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合約醫療院所 院所類別 行政區 地址 電話

1 新北市八里區衛生所 衛生所 八里區 新北市八里區舊城里舊城路16號 26101902

2 新北市三芝區衛生所 衛生所 三芝區 新北市三芝區中山路1段12號 26362007

3 華貞診所 診所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三段80號 29716626

4 詹益智耳鼻喉科診所 診所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四段6號1樓 29859589

5 聰明耳鼻喉科診所 診所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二段14號 89727370

6 惠心婦幼診所 診所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一段138．140．142． 29810568

7 京辰耳鼻喉科診所 診所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72號1樓 29876226

8 洪文武診所 診所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１６２號 29765731

9 健福診所 診所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171號 89851660

10 集美診所 診所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174之1號 29775177

11 重新診所 診所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二段150號 29765868

12 龍華診所 診所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100號 29883500

13 三重祥安診所 診所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374號 22808558

14 益安診所 診所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152號 89828775

15 保順聯合診所 診所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5號 29855630

16 康昕診所 診所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185號 29865982

17 康歆診所 診所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185號 29865982

18 康新診所 診所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185號 29865982

19 江村聯合診所 診所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三段9號 29821515

20 新北市三重區衛生所 衛生所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1段1號 29825233

21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三重院區) 醫院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3號 29829111

22 三重中興醫院 醫院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中興北街21號 29959680

23 祐民醫院 醫院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二段2號 29783456

24 如原診所 診所 三峽區 新北市三峽區文化路264之1號1樓 26713119

25 星龍耳鼻喉科診所 診所 三峽區 新北市三峽區國際一街5號 26711676

26 永澄診所 診所 三峽區 新北市三峽區光明路20號1樓 26732674

27 新北市三峽區衛生所 衛生所 三峽區 新北市三峽區光明路71號3樓 26711592

28 清福醫院 醫院 三峽區 新北市三峽區介壽路一段286號2樓 26739288

29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醫院 三峽區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399號 26723456

30 永聖醫療社團法人文化醫院 醫院 三峽區 新北市三峽區介壽路1段199號 26732885

31 延吉診所 診所 土城區 新北市土城區明德路一段24號 22748967

32 土城診所 診所 土城區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177巷22號 22603307

33 洪正祝小兒科診所 診所 土城區 新北市土城區延和路112號1樓 82611080

34 裕安診所 診所 土城區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街131號 22613300

35 仁康診所 診所 土城區 新北市土城區青仁路29號1樓 22609090

36 秀偉小兒科診所 診所 土城區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2段380號 22620555

37 羅文亮小兒科診所 診所 土城區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144號1樓 82623060

38 城林小兒科診所 診所 土城區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2段312號 22706166

39 羅林小兒科診所 診所 土城區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83號 82733026

40 家峰耳鼻喉科診所 診所 土城區 新北市土城區中正路15號 22635968

41 人人診所 診所 土城區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20之2號1樓 22614108

42 新北市土城區衛生所 衛生所 土城區 新北市土城區和平路26號 22603181

43 廣川醫院 醫院 土城區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274號、276號、278 22617000

44 祐生耳鼻喉科診所 診所 土城區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223-9號1樓 82614588

45 廣祥診所 診所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2段27號１樓 86683090

46 嘉仁診所 診所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華順街132號 29521878

47 捷安診所 診所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456號 22331117

48 唯安診所 診所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455號 29479165

49 宜生診所 診所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自立路121號 29473800

50 通安診所 診所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45號1樓 22421190

51 坤暉小兒專科診所 診所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三段94號 22269381

52 新北市中和區衛生所 衛生所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4巷3號 22491936

