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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重區 興和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力行路1段251號 02-29844939

2 三重區 全鴻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力行路2段164號 02-82871559

3 三重區 首席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3段102號 02-29868858

4 三重區 蔡立人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4段364號 02-22870110

5 三重區 久敦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342號 02-29849747

6 三重區 華健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276號 02-29832461

7 三重區 華信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399號 02-29893000

8 三重區 宜德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497號 02-89822188

9 三重區 欣誼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672號 02-82873735

10 三重區 康緹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351號 02-29860118

11 三重區 威登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3段32號 02-29813233

12 三重區 大新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2段22號 02-29756374

13 三重區 怡品美學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3段105號 02-29863839

14 三重區 吳文財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三段89號 02-29713565

15 三重區 安慶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4段33號 02-89838333

16 三重區 丰采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326號 02-28574911

17 三重區 三重丰采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326號 02-28574911

18 三重區 江村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錦通里信義街13號 02-29786289

19 三重區 吾佳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145號 02-29783475

20 三重區 龍門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67號 02-29736604

21 三重區 保誠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雙園街109號 02-89857701

22 三重區 金龍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中央南路16號 02-29721440

23 三峽區 鼎晶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峽區三樹路205號 02-86743636

24 三峽區 大同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峽區大同路64號 02-26748682

25 三峽區 飛悅北大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峽區大德路489號 02-86715770

26 三峽區 救生牙醫診所 新北市三峽區仁愛街10號 02-26711256

27 土城區 明治牙醫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1段161號 02-22662533

28 土城區 天華牙醫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1段264－2號1樓 02-22655575

29 土城區 佑祥牙醫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4段64號 02-22681482

30 土城區 土城新雅牙醫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一段152號 02-82612065

31 土城區 明曜牙醫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延吉街206號 02-22627700

32 土城區 日曜牙醫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延吉街206號 02-22627700

33 土城區 星曜牙醫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延吉街206號 02-22627700

34 土城區 宏大牙醫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42號 02-82732203

35 土城區 怡安牙醫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廣明街81號 02-89665505

36 土城區 瑞光牙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中興街134號 02-22422130

37 中和區 名人牙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民享街58號 02-22222158

38 中和區 東鴻牙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莒光路45號 02-22255488



39 中和區 慶恩牙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572號 02-22474093

40 中和區 修德牙醫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錦和路168號 02-22218393

41 五股區 鄭牙醫診所 新北市五股區西雲路237號 02-22917180

42 永和區 康馨牙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171號 02-86689818

43 永和區 瑞樺牙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35號 02-29486022

44 永和區 智光牙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60巷3號 02-29414127

45 永和區 東捷牙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630號 02-22316161

46 永和區 美麗永安牙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中和路517號 02-29222922

47 永和區 鍾山牙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路10號 02-29217917

48 永和區 博世牙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永利路150號 02-29266600

49 永和區 世樺牙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一段154號 02-29247865

50 永和區 永慶牙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15號 02-89250829

51 永和區 嘉康牙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215號 02-89271616

52 永和區 綠葉牙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43號 02-89267001

53 永和區 禾丰牙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林森路74號 02-86602055

54 永和區 進安牙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信義路25巷6號 02-29243858

55 永和區 采丰牙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414號 02-29403338

56 永和區 宜康牙醫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安樂路282號 02-29237310

57 石門區 新美牙醫診所 新北市石門區中央路5號 02-26383500

58 汐止區 汐緻牙醫診所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2段689號 02-86923998

59 汐止區 汐心牙醫診所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2段689號 02-86923998

60 汐止區 安興牙醫診所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411號 02-26956622

61 林口區 翰品牙醫診所 新北市林口區中山路190號 02-26011399

62 林口區 林口周牙醫診所 新北市林口區中山路129號 02-26035530

63 林口區 極致美學牙醫診所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1段463號 02-26092690

64 林口區 林安牙醫診所 新北市林口區竹林路161號 02-26012000

65 板橋區 偉仁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2段203之5號 02-29581797

66 板橋區 嘉品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大仁街70號1樓 02-29650116

67 板橋區 信安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267號 02-89521557

68 板橋區 軒品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2段108號 02-89511515

69 板橋區 合美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2段99號 02-89642000

70 板橋區 惠康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1段359號 02-29565561

71 板橋區 慶安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四維路137巷1弄1號 02-22576685

72 板橋區 御品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長江路2段167號 02-82582880

73 板橋區 益新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1段74號 02-29682899

74 板橋區 重慶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205號 02-29551999

75 板橋區 家德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308巷10號 02-89541305

76 板橋區 樂真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新民街29號 02-29554007

77 板橋區 潔美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281號 02-89641919



78 板橋區 双安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西路150之1號 02-29662062

79 板橋區 嘉得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東路108號 02-29569933

80 板橋區 板橋雙十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2段158號 02-22586565

81 板橋區 惟美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2段6號 02-22554502

82 板橋區 全安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3段35號 02-22506938

83 板橋區 頂好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懷德街123號 02-22530276

84 板橋區 康喬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懷德街181巷1號 02-22589946

85 板橋區 展望牙醫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莊敬路149號 02-82588251

86 泰山區 泰山牙醫診所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1段292號 02-29091252

87 淡水區 煥然牙醫診所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1段55號 02-26202171

88 淡水區 劉牙醫診所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104號1樓 02-26229260

89 淡水區 美白牙醫診所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37號 02-88095279

90 深坑區 皇家牙醫診所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3段26號 02-26629511

91 新店區 北大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25號 02-29150818

92 新店區 利林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117號 02-29162000

93 新店區 得恩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12號 02-86653352

94 新店區 安康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8號 02-22112552

95 新店區 清新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寶安街64號 02-29107886

96 新莊區 欣尚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中原路238號 02-85229911

97 新莊區 新城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1段71號 02-22778921

98 新莊區 博揚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公園路50號 02-89932889

99 新莊區 西盛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66號 02-82012700

100 新莊區 元華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路115號 02-22039365

101 新莊區 欣安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路160號 02-22063744

102 新莊區 美麗華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741號 02-22767068

103 新莊區 誠泰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建安街84號 02-22067379

104 新莊區 健安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後港一路116號 02-22057757

105 新莊區 祐康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復興路1段185號 02-22797479

106 新莊區 新超群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復興路2段122號 02-29981755

107 新莊區 全球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200號 02-29902333

108 新莊區 祐新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64號 02-89927166

109 新莊區 上博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272號 02-29901111

110 新莊區 宏林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291號 02-29937646

111 新莊區 榮和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榮和里中華路1段84號 02-29915202

112 樹林區 何牙醫診所 新北市樹林區千歲街53－2號 02-26814827

113 樹林區 康耀牙醫診所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二街95號 02-26872372

114 蘆洲區 京典牙醫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247號 02-82855500

115 蘆洲區 嘉齡牙醫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23號 02-22822420

116 蘆洲區 麗璽牙醫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351號 02-82863671



117 蘆洲區 晉泰牙醫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中華街30號 02-22820136

118 蘆洲區 鎰安牙醫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光明路10號 02-82835018

119 蘆洲區 元大牙醫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光華路68號 02-82825609

120 蘆洲區 品鑽牙醫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247號 02-82860747

121 蘆洲區 欣葉牙醫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33號 02-28486001

122 蘆洲區 華康牙醫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信義路228號2樓 02-22896800

123 蘆洲區 杏美牙醫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復興路112號 02-82812666

124 鶯歌區 國慶牙醫診所 新北市鶯歌區國慶街175號 02-267864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