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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羅東鎮 羅東博愛醫院 泌尿科 徐慧興 男 26546宜蘭縣羅東鎮南昌街83號 03-9543131   http://www.pohai.org.tw/

宜蘭縣 羅東鎮 信德診所 泌尿科 李信德 男 26544宜蘭縣羅東鎮中山路三段258號 03-9561067

宜蘭縣 蘇澳鎮 台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 泌尿科 孫卓卿 男 27047宜蘭縣蘇澳鎮蘇濱路一段301號 03-9905106 http://www.savh.gov.tw

宜蘭縣 羅東鎮 羅東博愛醫院 泌尿科 張世琦 男 26546宜蘭縣羅東鎮南昌街83號 03-9543131  http://www.pohai.org.tw/pohai/index.php?option=com_wrapper&Itemid=347&lang=tw

宜蘭縣 冬山鄉 林聰源診所 內科 林聰源 男 26947宜蘭縣冬山鄉義成路2段375號 03-9582772

宜蘭縣 壯圍鄉 壯圍鄉衛生所   家醫科 簡再興 男 26344宜蘭縣中央路二段290號 03-9385503 http://203.65.42.172/yilancounty6/pub/News.asp

宜蘭縣 宜蘭市 林內兒科診所 家醫科 林英達 男 26042宜蘭縣宜蘭市聖後街173號 03-9322080

宜蘭縣 羅東鎮 羅東聖母醫院 泌尿科 連繼志 男 26546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160號 03-9544106 www.smh.org.tw

宜蘭縣 羅東鎮 藍內兒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藍正德 男 宜蘭縣羅東鎮中山路3段196號 03-9568020

宜蘭縣 員山鄉 心安診所 家庭醫學科 簡志弘 男 宜蘭縣員山鄉員山路1段302號 03-9232878

宜蘭縣 宜蘭市 永合診所 家庭醫學科 鄭永祥 男 宜蘭縣宜蘭市昇平街72號 03-9327483

宜蘭縣 冬山鄉 群英診所 - 鄭信雄 男 宜蘭縣冬山鄉和平路9號 03-9586140

宜蘭縣 羅東鎮 泰林診所 家庭醫學科 林雍章 男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南路170號 03-9562546

宜蘭縣 壯圍鄉 楊崑診所 家庭醫學科 楊　崑 男 宜蘭縣壯圍鄉吉祥村中央路二段297號 03-9388378

宜蘭縣 羅東鎮 仁壽診所 家庭醫學科 陳敬遠 男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197-1號 03-9544175

宜蘭縣 宜蘭市 開蘭安心診所 家庭醫學科 宋楷元 男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段97號 03-9311220

宜蘭縣 羅東鎮 羅東鎮衛生所 家庭醫學科 謝瑋陽 男 宜蘭縣羅東鎮民生路79號 03-9542321

宜蘭縣 羅東鎮 洪內兒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洪仁成 男 宜蘭縣羅東鎮天津路3號 039-576643

宜蘭縣 宜蘭市 順安婦產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陳清風 男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二段313號 039-331192

宜蘭縣 羅東鎮 陳內兒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陳景郎 男 宜蘭縣羅東鎮民權路56巷11號 03-9542925

宜蘭縣 宜蘭市 林內兒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林英達 男 宜蘭縣宜蘭市聖後街173號 03-9322080

宜蘭縣 宜蘭市 蘭陽仁愛醫院 家庭醫學科 張紹演 男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二段260號 039-355366

宜蘭縣 礁溪鄉 安信診所 家庭醫學科 林曉卿 女 宜蘭縣礁溪鄉中山路1段120號 03-9888001

宜蘭縣 宜蘭市 普仁健康診所 內科 楊婉珍 女 宜蘭縣宜蘭市民權路一段2號 03-9328308

宜蘭縣 員山鄉 宜蘭普門醫療財團法人普門醫院 內科 林仲傑 男 宜蘭縣員山鄉深溝村尚深路91號 03 9220292

宜蘭縣 宜蘭市 財團法人蘭陽仁愛醫院 兒科 潘仁佑 男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二段260號 03-39355366

宜蘭縣 宜蘭市 財團法人蘭陽仁愛醫院 兒科 劉源錦 男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二段260號 03-39355366

宜蘭縣 羅東鎮 羅東聖母醫院 家庭醫學科 吳建林 男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160號 03-9544106

宜蘭縣 羅東鎮 羅東聖母醫院 家庭醫學科 高業展 男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160號 03-9544106

宜蘭縣 礁溪鄉 吳震世診所 家庭醫學科 彭彥博 男 宜蘭縣礁溪鄉中山路一段99號 049-2776160

宜蘭縣 宜蘭市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家庭醫學科 張茵絜 女 宜蘭縣宜蘭市新民路152號 03-9325192

宜蘭縣 宜蘭市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家庭醫學科 林恆毅 男 宜蘭縣宜蘭市新民路152號 陽大附醫新民院區D棟2F家醫科 03-9325192

宜蘭縣 南澳鄉 宜蘭縣南澳鄉衛生所 家庭醫學科 杜佳琦 女 宜蘭縣南澳鄉蘇花路二段375號 02-28353456

宜蘭縣 羅東鎮 陳思衡復健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陳思衡 女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137號 03-9549338

宜蘭縣 羅東鎮 東興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江育同 男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路269號 03-9547102

宜蘭縣 壯圍鄉 壯圍鄉衛生所 婦產科 徐嘉宏 男 宜蘭縣壯圍鄉吉祥村中央路2段290號 0963058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