53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 22490088

54 景民診所 診所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164號 29466335

55 王俊傑診所 診所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8號 29293636

56 民樂耳鼻喉科 診所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民樂路28後 22256896

57 康萊診所 診所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317-2號 32341890

58 快樂小兒科診所 診所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215號 89432999

59 祐聖小兒科診所 診所 五股區 新北市五股區五福路34號1樓 82921336

60 新北市五股區衛生所 衛生所 五股區 新北市五股區新城三路11號 22911734

61 瑞安診所 診所 平溪區 新北市平溪區平溪街9號1樓 24951776

62 新北市平溪區衛生所 衛生所 平溪區 新北市平溪區公園街17號 24951015

63 楊安診所 診所 永和區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路303號1樓 22324943

64 洪碩壎小兒科診所 診所 永和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157號 29461171

65 信心診所 診所 永和區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路108號1樓 29291689

66 永愛診所 診所 永和區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282之1號1樓 29258680

67 國平耳鼻喉科診所 診所 永和區 新北市永和區永貞路376號 89233980

68 惠恩診所 診所 永和區 新北市永和區保安路212-1號1樓 29249333

69 黃濂輝診所 診所 永和區 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2段105號 29266264

70 新北市永和區衛生所 衛生所 永和區 新北市永和區秀朗路1段137號 32332780

71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醫院 永和區 新北市永和區中興街80號、52巷1弄28號 29286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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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永和復康醫院 醫院 永和區 新北市永和區中和路575號、577號、579 29240925

73 王英傑小兒科 診所 永和區 新北市永和區一段158號1樓 29279600

74 逸原診所 診所 永和區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一段69號1樓 29253300

75 德謙耳鼻喉科 診所 永和區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216號1樓 29265690

76 蔡正平耳鼻喉科 診所 永和區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245號 29293045

77 順誠耳鼻喉科 診所 永和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75號 86680361

78 長欣診所 診所 永和區 新北市永和區文化路78號 22311663

79 郭烽裕診所 診所 永和區 新北市永和區永貞路339號 29279011

80 新北市石門區衛生所 衛生所 石門區 新北市石門區中山路28之1號 26381007

81 新北市石碇區衛生所 衛生所 石碇區 新北市石碇區潭邊里碇坪路1段82號 26631325

82 德祐小兒科診所 診所 汐止區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117之1號1樓 26945180

83 楊內科小兒科診所 診所 汐止區 新北市汐止區汐萬路1段25號 26420233

84 新北市汐止區衛生所 衛生所 汐止區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66號 26412030

85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醫院 汐止區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59巷2號 26482121

86 新北市坪林區衛生所 衛生所 坪林區 新北市坪林區坪林街104號 26656272

87 翰生診所 診所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西路73號 22545665

88 德一診所 診所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2段236號 29535396#13

89 陳嘉偉診所 診所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懷仁街92號1樓 29555457

90 柯明奇耳鼻喉科診所 診所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2段256號 29622255

91 佳誠診所 診所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2段140號1樓 89521258

92 徐小兒科診所 診所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陽明街46之2號1樓 22500890

93 板橋李耳鼻喉科診所 診所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1段185號(1樓) 29606999

94 林子敬診所 診所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198號 29591986

95 王林小兒科 診所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20號 29584966

96 佳恩耳鼻喉科診所 診所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陽明街40號1樓 22509566

97 嘉恩診所 診所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陽明街40號1樓 22509566

98 嘉禾診所 診所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2段194號(1樓) 29522688

99 安慶診所 診所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互助街77巷1號(1樓) 22593168

100 鴻仁診所 診所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二段五十九號 22537500

101 成安診所 診所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308巷2號 29588182

102 樂福診所 診所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89號 29560606

103 聯德診所 診所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溪北路13號 86871766

104 莒光診所 診所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30號 22527700

105 陳榮泰小兒科診所 診所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金門街311號 26820560

106 新北市板橋區衛生所 衛生所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2號 22586606

107 蕭中正醫院 醫院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一段15之1號 29685661#516

108 中英醫療社團法人中英醫院 醫院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196號 22563584#112

109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板橋院區) 醫院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8號 22575151

110 板橋中興醫院 醫院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15號 29590707

111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醫院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2段21號 89667000

