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兒童牙齒塗氟及臼齒窩溝封填施作醫療機構名單(112.2.13更新) 
序號 區域 診所名稱 登入會員 診所電話 診所地址 
1 板橋區 華美牙醫診所 高華美 02-29593869 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233號1樓 
2 板橋區 卓群牙醫診所 吳晉福 02-29676965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31號 
3 板橋區 忠丞牙醫診所 王建忠 02-29585820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408號 
4 板橋區 尚誠牙醫診所 郭玟鑫 02-22584101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5號1樓 
5 板橋區 安和牙醫診所 藍偉耀 02-29606415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2段142-4號 
6 板橋區 米蘭時尚牙醫診所 陳執中 02-22511246 新北市板橋區仁化街40號 
7 板橋區 南雅牙醫診所 李志偉 02-29667240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一段95號 
8 板橋區 板橋林牙醫診所 林芳輝 02-29632149 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173號 
9 板橋區 益群牙醫診所 劉光夏 02-22598351 新北市板橋區四維路179號 
10 板橋區 晶美牙醫診所 盧泰良 02-89681189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19-1號 
11 板橋區 雙安牙醫診所 簡樹源 02-29662062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西路150-1號1 
12 板橋區 康祐牙醫診所 謝光浩 02-82533332 新北市板橋區光武街17號1樓 
13 板橋區 全安牙醫診所 呂名峰 02-22506938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三段35號 

 14 板橋區 重慶牙醫診所 劉祖垣 02-29551999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205號1、2樓 
15 三重區 華信牙醫診所 吳信忠 02-29893000 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399號1樓 
16 三重區 首席牙醫診所 莊正旭 02-29868858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三段102號 
17 三重區 佳德牙醫診所 曾水坤 02-82871666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136號 
18 三重區 宜德牙醫診所 柳堯元 02-89822188 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497號1樓 
19 三重區 仁貴牙醫診所 劉俊仁 02-29879290 新北市三重區大智街238-2號1樓 
20 三重區 安慶牙醫診所 林衍至 02-89838333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四段33號1樓 
21 三重區 光美牙醫診所 蔡佳玲 02-82872727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316號 
22 三重區 龍門牙醫診所 賴宜姍 02-29736604 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67號 
23 土城區 康捷牙醫診所 周瀅芬 02-22678768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四段76-5號2樓 
24 土城區 信誠牙醫診所 陳慕冰 02-82601814 新北市土城區明峰街40號1樓 
25 土城區 新亞牙醫診所 鄭豊吉 02-22671018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四段139之2號1樓 
26 土城區 土城新雅牙醫診所 黃育新 02-82612065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一段152號 
27 土城區 怡安牙醫診所 林志鑫 02-89665505 新北市土城區廣明街81號 
28 土城區 傑聖牙醫診所 江集正 02-22731247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236號 
29 中和區 天仁牙醫診所 丁榮泉 02-22230955 新北市中和區莒光路157號 
30 中和區 琇品牙醫診所 洪琇品 02-29438383 新北市中和區捷運路89.91.93號 
31 中和區 怡翔牙醫診所 楊順富 02-82451808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19號1樓 
32 中和區 三民牙醫診所 張良忠 02-29431056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399巷4號6號一樓 
33 中和區 慶恩牙醫診所 蘇逸峰 02-22474093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572號 
34 中和區 宏軒牙醫診所 張元彥 02-29471777 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174-1號1樓 
35 中和區 榮祥牙醫診所 張閨臣 02-29409817 新北市中和區大勇街25巷38弄7號 
36 中和區 實踐牙醫診所 趙公亮 02-29578582 新北市中和區民德路79號2樓 
37 中和區 東鴻牙醫診所 葉建陽 02-22255488 新北市中和區莒光路45號 
38 永和區 博祥牙醫診所 黃暐權 02-89210195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51號 
39 永和區 進安牙醫診所 辜惠芳 02 29243858 新北市永和區信義路25巷6号1F 
40 永和區 漢聲牙醫診所 蕭正川 02-29220045 新北巿永和區中正路547號 
41 永和區 光毅牙醫診所 邱盛鑫 02-89216050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路180號 
42 永和區 奇煒牙醫診所 孫大可 02-29223370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74號1樓 
43 永和區 頂真牙醫診所 林培堯 02-29261023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二段224號1樓 
44 永和區 維康牙醫診所 莊維凱 02-29498882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174號 
45 汐止區 御洺牙醫診所 許子駿 02-26926950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420號 
46 汐止區 安興牙醫診所 姚振華 02-26956622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411號1樓 
47 汐止區 佑昌牙醫診所 黃承樞 02-26943788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95號 
48 汐止區 倍得牙醫診所 張坤榮 02-86421206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17號1樓 
49 汐止區 雲品牙醫診所 陳家駿 02-86486611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341號 
50 汐止區 采風牙醫診所 劉  諭  02-86918111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239號 
51 汐止區 七采牙醫診所 林明勳 02-86910777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380號 
52 林口區 極致美學牙醫 胡致遠 02-26092690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463號 
53 林口區 馨禾牙醫診所 張聖松 02-26007796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一路一段123號 
54 淡水區 李元瑞牙醫診所 李元瑞 02-26224888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59號 
55 淡水區 宏瑋牙醫診所 林文瑜 02-26251149 新北市淡水區北新路55號 
56 新店區 清新牙醫診所 劉麗槐 02-29107886 新北市新店區寶安街64號 
57 新店區 親親牙醫診所 黃敏政 02-2918-5686 新北市新店區光明街292號2樓 
58 新店區 鄺懷德牙醫診所 鄺懷德 02-29172587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71號 
59 新店區 得恩牙醫診所 洪明煌 02-86653352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12號 
60 新店區 大坪林牙醫診所 卓宗亮 02-86655103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65巷6號 
61 新店區 康和牙醫診所 陳憶先 02-29465819 新北市新店區安和路3段153號 
62 新店區 郭濠生牙醫診所 郭濠生 02-29141473 新北市新店區華中街64號 
63 新店區 元祥牙醫診所 林峰丕 02-89113355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一段199號 



