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縣市別 鄉鎮市區別 診所名稱 診所地址 診所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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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大同區 建順診所 臺北市大同區甘州街51號 02-25573250

3 大安區 劉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151巷27號 02-27546060

4 中山區 永育樂群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210之2號1樓 02-85012268

5 中山區 莊宇龍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637號 02-2533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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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內湖區 陳森豊診所 臺北市內湖區環山路一段2號 02-27990361

8 內湖區 大湖診所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366號 02-27906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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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內湖區 成安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4段61巷10號 02-27935940

11 內湖區 施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內湖區東湖路90號2樓 02-26331018

12 北投區 黃正宏診所 臺北市北投區西安街一段359號 02-28217076

13 松山區 王俊彰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17號 02-27665698

14 松山區 陳大昕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4段100號 02-27676349

15 松山區 澄東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松山區三民路37號 02-27420552

16 松山區 詹前俊小兒科診所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105號 02-27653039

17 信義區 陳世卿診所 臺北市信義區莊敬路435號1樓 02-87803565

18 信義區 張育驍診所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467巷2弄4號.6號.6號2樓.10號 02-2729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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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信義區 黃啟彰診所 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261-1號 02-27696218

21 信義區 董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信義區永吉路284號 02-27643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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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南港區 冠德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一段17號 02-26513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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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八里區 誠泰診所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一段231號 02-26108205

26 三芝區 三芝彭小兒科診所 新北市三芝區中山路一段59號1樓
02-26369622
02-26369708

27 三芝區 曾明診所 新北市三芝區中正路一段6號1樓 02-26369942

28 三重區 聰明耳鼻喉科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2段14號1樓 02-89727370

29 三重區 賴美里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三段106號 02-89725629

30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衛生所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1號 02-29825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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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三峽區 北大小兒科診所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87號2樓 02-26718080

32 三峽區 星龍耳鼻喉科診所 新北市三峽區國際一街5號1樓 02-26711676

33 土城區 羅林小兒科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83號1、2樓 02-82733026

34 土城區 頂埔中心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四段286號 02-22671382

35 土城區 土城中央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219號1樓 02-22748499

36 中和區 凱程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150-8號1樓 02-22231868

37 五股區 五股水碓診所 新北市五股區自強路36號1樓 02-22921516

38 平溪區 瑞安診所 新北市平溪區平溪街9號 02-24951083

39 永和區 頂溪耳鼻喉科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二段139-1號1樓 02-29290066

40 永和區 德美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455之1號1樓 02-29273001

41 永和區 德謙耳鼻喉科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216號 02-29265690

42 汐止區 育和診所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路31號 02-26486803

43 汐止區 朝芳診所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路8號 02-26475541

44 汐止區 福德診所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二路171號 02-26959877

45 汐止區 楊內科小兒科診所 新北市汐止區汐萬路1段25號 02-26420233

46 汐止區 新北市汐止區衛生所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66號 02-26412030

47 汐止區 汐止力康復健科診所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93號3樓 02-26976711

48 汐止區 弘人小兒科診所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二路152號 02-26932439

49 板橋區 和安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四維路313號 02-22578133
02-22579249

50 板橋區 蕭正輝兒科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137號1樓 02-22501101

51 林口區 親子耳鼻喉科診所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二段113.115.117號1樓 02-26016068

52 林口區 林口微笑親子耳鼻喉科診所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419號1樓、421號1樓 02-26000515

53 林口區 陽光耳鼻喉科診所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二段113.115.117號1樓 02-26016068

54 林口區 明揚診所 新北市林口區中山路192號
02-26035801
02-26035802

55 林口區 穎欣診所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1段535號1F 02-26069786

56 林口區 橙安親子診所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二段50號1樓 02-26032507

57 金山區 東大診所 新北市金山區中山路135號 02-24983191

58 泰山區 永旭診所 新北市泰山區仁愛路88號1樓 02-22979722

59 泰山區 永安診所 新北市泰山區仁愛路112-2號 02-85318184

60 泰山區 賴和鴻診所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二段42號1樓 02-29094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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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貢寮區 新北市貢寮區衛生所 新北市貢寮區仁愛路128號 02-24901431

62 淡水區 黃秋陽診所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7號 02-26229596

63 淡水區 許景新耳鼻喉科診所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17號 02-26212779

