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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 北區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泌尿科 陳汶吉 男 40447台中市北區育德路2號 04-22052121 http://www.cmuh.cmu.edu.tw/

台中市 大里區 大里仁愛醫院 泌尿科 李建昌 男 41265台中市大里區東榮路483號 04-24819900 http://www.jah.org.tw/

台中市 西屯區 祥和診所 泌尿科 江泛洲 男 40762台中市西屯路3段148-33號 04-24629667 http://shyangher.eop.tw/

台中市 梧棲區 童綜合醫院 泌尿科 謝肇新 男 43503台中市梧棲區臺灣大道八段699號 04-26581919 http://www.sltung.com.tw/

台中市 梧棲區 童綜合醫院 泌尿科 殷約翰 男 43503台中市梧棲區臺灣大道八段699號 04-26581919 http://www.sltung.com.tw/

台中市 潭子區 台中慈濟醫院 泌尿科 林殿璜 男 42743台中市潭子區豐興路一段66號 04-36060666 http://taichung.tzuchi.com.tw/

台中市 南屯區 尚美泌尿科診所 泌尿科 林美吟 女 40857台中市南屯區大墩二街112號 04-24726200 http://www.sunmeiclinic.com/

台中市 潭子區 台中慈濟醫院 泌尿科 蔡宗訓 男 42743台中市潭子區豐興路一段66號 04-36060666 http://taichung.tzuchi.com.tw/

台中市 太平區 國軍台中總醫院 泌尿科 易志成 男 41168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348號 04-23934191#12 http://803.mnd.gov.tw/

台中市 豐原區 林修名診所 泌尿科 林修名 男 42041台中市豐原區圓環南路193號3樓 04-25130166

台中市 西屯區 福瑞診所 泌尿科 高育琳 男 40765台中市西屯區福泰東路51號1樓 04-24637728

台中市 太平區 賢德醫院 泌尿科 盧建興 男 41175台中市太平區宜昌路420號 04-22732551 http://www.cender.url.tw/

台中市 太平區 國軍台中總醫院 泌尿科 廖丞晞 男 41168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348號 04-23925741 http://803.mnd.gov.tw/

台中市 潭子區 台中慈濟醫院 泌尿科 謝登富 男 42743台中市潭子區豐興路一段88號 04-36060666 http://taichung.tzuchi.com.tw/

台中市 潭子區 台中慈濟醫院 泌尿科 陳至正 男 42743台中市潭子區豐興路一段88號 04-36060666 http://taichung.tzuchi.com.tw/

台中市 南區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泌尿科 謝佐宜 男 40201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04-24739595 http://web.csh.org.tw/

台中市 南屯區 安昱診所 泌尿科 吳哲安 男 40874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330號 04-22580726 http://www.drandreclinic.com/news/index.aspx?shop=drandreclinic

台中市 南屯區 尚美泌尿科診所 泌尿科 陳兆智 男 40857台中市南屯區大墩二街112號 04-24726200   http://www.sunmeiclinic.com/p/blog-page_23.html

台中市 太平區 長安醫院 泌尿科 陳嘉鴻 男 41159台中市太平區永平路一段9號 04-36113500 http://www.everanhospital.com.tw/

台中市 西屯區 艾芙蘿診所 泌尿科 余明螢 女 40764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290號 04-23111290 https://www.facebook.com/Aphroditerejuvenation/

台中市 烏日區 烏日林新醫院 泌尿科 林德祺 男 41454台中市烏日區榮和路168號 04-23388766  http://www.lshosp.com.tw/wls/index.aspx

台中市 北區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泌尿科 連啟舜 男 40447台中市北區育德路2號 04-22052121 http://www.cmuh.cmu.edu.tw/

台中市 大里區 霧峰澄清醫院 泌尿科 蕭其航 男 41272台中市大里區成功路55號 04-24922000 http://www.wfcc.com.tw/

台中市 南區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皮膚科 蕭玉屏 女 40201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04-24739595 http://www.csh.org.tw

台中市 南屯區 林文豹小兒科診所 小兒科 林文豹 男 40848台中市南屯區大墩路815號1樓 04-23266518

台中市 南屯區 瑞和診所 泌尿科 曾任偉 男 40854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南路435號 04-24713000 https://www.gu-clinic.com

台中市 大甲區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大甲李綜合醫院 泌尿科 吳紘岳 男 43748台中市大甲區平安里八德街2號 04-26862288 http://www.leehospital.com.tw/index.asp

