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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1183850 健康101診所 臺北市中正區 臺北市中正區牯嶺街97號1樓 02-23648085 診所

3501185541 大安皮膚專科診所 臺北市中正區 臺北市中正區信義路2段281號 02-23581115 診所

3501183323 劉秉誠診所 臺北市中正區 臺北市中正區新生南路1段92號2樓 02-23567373 診所

3501183547 怡和診所 臺北市中正區 臺北市中正區汀洲路二段212號 02-23625100 診所

3501184973 平安身心精神科診所 臺北市中正區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3段218號1樓 02-23680055 診所

3501185827 李明儒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中正區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41號 02-23038181 診所

3501184393 悅心診所 臺北市中正區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2段7之2號 02-23961008 診所

3501184731 禾馨婦產科診所 臺北市中正區 臺北市中正區懷寧街78號 02-23612323 診所

3501181589 同泰診所 臺北市中正區 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2段136，138號 02-23678511 診所

4001180010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遠東聯合診所 臺北市中正區 臺北市中正區永綏街8號 02-23111525 診所

3501181990 李相台診所 臺北市中正區 臺北市中正區新生南路1段148號2樓之1 02-23911378 診所

3501185685 家禾診所 臺北巿中正區 臺北巿中正區三元街217號1樓 02-23331368 診所

3501183903 站前大學眼科診所 臺北市中正區 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8號3樓 02-23752558 診所

3701183050 和逸牙醫診所 臺北巿中正區 臺北市中正區同安街58號 02-23695299 診所

3501185336 立達診所 臺北市中正區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1段54之1號、之2號、54號2樓、3樓 02-55696188 診所

4001180029 醫療財團法人好心肝基金會好心肝診所 臺北市中正區 臺北市中正區公園路30號2樓之2、8樓之1、8樓之2 02-23700827 診所

3501185425 宜康診所 臺北市中正區 臺北市中正區新生南路1段148號1樓 02-23417696 診所

3501184884 台北諾貝爾眼科診所 臺北市中正區 臺北市中正區公園路13號5樓 02-23705666 診所

3501181810 周正成小兒科診所 臺北市中正區 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24號 02-26516830 診所

3501181945 蕭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中正區 臺北市中正區汀洲路二段261號 02-23653284 診所

3701183443 德華牙醫診所 臺北市中正區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10號 02-23704511 診所

3501184384 匯安診所 臺北市中正區 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一段20號5樓 02-23637588 診所

3501181614 張孟源內科診所 臺北市中正區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25號 02-23098600 診所

0901180023 郵政醫院（委託中英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臺北市中正區 臺北市中正區福州街14號 02-23956755 地區醫院

3501183592 奕康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中正區 臺北市中正區連雲街72號2樓 02-23212788 診所

3501184197 美兆診所 臺北市中正區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1段66號44樓 02-77251177 診所

3501185774 小禾馨懷寧小兒專科診所 臺北市中正區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99號2樓 02-23110353 診所

3501185694 虹約復健專科診所 臺北市中正區 臺北市中正區信義路2段91號2樓之2 02-23216066 診所

3501185890 好甘心診所 臺北市中正區 臺北市中正區公園路30號9樓之2 02-23700887 診所

3501185756 江恩婦產科診所 臺北市中正區 臺北市中正區許昌街8號 02-23881980 診所

3501185676 和眾綜合診所 臺北市中正區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6號 02-23818766 診所

3501090172 鈞生診所 臺北市大同區 臺北市大同區甘州街28號 02-25570048 診所

3701090167 瑞和牙醫診所 臺北市大同區 臺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246號2樓 02-25566474 診所

3501093342 光庭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大同區 臺北市大同區民族西路167號 02-25957315 診所

3501093468 梅約內科診所 臺北市大同區 臺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88號1、2、3樓 02-25557728 診所

3501093299 羅源彰診所 臺北市大同區 臺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137號 02-25552500 診所

3501093057 中華民國防癆協會第一胸腔病防治所 臺北市大同區 臺北市大同區民權西路104號2樓 02-25577221 診所

0101090517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臺北市大同區 臺北市大同區鄭州路145號 02-25553000 區域醫院

3501093922 龍安莊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大同區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街227號 02-25991439 診所

3501093717 宜康復健科診所 臺北市大同區 臺北市大同區民族西路126號1樓 02-25851555 診所

3501104742 光華家醫科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1號 02-25072342 診所

3501102364 陳世澤內科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 臺北市中山區龍江路284之1號 02-25011239 診所

3501106059 黃偉俐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 臺北市中山區天津街37號2樓 02-25114123 診所

3501105936 怡仁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1段82號5樓 02-25815656 診所

3501101385 王三郎婦產科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2段166號之2 02-25948758 診所

