街67號1樓 02-28111472

台北市 士林區 柏齡診所 西醫一般科 王伯祿 男 台北市士林區福港街105號1樓 02-28831310

台北市 士林區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家庭醫學科 柳朋馳 男 台北市士林區文昌路95號 02-28332211

台北市 士林區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家醫科) 家庭醫學科 黃韵婷 女 台北市士林區文昌路95號(地下3樓家庭醫學科辦公室) 02-28332211

台北市 士林區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家醫科) 內科 林佳萱 女 台北市士林區雨聲街105號 02-28353456

台北市 士林區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家醫科) 家庭醫學科 張瑋庭 女 台北市士林區雨聲街105號 02-25523234

台北市 士林區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家醫科) 家庭醫學科 郭惠伶 女 台北市士林區雨聲街105號 02-28353456

台北市 士林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婦產科 王崇安 男 台北市士林區雨聲街105號 02-28353456

台北市 士林區 易和中醫診所 婦產科 陳應明 男 台北市士林區士東路45號1樓 02-28766030

台北市 士林區 新光醫院 婦產科 何鎮宇 男 台北市士林區文昌路95號 02-2833-2211

台北市 士林區 新光醫院 泌尿科 何肇晏 男 台北市士林區文昌路95號　 02-28332211 http://www.skh.org.tw/doctor/dept.aspx?dept=16

台北市 士林區 杏美皮膚科診所 皮膚科 羅述文 男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西路40-1號2樓 02-28715431

台北市 士林區 杏美皮膚科診所 皮膚科 林長熙 男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西路40-1號2樓 02-28715431

台北市 大同區 建順診所 家庭醫學科 葉國基 男 台北市大同區甘州街51號 02-25573250

台北市 大同區 施小兒科診所 兒科 施純堯 男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28號 02-25941935

台北市 大同區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中興院區 家庭醫學科 高偉適 男 台北市大同區鄭州路145號 02-2552-3234 https://tpech.gov.taipei//

台北市 大同區 寧夏診所 家庭醫學科 張倍慈 女 台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236號 02-25586060

台北市 大同區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泌尿科 李文凱 男 台北市大同區鄭州路145號 02-25523234 http://www.tpech.gov.tw/mp.asp?mp=109141

台北市 大安區 全家聯合診所 西醫一般科 厙殿棟 男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353號 02-27067575

台北市 大安區 台北市聯合醫院仁愛院區(家醫科) 家庭醫學科 吳岱穎 女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0號10樓 02-27093600

台北市 大安區 鴻馨診所 家庭醫學科 吳佳鴻 男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二段86-1號 02-27018692

台北市 大安區 環球診所 家庭醫學科 孔祥泰 男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二段184號4樓 02-33937178

台北市 大安區 夏爾診所 家庭醫學科 林明毅 男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4段265巷54號 02-02-23255508

台北市 大安區 中山醫院(兒科) 兒科 蔡雲瑜 女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12巷11號 02-27081166

台北市 大安區 宏恩醫院(內科) 內科 蔡蕙瑩 女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71巷1號 02-27713161

台北市 大安區 安民家庭醫學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林安民 男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1段65號2樓之1 02-27218556

台北市 大安區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家醫科) 家庭醫學科 李佩璇 女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280號 02-27082121

台北市 大安區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仁愛院區 家庭醫學科 黃喬煜 男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0號 02-27093600

台北市 大安區 瑞御診所 家庭醫學科 林政誠 男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259號12樓 02-27082968

台北市 大安區 優化時尚診所 西醫一般科 傅雪英 女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05巷1號 0800-286878

台北市 大安區 尖端診所 一般科 林勁渝 男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168號11樓 02-23789734

台北市 大安區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家醫科) 家庭醫學科 李孟澤 男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0號 02-27093600

台北市 大安區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家醫科) 家庭醫學科 賴鴻毅 男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0號 02-27093600

台北市 大安區 馬大勳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馬大勳 男 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11號 2-1樓 02-27527321

