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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恩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74號1樓 2252-8341

健倫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157號1樓 2257-8246

麗晶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二段238號 2257-2667

益群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四維路179號 2259-8351

冠德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陽明街5號1樓 2256-5830

蔡進富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陽明街283號 2257-6535

板橋現代牙科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二段118號 2250-8288

松柏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松柏街41號 8252-5051

時尚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二段152號 2251-5000

康維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336號 8253-6686

恩美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仁化街42巷7號1樓 2258-7098

東豪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2段241號 2254-2287

御品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長江路二段167號 8258-2880

誼康美學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135號 2250-8765

康祐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光武街17號 8253-3332

晶美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19-1號 8968-1189

得雅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新海路68號 2253-8890

上安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317號 2969-9738

馬太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234-1號 2967-9982

杏福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國光路181號1樓 2965-5345

懷安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國光路215號 2251-5257

嘉品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大仁街70號1樓 2965-0116

双安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西路150-1號 2966-2062

益新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一段74號1樓 2968-2899

旺福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158號 8966-3155

家德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308巷10號1樓 8954-1305

惠康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一段359號1樓 2956-5561

重慶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205號1樓 2955-1999

鼎極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63號 2959-0765

東北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213號 2956-7177

太平洋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348號1樓 2963-5654

樂真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新民街29號1樓 2955-4007

遠東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41號 2956-6132

謙岳美學牙醫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263號 2955-5500

育德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113號 2953-8985

振榮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157號1樓 2961-5813

尚誠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5號1樓 2258-4101

忠丞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408號 2958-5820

藝大美學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龍興街8號 2960-5005

大觀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龍興街71巷6號 2960-5383

康宸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新海路180號1樓 2256-7883

晶耀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182巷3弄46-3號1樓 2251-0930

全安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三段35號 2250-6938

舒活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四維路227號1樓 8259-6651

德全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篤行路二段78號 2687-6606

康祐臻品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三段32-1號 8253-6036

昱盛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43號1樓 2254-2378

貴興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貴興路80號 8951-1082

展揚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144巷68號 8967-8998

杏橋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金門街295號 2687-0186

法華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金門街301號 2686-3842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板橋院區)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8號 2257-5151

板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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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恩牙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文化路79號 2921-3200

宜康牙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安樂路282號 2923-7310

頂真牙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二段224號1樓 2926-2150

美麗永安牙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中和路517號 2922-2922

世樺牙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一段154號 2924-7865

竹琳牙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125號 8928-0186

博世牙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永利路152號1樓 2926-6600

匯豐牙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永元路91號1樓 8660-6258

康承牙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永元路48號 2921-2522

秀和牙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永元路10號 2920-8123

采豐牙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417號1樓 2940-3338

夏爾牙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394號 8668-6977

夏爾秀朗牙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394號 8668-6977

維康牙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174號1樓 2949-8882

泰安牙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316號 2941-2275

雷鳴牙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智光街116號 2941-4179

博祥牙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51號1樓 8921-0195

玉齡牙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186號2樓 2940-7596

貝瑞牙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213號 2924-7989

嘉祐牙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227號1樓 8923-8653

小木屋牙醫聯合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保生路22巷8號1樓 8231-6123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 新北市永和區中興街80號 2928-6060

東鴻牙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莒光路45號 2225-5488

建隆牙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三段152號1樓 8221-1417

祥齡牙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三段204號 2952-3299

康橋牙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485號 8227-6995

允安牙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683號 2245-2844

瑞光牙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中興街134號1樓 2242-2130

米雅美學牙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一段23號1樓 2948-0138

南星美學牙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一段58號 2940-1234

琇品牙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捷運路89號 2943-8383

立新美學牙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460號 8668-1095

華新牙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華新街25號 2945-9151

鴻宜牙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160號 2245-9088

安平牙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安平路78號1樓 8668-4688

東陽牙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440號 2926-4055

一成牙醫診所 新北區中和區中和路88號 2249-8983

邱牙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10號 2249-0038

榮祥牙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大勇街25巷38弄7號 2940-9817

誠美牙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162號1樓 2940-0820

尚恩牙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429-1號 2248-6622

實踐牙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民德路79號2樓 2957-8582

悠活牙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莒光路152-1號1樓 8951-2722

鈦和牙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建康路158號2樓 8227-6797

漾潔牙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314號 2926-6922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 2248-1911

中和區

永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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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二段22號 2975-6374