台中市 西區 衛生福利部台中醫院 感染科 曾婷玉 女 40343台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99號  04-22294411 https://www.taic.mohw.gov.tw/

台中市 中區 台中澄清醫院平等院區 家庭醫學科 許維邦 男 台中市中區平等街139號 04-24632000

台中市 南屯區 蘇晉暉診所 家庭醫學科 蘇晉暉 男 台中市南屯區向心路35號 04-23832676

台中市 北屯區 博民診所 家庭醫學科 吳有路 男 台中市北屯區進化北路6號 04-22311919

台中市 潭子區 台中慈濟醫院家醫科 家庭醫學科 宋禮安 男 台中市潭子區豐興路一段66、88號 04-36060666

台中市 太平區 新勝診所 家庭醫學科 李　祥 男 台中市太平區中平九街20號 04-24350218

台中市 潭子區 台中慈濟醫院 家庭醫學科 劉晟昊 男 台中市潭子區豐興路一段66、88號 04-36060666

台中市 西屯區 漢諾威家庭醫學診所 家庭醫學科 李彥明 男 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一段112號 04-23173069

台中市 龍井區 博仁診所 家庭醫學科 王昭閎 男 台中市龍井區龍泉村沙田路五段45號 04-26352253

台中市 大里區 大里仁愛醫院 家庭醫學科 周珍如 女 台中市大里區東榮路483號 04-24819900

台中市 潭子區 台中慈濟醫院 家庭醫學科 蔡恩霖 男 台中市潭子區豐興路一段66、88號 04-36060666

台中市 清水區 蔡神經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徐敏綺 女 台中市清水區中山路134號 04-26222050

台中市 北區 朱永昌內科小兒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朱永昌 男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210之10號 04-22253269

台中市 大里區 新菩提醫院家庭醫學科 家庭醫學科 張靜雄 男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621號 04-24829966

台中市 東區 榮生診所 家庭醫學科 龔重榮 男 台中市東區力行路80-5號 04-23609300

台中市 南區 宏恩醫院家庭醫學科 家庭醫學科 陳在誠 男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二段38-13號 04-22623123

台中市 太平區 呂其嘉婦產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呂其嘉 男 台中市太平區中平路151-5號 04-22750158

台中市 北區 施俊哲診所 家庭醫學科 施俊哲 男 台中市北區忠明路510號1樓 04-22067148

台中市 西區 曜廷診所 家庭醫學科 林曜廷 男 台中市西區向上北路166號 04-23012428

台中市 東區 黃純義內小兒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黃純義 男 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49號 04-22270855

台中市 北屯區 全民醫院 家庭醫學科 林登圳 男 台中市北屯區中清路2段516號 04 22916666

台中市 豐原區 許躍騰診所 家庭醫學科 許倬資 男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222號 04-25222010

台中市 后里區 國泰診所 家庭醫學科 林麗鳳 女 台中市后里區甲后路一段416號 04-25577378

台中市 北屯區 東山家庭醫學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周真玲 女 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308號 04-24378500

台中市 豐原區 成功診所 家庭醫學科 陳淑婉 女 台中市豐原區成功路265號1樓 04-25250073

台中市 龍井區 祐晟診所 家庭醫學科 潘建勳 男 台中市龍井區國際街111號 04-26326408

台中市 南屯區 忠勇診所 家庭醫學科 林筱珍 女 台中市南屯區忠勇路67-3號 04-23826625

台中市 外埔區 佳優診所 家庭醫學科 陳惠真 女 台中市外埔區甲后路三段1042號 04-26832807

台中市 龍井區 魏嘉慶家庭醫學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魏嘉慶 男 台中市龍井區東海村藝術街142巷1號 04-26330053

http://poi.zhupiter.com/p/cht-182889/祐晟診所/


台中市 南屯區 法務部矯正署台中戒治所一般科 家庭醫學科 劉富嘉 男 台中市南屯區培德路3號 04-23804770

台中市 北區 賴啟賢皮膚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葉曉儀 女 台中市北區進化路636號 04-22311993

台中市 龍井區 全家診所 家庭醫學科 賴怡均 女 台中市龍井區東海里藝術街142巷3號 04-26330053

台中市 南屯區 林新醫院 家庭醫學科 戴佛安 男 台中市南屯區惠中路三段36號 04-22586688

台中市 南區 宏恩醫院 內科 王泰全 男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二段38-13號 04-22623123