台北市 大安區 張尚哲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張尚哲 男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10號4樓 02-27721222

台北市 大安區 宏恩綜合醫院 婦產科 黃隆慶 男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61號 02-27713161

台北市 大安區 滿意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吳柏瑜 男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271號3-1樓 02-23659191

台北市 大安區 薇娜時尚美學診所 婦產科 劉祥耀 男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53-2號 02-87719166

台北市 大安區 禾馨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吳濬明 男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2號 02-23682333

台北市 大安區 國泰綜合醫院 婦產科 陳俐瑾 女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280號 02-27082121

台北市 大安區 晶晏時尚診所 婦產科 黃國湘 男 台北市忠孝東路4段67之3號4樓 02 27213833

台北市 大安區 宏恩綜合醫院 泌尿科 劉英博 男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71巷1號 02-27713161 http://www.country.org.tw/

台北市 中山區 王三郎家醫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王三郎 男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166號之2 02-25948758

台北市 中山區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院區(家醫科) 家庭醫學科 林儀蒂 女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530號 02-25916681 https://tpech.gov.taipei//

台北市 中山區 哲民診所 西醫一般科 連德宜 男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356巷24號 02-25026854

台北市 中山區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院區 家庭醫學科 鄭玠豪 男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530號 02-25916681 https://tpech.gov.taipei//

台北市 中山區 寬璽診所 家庭醫學科 劉登連 男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112號12樓 02-27606322

台北市 中山區 麗星診所 家庭醫學科 陳怡誠 男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135號7樓 02-25031696

台北市 中山區 榮星診所 家庭醫學科 宋泓逸 男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272號 02-25168112

台北市 中山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胸腔內科) 內科 林清基 男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92號 02-25433535

台北市 中山區 晴光診所 西醫一般科 陳偉莉 女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556號 02-25853210

台北市 中山區 啟新診所 西醫一般科 黃偉文 男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三段42號5樓 02-25070723

台北市 中山區 台北市泰安醫院/台北市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家醫科(支援) 家庭醫學科 陳金源 男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二段92巷2-1號 02-25375633

台北市 中山區 王三郎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王三郎 男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166-2號 02-25948759

台北市 中山區 李義男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李采芳 女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71號4樓 02-25361158

台北市 中山區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昆明院區 家醫科 顏正中 男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530號 02-25916681 http://www.tpech.gov.taipei/mp.asp?mp=109211

台北市 中山區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昆明院區 家醫科 鄭玠豪 男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530號 02-25916681 http://www.tpech.gov.taipei/mp.asp?mp=109211

台北市 中山區 馬偕紀念醫院 泌尿科 李致樵 男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92號 02-25433535 http://www.mmh.org.tw/index_big5.html

台北市 中正區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家醫科) 家庭醫學科 邱泰源 男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7號 02-23123456 https://www.ntuh.gov.tw/default_SP.aspx

台北市 中正區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家醫科) 家庭醫學科 陳威志 男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3號 02-23889595 https://tpech.gov.taipei//

台北市 中正區 吉星診所 婦產科 李鴻清 女 台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4-5號1樓 02-23911907

台北市 中正區 美兆診所 西醫一般科 王玉鑾 女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1段66號44.45樓 02-77251177

台北市 中正區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家醫科) 家庭醫學科 曾家琳 女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7號 02-23123456 https://www.ntuh.gov.tw/default_SP.aspx

台北市 中正區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家醫科) 家庭醫學科 黃信豪 男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7號 02-23123456

台北市 中正區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家醫科) 家庭醫學科 陳家宏 男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3號 02-23889595

台北市 中正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婦幼院區 婦產科 江千代 女 台北市中正區福州街12號 02-28353456

台北市 中正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婦幼院區 婦產科 林陳立 男 台北市中正區福州街12號 02-27039779