64 新莊區 風尚牙醫診所 鄭漢杰 02-29963967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278號 
65 新莊區 龍安牙醫診所 穆天龍 02-22068866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78巷1號1樓 
66 新莊區 公園牙醫診所 蘇阿香 02-89917523 新北市新莊區公園路33號1樓 
67 新莊區 君悅牙醫診所 簡百謙 02-29945329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160號1F 

68 新莊區 誠泰牙醫診所 吳政儀 02-22067379 新北市新莊區建安街84號1F 
69 新莊區 懷恩牙醫診所 卓宗義 02-29033471 新北市新莊區富國路61號 
70 新莊區 全冠牙醫診所 黃建龍 02-29062776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879-2號1樓 
71 新莊區 慶城牙醫診所 賴建志 02-29925760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二段119號一樓 
72 新莊區 欣安牙醫診所 劉克利 02-22063744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路160號 

73 新莊區 元華牙醫診所 林彰茂 02-22039365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路115號1樓 

74 新莊區 大唐牙醫診所 唐天祥 02-29937083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766號 

75 新莊區 思賢微笑牙醫診所 周宏志 02-29977318 新北市新莊區自立街72號1樓 

76 新莊區 艾旎牙醫診所 蘇英芳 02-29012151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20號 

77 新莊區 爵美牙醫診所 何國寧 02-89921717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268號1樓 

78 新莊區 祐康牙醫診所 林浩然 02-22797479 新北市新莊區復興路一段185號 

79 樹林區 佳新牙醫診所 蕭致良 02-86860617 新北市樹林區四太平路56巷2號 

80 蘆洲區 晶品牙醫診所 黃衍國 02-22818899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138號1樓 

81 蘆洲區 成美牙醫診所 陳源韻 02-8282-8241 新北市蘆洲區重陽街62號 

82 蘆洲區 偉齡牙醫診所 簡裕禮 02-82852520 新北市蘆洲區復興路72號 

83 蘆洲區 拾健牙醫診所 鄭俊東 02-82852559 新北市蘆洲區光復路9號 

84 蘆洲區 嘉齡牙醫診所 陳添福 02-22822420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21、23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