台中市 霧峰區 霧峰澄清醫院 外科 張伍泰 男 台中市霧峰區成功路55號 049-24922000

台中市 大甲區 琉璃光診所 家庭醫學科 王景正 男 台中市大甲區順天路342號 04-26873051

台中市 大里區 大里仁愛醫院 家庭醫學科 韓桂暘 男 台中市大里區東榮路483號 04-24819900

台中市 北區 光恒診所 家庭醫學科 張恒斌 男 台中市北區文化街1號 04-22068638

台中市 北區 紀外科泌尿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周世模 男 台中市北區梅亭街479號 04-22050357

台中市 太平區 卍安診所 家庭醫學科 林裕豐 男 台中市太平區樹孝路293號 04-23910383

台中市 北屯區 北屯區四民衛生所 家庭醫學科 陳美如 女 台中市北屯區后庄路1062號 04-24211945

台中市 大甲區 光田醫院大甲院區 家庭醫學科 楊皓雯 女 台中市大甲區經國路321號 04-26885599

台中市 西屯區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家醫科 家庭醫學科 蘇家龍 男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4段966號 04-24632000

台中市 太平區 國軍台中總醫院家醫科 家庭醫學科 蔡嘉修 男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348號 04-23934191

台中市 大里區 大欣診所 職業醫學科 項懷達 男 台中市大里區新興路15號 04-24069660

台中市 大甲區 錫欽診所 家庭醫學科 徐錫欽 男 台中市大甲區孟春里通天路178號 04-26815785

台中市 南屯區 友仁醫院 家庭醫學科 陳守復 男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197號 04-24739995

台中市 外埔區 外埔診所 家庭醫學科 陳繼信 男 台中市外埔區甲后路297號 04-26837751

台中市 烏日區 明道診所 家庭醫學科 陳文德 男 台中市烏日區三民街149號 04-3372295

台中市 南區 宏恩醫院 家庭醫學科 吳子鈞 男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二段38-13號 04-22623123

台中市 西區 蔡嘉恩外婦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蔡嘉恩 男 台中市西區日新街80號 04-2016422

台中市 中區 台中澄清醫院平等院區 家庭醫學科 林鴻章 男 台中市中區平等街139號 04-24632000

台中市 南區 復興家庭醫學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陳明彬 男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235號 04-22200482

台中市 南區 邦仁內兒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林邦彥 男 台中市南區建成路1691號 04-2870910

台中市 霧峰區 泰安醫院家醫科 家庭醫學科 林昭俊 男 台中市霧峰區中正路928號 04-23393015

台中市 東勢區 東勢蔡外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蔡禮治 男 台中市東勢區豐勢路510號 04-25886596

台中市 西屯區 福星診所 家庭醫學科 辜春鐘 男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580號2樓 04-27082909

台中市 豐原區 祥恩醫院 家庭醫學科 李東安 男 台中市豐原區中興路３５號 04 25267550

台中市 大甲區 大甲王婦產科家庭醫學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王文正 男 台中市大甲區水源路338號 04-26863001

台中市 南屯區 周省村診所 家庭醫學科 周省村 男 台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二段42號 04-24723316

台中市 東勢區 東勢鎮農會附設農民醫院 家庭醫學科 蘇清源 男 台中市東勢區豐勢路297號 04-25771919

台中市 北區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兒科 家庭醫學科 吳淑芬 女 台中市北區育德路2號 04-22052121

台中市 豐原區 中新診所 家庭醫學科 王以仁 男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136號 04-25227308

台中市 太平區 健康診所 家庭醫學科 孫國泰 男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434號 04-23927267

台中市 大甲區 幼工診所 家庭醫學科 林漢輝 男 台中市大甲區幼獅路36號 04-26811016

台中市 潭子區 泰昌診所 家庭醫學科 陳志鵬 男 台中市潭子區頭張路一段88號 04-25329061

台中市 大甲區 錫欽診所 家庭醫學科 鄭淑真 女 台中市大甲區孟春里通天路178號 04-26815785

台中市 東區 台新醫院家醫科 家庭醫學科 王濬璟 男 台中市東區振興路439-3號 04-22139966

台中市 大雅區 愛生家庭醫學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林清棠 男 台中市大雅區學府路417號 04-25601402