112 興安診所 診所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龍興街51號 29652683

113 隆興診所 診所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龍興街45號 29650765

114 陳敏玲內科診所 診所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溪崑二街97號 26816661

115 麗晹診所 診所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懷德街78巷2號 22501841

116 新北市林口區衛生所 衛生所 林口區 新北市林口區忠孝二路55號1樓 26068760

117 新北市金山區衛生所 衛生所 金山區 新北市金山區大同里民生路59號 24982778

118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金山分院醫院 金山區 新北市金山區五湖里玉爐路7號 24989898

119 永旭診所 診所 泰山區 新北市泰山區仁愛路88號 85313667

120 泰安診所 診所 泰山區 新北市泰山區泰林路二段182號 22961869

121 弘森診所 診所 泰山區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一段257號 29090568

122 新北市泰山區衛生所 衛生所 泰山區 新北市泰山區全興路212號3樓 29099921

123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附設醫院醫院 泰山區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69號 29052526

124 烏來安泰診所 診所 烏來區 新北市烏來區新烏路5段166號 26617390

125 新北市烏來區衛生所 衛生所 烏來區 新北市烏來區新烏路五段109號 26617200

126 同安診所 診所 貢寮區 新北市貢寮區延平街６８號 24902199

127 杏生診所 診所 貢寮區 新北市貢寮區東興街１０２號 24991031

128 樂文診所 診所 貢寮區 新北市貢寮區貢寮街三號1樓 24942358

129 新北市貢寮區衛生所 衛生所 貢寮區 新北市貢寮區貢寮里仁愛路128號 24901431

130 黃秋陽診所 診所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7號 26229596

131 鴻恩診所 診所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民族路50巷１號 28082277

132 陳正熙診所 診所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30號 26259595

133 新北市淡水區衛生所 衛生所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158號 26215620

134 公祥醫院 醫院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21巷25號、27號、中 26226551

135 財團法人基督長老教會馬偕紀念醫院淡水分院   醫院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45號、民權路47號 28094661

136 新北市深坑區衛生所 衛生所 深坑區 新北市深坑區深坑街165號 26621567

137 安立診所 診所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北宜路2段28號 22177669

138 護康診所 診所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安成街32號 86663366

139 呈恩診所 診所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二段146號1樓 86662207

140 陳正宗診所 診所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241號 29129981

141 仁佑診所 診所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96號 22190567

142 新北市新店區衛生所 衛生所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1段88巷11號 29113984

143 同仁醫院 醫院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89號 29170201

144 新北仁康醫院 醫院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二段323號 22152345

145 豐榮醫院 醫院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安德街26巷3號(B棟) 22122111

146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醫院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2號 22193391

147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醫院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289號 66289779

148 錦明耳鼻喉科診所 診所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路195號 22028080

149 德安婦產科診所 診所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31號 22010706

150 弘久診所 診所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57號 22040904

151 宏久診所 診所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57號 22040904

152 上友兒童診所 診所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復興路一段199號1樓 29916099



153 祐幼小兒科診所 診所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二一號一樓 22030993

154 新和耳鼻喉科診所 診所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69號1樓 29938636

155 柏宏診所 診所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昌平街10號 29929964

156 聯安診所 診所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330號 29986191

157 中心診所 診所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321號 22765992

158 聯福診所 診所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路232號 22014370

159 晉安診所 診所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700之24號 29061510

160 寶祥診所 診所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53號 29960303

161 自立診所 診所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自立街231號1樓 89925770

162 林復森耳鼻喉科診所 診所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路220號 22011378

163 佳泰診所 診所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62號1樓 29945902

164 家泰耳鼻喉科診所 診所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70號1樓 29945994

165 嘉泰耳鼻喉科診所 診所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62號1樓 29945902

166 成泰診所 診所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70號1樓 29945994

167 廣田耳鼻喉科診所 診所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777號1樓 29906799