威登美學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三段45號 2983-9775

寶石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三段144號 8985-8800

德倫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二段42號 2984-7599

星輝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40號1F 2987-7987

銓皓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268號 8982-5278

吳文財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三段89號1樓 2971-3565

余延年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三民街91號 2986-6185

慶長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265號1樓 2982-8103

江村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信義街13號1樓 2978-6289

聯合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103號 2989-4449

寶華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二段145號1樓 8972-1000

吾佳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145號 8972-8833

和平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111號2樓 2987-3993

宜德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497號 8982-2188

全鴻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力行路二段164號 8287-1559

綺美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240號 8287-3734

華信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399號1樓 2989-3000

五華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96號 2971-2828

佳德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136號1,2樓 8287-1666

欣誼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672號 8287-3735

威登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三段32號1樓 2981-3233

華健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276號1樓 2983-2462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3號 2982-9111

英文牙醫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343-1號7樓 8282-8271

永富牙醫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426巷8號 2848-0531

柏鎂牙醫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318號1樓 2285-5800

華康牙醫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信義路228號2樓 2289-6800

京華牙醫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375號1樓 2847-0199

鎰安牙醫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光明路10號 8283-5018

心安牙醫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二路120號 8285-6311

仁愛牙醫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二路123號 2282-3869

豐華牙醫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民權路114號1樓 2848-3721

成美牙醫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重陽街62號 8282-8241

晶品牙醫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138號 2281-8899

蘆美學牙醫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91號 2282-0000

康福牙醫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218號 2288-5200

元大牙醫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光華路68號 8282-5609

家園牙醫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光榮路97巷69號 2285-6663

本一牙醫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43-1號1樓 2283-6622

杏美牙醫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復興路112號1樓 8281-2666

華心牙醫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光華路69號 8281-6600

昌輝牙醫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永平街27號 2848-6560

蘆洲區

三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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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福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344號 2998-0899

祐康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復興路一段185號 2279-7479

大新莊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246號 2991-9731

榮和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一段84號1樓 8993-8700

君悅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一段31號1樓 2994-5329

公園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公園路33號1樓 8991-7523

元富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一街34號1樓 2277-7640

康德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79號1樓 2993-7306

許文政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560號 8991-3788

佑安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585號 8992-3755

美麗華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741號 2276-7068

捷美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747號 2765-7781

名家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中和街187號 8991-6108

明星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中榮街62-1號 2996-7022

副都心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中榮街112號1樓 2998-5996

晶華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二段17號 2991-2313

新莊謝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昌隆街21號 2996-7268

品森美學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130號 2276-0060

欣尚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中原路238號 8522-9911

劍橋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昌平街3號1樓 2992-5678

聯華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昌平街71巷2號 2990-0211

晶瑞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東路131號 2990-9789

雙美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730-16號1樓 2902-9095

富安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建安街73號 2208-2887

新樹聯合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建安街90號 2202-8002

輔園牙醫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0號 2905-2036

健群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148號 2203-0341

明安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257號 2208-2810

四維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四維路19號2樓 2201-6835

裕民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富國路65巷2號 2908-0266

西盛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66號 8201-2700

欣安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路160號1樓 2206-3744

非凡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路212號1樓 8201-1999

鄭牙醫診所 新北市五股區西雲路237號 2291-7180

皇尚牙醫診所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2段107號 2292-0170

林安牙醫診所 新北市林口區竹林路161號 2601-2000

林口周牙醫診所 新北市林口區中山路129號 2603-5530

翰品牙醫診所 新北市林口區中山路190號 2601-1399

東佑牙醫診所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250號1樓 2600-8215

汎德牙醫診所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二段24號 8601-9951

沃德牙醫診所 新北市林口區忠孝路381號 2608-6699

沃德忠孝牙醫診所 新北市林口區忠孝路377號 2608-6377

極致美學牙醫診所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463號 2609-2690

泰山牙醫診所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一段292號1樓 2909-1252

京硯牙醫診所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一段385號 2900-1860

城康牙醫診所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一段201號 2900-7333

城康美學牙醫 新北市泰山區仁愛路59號 2900-7168

五股區

新莊區

林口區

泰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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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心牙醫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延和路101號 8273-3201

