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區 域 診 所 名 稱 開業醫師 診所電話 地 址

1 八里區 皇翔牙醫診所 黃鴻洲 2618-5501 八里區龍米路一段127號

2 三重區 三重新欣牙醫診所 林得賢 2988-0422 三重區車路頭街22號

3 三重區 上宏牙醫診所 后秉仁 2987-6122 三重區中華路60號

4 三重區 久敦牙醫診所 鄭聰賢 2984-9747 三重區中正北路342號

5 三重區 大新牙醫診所 李塘埭  2975-6374 三重區重新路二段22號    

6 三重區 永福牙醫診所 陳鏗鏘 2280-3080 三重區永福街252號

7 三重區 安慶牙醫診所 林衍志 8983-8333 三重區重新路四段33號1樓

8 三重區 江村牙醫診所 黃田本 2978-6289 三重區信義街13號1樓

9 三重區 吳文財牙醫診所 吳文財 2971-3565 三重區重新路三段89號1樓

10 三重區 吾佳牙醫診所 吳榮貴 8972-8833 三重區龍門路145號

11 三重區 佳德牙醫診所 曾水坤 2978-8999 三重區三和路2段79號1樓

12 三重區 奇美牙醫診所 李明玲 2977-6735 三重區集美街119號

13 三重區 宜德牙醫診所 柳堯元 8982-2188 三重區仁愛街497號

14 三重區 欣誼牙醫診所 顏瑞堅 8287-3735 三重區仁愛街672號

15 三重區 金龍牙醫診所 謝金龍 2972-1440 三重區中央南路16號

16 三重區 保誠牙醫診所 林清良 8985-7701 三重區雙園街109號

17 三重區 威登美學牙醫診所 戴翔琮 2983-9775 三重區忠孝路三段45號1樓

18 三重區 英仁牙醫診所 白英仁 2985-3546 三重區大同北路87號    

19 三重區 健林牙醫診所 林鴻津 2980-8129 三重區正義北路240號

20 三重區 華信牙醫診所 吳信忠 2989-3000 三重區仁愛路399號

21 三重區 華健牙醫診所 張傑明 2983-2461 三重區仁愛路276號

22 三重區 順祥牙醫診所 李文濱 2280-8037 三重區永福路50號

23 三重區 興和牙醫診所 陳界黃 2984-4939 三重區力行路一段251號

24 三重區 龍門牙醫診所 陳靖霖 2973-6604 三重區龍門路67號

25 三重區 寶石牙醫診所 郭雨文 8985-8800 三重區重陽路三段144號

26 三重區 寶華牙醫診所 孫嘉彬 8972-1000 三重區三和路2段145號1樓

27 三重區 臻禾牙醫診所 許鴻源 2980-6565 三重區忠孝路2段93號

28 三峽區 佑辰牙醫診所 劉俊佑 8671-7777 三峽區文化路212-5號

29 三峽區 協和牙醫診所 呂健平 2671-7730 三峽區大德路218號1樓

30 土城區 佑祥牙醫診所 黃祥麟 2268-1482 土城區中央路四段66號

31 土城區 宏大牙醫診所 黃克忠 8273-2203 土城區裕民路42號

32 土城區 怡安牙醫診所 林志鑫 8966-5505 土城區廣明街81號

33 土城區 康捷牙醫診所 周瀅芬 2267-8768 土城區中央路四段76-5號2樓

34 土城區 傑聖牙醫診所 江集正 2273-1247 土城區裕民路236號

35 土城區 瑞康牙醫診所 陳心康 2274-7635 土城區中央路2段41號1樓

36 土城區 嘉恩牙醫診所 初家明 8262-3263 土城區延吉街143號1樓

37 中和區 一成牙醫診所 林文賢 2249-8983 中和區中和路88號

38 中和區 中山牙醫診所 林修銘 2249-0497 中和區中山路二段2巷3弄4號

39 中和區 中和林牙醫診所 林永村 2941-4743 中和區興南路一段74號2樓

40 中和區 加美牙醫診所 李岳翰 2946-6539 中和區宜安路6號

41 中和區 名人牙醫診所 張光喜 2222-2158 中和區民享街58號

42 中和區 宏軒牙醫診所 張元彥 2947-1777 中和南山路174-1號1樓

