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區域 診所名稱 診所電話 地址
1 板橋區 板橋現代牙醫診所 2250-8288 板橋區雙十路二段118號
2 板橋區 米蘭時尚牙醫診所 2251-1246 板橋區仁化街40號1F
3 板橋區 時尚牙醫診所 2251-5000 板橋區雙十路二段152號1F
4 板橋區 新埔牙醫診所 2251-9378 板橋區文化路二段17號
5 板橋區 聖恩牙醫診所 2252-8341 板橋區莒光路53號1F
6 板橋區 昱盛牙醫診所 2254-2378 板橋區英士路43號1F
7 板橋區 尚誠牙醫診所 2258-4101 板橋區自由路53號
8 板橋區 恩美牙醫診所 2258-7098 板橋區仁化街42巷7號1F
9 板橋區 嘉呈牙醫診所 2258-7123 板橋區文化路二段18號1F
10 板橋區 大學牙醫診所 2259-2227 板橋區裕⺠街108號
11 板橋區 陽信牙醫診所 2259-8248 板橋區陽明街110號
12 板橋區 益群牙醫診所 2259-8351 板橋區四維路179巷
13 板橋區 新板耀美牙醫診所 2271-2777 板橋區文化路⼀段85號1F
14 板橋區 杏橋牙醫診所 2687-0186 板橋區金門街295號
15 板橋區 德威聯合牙醫診所 2950-4581 板橋區中山路二段224號
16 板橋區 中心牙醫診所 2951-5959 板橋區中山路二段308號
17 板橋區 史丹佛牙醫診所 2953-0266 板橋區新府路1-2號2F
18 板橋區 環球牙醫診所 2953-1668 板橋區重慶路276號之11
19 板橋區 喆品牙醫診所 2955-2455 板橋區實踐路193號1F
20 板橋區 樂真牙醫診所 2955-4007 板橋區新⺠街29號1F.2F
21 板橋區 章牙醫診所 2955-8997 板橋區中山路二段86號2F
22 板橋區 惠康牙醫診所 2956-5561 板橋區四川路⼀段359號1F
23 板橋區 遠東牙醫診所 2956-6132 板橋區⺠族路41號
24 板橋區 忠丞牙醫診所 2958-5820 板橋區中山路二段408號
25 板橋區 華美牙醫診所 2959-3869 板橋區⺠族路233號
26 板橋區 後站徐牙醫診所 2961-5681 板橋區忠孝路106號1F
27 板橋區 智中牙醫診所 2964-8215 板橋區中山路2段166號
28 板橋區 海山牙醫診所 2964-9538 板橋區⺠族路231號
29 板橋區 嘉品牙醫診所 2965-0116 板橋區大仁街70號1F
30 板橋區 安和牙醫診所 2966-6415 板橋區大觀路二段142-4號
31 板橋區 卓群牙醫診所 2967-6965 板橋區中正路31號
32 板橋區 玉山牙醫診所 2968-0110 板橋區中正路265號
33 板橋區 岳德聯和牙醫診所 2969-9292 板橋區中正路43號1.2F
34 板橋區 展望牙醫診所 8252-8251 板橋區莊敬路149號
35 板橋區 御品牙醫診所 8258-2880 板橋區⻑江路⼆段167號
36 板橋區 貴興牙醫診所 8951-1082 板橋區貴興路80號
37 板橋區 貴興牙醫診所 8951-1082 板橋區貴興路80號1F
38 板橋區 國新德威牙醫診所 8951-3485 板橋區四川路⼀段253號1F
39 板橋區 匯通牙醫診所 8953-2920 板橋區忠孝路46號1F
40 板橋區 御田牙醫診所 8953-4999 板橋區新府路88號2F
41 板橋區 家德牙醫診所 8954-1305 板橋區重慶路308巷10號1F
42 板橋區 ⺠懷牙醫診所 8964-1597 板橋區國慶路181號
43 板橋區 瑞憶牙醫診所 8966-7704 板橋區德興街37巷20號
44 板橋區 晶美牙醫診所 8968-1189 板橋區文化路⼀段219之1號
45 三重區 泛美牙醫診所 2286-7689 三重區溪尾街164號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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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三重區 吳文財牙醫診所 2971-3565 三重區重新路三段89號1F