台中市 北屯區 強生醫美診所 家庭醫學科 王明傑 男 台中市北屯區崇德二路2段156號 04-22464510

台中市 西區 漢陽內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林全成 男 台中市西區建國路63號 04-22205522

台中市 南區 陳豪江診所 家庭醫學科 陳豪江 男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二段100號 04-22622132

台中市 南屯區 經典診所 家庭醫學科 劉屏鍾 男 台中市南屯區忠勇路64-1號 04-23802395

台中市 梧棲區 安心診所 家庭醫學科 孔令天 男 台中市梧棲區港埠路一段1115號 04-26562059

台中市 豐原區 王榮祿皮膚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徐慶城 男 台中市豐原區圓環東路91號 04-25154348

台中市 西屯區 傑出診所 家庭醫學科 盧建州 男 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352號 04-24515602

台中市 大甲區 力倫診所 家庭醫學科 林景斌 男 台中市大甲區蔣公路246號1樓 04-26805889

台中市 太平區 國軍台中總醫院家醫科 家庭醫學科 凃世凱 男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348號 04-23934191

台中市 東區 福仁診所 家庭醫學科 賴育廷 男 台中市東區福仁街146號1樓 04-22110315

台中市 豐原區 李長模皮膚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蔡幸芳 女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124號 04-25250920

台中市 西屯區 澄清醫院中港院區家醫科 家庭醫學科 張惠雯 女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4段966號 04-24632000

台中市 梧棲區 梧棲童綜合醫院 家庭醫學科 劉曼莉 女 台中市梧棲區台灣大道八段699號 04-26581919

台中市 太平區 國軍台中總醫院家醫科 家庭醫學科 黎雨青 男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348號 04-23934191

台中市 潭子區 台中市潭子區衛生所 家庭醫學科 曾雅旭 男 台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二段241巷5號 04-25324643

台中市 北區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家庭醫學科 盧裕源 男 台中市北區育德路2號 04-22052121

台中市 北區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家醫科 家庭醫學科 胡松林 男 台中市北區育德路2號 04-22052121



台中市 霧峰區 陳炎山家庭醫學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陳炎山 男 台中市霧峰區中正路1100號1樓 04-23391100

台中市 北區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家醫科 家庭醫學科 楊沛怡 女 台中市北區育德路2號 04-22052121

台中市 北區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家醫科 家庭醫學科 蔣惠棻 女 台中市北區育德路2號 04-22052121

台中市 北區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家醫科 家庭醫學科 趙敏君 女 台中市北區育德路2號 04-22052121

台中市 西區 超仁診所 家庭醫學科 江文超 男 台中市西區忠明南路373號 04-23769118

台中市 太平區 國軍台中總醫院家醫科 家庭醫學科 蔡宣致 男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348號 04-23934191

台中市 北屯區 王秉菴小兒科診所 兒科 王秉菴 男 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二段297號 04-22427966

台中市 大里區 佑仁診所 - 何瑞斌 男 台中市大里區新興路１８號 04-24061222

台中市 梧棲區 梧棲童綜合醫院 家庭醫學科 莊詩慧 女 台中市梧棲區中棲路一段699號 04-26581919

台中市 清水區 順風耳鼻喉科診所 兒科 李俊昌 男 台中市清水區鎮南街41號 04-26226161

台中市 和平區 臺中市和平區衛生所 - 陳秀雲 女 台中市和平區南勢里東關路3段132號 04-25942781

台中市 清水區 林佳輝診所 - 林佳輝 男 台中市清水區中正街19號1樓 04-26233955

台中市 太平區 國軍台中總醫院家醫科 家庭醫學科 彭姿穎 女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348號 04-23934191

台中市 西屯區 福茂聯合門診福茂小兒科診所 兒科 張慧炩 女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73之1號 04-24518758

台中市 西區 鄭煒達診所 兒科 鄭煒達 男 台中市西區公益路214號1樓及2樓 04-23235136

台中市 沙鹿區 光田綜合醫院沙鹿總院 急診醫學科 王發財 男 台中市沙鹿區沙田路117號 04-26625111

台中市 太平區 賢德醫院泌尿外科 泌尿科 宇忠誠 男 台中市太平區宜昌路420號 04-22732551

台中市 霧峰區 仁美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楊清林 男 台中市霧峰區中正路1062號 04-23335105