64 淡水區 沐恩診所 新北市淡水區濱海路一段143號1樓 02-26299777

65 淡水區 林得時婦產科診所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14號 02-26220695

66 淡水區 水碓瑞安診所 新北市淡水區北新路182巷61號 02-26203669

67 淡水區 匯眾內科診所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一段101號 02-26229773

68 深坑區 謝家庭醫學科診所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二段200號 02-26628081

69 深坑區 幼恩診所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173號 02-26625951

70 新莊區 思賢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自立街200號1樓 02-29923806

71 瑞芳區 詠安診所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三段79號1樓 02-24960683

72 雙溪區 新北市雙溪區衛生所 新北市雙溪區新基南街18號 02-24931210

73 蘆洲區 本一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43-1號 02-22836622

74 蘆洲區 蘆洲現代耳鼻喉科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306號1樓 02-82811112

75 蘆洲區 蘆洲集賢耳鼻喉科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306號1樓 02-82811112

76 蘆洲區 許修平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290號 02-2288102

77 鶯歌區 怡兒診所 新北市鶯歌區建國路173號 02-26707200

78 七堵區 西華診所 基隆市七堵區百三街29號 02-24512942

79 七堵區 紀醫師診所 基隆市七堵區開元路83號 02-24551482

80 安樂區 李偉華耳鼻喉科診所 基隆市安樂區安樂路二段179號1樓 02-24348535

81 五結鄉 吉祥診所 宜蘭縣五結鄉五結中路二段23-1號 03-9604853

82 冬山鄉 徐診所 宜蘭縣冬山鄉照安路33巷32號 039-590923

83 宜蘭市 林耳鼻喉科診所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三段233號 03-9311234

84 羅東鎮 劉醫師小兒科診所 宜蘭縣羅東鎮純精路二段229號 03-9518121

85 金門縣 金城鎮 禾心診所 金門縣金城鎮北門里民生路9-7號 082-322180

86 八德區 瀚文耳鼻喉科診所 桃園市八德區桃鶯路5號 03-3641252

87 八德區 萬耳鼻喉科診所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1段913號 03-3635616

88 大園區 懷德耳鼻喉科診所 桃園市大園區中正東路19-1號 03-3868878

89 大溪區 大桃園耳鼻喉科診所 桃園市大溪區康莊路100號1樓 03-3870976

90 中壢區 黃曉生小兒科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41、43號 03-4552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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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中壢區 聯心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五段310號 03-4205017

92 中壢區 林浩健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西路2段231-2號 03-4925866

93 中壢區 詮順耳鼻喉科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內壢榮民路37號 03-4355300

94 中壢區 馨心親子耳鼻喉科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二段536號1樓 03-4655665

95 桃園區 曹景雄小兒科診所 桃園市桃園區延平路113號 03-2183141

96 桃園區 吳鎮宇親子耳鼻喉科診所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824號1樓、826號1樓 03-2207708

97 桃園區 柯福順耳鼻喉科診所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613號 03-2201122

98 桃園區 鴻林耳鼻喉科診所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567號 03-3377088

99 桃園區 楊文彬耳鼻喉科診所 桃園市桃園區春日路850號 03-3150628

100 龍潭區 黃啟昌小兒科診所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286號 03-4798466

101 龜山區 朱永恆診所 桃園市龜山區中興路353號 03-3508182

102 龜山區 卓越耳鼻喉科診所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1段107號1樓、109號1樓 02-82000580

103 龜山區 微笑親子耳鼻喉科診所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二路51號1樓 03-3180022

104 蘆竹區 佳音小兒科診所 桃園市蘆竹區中正路359號 03-3127553

105 平鎮區 桃園市平鎮區衛生所 桃園市平鎮區新富里振興路1號 03-4576624

106 龍潭區 徐耳鼻喉科診所 桃園市龍潭區北龍路251號 03-4899631

107 北區 林敬堯親子診所 新竹市北區湳雅街120號 03-5350123

108 北區 陳君毅小兒科診所 新竹市北區西大路738號 03-5345705

109 東區 謝德貴兒童診所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360-2號 03-6686666

110 東區 廖明厚小兒科診所 新竹市東區民族路130號 03-5316665

111 東區 城佑耳鼻喉科診所 新竹市東區建中路59號 03-5748329

112 東區 彭耳鼻喉科診所 新竹市東區中央路195號 03-5428888

113 東區 晨心兒科診所 新竹市東區中央路163號 03-5322066

114 竹北市 艾兒診所 新竹縣竹北市福興東路二段140號 03-6586699

115 竹北市 游恆懿診所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八街23號 03-5586721