43 中和區 宏瑞牙醫診所 黃文宏 2223-7387 中和區新生街205巷

44 中和區 里昂牙醫診所 黃明珠 8245-6785 中和區連城路89巷7-5號

45 中和區 東鴻牙醫診所 葉建陽 2225-5488 中和區莒光路45號



46 中和區 邱牙醫診所 邱清標 2249-0038 中和區南山路10號

47 中和區 俞牙醫診所 俞章求 2240-6470 中和區圓通路16號1樓

48 中和區 琇品牙醫診所 洪琇品 2943-8383 中和區捷運路89號1樓

49 中和區 進賢牙醫診所 張克勤 2245-5563 中和區錦和路193號

50 中和區 愛華牙醫診所 林信良 2946-4191 中和區興南路二段159巷12號

51 中和區 瑞光牙醫診所 王溫勝 2242-2130 中和區中興街134號1樓

52 中和區 德綸牙醫診所 張宏羽 3233-2383 中和區中安街98號

53 中和區 慶恩牙醫診所 蘇逸峰 2247-4093 中和區景平路572號

54 五股區 鄭牙醫診所 鄭仁明 2291-7180 五股區西雲路237號

55 永和區 永慶牙醫診所 陳德盛 8925-0829 永和區竹林路15號1樓

56 永和區 玉齡牙醫診所 何千金 2940-4596 永和區得和路186號2樓      

57 永和區 禾丰牙醫診所 陳志昇 8660-2055 永和區林森路74號

58 永和區 光毅牙醫診所 邱盛鑫 8921-6050 永和區仁愛路60號

59 永和區 竹琳牙醫診所 陳秀國 8928-0186 永和區竹林路125號

60 永和區 艾莘牙醫診所 廖鳳鳴 8921-5855 永和區福和路171號

61 永和區 志開牙醫診所 林志開 2927-0673 永和區中正路542號2樓

62 永和區 貝瑞牙醫診所 沈瑞文 2924-7989 永和區得和路213號

63 永和區 奇煒牙醫診所     孫大可  2922-3370 永和區竹林路74號1樓 

64 永和區 采丰牙醫診所 蔡迪姍 2940-3338 永和區得和路414號

65 永和區 保仁牙醫診所 黃良沂 2922-7408 永和區保福路二段101號

66 永和區 荷風牙醫診所 李孝忠 8928-6363 永和區竹林路171號

67 永和區 頂真牙醫診所 林培堯 2926-2150 永和區永和路二段224號1樓

68 永和區 博世牙醫診所 吳佳珣 8326-6600 永和區永利路150號1樓

69 永和區 博祥牙醫診所  黃暐權  8668-5815 永和區中正路324號

70 永和區 榛品牙醫診所 陳欽章 2232-9877 永和區永利路98號

71 永和區 綠葉牙醫診所      陳永森 8926-7001 永和區竹林路43號 

72 永和區 維康牙醫診所 莊維凱 2949-8582 永和區中正路174號

73 永和區 齊美牙醫診所 康智為 2929-2879 永和區中正路742號1樓

74 永和區 誼安牙醫診所 何贊松 8941-8732 永和區中正路28號1樓

75 永和區 潔登牙醫診所 林玉君 2922-6009 永和區林森路87號

76 永和區 維丞牙醫診所 陳詠恩 2928-7122 永和區中和路541號

77 永和區 美麗永安牙醫診所 張金枝 2922-2922 永和區中和路517號1樓

78 石門區 新美牙醫診所 彭榆林 2638-3500 石門區中央路5號1樓

79 汐止區 安興牙醫診所 姚振華 2695-6622 汐止區康寧街411號

80 汐止區 汐心牙醫診所 洪肇謙 8692-3998 汐止區大同路2段689號  

81 汐止區 汐緻牙醫診所 李家榮 8692-3998 汐止區建成路18號2樓之3  

82 汐止區 翔齡牙醫診所  林芝蕙 2648-1901 汐止區樟樹一路119巷4號

83 板橋區 大學牙醫診所 葉梅儀 2259-2227 板橋區裕民街108號

84 板橋區 合美牙醫診所 楊定偉 8964-2000 板橋區中山路二段99號1樓

85 板橋區 江子翠林牙醫診所 林松江 2253-2036 板橋區文化路二段333號1樓

86 板橋區 米蘭時尚牙醫診所 陳執中 2251-1246 板橋區仁化街40號1樓

