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

號

醫療機構名稱 郵遞

區號

電話 分機 是否提供院外出

生之新生兒聽力

篩檢服務
預約篩檢方式 篩檢時間 備註

1 遠興婦產科診所 220 新北市 板橋區 中山路一段91號 (02)8951-0099 300 是 以電話先行預約 預約時間

2 亞東紀念醫院 220 新北市 板橋區 南雅南路二段21號 (02)8966-7000 是 掛號小兒科 由門診另安排篩檢時間

3 遠華婦產科診所 220 新北市 板橋區 三民路二段110號1-7樓 (02)8953-5508 是 掛號小兒科
週二至週四

上午9:00-12:00

4 菡生婦產科診所 220 新北市 板橋區 漢生東路15號 (02)2253-8960 否 - -

5 合泰婦產小兒聯合診所 220 新北市 板橋區 忠孝路19號 (02)2957-6699 206 是 以電話先行預約
週一、三、五

上午9:00-12:00

6 板橋國泰醫院 220 新北市 板橋區 忠孝路5號
(02)2958-3333

3078 是 以電話先行預約
週一、週四

上午9:00-12:00

7 孫三源婦產科家庭醫學科診所 220 新北市 板橋區 中正路186號1至3樓 (02)2966-0660 否 - -

8 欣幼婦產科診所 220 新北市 板橋區 四川路1段188號 (02)2959-1158  206 是 以電話先行預約 小兒科門診時間

9 良品婦幼聯合診所 220 新北市 板橋區 南雅南路一段8-8號 (02)2965-0111 否 - -

10 林儀文婦產科診所 220 新北市 板橋區 民權路218號 (02)2969-6995 否 - -

11 育馨中山婦產科診所 220 新北市 板橋區 中山路一段216號 (02)8953-1086 否 - -

12 惠心婦幼診所 241 新北市 三重區 重陽路一段138號 (02)2981-0568 2000 是
以電話先行預約

掛號小兒科門診
小兒科門診時間

13 東和婦產科家庭醫學科診所 241 新北市 三重區 三和路二段97號 (02)2972-9627 否 - -

14 采新婦幼診所 241 新北市 三重區 正義北路86號 (02)8985-3888 否 - -

15 丁婦產科診所 241 新北市 三重區 自強路1段246號1-4樓 (02)2985-8001 817 是 以電話先行預約 由電話安排篩檢時間 預約請留連繫電話

16 錫安婦產科內科診所 241 新北市 三重區 正義北路319號 (02)2981-2299 否 - -

17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241 新北市 三重區 新北大道一段3號 (02)2982-9111 否 - -

18 王立德婦產科診所 241 新北市 三重區 仁愛街731號2樓 (02)2286-6788 否 - -

19 永和耕莘醫院 234 新北市 永和區 中興街80號 (02)2928-6060 20904 是 以電話先行預約
週三、週五

下午小兒科門診

20 御生婦幼診所 234 新北市 永和區 中山路一段277號 (02)2923-1818 否 - -

21 瑞祥婦幼醫院 234 新北市 永和區 福和路278號
(02)2923-5133

(02)2922-6301
否 - -

22 吳銅坤婦產科診所 234 新北市 永和區 中山路1段35號 (02)2927-1313 否 - -

23 鍾婦產科診所 234 新北市 永和區 福和路84號1、2樓 86號2、3樓 (02)8928-8899 否 - -

24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235 新北市 中和區 力行里中正路291號 (02)2249-0088 2951 是 掛號小兒科 小兒科門診時間

25 蕙生醫院 235 新北市 中和區 中山路二段551號
(02)3234-6688

(02)2223-6339
否 - -

26 王上卿婦產科診所 235 新北市 中和區 中和路114號 (02)2242-1616 否 - -

27 耕莘醫院 231 新北市 新店區 中正路362號 (02)2219-3391 否 - -
若有需求先行預約

掛號耳鼻喉門診(須自費)

28 臺北慈濟醫院 231 新北市 新店區 建國路289號 (02)6628-9779 1205 是
以電話先行預約

掛號耳鼻喉科門診
耳鼻喉科門診時間

地址

新北市參與國健署免費新生兒聽力篩檢方案之醫療院所新北市參與國健署免費新生兒聽力篩檢方案之醫療院所新北市參與國健署免費新生兒聽力篩檢方案之醫療院所新北市參與國健署免費新生兒聽力篩檢方案之醫療院所
國民健康署自101年3月15日起，補助本國籍未滿3個月之新生兒，均可獲得新生兒聽力篩檢補助。