莒光美學牙醫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延吉街288-290號 2274-3687

誼家牙醫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清水路181號 2274-8933

明曜牙醫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延吉街208號1樓 2262-7700

星曜牙醫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延吉街206號1樓 2262-7700

東松牙醫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237號 8273-3280

精湛牙醫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179號1樓 2262-5222

杏林牙醫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一段298號 8262-0496

冠菲牙醫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一段252號1樓 8273-1331

嘉德沈牙醫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明德路二段211號 2273-6756

麗品牙醫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332號 2273-2099

楊偉澤牙醫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和平路4-1號 2274-6533

樹德牙醫診所 新北市樹林區日新街37號 2687-4338

日月辰心牙醫診所 新北市樹林區鎮前街13號 2686-2828

佩福牙醫診所 新北市樹林區東華街91號1樓 8685-8800

晶致牙醫診所 新北市樹林區中華路148號 8685-2300

復新牙醫診所 新北市樹林區復興路221號 2687-6620

元生牙醫診所 新北市樹林區三福街31號 2689-6477

北大昕成牙醫診所 新北市樹林區大成路355號 2680-8059

大同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峽區大同路7號 2674-8682

樸實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峽區中華路23號1樓 2672-1737

救生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峽區仁愛街10號 2671-1206

擎天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3號1樓 2674-3777

飛悅北大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峽區大德路489號 8671-5770

美利亞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峽區大德路489號 8671-5770

國慶牙醫診所 新北市鶯歌區國慶街175號 2678-6477

謝彥中牙醫診所 新北市鶯歌區國華路53號 2678-5856

同愛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光明街161號 2911-1178

御田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141號1樓 8953-4999

怡美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33號 8911-0013

郭濠生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華中街64號1樓 2914-1473

有全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二段164號 2910-1388

敦鄰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92號1樓 2915-1555

得恩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12號 8665-3352

澄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158號1樓 2918-3991

薪寶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52號2樓 2910-6216

美日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73號3樓 2914-8772

舒美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206號1樓 8665-3018

柏恩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14號2樓 2911-7066

北都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二十張路11巷1-1號3樓 2910-2539

鄺懷德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71號 2917-2587

和田美學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三段167號 7709-8885

凱旋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二段100巷1號3樓 2212-1538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北慈濟醫院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289號 6628-9779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2號 2219-3391

土城區

三峽區

樹林區

鶯歌區

新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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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齡牙醫診所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19巷4號1樓 2648-1901

經典聯合牙醫診所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20號1樓 2690-4000

尚風牙醫診所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389號 8695-1166

安興牙醫診所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411號 2695-6622

汐美學牙醫診所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115號 2695-8181

詠翔牙醫診所 新北市汐止區湖前街35號1樓 2692-5481

雲品牙醫診所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341號 8648-6611

采風牙醫診所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239號 8691-8111

七采牙醫診所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380號 8691-0777

和昌牙醫診所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575號1樓 2648-8348

汐心牙醫診所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689號1樓 8692-3998

向陽牙醫診所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298號 2648-6688

汐緻牙醫診所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18號2樓-3 8692-3998

微風牙醫診所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141號2樓 8691-5333

蒞美牙醫診所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101號 2625-1155

皇閣牙醫診所 新北市淡水區沙崙路158號 2805-7527

皇誠牙醫診所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30號 2808-1727

皇瑞牙醫診所 新北市淡水區民族路20號 2809-0727

美白牙醫診所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37號2樓 2809-7141

悠植牙醫診所 新北市淡水區北新路2號 2626-9010

植仕美數位美學牙醫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二段14號 2625-2889

蒞恩牙醫診所 新北市淡水區新春街198號 2525-7007

新光牙醫診所 新北市淡水區清水街34巷3號 2620-5353

新偕牙醫診所 新北市淡水區北新路123號1樓 2620-2071

璞安牙醫診所 新北市淡水區新市一路三段38號 2620-6975

瑞芳區 潔新牙醫診所 新北市瑞芳區中山路25號 2497-3880

八里區 國華牙醫診所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299號 2610-5093

深坑區 埔新牙醫診所 新北市深坑區埔新街100號 2664-3012

萬里區 恒生牙醫診所 新北市萬里區瑪鋉路93號 2492-6654

石碇區 新北市石碇區衛生所 新北市石碇區碇坪路1段82號 2663-1325

烏來區 新北市烏來區衛生所 新北市烏來區新烏路五段109號 2661-7200

雙溪區 新北市雙溪區衛生所 新北市雙溪區新基西街19號 2493-1210

貢寮區 新北市貢寮區衛生所 新北市貢寮區仁愛路128號 2490-1431

坪林區 新北市坪林區衛生所 新北市坪林區坪林街104號 2665-6272

基隆市 悅來牙醫診所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三路52-1號 2434-5000

樂福牙醫診所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100號 2742-2222

長青牙醫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88號 2709-3088

松信牙醫診所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388號1樓 2722-5353

福樂牙醫診所 臺北市信義區松勤街49號1樓 2345-4000

忠孝牙醫診所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451號 2766-5000

淡水區

臺北市

汐止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