87 板橋區 卓群牙醫診所 吳晉福 2967-6965 板橋區中正路31號

88 板橋區 尚誠牙醫診所 郭玟鑫 2258-4101 板橋區自由路53號

89 板橋區 忠丞牙醫診所 王建忠 2958-5820 板橋區中山路二段408號

90 板橋區 東暘牙醫診所 劉家祥 8258-6868 板橋區雨農路30號

91 板橋區 東豪牙醫診所 洪斌凱 2254-2287 板橋文化路二段241號



92 板橋區 板橋現代牙醫診所 葉順恭 2250-8288 板橋區雙十路二段118號

93 板橋區 南雅牙醫診所 李志偉 2966-7240 板橋區南雅南路一段95號1樓

94 板橋區 後站徐牙醫診所 徐璟鄰 2961-5681 板橋區忠孝路106號1樓

95 板橋區 昱盛牙醫診所 吳皓峰 2254-2378 板橋區英士路43號1樓

96 板橋區 家德牙醫診所 鄭豐洲 8654-1305 板橋區重慶路308巷10號1樓

97 板橋區 展望牙醫診所 王榮昌 8252-8251 板橋區莊敬路149號

98 板橋區 時尚牙醫診所 吳俊祥 2251-5000 板橋區雙十路二段152號1樓

99 板橋區 海山牙醫診所 陳木城 2964-9538 板橋區民族路231號

100 板橋區 益群牙醫診所 劉光夏 2259-8351 板橋區四維路179巷

101 板橋區 偉仁牙醫診所 李梓槃 2958-1797 板橋區三民路二段203-5號1樓

102 板橋區 御品牙醫診所 龍俊宏 8258-2880 板橋區長江路二段167號1樓

103 板橋區 惠康牙醫診所 黃勅儒  2956-5561 板橋區四川路一段359號

104 板橋區 晶耀牙醫診所 沈欣誼 2251-0930 板橋區文化路二段182巷3弄46-3號1樓

105 板橋區 智中牙醫診所 鄭智中 2964-8215 板橋區中山路2段166號

106 板橋區 匯通牙醫診所 黃志偉 8953-2920 板橋區忠孝路46號1樓

107 板橋區 新板耀美牙醫診所 盧家正 2271-0777 板橋區文化路一段85號1樓

108 板橋區 瑞安牙醫診所 陳俊豪 2967-0314 板橋區大智街73號1樓

109 板橋區 聖恩牙醫診所 李文煜 2252-8341 板橋區莒光路53號1樓

110 板橋區 嘉呈牙醫診所 陳勝弘 2258-7123 板橋區文化路二段18號1樓

111 板橋區 嘉品牙醫診所 鄭佳緯 2965-0116 板橋區大仁街70號1樓

112 板橋區 嘉得牙醫診所 林明寬 2956-9933 板橋區館前東路108號1樓

113 板橋區 福倫牙醫診所 賴金方 2967-5774 板橋區民權路219號

114 板橋區 慶安牙醫診所 蔡基益 2257-6685 板橋區四維路137號1弄1樓

115 板橋區 樂真牙醫診所 廖文堅 2955-4007 板橋區新民街29號1樓

116 板橋區 潔美牙醫診所 劉政穎 8964-1919 板橋區漢生東路281號1樓

117 板橋區 全安牙醫診所 呂名峯 2250-6938 板橋區雙十路3段35號

118 板橋區 民懷牙醫診所 曲國棟 8964-1597 板橋區國慶路181號

119 林口區 沃德牙醫診所 李俊民 2608-6699 林口區忠孝路381號

120 林口區 亞德牙醫診所 董珈甄 2608-1709 林口區忠孝一路20號1樓

121 林口區 林口周牙醫診所 周世華 2603-5530 林口區中山路129號

122 林口區 林安牙醫診所 吳東瀛 2601-2000 林口區竹林路161號

123 金山區 慶美牙醫診所 許俊南 2498-5491 金山區中山路144號

124 泰山區 安仁牙醫診所 陳文仁 2296-2341 泰山區泰林路2段294號

125 泰山區 李天堯牙醫診所 李天堯 2296-8432 泰山區明志路二段75號

126 淡水區 竹圍牙醫診所 林泉城 2809-0356 淡水區民族路34號

127 淡水區 美白牙醫診所 張正宗 8809-5279 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37號2樓