116 竹東鎮 崇光小兒專科診所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三段188號1樓 03 -5959878

117 竹東鎮 王尹弘耳鼻喉科診所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三段5號 03-5941175

118 湖口鄉 朱先營診所 新竹縣湖口鄉中正路一段27號 03-5998325

119 新豐鄉 吳家仁小兒科診所 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245號 03-5575302

120 新豐鄉 羅世績診所 新竹縣新豐鄉建興路一段154-10號 03-5593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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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新竹縣 橫山鄉 橫山庄診所 新竹縣橫山鄉橫山街一段216號 03-5931395

122 公館鄉 祥恩診所 苗栗縣公館鄉大同路80號 037-220118

123 竹南鎮 宏安診所 苗栗縣竹南鎮光復路265號
037-466958
037-466689

124 後龍鎮 後龍診所 苗栗縣後龍鎮中山路123號 037-773088

125 苑裡鎮 良宜診所 苗栗縣苑裡鎮建國路106號 037-860937

126 苗栗市 詹求孚診所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468號 037-320722

127 苗栗市 吳昆展小兒科診所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71號 037-265532

128 頭份市 祥安診所 苗栗縣頭份市中華路928號 037-664486

129 大甲區 力倫診所 臺中市大甲區蔣公路246號 04-26805889�

130 大里區 李文軒耳鼻喉科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益民路二段271號 04-24872898

131 大雅區 國光內科診所 臺中市大雅區中清東路75號 04-25685099

132 太平區 建志耳鼻喉科診所 臺中市太平區中興路110號 04-22766899

133 太平區 弘鑫耳鼻喉科診所 臺中市太平區樹孝路202號 04-23933595

134 北屯區 張廣智耳鼻喉科診所 臺中市北屯區中清路二段531號 04-22924703

135 北屯區 優幼診所 臺中市北屯區北屯路435-16號 04-22493636

136 北區 張右川診所 臺中市北區興進路211-2號 04-22329988

137 北區 展弘耳鼻喉科診所 臺中市北區漢口路四段322號 04-22307388

138 北區 謝佳璋小兒科診所 臺中市北區漢口路四段357號號 04-22355918

139 西屯區 陳亮宇耳鼻喉科診所 臺中市西屯區大墩路995號 04-23203888

140 西屯區 林鴻任耳鼻喉科診所 臺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一段116號 04-23111518

141 西區 曾憲彰耳鼻喉科診所 臺中市西區五權西路一段275號 04-23786066

142 西區 佳慶診所 臺中市西區東興路三段272之1號 04-23208989

143 沙鹿區 小太陽小兒科診所 臺中市沙鹿區鎮南路二段631號 04-26365757

144 東區 華幼診所 臺中市東區進化路211號 04-23600099

145 東勢區 長頸鹿小兒科診所 臺中市東勢區豐勢路418號 04-25773481

146 南屯區 張家強診所 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490號 04-22591683

147 南屯區 誠心親子耳鼻喉科診所 臺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二段33號2樓 04-24719001

148 南屯區 主悅診所 臺中市南屯區干城街269號 04-22540711

149 南區 陳鉉煒小兒科診所 臺中市南區臺中路156號 04-22861566�

150 南區 林忠立診所 臺中市南區美村南路58號 04-22619948

苗栗縣

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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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烏日區 德昌小兒科診所 臺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一段335號 04-23372686

152 清水區 陳振昆診所 臺中市清水區中山路127號 04-26225205

153 清水區 林玉彪診所 臺中市清水區光華路135號 04-26233880

154 潭子區 博文耳鼻喉科診所 臺中市潭子區中山路1段99號1樓 04-25320707

155 豐原區 吳志修耳鼻喉科診所 臺中市豐原區中山路347號 04-25120295

156 豐原區 林大丕小兒科診所 臺中市豐原區三民路130號 04-23282345

157 豐原區 許慶芳耳鼻喉科診所 臺中市豐原區中山路506號 04-25292857

158 二林鎮 明穎耳鼻喉科診所 彰化縣二林鎮仁愛路676號 04-8969662

159 大村鄉 黃建成診所 彰化縣大村鄉茄苳路一段235號 04-8524074

160 北斗鎮 蔡瑞聰耳鼻喉科診所 彰化縣北斗鎮中華路197號 04-8875577

161 和美鎮 蕭國隆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5段255號 04-7553021

