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醫醫醫所所所所編編編編號號號號 行政區 醫 療 院 所 郵遞區號 醫 療 院 所 地 址 電 話1111 板橋區 板橋諾貝爾眼科診所 220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2-1號1樓 2963-34562222 板橋區 韓眼科診所 220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300號 2951-22843333 板橋區 瑞信眼科診所 220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305號 2957-87814444 板橋區 當代聯合診所 220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319號 2272-72215555 板橋區 瑞明眼科診所 220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13號 2968-55586666 板橋區 蔡眼科診所 220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109之3號1樓 2255-27027777 板橋區 志善眼科診所 220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386號 2255-89898888 板橋區 常春聯合診所 220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一段47號 2964-2694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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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21號 8966-700010101010 板橋區 新恩眼科診所 220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219號 2955-770211111111 板橋區 板橋信合美眼科診所 220 新北市板橋區新民街35.37號1.2樓 2955-000012121212 板橋區 日光眼科診所 220 新北市板橋區陽明街124號1樓 8252-649013131313 板橋區 新象眼科診所 220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394號 8258-373014141414 板橋區 板橋大學眼科診所 220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35號1樓 2962-951515151515 板橋區 燦明大學眼科診所 220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182號 2255-616316161616 板橋區 板橋大愛眼科診所 220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94號 2256-966617171717 板橋區 高端眼科診所 220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號二段182巷3弄46號1樓 2253-109218181818 板橋區 王瑞熙眼科診所 220 新北市板橋區公園路30號 2951-145019191919 新莊區 晶盈眼科診所 242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308號 2998-391220202020 新莊區 昭明眼科診所 242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17號 2206-083621212121 新莊區 微笑23眼科診所 242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23號 2206-209622222222 新莊區 黃呈榕眼科診所 242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30號1樓 2997-287323232323 新莊區 新莊翰林眼科診所 242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525號 2276-101024242424 新莊區 倖福眼科診所 242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770號 2997-327025252525 新莊區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242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127號 2276-556626262626 新莊區 新莊睛彩眼科診所 242 新北市新莊區富國路17號 2901-313227272727 新莊區 照明眼科診所 242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174號 2997-774828282828 新莊區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242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794號 8200-660029292929 新莊區 新莊大愛眼科診所 242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333號 8201-505030303030 新莊區 藍主仕眼科診所 242 新北市新莊區建安街102號 2206-398731313131 新莊區 大學眼科診所 242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242號 2990-978832323232 新莊區 新泰綜合醫院 242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176號3樓 2996-212133333333 三重區 靜明眼科診所 241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153-2號 2280-338334343434 三重區 正義眼科診所 241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250號 2985-506835353535 三重區 林偉欣眼科診所 241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366-1號 2989-627236363636 三重區 及美眼科診所 241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1號 2977-990237373737 三重區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241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3號 2982-911138383838 三重區 連眼科診所 241 新北市三重區福德北路55號 2975-713539393939 三重區 游眼科診所 241 新北市三重區福德北路63號1樓 2977-641540404040 三重區 美視眼科診所 241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210號3樓 2986-187841414141 三重區 大愛眼科診所 241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201號 8985-858542424242 三重區 三重大學眼科診所 241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三段30號 2972-987343434343 三重區 信林大學眼科診所 241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一段51-1號 2972-974144444444 三重區 五華眼科診所 241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82號1樓 8985-272945454545 永和區 德美診所 234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455-1號1樓 2927-300146464646 永和區 李廣德眼科診所 234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643號1樓 647號2樓 2929-067847474747 永和區 博宏眼科診所 234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514號 2926-659948484848 永和區 天佑眼科診所 234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106號1樓 8925-598549494949 永和區 曾眼科診所 234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242號 2927-122050505050 永和區 晶耀眼科診所 234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332號 8941-011851515151 永和區 王新亞眼科診所 234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81號 2942-512352525252 永和區 永和大學眼科診所 234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二段235號 2923-505853535353 中和區 里安眼科診所 235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271-1號 3234-711154545454 中和區 景安眼科診所 235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447號 2946-622655555555 中和區 信望愛眼科診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468號 8660-176056565656 中和區 張偉哲眼科診所 235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37號 2247-060057575757 中和區 中和大愛眼科診所 235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一段62號 8668-3113