47 三重區 金龍牙醫診所 2972-1440 三重區中央南路16號
48 三重區 江村牙醫診所 2978-6289 三重區信義街13號1F
49 三重區 佳德牙醫診所 2978-8999 三重區三和路二段79號1F
50 三重區 福信牙醫診所 2982-3378 三重區正義北路336-3號
51 三重區 三富牙醫診所 2982-4819 三重區正義北路10號1.2F
52 三重區 華健牙醫診所 2983-2461 三重區仁愛路276號
53 三重區 正揚牙醫診所 2984-0511 三重區大榮街3號
54 三重區 興和牙醫診所 2984-4939 三重區⼒⾏路⼀段251號
55 三重區 久敦牙醫診所 2984-9747 三重區中正北路342號
56 三重區 莊牙醫診所 2986-8760 三重區正義北路254號
57 三重區 首席牙醫診所 2986-8852 三重區三和路三段102號1F
58 三重區 和平牙醫診所 2987-3993 三重區溪尾街111號2F
59 三重區 欣華牙醫診所 2987-6688 三重區正義北路154號1F
60 三重區 仁貴牙醫診所 2987-9290 三重區大智街238-2號1F
61 三重區 三重新欣牙醫診所 2988-0422 三重區車路頭街22號
62 三重區 厚德牙醫診所 2989-2367 三重區忠孝路⼀段117號
63 三重區 華信牙醫診所 2989-3000 三重區仁愛街399號
64 三重區 日盛牙醫診所 2989-9497 三重區重陽路三段107號1F
65 三重區 湯城牙醫診所 2999-2721 三重區重新路五段609巷20號7F之6
66 三重區 傑出聯和牙醫診所 8685-6363 三重區正義北路370號
67 三重區 吾佳牙醫診所 8972-8833 三重區龍門路145號
68 三重區 惠心牙醫診所 8981-3422 三重區重陽路⼀段130巷1弄9號4F
69 三重區 勝華牙醫診所 8981-9633 三重區中華路86號
70 三重區 宜德牙醫診所 8982-2188 三重區仁愛街497號
71 三重區 安康牙醫診所 8983-8333 三重區重新路四段33號1F
72 三重區 捷登牙醫診所 8988-2876 三重區中正北路150號
73 三峽區 全家牙醫診所 2671-2469 三峽區文化路79號
74 三峽區 協和牙醫診所 2671-7730 三峽區大德路218號
75 三峽區 學城牙醫診所 2673-8108 三峽區大義路31號
76 三峽區 佑辰牙醫診所 8671-7777 三峽區文化路212-5號
77 土城區 學林牙醫診所 2262-8711 ⼟城區學府路⼀段56號
78 土城區 佳楷牙醫診所 2263-3463 ⼟城區學府路⼀段113號1F
79 土城區 新亞牙醫診所 2267-1018 土城區中央路四段139-2號1F
80 土城區 佑翔牙醫診所 2268-1482 土城區中央路四段66號
81 土城區 嘉銳牙醫診所 2270-2412 土城區學府路1段168號
82 土城區 傑聖牙醫診所 2273-1247 ⼟城區裕⺠路236號
83 土城區 瑞康牙醫診所 2274-7635 土城區中央路2段41號1F
84 土城區 誼家牙醫診所 2274-8933 土城區清水路181號
85 土城區 嘉恩牙醫診所 8262-3263 土城區延吉街143號1F
86 土城區 怡安牙醫診所 8966-5505 土城區廣明街81號
87 中和區 林承德牙醫診所 2221-7272 中和區員山路244號1F
88 中和區 如美牙醫診所 2222-0087 中和區員山路130號
89 中和區 宏瑞牙醫診所 2223-7387 中和區新生街205號
90 中和區 東鴻牙醫診所 2225-5488 中和區莒光路45巷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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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中和區 瑞光牙醫診所 2242-2130 中和區中興街134號1F
92 中和區 進賢牙醫診所 2245-5563 中和區錦和路193號
