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醫院名稱 地區 地址 電話

1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金山

分院
金山區

新北市金山區五湖里玉爐路7

號
(02)24989898

2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

會亞東紀念醫院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21

號及高爾富路300號
(02)89667000

3 板橋中興醫院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15號 (02)29590707

4 板橋國泰醫院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五、七、

九、十一號一至三樓。
(02)29583333

5 板新醫院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189號 (02)29590707

6 中英醫療社團法人板英醫院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267、

269、271號1-4樓
(02)82513923

7 中英醫療社團法人中英醫院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192

之1號1樓、194號1至4樓、196

號1至4樓、198號1至4樓、200

號1至4樓、202號1至4樓、204

號1至4樓

(02)22563584

8 蕭中正醫院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一段15

號之1、17號、19號(1、2、3、
(02)29687095

9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

院
汐止區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59巷2號

地下4樓至地上12樓
(02)26482121

10 瑞芳礦工醫院 瑞芳區 新北市瑞芳區一坑路71之2號 (02)24974101

11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

院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277號地

上1、3、4樓及289號地下1至3

樓至地上1至15樓

(02)66289779

12 宏慈療養院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安泰路157號 (02)22151177

13 新北仁康醫院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2段323號

地上1至2樓
(02)22152345

14 同仁醫院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89號 (02)29170201

15
怡濟慈園醫療社團法人宏濟神經精

神科醫院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57巷5號 (02)22118899

16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2號 (02)22193391

17 豐榮醫院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安德街 26巷3號

(B棟)(1樓、2樓、7樓、10樓)
(02)22122111

18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

醫院
永和區

新北市永和區中興街80號地下

1樓至地上6樓及國光路123號

地下3樓至地上11樓

(02)29286060

19 永和復康醫院 永和區
新北市永和區中和路575、

577、579號1至4樓
(02)29240925

20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

大學興建經營)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醫

療大樓地下2層至地上12層
(02)22490088

21 祥顥醫院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412、412

之1號1至5樓
(02)29468795

22 怡和醫院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49號1至4 (02)22450009

23 蕙生醫院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551

號地下1樓至地上1至6樓
(02)32346688

24 中祥醫院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138

號〈2至4樓〉、140及142號〈1

至4樓〉

(02)22405055

25
新北市立土城醫院(委託長庚醫療財

團法人興建經營)
土城區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二段6號 (02)22630588

26 廣川醫院 土城區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274、

276、278號
(02)22617000

27 恩樺醫院 土城區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一段7-18

號地下1樓、1樓、2樓、4至10
(02)22639955

新北市醫院清冊



28 仁安醫院 土城區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1段62、

64號1-5樓 中華路一段1號2-5

樓、3號1-5樓

(02)22627088

29 元復醫院 土城區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2段318、

320、322、324號1至4樓
(02)22661886

30 永聖醫療社團法人文化醫院 三峽區 新北市三峽區介壽路1段199號 (02)26732885

31 清福醫院 三峽區
新北市三峽區介壽路一段286

號2樓
(02)26739288

32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

公醫院
三峽區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399號、

中山路198號
(02)26723456

33 仁愛醫院 樹林區
新北市樹林區文化街9號(地下

1、2樓及地上1樓至8樓)
(02)26834567

34 名恩療養院 鶯歌區
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二段62號

及64號1至4樓
(02)26701092

35 宏仁醫院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二段

186、188、190、192、194、

196號一至四樓

(02)29788877

36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1段3

號、3之1號、板橋區英士路
(02)29829111

37 三重中興醫院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中興北街21號 (02)29959680

38 祐民醫院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二段2

號、6號地下1層至地上9層
(02)29783456

39 益民醫院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127號1-4 (02)89911050

40 新莊英仁醫院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大觀街46-2號 (02)29916363

41 新泰綜合醫院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141號2-5

樓、143號2-5樓、145號、147

號、151號、153號、155號、

157號、165號、167號、169號

(02)29962121

42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北仁濟院附

設新莊仁濟醫院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中環路1段28號 (02)22015222

43 新仁醫療社團法人新仁醫院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395號1-5

樓、397-3號、397-4號、福海

街24巷1號1樓

(02)22017212

44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794號及

桃園縣龜山鄉萬壽路1段50巷2
(02)82006600

45 大順醫院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二一五號

一至四樓
(02)29912637

46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127號 (02)22765566

47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附

設醫院
泰山區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69號(地下

4層、地上1至9層及13層)
(02)85128888

48 全民醫院 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7號 (02)22821575

49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 八里區 新北市八里區華富山33號 (02)26101660

50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

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45號、民

權路47號B1~10樓
(02)28094661

51 北新醫療社團法人北新醫院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忠寮里演戲埔腳

1之2號
(02)26209199

52 泓安醫院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下圭柔山91巷2

號1至4樓．地下1樓
(02)26232681

53 公祥醫院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21巷25、

27號、中山路38、40號
(02)26217637

54 台安醫院 三芝區
新北市三芝區興華里楓子林路

42之5號、42之9號〈一至二
(02)26371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