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療院所
郵遞區號 地址 電話

板橋區衛生所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2號 2258-6606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板橋院區）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8號 2257-5151

板新醫院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189號 2960-9955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

醫院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21號 8966-7000

三重區衛生所 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1號 2982-5233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3號 2982-9111

張必正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三段66號 89726657

永和區衛生所 新北市永和區秀朗路一段137號 3233-2780

世芳復健科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117號 29404635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 新北市永和區中興街80號 29286060

中和區衛生所 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4巷3號 2249-1936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 2248-1911

南勢角復健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207號2樓 2947-7360

新莊區衛生所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一段2號 2996-7123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794號 8200-6600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127號 2276-5566

鄭骨科耳鼻喉科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263號 29941168

新店區衛生所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88巷11號 2911-3984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社區醫

學部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289號 6628-9779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2號 2219-3391

廣川醫院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276號 2261-7000

土城區衛生所 新北市土城區和平路26號 2260-3181

蘆洲區 蘆洲衛生所 247 新北市蘆洲區中央路58號 2281-2011

汐止區衛生所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1段266號 2641-2030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59巷2號 2648-2121

三峽區衛生所 新北市三峽區光明路71號3樓 2671-1592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399號 2672-3456

淡水區衛生所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158號 2621-5620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

紀念醫院
新北市淡水區民權路47號 2809-4661

瑞芳區 瑞芳區衛生所 224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三段1號 2497-2132

五股區 五股區衛生所 248 新北市五股區新城三路11號 2291-7717

泰山區 泰山區衛生所 243 新北市泰山區全興路212 號3樓 2909-9921

林口區 林口區衛生所 244 新北市林口區忠孝二路55號1樓 2606-8760

深坑區 深坑區衛生所 222 新北市深坑區深坑街165 號3樓 2662-1567

土城區 236

中和區 235

新莊區 242

新店區 231

永和區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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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區 220

三重區 241

汐止區 221

三峽區 237

淡水區 251



石碇區 石碇區衛生所 223 新北市石碇區碇坪路1段82號 2663-1325

坪林區 坪林區衛生所 232 新北市坪林區坪林街104號 2665-6272

三芝區 三芝區衛生所 252 新北市三芝區中山路一段12號 2636-2007

石門區 石門區衛生所 253 新北市石門區中山路28之1號 2638-1007

八里區 八里區衛生所 249 新北市八里區舊城路16號 2610-1903

平溪區 平溪區衛生所 226 新北市平溪區嶺腳里中華街61號 2495-1015

雙溪區 雙溪區衛生所 227 新北市雙溪區新基西街 19 號 2493-1210

貢寮區 貢寮區衛生所 228 新北市貢寮區仁愛路128號 2490-1431

金山區衛生所 新北市金山區大同里民生路59號 2498-2778

臺大醫院金山分院 新北市金山區五湖里11鄰玉爐路7號 2498-9898

萬里區 萬里區衛生所 207 新北市萬里區瑪鋉路157號 2492-1117

烏來區 烏來區衛生所 233 新北市烏來區忠治里新烏路五段109號 2661-7200

樹林區 樹林區衛生所 238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2段80-1號 2681-2134

鶯歌區 鶯歌區衛生所 239 新北市鶯歌區文化路389號 2670-2304

機構 郵遞區號 地址 電話

蘆洲區 蘆洲國民運動中心 247 新北市蘆洲區正義里10鄰長樂路235之1號 2281-0338

淡水區 淡水國民運動中心 251 新北市淡水區崁頂里2鄰中山北路2段381巷2號 2626-1891

三重區 三重國民運動中心 241 新北市三重區福祉里5鄰集美街55號 8972-0079

土城區 土城國民運動中心 236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2段247之1號 2261-5999

中和區 中和國民運動中心 235 新北市中和區錦和路350之2號 2242-9222

板橋區 板橋國民運動中心 220 新北市板橋區德翠里11鄰智樂路6號 2258-8886

泰山區 新五泰國民運動中心 243 新北市泰山區福興里25鄰全興路167號 2296-8860

新莊國民運動中心  242 新北市新莊區公園路11號 7728-8898

輔大診所 242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0號 2905-2526

樹林區 樹林國民運動中心 238 新北市樹林區中正路188之6號 2681-9966

永和區 永和國民運動中心 234  新北市永和區永利路250號(軍公教秀朗福利 2231-8989

八里區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 249 新北市八里區華富山33號 2610-1660

汐止區 汐止國民運動中心 221 新北市汐止區汐科路321號 8691-5691

臺北市大同區 芮宜股份有限公司(芮宜健康學堂) 103 台北市大同區甘谷街24號4樓 0933-387013

菲特邦健康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270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77巷10號2樓 2581-4402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104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二段206號3樓311室 2503-0502

宜蘭縣羅東鎮 仁人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265 宜蘭縣羅東鎮站前南路65號 (03)9558093

臺北市中山區

新莊區

後續介入

金山區 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