台中市 西區 衛生福利部台中醫院 家庭醫學科 李孟智 男 台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99號 04-22294411 https://www.taic.mohw.gov.tw/

台中市 沙鹿區 光田綜合醫院沙鹿總院 家庭醫學科 廖振良 男 台中市沙鹿區沙田路117號 04-26625111

台中市 南區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小兒外科 家庭醫學科 巫堂鎥 男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04-24739595

台中市 西屯區 林婦產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林文龍 男 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2段418號 04-24514639

台中市 東區 育民診所 家庭醫學科 張啟中 男 台中市東區台中路73號 04-22290505

台中市 西區 家妍診所 家庭醫學科 李宏昇 男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65號 04-23282888

台中市 南屯區 郭品君診所 家庭醫學科 郭品君 女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一段1059號1樓 04-23817333

台中市 西區 日健診所 家庭醫學科 李士丹 男 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218號17樓 04-23296899

台中市 梧棲區 童綜合醫院急診中心 家庭醫學科 王史典 男 台中市梧棲區台灣大道八段699號 04-26581919

台中市 北屯區 廖志明診所 家庭醫學科 廖志明 男 台中市北屯區北屯路256號 04-2439438

台中市 南屯區 郭品君診所 家庭醫學科 吳三源 男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一段1061號 04-23817333

台中市 梧棲區 童綜合醫院 家庭醫學科 吳建璋 男 台中市梧棲區台灣大道八段699號 04-26581919

台中市 西屯區 陳駿逸皮膚科診所 - 翁國祥 男 台中市西屯區黎明路三段217號 04-24519589

台中市 東區 佑佑家醫科小兒科診所 兒科 陳卓緯 男 台中市東區十甲路501號1F 04-22125628

台中市 太平區 國軍台中總醫院家醫科 - 陳　杰 男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348號 04-23934191

台中市 南屯區 林文豹小兒科診所 兒科 林文豹 男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路815號 04-23266518

台中市 北區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皮膚科 周宛儀 女 台中市北區育德路2號 04-22052121

台中市 西屯區 台中工業區員工診所 家庭醫學科 李佳容 女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五路二號一樓 04-22390950

台中市 北區 臺安醫院雙十分院 內科 柯貴榮 男 台中市北區雙十路2段29號 04-22268990

台中市 太平區 國軍台中總醫院 家庭醫學科 楊翰選 男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348號 04-23934191

台中市 梧棲區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家庭醫學科 林鈺峰 男 台中市梧棲區台灣大道八段699號 04-26581919

台中市 西區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婦產科 林憲文 男 台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99號 04-22294411

台中市 西區 陳世杰診所 婦產科 陳世杰 男 台中市西區中美街155號 04-23761560

台中市 大肚區 欣民診所 婦產科 蔡政潔 男 台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二段625號1樓 04-26993299

台中市 西屯區 林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林文龍 男 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418號 04-24514639

台中市 霧峰區 仁美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楊清林 男 台中市霧峰區中正路1062號 04-23335105

台中市 西區 寶醫師診所 婦產科 游淑寶 女 台中市西區向上北路105巷2-1號 04-23021736

台中市 中區 芳英婦幼診所 婦產科 陳芳英 女 台中市中區平等街 7號 04-22229788

台中市 中區 賴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賴文福 男 台中市中區三民路三段41號 04-22270871

台中市 大甲區 大甲王婦產科家庭醫學科診所 婦產科 王文正 男 台中市大甲區水源路338號 04-26863010

台中市 后里區 李煥照婦產專科診所 婦產科 李煥照 男 台中市后里區文明路33號1樓 04-25581886

台中市 霧峰區 陳水亮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陳水亮 男 台中市霧峰區中正路1102-1號 04-23328732

台中市 豐原區 呂維國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呂維國 男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348號 04-25262889

台中市 西屯區 婦欣診所 婦產科 張寶霖 男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2段101-5號 04-23130558

台中市 西屯區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婦產科 關祥彬 男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966號 04-24632000

台中市 大里區 新菩提醫院 婦產科 管宏慧 女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621號 04-24829966

台中市 北區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婦產科 林典慶 男 台中市北區育德路2號 04-22052121-2063

台中市 北區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婦產科 王耀德 男 台中市北區育德路2號 04-22052121

台中市 西屯區 澄清醫院中港分院 婦產科 黎松昌 男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966號 04-24632000

https://www.taic.mohw.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