93 中和區 鴻宜牙醫診所 2245-9088 中和區南山路160號
94 中和區 慶恩牙醫診所 2247-4093 中和區景平路572號
95 中和區 錦和牙醫診所 2247-4320 中和區圓通路240-1號
96 中和區 邱牙醫診所 2249-0038 中和區南山路10號
97 中和區 中山牙醫診所 2249-0497 中和區中山路二段2巷3弄4號
98 中和區 和安牙醫診所 2490-3848 中和區景平路559號
99 中和區 中和林牙醫診所 2941-4743 中和區興南路⼀段74號2F
100 中和區 蔣培中牙醫診所 2943-6986 中和區景新街302號1F
101 中和區 宏軒牙醫診所 2947-1777 中和區南山路174號1F
102 中和區 曼哈頓牙醫診所 2952-8068 中和區⺠德路61號
103 中和區 德綸牙醫診所 3233-2383 中和區中安街98號
104 中和區 建隆牙醫診所 8221-1417 中和區中山路三段152號
105 中和區 怡翔牙醫診所 8245-1808 中和區連城路19號1F
106 中和區 里昂牙醫診所 8245-6785 中和區連城路89巷7-5號
107 中和區 安平牙醫診所 8668-4688 中和區安平路78號
108 中和區 興南牙醫診所 8941-6261 中和區興南路⼀段65號1F
109 中和區 興南牙醫診所 8941-6261 中和區興南路⼀段65號1F
110 五股區 德音牙醫診所 2291-1284 五股區成泰路⼀段149號
111 五股區 鄭牙醫診所 2291-7180 五股區⻄雲路237號
112 永和區 康承牙醫診所 2921-2522 永和區永元路48號
113 永和區 崇恩牙醫診所 2921-3200 永和區文化路79號
114 永和區 美麗永安牙醫診所 2922-2922 永和區中和路517號1.2F
115 永和區 奇煒牙醫診所 2922-3370 永和區竹林路74號
116 永和區 潔登牙醫診所 2922-6009 永和區林森路87號
117 永和區 群英牙醫診所 2926-1516 永和區福和路101號
118 永和區 新和牙醫診所 2926-7607 永和區永貞路342號1F
119 永和區 志開牙醫診所 2927-0673 永和區中正路542號2F
120 永和區 葉牙醫診所 2928-1059 永和區永利路12號
121 永和區 維丞牙醫診所 2928-7122 永和區中和路541號
122 永和區 名德牙醫診所 2928-8794 永和區中和路311號1F
123 永和區 采丰牙醫診所 2940-3338 永和區得和路414號
124 永和區 玉齡牙醫診所 2940-7596 永和區得和路186號2F
125 永和區 雷鳴牙醫診所 2941-4179 永和區智光街116號
126 永和區 維康牙醫診所 2948-8882 永和區中正路133號
127 永和區 匯豐牙醫診所 8660-6258 永和區永元路91號1F
128 永和區 維恒牙醫診所 8660-8535 永和區永和路⼀段108號
129 永和區 光毅牙醫診所 8921-6050 永和區仁愛路60號
130 永和區 康活牙醫診所 8926-7001 永和區竹林路43號
131 永和區 竹琳牙醫診所 8928-0186 永和區竹林路125號
132 汐止區 和昌牙醫診所 2648-8348 汐止區大同路二段575號
133 汐止區 佑昌牙醫診所 2694-3788 汐止區中興路95號
134 汐止區 上甯牙醫診所 2695-5846 汐止區明峰街86號
135 汐止區 安興牙醫診所 2695-6622 汐止區康寧街41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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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汐止區 真善美牙醫診所 8642-4165 汐止區建成路34號
137 汐止區 德惠牙醫診所 8647-7564 汐止區忠孝東路384號1F
138 汐止區 七采牙醫診所 8691-0777 汐止區大同路二段380號
139 汐止區 微風牙醫診所 8691-5333 汐⽌區新台五路⼀段141號2F