3501107298 耘康復健科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 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402巷8弄2號 02-25039119 診所

3501108599 柏安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88號10樓 02-25019010 診所

3501106988 長安內外科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 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二段259號 02-27111000 診所

3501103414 正恩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 臺北市中山區錦州街321號 02-25052293 診所

3501108008 四季和安婦幼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 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458號 02-25677310 診所

3501101849 北安聯合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569之3號 02-25337777 診所

3501108875 樂群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 臺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210－2號 02-85012268 診所

3501105856 思雲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2段137巷10號 02-25428825 診所

3501104322 民生承安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3段90號1樓 02-25032633 診所

3501106166 興安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3段90號2樓 02-25052228 診所

3501103058 長春眼科聯合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2段66號 02-25177060 診所

3501013497 裕昇診所 臺北市松山區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5段95號 02-87875050 診所

3501013157 大家好診所 臺北市松山區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4段80巷11弄2號1樓 02-27138819 診所

3501010530 林志聖眼科診所 臺北市松山區 臺北市松山區三民路140號 02-27692376 診所

3501010816 詹前俊小兒科診所 臺北市松山區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5段105號 02-27653039 診所

1501010010 博仁綜合醫院 臺北市松山區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66號 02-25786677 地區醫院

3501011466 王躬仁診所 臺北市松山區 臺北市松山區新中街12之3號 02-27471321 診所

3501011340 傅眼科診所 臺北市松山區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3段156號3樓 02-25772112 診所

3501011493 車參薇小兒科診所 臺北市松山區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3段195號1樓 02-25770101 診所

3501013282 邱楠超診所 臺北市松山區 臺北市松山區延吉街20號1樓 02-25702296 診所

3501010094 劉內兒科診所 臺北市松山區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5段148號1樓 02-27603922 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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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1011144 尚群眼科診所 臺北市松山區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43號 02-27493176 診所

3501010932 吳慶南內科診所 臺北市松山區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5段138巷1號 02-27659566 診所

3501014092 松原復健診所 臺北市松山區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206號 02-87123552 診所

1101010021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臺北市松山區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424號 02-27718151 區域醫院

3501011439 王貞乃皮膚科診所 臺北市松山區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4段80巷6弄7號 02-25475127 診所

3501011260 江崇萍小兒科診所 臺北市松山區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251巷24弄27號 02-27632260 診所

3501014047 双眼明眼科診所 臺北市松山區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3段309號2樓 02-87705569 診所

3501013059 親親家庭診所 臺北市松山區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347號 02-25283232 診所

3501022610 陳建銓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 臺北市大安區樂利路93號 02-27365811 診所

350102C576 小禾馨小兒專科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3段4號 02-23698833 診所

350102B364 禾馨新生婦幼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3段2號 02-23682333 診所

3701027799 璞心牙醫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 臺北市大安區潮州街41號 02-23916608 診所

3501028210 博安家庭醫學科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 臺北市大安區麗水街3號 02-23567066 診所

3501024641 忠孝大學眼科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76號2樓 02-27407890 診所

3501022478 大學眼科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3段54之3號、54巷2號2樓及2樓之1 02-23688055 診所

350102A170 王修含皮膚科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333號4樓 02-27812100 診所

350102C889 佳立得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1段165巷1號 02-27847399 診所

3501020714 陳秀鳳婦產科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191號2樓 02-27050661 診所

3501027188 康婕婦產科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 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240巷23號2樓 02-27727282 診所

350102A189 立喆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 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2段151巷52號 02-27075826 診所

3501028050 許靜瑛小兒科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1段230號 02-23629088 診所

3501028943 安禾眼科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151號2樓之2 02-27052277 診所

3501021480 林青穀家庭醫學科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1段2－1號 02-27317557 診所

2401020024 國立台灣大學保健中心 臺北市大安區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1號 02-33662155 診所

350102C772 鴻馨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2段86之1號 02-27018692 診所

350102C487 珍世明眼科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98號2樓 02-27552298 診所

3501026609 杏心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 臺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2段218號5樓 02-23278799 診所

1101020036 宏恩醫療財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 臺北市大安區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71巷1號 02-27713161 地區醫院

3501028845 那明珠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3段8號 02-27360589 診所

3701026452 尚品牙醫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二段79-1號2樓 02-23628288 診所

3501027213 永誠復健科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2段236號2樓 02-27071608 診所

350102E972 台北都蘭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3段192號5樓 02-27840735 診所

3501022914 佳音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1段261之3號1樓 02-27054430 診所

3501025255 適健復健科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166號8樓 02-87717039 診所

350102C147 達仁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2段208號4樓 02-23940006 診所