新生兒聽力篩檢係在出生後24-60小時內即可於合約之醫療院所做聽力初步篩檢；若初步篩檢未通過，應在出院前(36-60小時)進行複篩或是滿月前做複篩。



29 蕭仁哲婦產科診所 231 新北市 新店區 北新路3段167號 (02)2915-8090 否 - -

30 元程婦產科診所 242 新北市 新莊區 新莊區中華路二段47號 (02)2997-3838 333 是 直接掛號 門診時間

31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242 新北市 新莊區 思源路127號 (02)2276-5566 2530 是 掛號小兒科
平日

上及下午小兒科門診時間

1.請家屬要攜帶兒童手冊

2.並確認無作過聽力篩檢

32 劉長達婦產科診所 242 新北市 新莊區 幸福路684號1、2樓 (02)2996-1672 否

33 樂寶兒婦幼診所 242 新北市 新莊區 中正路82-1號1樓 (02)2990-1122 135 是
以電話先行預約

掛號小兒科門診
小兒科門診時間

34 天給婦產科診所 242 新北市 新莊區 幸福路670巷2弄23號
(02)2992-7196

(02)2992-2419
是 直接掛號 門診時間

35 曜生婦產科診所 242 新北市 新莊區 興漢里6鄰中正路243號1-3樓 (02)2276-3535 200 是 以電話先行預約 預約時間

36 榜生婦產科診所 242 新北市 新莊區 龍安路339號及341號1樓
(02)2203-4701

(02)2203-4692
70 是 以電話先行預約 預約時間

37 天佑診所 242 新北市 新莊區 幸福路670巷2弄21號1樓 (02)2992-7196 109 是 直接掛號 門診時間

38 劉遠祺婦產科診所 238 新北市 樹林區 中華路112號 (02)8686-5966  200 是 以電話先行預約 預約時間

39 惠生保安診所 238 新北市 樹林區 保安街一段190號 (02)2 8687-5678 10288 是
以電話先行預約

掛號小兒科門診
小兒科門診時間

40 麥婦產科診所 239 新北市 鶯歌區 鶯桃路五七一號 (02)2678-8600 否 - -

41 愛慈婦產科診所 237 新北市 三峽區 復興路68號 (02)2673-8688 否 - -

42 恩主公醫院 237 新北市 三峽區 鳶山里13鄰復興路399號 (02)2672-3456  6955 是

以電話先行與關小姐

預約或現掛星期二下

午小兒科門診

週二下午小兒科門診

週一~週五上午及週六、

週日無法執行院外新生兒

聽力篩檢服務

43 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251 新北市 淡水區 民生路45號 (02)2809-4661  2932 是
掛號小兒科或耳鼻喉

科
由門診另安排篩檢時間

44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221 新北市 汐止區 橋東里建成路59巷2號 (02)2648-2121  3460 是

以電話先行預約，並

預先掛號耳鼻喉科門

診(任一醫師皆可)

平日8:30-17:30

請家長先電話預約並告知

為院外新生兒，會幫安排

檢查時間，並請家長預先

掛號當天耳鼻喉科任一醫

師，提前至櫃台填寫初診

資料再來檢查即可。

45 吳婦產科診所 221 新北市 汐止區 大同路二段一七五號三樓 (02)8692-6399 否 - -

46 馨悅婦產科診所 221 新北市 汐止區 福德二路215號12樓 (02)2692-7666 1213 否 - -

47 張甫行婦產科診所 236 新北市 土城區 中央路2段276-1號 (02)2263-8888 是 以電話先行預約 預約時間 請準時於預約時間赴院

48 永佳婦產專科診所 236 新北市 土城區 金城路2段250號 (02)2263-1188 否 - -

49 儷生婦產科診所 236 新北市 土城區 金城路2段396號1樓 (02)8262-7890 220 是 以電話先行預約 預約時間

50 宥生婦產科診所 247 新北市 蘆洲區 三民路13號 (02)2283-5758 否 - -

51 長榮宥宥婦產科診所 247 新北市 蘆洲區 永樂街2號 (02)8283-9090  否 - -

52 潘俊亨婦產科診所 247 新北市 蘆洲區 中山二路135號 (02)2283-8077~9 210 是 以電話先行預約 預約時間 請準時於預約時間赴院

53 愛麗生婦產科診所 247 新北市 蘆洲區 長榮路323號 (02)2289-0666 211 是 以電話先行預約 預約時間 請準時於預約時間赴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