140 汐止區 尚風牙醫診所 8695-1166 汐⽌區福德⼀路28.30號
141 林口區 翰品牙醫診所 2601-1399 林口區中山路190號1F
142 林口區 四季牙醫診所 2602-8518 林口區仁愛路二段8號
143 林口區 林口周牙醫診所 2603-5530 林口區中山路129號1F
144 林口區 天翔牙醫診所 8601-4531 林⼝區文化⼆路⼀段579號
145 林口區 馥華牙醫診所 8601-9951 林口區仁愛路二段24號1.3F.26號1.2F
146 林口區 禾亞牙醫診所 8601-9951 林口區仁愛路二段24號1.3F.26號1.2F
147 金山區 慶美牙醫診所 2498-5491 金山區中山路144號
148 泰山區 安仁牙醫診所 2296-2341 泰山區泰林路2段294號
149 泰山區 李元堯牙醫診所 2296-8432 泰山區朋志路二段75號
150 泰山區 泰山牙醫診所 2909-1252 泰⼭區明志路⼀段292號
151 淡水區 美白牙醫診所 8809-5279 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37號2F
152 淡水區 新光牙醫診所 2620-5353 淡水區清水街34巷3號
153 淡水區 ⺠⽣牙醫診所 2621-2238 淡水區中山路3號
154 淡水區 劉牙醫診所 2622-9260 淡水區中正路104號1F
155 淡水區 蒞美牙醫診所 2625-1155 淡水區中山路101號
156 淡水區 朝日牙醫診所 2808-2822 淡水區自強路78號
157 淡水區 竹圍牙醫診所 2809-0356 淡⽔區⺠族路34號
158 淡水區 名遠牙醫診所 2809-3705 淡⽔區⺠昇路47-6號
159 淡水區 淡江牙醫診所 2923-8230 淡水區文化路59巷6號
160 深坑區 陳建志牙醫診所 2662-0973 深坑區北深路三段255號1F
161 深坑區 世華牙醫診所 2662-3157 深坑區北深路二段196號1F
162 新店區 安康牙醫診所 2211-2552 新店區安忠路8號1F
163 新店區 凱旋牙醫診所 2212-1538 新店區安康路二段88號
164 新店區 薪寶牙醫診所 2910-6216 新店區寶僑路52號2F
165 新店區 清新牙醫診所 2910-7886 新店區寶安街64號
166 新店區 傑仁牙醫診所 2910-9098 新店區二十張路25巷1號1F
167 新店區 維風牙醫診所 2912-3553 新店區北新路⼀段291號2F
168 新店區 美恩牙醫診所 2913-0099 新店區北新路三段23號
169 新店區 維美牙醫診所 2913-5050 新店區三⺠路131號
170 新店區 愛美牙醫診所 2913-8181 新店區三⺠路175號
171 新店區 郭濠生牙醫診所 2914-1473 新店區華中街64號1F
172 新店區 鄺懷德牙醫診所 2917-2587 新店區⺠族路171號
173 新店區 親親牙醫診所 2918-5686 新店區光明街292號2F
174 新店區 欣和牙醫診所 2941-1689 新店區新和街34號1F
175 新店區 康和牙醫診所 2946-5819 新店區安和路三段153號
176 新店區 新采牙醫診所 8665-5812 新店區中央路⼀段266-3號1F
177 新店區 吉安牙醫診所 8666-8587 新店區安⺠街63號1F
178 新店區 吉恩牙醫診所 8667-1726 新店區中正路684號1F
179 新莊區 家安牙醫診所 2201-2525 新莊區龍安路319號1F
180 新莊區 四維牙醫診所 2201-6835 新莊區四維路19號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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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新莊區 元華牙醫診所 2203-9365 新莊區⺠安路115號1F
182 新莊區 龍安牙醫診所 2206-8866 新莊區⺠安⻄路78巷1號1F
183 新莊區 博飛牙醫診所 2274-1000 新莊區中平路303號1F
184 新莊區 新華牙醫診所 2276-0898 新莊區公園路77號