350102E892 大安眼科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1段258號 02-23656363 診所

350102E838 敦力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164號2樓 02-87325678 診所

0901020013 中山醫療社團法人中山醫院 臺北市大安區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112巷11號 02-27081166 地區醫院

3501028078 莊國豐婦產科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1段8號2樓 02-23680003 診所

4001020028 尹書田醫療財團法人書田泌尿科眼科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 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2段276號1樓 02-23690211 診所

3501029931 松德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 臺北市大安區四維路170巷16號 02-27073326 診所

3501194835 佳安診所 臺北市萬華區 臺北市萬華區青年路34號 02-23320898 診所

3501195449 吳淑芬眼科診所 臺北市萬華區 臺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2段195號 02-23060328 診所

3501192420 慧洋診所 臺北市萬華區 臺北市萬華區莒光路125號 02-23020209 診所

3501195636 博昌復健科診所 臺北市萬華區 臺北市萬華區萬大路221號 02-23379196 診所

1401190011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北仁濟院附設仁濟醫院 臺北市萬華區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243號 02-23021133 地區醫院

3501192608 許孟權小兒科診所 臺北市萬華區 臺北市萬華區西藏路107之2號 02-23393331 診所

1401190039 同仁院醫療財團法人萬華醫院 臺北市萬華區 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2段606巷6號 02-23059292 地區醫院

3501194424 快樂兒童診所 臺北市萬華區 臺北市萬華區寶興街121號 02-23328610 診所

3501192162 萬華蔡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萬華區 臺北市萬華區昆明街312之1號 02-23063897 診所

3501195270 萬華衛康內科診所 臺北市萬華區 臺北市萬華區萬大路250號 02-23092807 診所

3501192733 天行健診所 臺北市萬華區 臺北市萬華區寶興街121、125、127號 02-23320688 診所

3501194166 新和診所 臺北市萬華區 臺北市萬華區萬大路284號 02-23077007 診所

3501190168 萬華劉小兒科診所 臺北市萬華區 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158號 02-23813156 診所

3501192251 漢宗小兒科診所 臺北市萬華區 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2段434號 02-23033933 診所

3501192144 盧漢隆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萬華區 臺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2段197號 02-23361363 診所

3501195592 日光眼科診所 臺北市萬華區 臺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3段85號1、2樓 02-23063789 診所

0901190010 西園醫療社團法人西園醫院 臺北市萬華區 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2段270號 02-23076968 地區醫院

3501195869 益銓診所 臺北市萬華區 臺北市萬華區萬大路233號 02-23331323 診所

3501194728 吳明修診所 臺北市萬華區 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2段40號4樓 02-23066466 診所

3501194451 青年診所 臺北市萬華區 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二段424號 02-23032450 診所

3501195289 艋舺通安診所 臺北市萬華區 臺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2段242號 02-23089862 診所

3501194497 君怡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萬華區 臺北市萬華區貴陽街2段76號1樓 02-23891191 診所

3501195627 蔣富強皮膚專科診所 臺北市萬華區 臺北市萬華區萬大路264號 02-23053232 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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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1195369 松柏復健科診所 臺北市萬華區 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2段426之1號 02-23049595 診所

3501170255 朱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信義區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452號 02-27209172 診所

3401171107 聯合報系員工診療所 臺北市信義區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4段559巷1號6樓 02-27601618 診所

3501174093 自在診所 臺北市信義區 臺北市信義區中坡南路84號 02-27268199 診所

3501170237 信義邱婦產科診所 臺北市信義區 臺北市信義區虎林街198號 02-27278275 診所

3501174593 理恩診所 臺北市信義區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410之2號 02-87899728 診所

3501172893 姚醫師診所 臺北市信義區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396號2樓 02-87898822 診所

3501173176 德明眼科診所 臺北市信義區 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212號1樓 02-27669980 診所

3501171261 康泰診所 臺北市信義區 臺北市信義區永吉路54號1樓 02-27661228 診所

3501171225 張育驍診所 臺北市信義區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467巷2弄4號、6號、12號 02-27296611 診所

3501174708 總站１８號診所 臺北市信義區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467巷2弄4號、6號、12號 02-27291011 診所

3501173765 宏安診所 臺北市信義區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191號 02-27611271 診所

3501171270 陳威璋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信義區 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58號 02-27584958 診所

3501173514 陳逸川眼科診所 臺北市信義區 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97號 02-23466262 診所

3501150413 柯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士林區 臺北市士林區大東路144號 02-28828825 診所

3501154091 葉眼科診所 臺北市士林區 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五段173號1、2層 02-28129595 診所

3501154377 永恆美診所 臺北市士林區 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一段58號 02-28313107 診所