台北市 中正區 郵政醫院 泌尿科 王禎薇 女 台北市中正區福州街14號 02-23956755 http://www.postal.com.tw/

台北市 中正區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泌尿科 葉亭均 女 台北市中山南路7號 02-23123456 https://www.ntuh.gov.tw/ntuh_chinese.aspx

台北市 中正區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皮膚科 李孟穗 女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2段33號 02-23889595 http://www.tpech.gov.taipei/mp.asp?mp=109161

台北市 內湖區 三軍總醫院(家庭暨社區醫學部) 家庭醫學科 謝嘉娟 女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二段325號 02-87923311 https://www.tsgh.ndmctsgh.edu.tw/

台北市 內湖區 三軍總醫院(家醫科) 家庭醫學科 吳立偉 男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二段325號 02-87923311 https://www.tsgh.ndmctsgh.edu.tw/

台北市 內湖區 東湖皮膚專科診所 皮膚科 賴瑪玲 女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153號 02-26305270

台北市 內湖區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台北分院(家醫科) 家庭醫學科 沈芳瑩 女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二段360號 02-27919696

台北市 內湖區 三軍總醫院(家庭暨社區醫學部) 家庭醫學科 楊惠芳 女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二段325號 02-87923311 https://www.tsgh.ndmctsgh.edu.tw/

台北市 內湖區 新民診所 家庭醫學科 謝天仁 男 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386號 02-87921282

台北市 內湖區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家醫科) 家庭醫學科 彭道鈞 男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二段325號 02-89723311 https://www.tsgh.ndmctsgh.edu.tw/

台北市 內湖區 仁德聯合診所 婦產科 翁光裕 男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三段90號 02-27904056

台北市 內湖區 禾馨民權婦幼診所 婦產科 陳保仁 男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42號 02-55713333

台北市 內湖區 麗心診所 婦產科 廖子緯 女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6號3樓 02-27944939分機10

台北市 內湖區 三軍總醫院 婦產科 蘇國銘 男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二段325號 02-87923311-88083

台北市 內湖區 三軍總醫院 婦產科 黃莊彥 男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二段325號 02-87923311

台北市 內湖區 康寧醫療財團法人康寧醫院 泌尿科 胡光能 男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五段420巷26號 02-26345500 http://www.knh.org.tw/

台北市 內湖區 三軍總醫院 泌尿科 李蕎青 男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2段325號 02-87923311 http://www.tsghuro.org.tw/

台北市 內湖區 晴渼診所 皮膚科 吳佳真 女 台北市內湖路ㄧ段667巷5號1樓 02-26575636 www.charme.tw

台北市 內湖區 三軍總醫院 泌尿科 丁慧恭 男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2段325號 02-87923111 http://www.tsghuro.org.tw/

台北市 文山區 臺北市文山區健康服務中心 家庭醫學科 鄭伯州 男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三段220號 02-22343501

台北市 文山區 欣民診所 家庭醫學科 陳俊榮 男 台北市文山區保儀路37號 02-29375115

台北市 文山區 邱成湦皮膚專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王威仁 男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四段163號 02-29382288

台北市 北投區 台北榮民總醫院(內科部輸血醫學科) 內科 林烱熙 男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201號 02-28757623

台北市 北投區 大易中醫診所 西醫一般科 陳逸光 男 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一段201號1樓 02-28977013

台北市 北投區 吉安內兒科診所 內科 朱吉安 男 台北市北投區西安街一段281巷18號 02-28231832

台北市 北投區 豪康診所 婦產科 周錦德 男 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南路一段57號2樓 02-28914265

台北市 北投區 清田婦產科家醫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許清田 男 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268號1樓 02-28931323

台北市 北投區 台北市立關渡醫院(老年醫學科) 家庭醫學科 陳健文 男 台北市北投區知行路225巷12號 02-28587000

台北市 北投區 惠康診所 外科 柯敦仁 男 台北市北投區西安街二段113號 02-28283964

台北市 北投區 台北榮民總醫院 皮膚科 戴英修 男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201號 02-298712121 https://www.vghtpe.gov.tw/Index.action