58585858 中和區 光點眼科診所 235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88號 2242-254359595959 中和區 中和興南大學眼科診所 235 新北市中和區安樂路3號 0800-881-55860606060 中和區 橋和光晶妍眼科診所 235 新北市中和區漢生東路353號 2223-191961616161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衛生所 235 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4巷3號(禮拜一、四早上有眼科門診) 2249-193662626262 土城區 祐生眼科診所 236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223-9號1樓 8261-458863636363 土城區 光晶妍眼科診所 236 新北市土城區明德路二段189號 2274-268864646464 土城區 瞿眼科診所 236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73號1樓 2261-711665656565 土城區 學府實和聯合診所 236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121號 2265-099566666666 蘆洲區 慶明眼科診所 247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二路32號 2285-228867676767 蘆洲區 潘眼科診所 247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11號 2848-349768686868 蘆洲區 蘇眼科診所 247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163號 2283-518869696969 蘆洲區 張眼科診所 247 新北市蘆洲區中華街63號2樓、67號2樓、69號2樓之2 8282-556370707070 蘆洲區 佑明眼科診所 247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283號1樓 8281-110971717171 蘆洲區 東大眼科診所 247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19號 2281-998872727272 蘆洲區 蘆洲大愛眼科診所 247 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47-1號1樓 2847-234573737373 新店區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231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2號 2219-339174747474 新店區 民康眼科診所 231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二段66號 2211-306375757575 新店區 德明眼科診所 231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136號 2911-268076767676 新店區 睛彩眼科診所 231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323號 2910-176077777777 新店區 新店大愛眼科診所 231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2號 2915-053878787878 新店區 星展眼科診所 231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二段117-1號1、2樓 8666-786879797979 新店區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23142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289號 6628-977980808080 淡水區 祐銘眼科診所 251 新北市淡水區民族路31號 8809-523981818181 淡水區 元明眼科診所 251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85號 2629-817882828282 淡水區 日聖眼科診所 251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47-1號(已更新) 2629-261683838383 淡水區 睛采眼科診所 251 新北市淡水區大忠街113巷29號 8631-296784848484 三峽區 晴美眼科診所 237 新北市三峽區大德路266號 2671-910085858585 三峽區 甲東眼科診所 237 新北市三峽區文化路212號1樓 2671-255086868686 三峽區 三峽大學眼科診所 237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7號 2673-679787878787 三峽區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 237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399號 2672-345688888888 樹林區 周眼科診所 238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125號 2686-984789898989 樹林區 星瞳眼科診所 238 新北市樹林區鎮前街11號 2681-875890909090 樹林區 李大俊眼科診所 238 新北市樹林區鎮前街38號1樓 2681-097391919191 汐止區 高登眼科診所 221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282號2樓 2642-636692929292 汐止區 皓明眼科診所 221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199號1樓 2692-308893939393 汐止區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221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59巷2號 2648-212194949494 林口區 全英眼科診所 244 新北市林口區中山路196號 2601-036595959595 林口區 耀耀親子眼科診所 244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2段269號 2606-920796969696 泰山區 普生眼科診所 243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一段188號 2297-382397979797 臺北市 梁如蘭眼科診所 111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六段266號１樓 2833-853998989898 臺北市 天母忠明2020眼科診所 111 臺北市士林區天母西路10號2樓之1 2873-202099999999 臺北市 祐聖眼科診所 111 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五段316號 2811-8583100100100100 臺北市 元群眼科 111 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437號1、2樓 2888-1711101101101101 臺北市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106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280號 2708-2121102102102102 臺北市 宏恩醫療財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 10688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71巷1號 2771-3161103103103103 臺北市 星星親子眼科診所 106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114號2樓 2708-0809104104104104 臺北市 安禾眼科診所 106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151號2樓之2 2705-2277105105105105 臺北市 珍世明眼科診所 106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98號2樓 2755-2298106106106106 臺北市 優爾視眼科診所 106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283號2樓 2708-6609107107107107 臺北市 和平大愛眼科診所 106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6號2樓 2365-2727108108108108 臺北市 敦南諾貝爾眼科診所 106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1段216號3樓 2740-0960109109109109 臺北市 樂活診所 106 臺北市大安區師大路12號 2368-3883110110110110 臺北市 和欣視光眼科診所 106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274號 2738-1568111111111111 臺北市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104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92號 2543-3535