3501153567 平安診所 臺北市士林區 臺北市士林區社新里社子街36－1號1樓 02-28167263 診所

3501151269 粱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士林區 臺北市士林區社正路12－1號 02-28168456 診所

3501153745 愛林診所 臺北市士林區 臺北市士林區承德路4段222號 02-28836881 診所

3501154279 科安診所 臺北市士林區 臺北市士林區社中街116號1樓 02-28110699 診所

3501154288 天母康健身心診所 臺北市士林區 臺北市士林區德行西路100號 02-28378787 診所

3501153781 林志聰皮膚科診所 臺北市士林區 臺北市士林區文昌路26號 02-28327989 診所

3501151376 高醫師家庭醫學科診所 臺北市士林區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7段17號2樓 02-28744545 診所

3501154466 士林大學眼科診所 臺北市士林區 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498號 02-28316938 診所

3501160231 洪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北投區 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南路一段43號 02-28928769 診所

3701162195 京品牙醫診所 臺北市北投區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1段34號 02-28273448 診所

3501161121 邱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北投區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1段23號1、2樓 02-28279222 診所

1101160017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臺北市北投區 臺北市北投區振興街45號 02-28264400 區域醫院

3501110982 馬思特診所 臺北市內湖區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4段53號1樓 02-27925994 診所

3501112971 湖光皮膚專科診所 臺北市內湖區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59-1號3F 02-27927102 診所

3501113018 成功復健科診所 臺北市內湖區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12號2樓 02-27938098 診所

3501112477 弘康復健科診所 臺北市內湖區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5段81號1樓 02-26338469 診所

3501114186 小禾馨民權小兒專科診所 臺北市內湖區 臺北市內湖區行忠路191號 02-27910233 診所

3501113929 禾馨民權婦幼診所 臺北市內湖區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42號2－4樓（之1、之2、之3） 02-55713333 診所

3501113750 禾馨內湖婦幼診所 臺北市內湖區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42號5樓(之1、之2、之3） 02-87921103 診所

3501113303 內湖大學眼科診所 臺北市內湖區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4段139號 02-27951001 診所

3501112655 東湖眼科診所 臺北市內湖區 臺北市內湖區東湖路137號 02-26336728 診所

3501113410 康樂診所 臺北市內湖區 臺北市內湖區康樂街80號、82號、84號 02-26308800 診所

3501113714 大湖診所 臺北市內湖區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4段366號 02-27906002 診所

1101110026 康寧醫療財團法人康寧醫院 臺北市內湖區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5段420巷26號 02-26345500 地區醫院

4001110018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內湖國泰診所 臺北市內湖區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06號 02-87972121 診所

1301110511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臺北分院 臺北市內湖區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2段360號 02-27919696 地區醫院

3501113849 育睿診所 臺北市內湖區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1段217巷35號 02-26560801 診所

3501110188 魏穀年診所 臺北市內湖區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1段403號 02-26572691 診所

3501121770 天慈婦產科診所 臺北市南港區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37號1樓 02-27855176 診所

3501120451 冠德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南港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1段17號1樓 02-26513085 診所

3501121814 李文珍小兒科診所 臺北市南港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74號 02-26511871 診所

3501120353 劉聖亞診所 臺北市南港區 臺北市南港區興華路82號1樓 02-27880713 診所

3501121743 永育診所 臺北市南港區 臺北市南港區福德街320之2號 02-27850700 診所

3501201219 官世英診所 臺北市文山區 臺北市文山區景興路45號1樓 02-86638189 診所

3501202645 李信成眼科診所 臺北市文山區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4段54之7號1樓 02-29375637 診所

3501202949 林坤霖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文山區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6段14號 02-86633288 診所

3501201004 洪佑承小兒專科診所 臺北市文山區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4段64之2號 02-29364708 診所

3501202798 定安診所 臺北市文山區 臺北市文山區景興路165號1樓 02-29323755 診所

3501202654 世誠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文山區 臺北市文山區忠順街1段107號 02-22343618 診所

3501200963 葉洪小兒科診所 臺北市文山區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202號 02-22300055 診所

3501200525 李聯合診所 臺北市文山區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5段170巷1－3號2樓 02-29343881 診所

3501203106 王家庭醫學科診所 臺北市文山區 臺北市文山區萬安街9號 02-82301875 診所

3501202985 合康復健科診所 臺北市文山區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4段217號1樓 02-29368421 診所

3501200623 慈慧內科眼科聯合診所 臺北市文山區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5段264號 02-29328036 診所

3501201139 欣民診所 臺北市文山區 臺北市文山區保儀路37號 02-29375115 診所

3501203259 樂群耳鼻喉科家醫科診所 臺北市文山區 臺北市文山區木新路3段202號 02-22340158 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