台北市 北投區 台北榮民總醫院(家醫科) 家庭醫學科 范君怡 女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201號 02-28757460

台北市 北投區 陳珀勳診所 家庭醫學科 林安裕 男 台北市北投區明德路85號 02-28206263

台北市 北投區 佳韻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黃德雄 男 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南路一段42號2樓 02-28955123

台北市 北投區 台北安媞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吳佳芳 女 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南路一段162號 02-28939998

台北市 北投區 臺北榮民總醫院 泌尿科 黃逸修 男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2段201號 02-28712121 https://www.vghtpe.gov.tw/Index.action

台北市 松山區 博仁綜合醫院(家醫科) 家庭醫學科 李仁夫 男 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66號 02-25786677

台北市 松山區 三軍總醫院松山分區 外科 李才宇 男 台北市松山區健康路131號 02-27642151 https://songshan.tsgh.ndmctsgh.edu.tw/

台北市 松山區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家庭醫學科 伍時寧 女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二段424 02-27718151

台北市 松山區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巡迴健檢部) 家庭醫學科 馬兆強 男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424號 02-27718151

台北市 松山區 欣悅超美診所 西醫一般科 林立人 男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73號3樓 02-27711551

台北市 松山區 親親家庭診所 西醫一般科 李家祥 男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347號 02-25283232 

台北市 松山區 高國隆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高國隆 男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257號2樓 02-27630047

台北市 松山區 親親家庭診所 婦產科 李家祥 男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347號 02-25283232

台北市 松山區 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 婦產科 金豐盛 男 台北市松山區健康路131號 02-27642151-672435

台北市 松山區 臺安醫院 泌尿科 林昌民 男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424號 02-27718151 www.tahsda.org.tw

台北市 松山區 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 泌尿科 顏敬恒 男 台北市松山區健康路131號 02-27642151 https://songshan.tsgh.ndmctsgh.edu.tw

台北市 松山區 台北長庚紀念醫院 皮膚科 施一新 男 台北市敦化北路199號 02-27135311

台北市 信義區 信義邱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邱朝慧 男 台北市信義區虎林街198號 02-27278275

台北市 信義區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家庭醫學科 曾崧華 男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2號 02-27372181

台北市 信義區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皮膚科 蔡秀欣 女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2號 02-27372181 #8285 http://www.tmch.org.tw

台北市 南港區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職業醫學科) 職業醫學科 許良豪 男 台北市南港區同德路87號 02-27861288 https://tpech.gov.taipei//

台北市 南港區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家醫科) 西醫一般科 楊秉鈞 男 台北市南港區同德路87號 02-27861288 https://tpech.gov.taipei//

台北市 南港區 優勢皮膚科 皮膚科 陳韻如 女 台北市南港區玉成街140巷11弄2號1樓 02-26546681

台北市 南港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醫院 婦產科 歐名哲 男 台北市南港區同德路87號 02-27861288

台北市 南港區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婦產科 古芬蘭 女 台北市南港區同德路87號 02-27861288

台北市 萬華區 西園醫院 家庭醫學科 唐雲華 女 台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二段270號 02-23076968

台北市 萬華區 慧洋診所 家庭醫學科 戴慧洋 男 台北市萬華區莒光路125號 02-23020209

台北市 萬華區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北護分院 家庭醫學科 李怡萱 女 台北市萬華區內江街87號 02-23717101 

台北市 萬華區 幸福診所 家庭醫學科 張祐慈 女 台北市萬華區康定路199號 02-23382456

台北市 萬華區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北護分院(家醫科) 家庭醫學科 李伊真 女 台北市萬華區內江街87號 02-23717101

台北市 萬華區 西園醫院 家醫科 許龍國 男 台北市萬華區西園路2段266 02-23076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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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 萬華區 益生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林正義 男 台北市萬華區萬大路406-1號 02-2303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