128 淡水區 新光牙醫診所 黃松華 2620-5353 淡水街34巷3號

129 淡水區 劉牙醫診所 劉茂仁 2622-9260 淡水區中正路104號1樓

130 新店區 大坪牙醫診所 卓宗亮 8665-5103 新店區北新路3段65巷6號1樓   

131 新店區 北新牙醫診所 戴建隆 2911-3715 新店區北新路一段271巷2號

132 新店區 吉恩牙醫診所 陳盈吉 8667-1726 新店區中正路684號1樓

133 新店區 安康牙醫診所 黃福德 2211-2552 新店區安忠路8號1樓

134 新店區 利林牙醫診所 鄧家耀 2916-2000 新店區北新路三段117號1樓

135 新店區 美恩牙醫診所 何宗儒 2913-0099 新店區北新路三段23號

136 新店區 清新牙醫診所 劉麗橞 2910-7886 新店區寶安街64號

137 新店區 郭濠生牙醫診所 郭濠生 2914-1473 新店區華中街64號1樓

138 新店區 傑仁牙醫診所 鄭傑仁 2910-9098 新店區二十張路25巷1號1樓



139 新店區 愛美牙醫診所 吳若凡 2913-8181 新店區三民路175號

140 新店區 維美牙醫診所 王智明 2913-5050 新店區三民路131號

141 新店區 薪寶牙醫診所 廖炳新 2910-6216 新店區寶橋路52號2樓

142 新店區 鄺懷德牙醫診所 鄺懷德 2917-2587 新店區民族路171號

143 新莊區 三愛牙醫診所 楊明忠 2994-6115 新莊區幸福路604號1樓

144 新莊區 上博牙醫診所 邱茂庭 2990-1111 新莊區新泰路272號1樓

145 新莊區 元富牙醫診所 許承璋 2277-7640 新莊區中港一街34號

146 新莊區 元華牙醫診所 林彰茂 2203-9365 新莊區民安路115號1樓

147 新莊區 四維牙醫診所 許志宏 2201-6835 新莊區四維路19號2樓

148 新莊區 全球牙醫診所 黃柏棋 2990-2333 新莊區新泰路200號1樓

149 新莊區 西盛牙醫診所 陳柏嘉 8201-2700 新莊區民安西路66號

150 新莊區 君悅牙醫診所 簡百謙 2994-5329 新莊區中正路160號1樓

151 新莊區 奇洲牙醫診所 宋鴻奇 2998-3526 新莊區中和街192號1樓

152 新莊區 欣安牙醫診所 劉克利 2206-3744 新莊區民安路160號

153 新莊區 欣佑牙醫診所 張必欣 2992-9112 新莊區中華路二段262號1樓

154 新莊區 美麗華牙醫診所 黃萬騰 2276-7068 新莊區幸福路741號1樓

155 新莊區 祐康牙醫診所 林浩然 2279-7479 新莊區復興路一段185號1樓

156 新莊區 祐新牙醫診所 羅正一 8992-7166 新莊區新泰路64號1樓

157 新莊區 博群牙醫診所 黃智鈞 8522-2166 新莊區中原路104號

158 新莊區 富國牙醫診所 廖銘敏 2903-8611 新莊區富國路23號1樓

159 新莊區 新城牙醫診所 袁旺泉 2277-8921 新莊區中華路一段71號

160 新莊區 新莊謝牙醫診所 謝穎慧 2996-7268 新莊區昌隆街21號

161 新莊區 新華牙醫診所 林枝燁 2276-0898 新莊區公園路77號

162 新莊區 新超群牙醫診所 陳任群 2998-1755 新莊區復興路二段122號

163 新莊區 輔仁牙醫診所 曾煥井 2902-0022 新莊區建國一路8號

164 新莊區 風尚牙醫診所 鄭漢杰 2996-3967 新莊區中平路278號1樓

165 新莊區 爵美牙醫診所 何國寧 8992-1717 新莊區中港路268號1樓

166 新莊區 尊爵牙醫診所 黃駿逸 8991-2285 新莊區中港路293號1樓

167 樹林區 全昇牙醫診所 李建德 2681-1268 樹林區樹德街92號

168 樹林區 何牙醫診所    何清燦 2681-4827 樹林區千歲街53-2號1樓

169 樹林區 佳新牙醫診所 蕭致良 8686-0617 樹林區太平路56巷2號

170 樹林區 樹禾牙醫診所 顏宏哲 8686-4149 樹林區中華路149號

171 樹林區 復新牙醫診所 顏名秀 2687-6620 樹林區復興路221號

172 蘆洲區 本一牙醫診所 趙文惠 2283-6622 蘆洲區長榮路43-1號1樓

173 蘆洲區 京典牙醫診所    曹震鏞 8285-5500 蘆洲區中山一路245號

174 蘆洲區 家園牙醫診所 陳美琦 2285-6663 蘆洲區光榮路97巷69號

175 蘆洲區 晉泰牙醫診所 林怡竺 2282-0136 蘆洲區中華街30號1樓

176 蘆洲區 博士牙醫診所 江國銘 2285-2676 蘆洲區長榮路173號

177 蘆洲區 華康牙醫診所 白宣威 2289-6800 蘆洲區信義路228號2號

178 蘆洲區 臻品牙醫診所 李庭龍 8285-9955 蘆洲區長榮路65號

179 蘆洲區 豐華牙醫診所 李宗翰 2848-3721 蘆洲區民權路114號1樓

180 蘆洲區 麗璽牙醫診所 陳宗宏 8286-3671 蘆洲區中正路351號

181 蘆洲區 品鑽牙醫診所 劉柏村 8286-0747 蘆洲區長安街247號1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