112112112112 臺北市 德容聯合診所 104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197號 2564-3076113113113113 臺北市 瑞光眼科診所 104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25號 2523-6949114114114114 臺北市 長春眼科聯合診所 104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66號 2517-7060115115115115 臺北市 台北諾貝爾眼科診所 100 臺北市中正區公園路13號5樓 2370-5666116116116116 臺北市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臺北分院 114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二段360號 2791-9696117117117117 臺北市 康寧醫療財團法人康寧醫院 114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五段420巷26號 2634-5500118118118118 臺北市 吳振光眼科診所 114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42號3樓 2792-5399119119119119 臺北市 哈佛眼科診所 114 臺北市內湖區基湖路10巷66號 2627-0707120120120120 臺北市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內湖國泰診所 114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06號 8797-2121121121121121 臺北市 展欣眼科診所 114 臺北市內湖區金湖路382號 2634-2538122122122122 臺北市 大愛眼科診所(台北) 114 臺北市內湖區東湖路15號1樓 2631-2338123123123123 臺北市 目欣眼科診所 116 臺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二段120號 2939-1900124124124124 臺北市 高鳴傑眼科診所 116 臺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三段223號1樓 2937-6108125125125125 臺北市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辦理 116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111號 2930-7930126126126126 臺北市 李信成眼科診所 116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四段54-7號1樓 2937-5637127127127127 臺北市 陳啟義眼科診所 116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204號 2239-5988128128128128 臺北市 旭明眼科診所 116 臺北市文山區景興路203號 8663-8683129129129129 臺北市 王景平眼科診所 112 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南路一段205號 2894-6580130130130130 臺北市 陳如芬眼科診所 112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一段50號 2820-3177131131131131 臺北市 臺北榮民總醫院 112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201號 2875-7325132132132132 臺北市 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112 臺北市北投區立德路125號 2897-00116603-0011133133133133 臺北市 倍視眼科診所 112 臺北市北投區西安街一段357號 2828-2020134134134134 臺北市 劉怜瑛眼科診所 112 臺北市北投區裕民六路126號 2825-0126135135135135 臺北市 博仁綜合醫院 105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66號 2578-6677136136136136 臺北市 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105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路131號 2764-2151137137137137 臺北市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 10507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99號 2713-5211138138138138 臺北市 松山大愛眼科診所 105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269號 8787-5616139139139139 臺北市 日聖眼科診所(台北) 105 臺北市松山區新中街35號1樓 2746-5068140140140140 臺北市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110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2號 2737-2181141141141141 臺北市 黎明眼科診所 110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135號7樓 2762-5333142142142142 臺北市 新眼光眼科診所 110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518號 2346-0266143143143143 臺北市 日光眼科診所(台北) 108 臺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三段85號 2306-3789144144144144 臺北市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北仁濟院附設仁濟醫院 108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243號 2302-1133145145145145 臺北市 吳淑芬眼科診所 10883 臺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二段195號 2306-0328146146146146 臺北市 余自興眼科診所 10369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213號 2595-9320147147147147 桃園市 新視界眼科診所 334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886號1樓 03-2180100148148148148 桃園市 林眼科診所 330 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212號1樓 03-366-3026149149149149 桃園市 大學眼科診所 330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112號1-2樓 03-333-1368150150150150 桃園市 聚英眼科診所 333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264號2樓 03-328-3828151151151151 桃園市 光明眼科診所 333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980號 03-359-6195152152152152 桃園市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33305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5號 03-328-1211153153153153 桃園市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33378 桃園市龜山區就錄里頂湖路123號 03-319-6200154154154154 桃園市 壢新醫院 324 桃園市平鎮區廣泰路77號 03-494-1234155155155155 基隆市 全恩親子眼科診所 202 基隆市中正區新豐街251巷4弄1號 2469-6808156156156156 基隆市 河南眼科診所 202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13號 2427-4300157157157157 基隆市 孫眼科診所 202 基隆市中正區義二路57號 2423-6019158158158158 基隆市 仁祥診所 200 基隆市仁愛區忠一路20號 2423-2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