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衛生所 

區域 衛生所名稱 電話 地址 
有無提供 

男性精液分析 

板橋區 板橋區衛生所 (02)2258-6606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 192號 X 

三重區 三重區衛生所 (02)2982-5233 新北市三重區中山路 2之 1號 X 

永和區 永和區衛生所 (02)3233-2780 新北市永和區秀朗路一段 137號 X 

中和區 中和區衛生所 (02)2249-1936 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 4巷 3號 X 

新莊區 新莊區衛生所 (02)2996-7123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一段 2號 X 

新店區 新店區衛生所 (02)2911-3984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 88巷 11號 X 

土城區 土城區衛生所 (02)2260-3181 新北市土城區和平路 26號 X 

蘆洲區 蘆洲區衛生所 (02)2281-2011 新北市蘆洲區中央路 58號 X 

汐止區 汐止區衛生所 (02)2641-2030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266號 X 

樹林區 樹林區衛生所 (02)2681-2134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二段 80-1號 X 

鶯歌區 鶯歌區衛生所 (02)2670-2304 新北市鶯歌區文化路 389號 X 

三峽區 三峽區衛生所 (02)2671-1592 新北市三峽區光明路 71號 3樓 X 

淡水區 淡水區衛生所 (02)2621-5620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 158號 
每週一提供 

請事前預約 

瑞芳區 瑞芳區衛生所 (02)2497-2132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三段 1號 
每週五提供 

請事前預約 

五股區 五股區衛生所 (02)2291-7717 新北市五股區新城三路 11號 X 

泰山區 泰山區衛生所 (02)2296-2858 新北市泰山區全興路 212號 3樓 X 

林口區 林口區衛生所 (02)2606-8760 新北市林口區忠孝二路 55號 X 

深坑區 深坑區衛生所 (02)2662-1567 新北市深坑區深坑街 165號 
每週四提供 

請事前預約 

石碇區 石碇區衛生所 (02)2663-1325 新北市石碇區潭邊里石崁 22號之 1 X 

坪林區 坪林區衛生所 (02)2665-6272 新北市坪林區坪林街 104號 X 

三芝區 三芝區衛生所 (02)2636-2007 新北市三芝區中山路一段 12號 X 

石門區 石門區衛生所 (02)2638-1007 新北市石門區中山路 28之 1號 X 

八里區 八里區衛生所 (02)2610-1902 新北市八里區舊城里舊城路 16號 X 

平溪區 平溪區衛生所 (02)2495-1015 新北市平溪區嶺腳里中華街 61號 X 

雙溪區 雙溪區衛生所 (02)2493-1210 新北市雙溪區新基里新基西街 19號 X 

貢寮區 貢寮區衛生所 (02)2490-1431 新北市貢寮區仁愛路 128號 X 

金山區 金山區衛生所 (02)2498-4807 新北市金山區大同里民生路 59號 X 

萬里區 萬里區衛生所 (02)2492-1117 新北市萬里區瑪鋉路 157號 X 

烏來區 烏來區衛生所 (02)2661-7200 新北市烏來區忠治里堰堤 48之 1號                                                                                                                                                                                                                                                                                                                                                                                                                                                                                                                                                                                                                                                                                                                                                                                                                                                                                                                                                                                                                                                                                                                                                                                                                                                   X 

 

 



※醫療院所 

區域 醫療院所名稱 電話 地址 
有無提供 

精液分析 

板橋區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

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

醫院 

(02)8966-7000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 2段 21號 

V 

遠華婦產科診所 (02)8953-5508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 2段 110號 V 

遠興婦產科診所 (02)8951-0099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段 91號 V 

合泰婦產小兒聯合診所 (02)2957-6699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錄 19號 V 

三重區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02)2982-9111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 1段 3號 V 

惠心婦幼診所 (02)2981-0568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 1段 138 號 V 

采新婦幼診所 (02)8985-3888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 86號 V 

東和婦產科家庭醫學科

診所 

(02)2972-9627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 2段 97號 
V 

永和區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

人永和耕莘醫院 

(02)2928-6060 新北市永和區中興街 80號 
V 

御生婦幼診所 (02)2923-1818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 1段 277號 V 

美加婦產科診所 (02)2923-5133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 278號 V 

中和區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

建經營） 

(02)2249-0088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291號 

V 

蕙生醫院 (02)2223-6339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 2段 551號 V 

新莊區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02)2276-5566 新北巿新莊區思源路 127號 V 

曜生婦產科診所 (02)2276-3535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243號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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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 
V 

樂寶兒婦幼診所 (02)2990-1122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82之 1號 V 

榜生婦產科診所 (02)2203-4701 新北市新莊區龍安路 339號 V 

新莊惠欣婦產科小兒科

診所 

(02)2990-2299 新北市新莊區建中街 72之 1號 
V 

新店區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

人耕莘醫院 

(02)2219-3391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362號 
V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臺北慈濟醫院 

(02)6628-9779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 289號 
V 

 

 

 

 



土城區 儷生婦產科診所 (02)8262-7890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 2段 396號 V 

蘆洲區 
長榮宥宥婦產科診所 (02)8283-9090 新北市蘆洲區永樂街 2號 V 

宥生婦產科診所 (02)2283-5758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 13、15號 V 

汐止區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

泰綜合醫院 

(02)2648-2121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 59巷 2號 
V 

吳婦產科診所 (02)8692-6399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 2段 175 號 V 

樹林區 
惠生保安婦幼診所 (02)8687-5678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 1段 190號 V 

遠祺婦產科診所 (02)8686-5966 新北市樹林區中華路 112號 V 

淡水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

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

醫院 

(02)2809-4661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 45號 

V 

泰山區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02)8512-8888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 69號 V 

三峽區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

法人恩主公醫院 

(02)2672-3456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 399號 
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