168 安庚內科診所 診所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中安街1號1樓 22779000

169 家貞診所 診所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福壽街67號 29942300

170 家慈診所 診所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福壽街67號 29942300

171 家福診所 診所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福壽街67號 29942300

172 思賢診所 診所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自立街200號1樓 29923806

173 幸福小兒科診所 診所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729號 29919474

174 鄭骨科耳鼻喉科診所 診所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263號 29929191

175 馥齡診所 診所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115號4樓 22776096

176 新北市新莊區衛生所 衛生所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1段2號 29967123

177 新仁醫療社團法人新仁醫院 醫院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395號 22017212#213

178 新泰綜合醫院 醫院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157號 29962121

179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醫院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794號 82006600

180 新莊英仁醫院 醫院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大觀街46之2號 29916363

181 大順醫院 醫院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215號 29911726

182 輔大診所 診所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0號醫學大樓(國璽樓 29052526

183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醫院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127號 22765566

184 家康陳診所 診所 瑞芳區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三段36號 24971563

185 詠安診所 診所 瑞芳區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三段79號1樓 24960683

186 新北市瑞芳區衛生所 衛生所 瑞芳區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3段1號 24972132

187 瑞芳礦工醫院 醫院 瑞芳區 新北市瑞芳區一坑路71之2號 24974101

188 新北市萬里區衛生所 衛生所 萬里區 新北市萬里區萬里里瑪鋉路157號 24921117

189 念生耳鼻喉科診所 診所 樹林區 新北市樹林區文化街45號1樓 26751099

190 莊豐如診所 診所 樹林區 新北市樹林區復興路18號 26830108

191 大樹診所 診所 樹林區 新北市樹林區鎮前街19號 26818919

192 新北市樹林區衛生所 衛生所 樹林區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2段80之1號 26812134

193 仁愛醫院 醫院 樹林區 新北市樹林區文化街9號 26834567

194 樹林泰新診所 診所 樹林區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30號 26874410

195 惠生保安婦幼診所 醫院 樹林區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一段190號 86875678

196 新北市雙溪區衛生所 衛生所 雙溪區 新北市雙溪區新基里新基南街18號 24931210

197 祐康診所 診所 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復興路200號1樓 82855805

198 福田診所 診所 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140號1樓 82863287

199 民族診所 診所 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53號 82857866

200 華安診所 診所 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205號1樓 28481500

201 德興診所 診所 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復興路67號 22855598

202 愛麗生婦產科診所 診所 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323號 22890666

203 乾祐診所 診所 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119號1樓 82862232

204 蘆洲成功耳鼻喉科診所 診所 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253號 82833588

205 六福診所 診所 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45號1樓 82852066

206 健群診所 診所 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中華街71號1樓 28487669

207 建群診所 診所 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中華街71號1樓 28487669

208 健群耳鼻喉科診所 診所 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中華街71號1樓 28487669

209 健安診所 診所 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265號1樓 22826588

210 建安診所 診所 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265號1樓 22826588

211 大安診所 診所 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283號 82857182

212 詠贊聯合診所 診所 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85號 82831555

213 新北市蘆洲區衛生所 衛生所 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中央路58號 22812011

214 鴻文耳鼻喉科 診所 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224巷14號 82863223

215 慈德聯合診所 診所 鶯歌區 新北市鶯歌區南鶯里國慶街一五一號一樓 26772600

216 金鶯診所 診所 鶯歌區 新北市鶯歌區南鶯里國慶街167號1樓 26702559

217 崇文診所 診所 鶯歌區 新北市鶯歌區南鶯里國慶街141號 26783366

218 博音診所 診所 鶯歌區 新北市鶯歌區鳳祥里鶯桃路371號 26784878

219 怡兒診所 診所 鶯歌區 新北市鶯歌區建國路173號1-3樓 26707200

220 新北市鶯歌區衛生所 衛生所 鶯歌區 新北市鶯歌區文化路389號 267023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