185 新莊區 欣泰牙醫診所 2276-5608 新莊區新泰路141號
186 新莊區 美麗華牙醫診所 2276-7068 新莊區幸福路741號1F
187 新莊區 元富牙醫診所 2277-7640 新莊區中港⼀街34號
188 新莊區 新城牙醫診所 2277-8921 新莊區中華路⼀段71號
189 新莊區 懷恩牙醫診所 2903-3471 新莊區富國路61號
190 新莊區 博安牙醫診所 2903-8360 新莊區富國路43號
191 新莊區 全冠牙醫診所 2906-2776 新莊區中正路879-2號1F
192 新莊區 裕⺠牙醫診所 2908-0266 新莊區復國路65巷2號1F
193 新莊區 欣佑牙醫診所 2992-9112 新莊區中華路二段262號1F
194 新莊區 開惠牙醫診所 2992-9964 新莊區昌平路10號
195 新莊區 大唐牙醫診所 2993-7083 新莊區幸福路728號1F
196 新莊區 君悅牙醫診所 2994-5329 新莊區中正路160號1F
197 新莊區 風尚牙醫診所 2996-3967 新莊區中平路278號1F
198 新莊區 新莊謝牙醫診所 2996-7268 新莊區昌隆街21號
199 新莊區 全家福牙醫診所 2998-0899 新莊區新泰路162號
200 新莊區 新超群牙醫診所 2998-1755 新莊區復興路2段122號
201 新莊區 奇洲牙醫診所 2998-3526 新莊區中和街192號1F
202 新莊區 安心牙醫診所 8201-2389 新莊區⺠安⻄路39號
203 新莊區 ⻄盛牙醫診所 8201-2700 新莊區⺠安⻄路66號
204 新莊區 建福牙醫診所 8201-7309 新莊區建福路53號1F
205 新莊區 菁美牙醫診所 8877-3938 新莊區幸福路798號
206 新莊區 公園牙醫診所 8991-7523 新莊區公園路33號1F
207 新莊區 祐新牙醫診所 8992-7166 新莊區新泰路64號1F
208 樹林區 全昇牙醫診所 2681-1268 樹林區樹德街92號
209 樹林區 何牙醫診所 2681-4827 樹林區千歲街53之2號
210 樹林區 宏年牙醫診所 2683-0331 樹林區育英街50號
211 樹林區 樹德牙醫診所 2687-4338 樹林區日新街37號
212 樹林區 復新牙醫診所 2987-6620 樹林區復興路221號
213 樹林區 佳新牙醫診所 8686-0617 樹林區太平路56巷2號
214 樹林區 辰林牙醫診所 8686-2062 樹林區中華路247號1F
215 蘆洲區 晉泰牙醫診所 2282-0136 蘆洲區中華街30號1F
216 蘆洲區 鄭書珉牙醫診所 2282-5787 蘆洲區集賢路224巷54號1F
217 蘆洲區 家園牙醫診所 2285-6663 蘆洲區光榮路97巷69號
218 蘆洲區 華康牙醫診所 2289-6800 蘆洲區信義路228號2號
219 蘆洲區 豐華牙醫診所 2848-3721 蘆洲區⺠權路114號1F
220 蘆洲區 昌輝牙醫診所 2848-6560 蘆洲區永平街27號
221 蘆洲區 雲端牙醫診所 8283-6217 蘆洲區⺠權路87號1F
222 蘆洲區 仁心牙醫診所 8283-6333 蘆洲區⻑榮路41號1F
223 蘆洲區 東揚牙醫診所 8283-7575 蘆洲區集賢路352號
224 蘆洲區 上晴牙醫診所 8283-8311 蘆洲區⺠族路5號1F
225 蘆洲區 全家聯和牙醫診所 8285-0101 蘆洲區得勝街16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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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蘆洲區 偉齡牙醫診所 8285-2520 蘆洲區復興路72號
227 蘆洲區 璀璨美學牙醫診所 8285-6408 蘆洲區中正路24號
228 蘆洲區 冠植牙醫診所 8285-6925 蘆洲區集賢路342號
229 三芝區 ⼀加⼀牙醫診所 2636-7707 三芝區中⼭路⼀段9巷4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