162 社頭鄉 景新診所 彰化縣社頭鄉社頭村清水岩路333號 04-8721227

163 花壇鄉 天祐診所 彰化縣花壇鄉花壇街112號1樓 04-7883678

164 員林市 慈安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員林市光明街163號 04-8369578�

165 鹿港鎮 宏文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鹿港鎮龍山里中山路3-1號 04-7779489

166 溪湖鎮 許立德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溪湖鎮培英路42號 04-8856518

167 彰化市 許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信義里中正路一段452號1樓 04-7222279

168 彰化市 陽光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二段219號 04-7320210

169 彰化市 莊永勳耳鼻喉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曉陽路200號 04-7201551

170 福興鄉 福興林診所 彰化縣福興鄉沿海路3段204號1樓 04-7708896

171 竹山鎮 智瑤小兒科診所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三段879號 049-2652288

172 南投市 陳加偉耳鼻喉科診所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109號 049-2200679

173 南投市 黃子卿小兒科診所 南投縣南投市民族路123號1、2樓 049-2200623

174 埔里鎮 陳宏麟診所 南投縣埔里鎮南昌街221號 049-2900303

175 埔里鎮 安麗小兒科內科診所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二段262號 049-2991030

176 草屯鎮 洪瑞成小兒科診所 南投縣草屯鎮中山街38號 049-2323151

177 斗六市 優生耳鼻喉科診所 雲林縣斗六市愛國街2-4號 05-5328693

178 斗南鎮 宏佑診所 雲林縣斗南鎮文元街86號 05-5950456

179 北港鎮 德豐診所 雲林縣北港鎮公園路12號 05-7835909

180 西螺鎮 茂杉診所 雲林縣西螺鎮正興里福興路141號 05-5862213

臺中市

彰化縣

南投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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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虎尾鎮 偉哲內小兒科診所 雲林縣虎尾鎮中山里仁愛路67號
05-6323409
05-6328683

182 麥寮鄉 台全診所 雲林縣麥寮鄉新興路16號 05-6930099

183 西區 黃思超小兒科診所 嘉義市西區民族路632號 05-2163232

184 東區 葉弘貴小兒科診所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253號 05-2253863

185 中埔鄉 台大佳醫診所 嘉義縣中埔鄉金蘭村頂山門34-51號 05-2399199

186 太保市 定安診所 嘉義縣太保市南新里中山路一段311-5號 05-2371777

187 民雄鄉 賴政友診所 嘉義縣民雄鄉東榮村和平路9號 05-2266550

188 朴子市 王士虹小兒科診所 嘉義縣朴子市平和里山通路41號 05-3700539

189 竹崎鄉 嘉義縣竹崎鄉衛生所 嘉義縣竹崎鄉文化路19-1號 05-2611264

190 中西區 李朝泰小兒科診所 臺南市中西區成功路319號 06-2256618

191 仁德區 趙俊凱耳鼻喉科診所 臺南市仁德區中正路二段1092號 06-2491886

192 仁德區 協和家醫科診所 臺南市仁德區中正路三段79號 06-2701507

193 北區 劉伊薰小兒科診所 臺南市北區北安路一段259號 06-2832111

194 北區 海安小兒科診所 臺南市北區海安路3段761號 06-3589696

195 北區 張金石小兒科診所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191號 06-2206228

196 永康區 德安小兒科診所 臺南市永康區永大路二段1538號 06-2032000

197 永康區 蔡尚均小兒科診所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675之1號 06-3020188

198 永康區 富ㄦ康小兒科診所 臺南市永康區中山路55號 06-2318600

199 永康區 阮嵩翔耳鼻喉科診所 臺南市永康區大灣路930號 06-2728333

200 永康區 林獻諒小兒科診所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347號 06-3134761

201 安平區 吳國堯小兒科診所 臺南市安平區文平路438號 06-2933358

202 安南區 魏大倫耳鼻喉科診所 臺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一段356號 06-2568119

203 佳里區 劉亞伯耳鼻喉科診所 臺南市佳里區延平路353號 06-7236765

204 東區 徐慶鐘小兒科診所 臺南市東區長榮路二段306號 06-2369954

205 東區 侯世婷小兒科診所 臺南市東區崇善路511號 06-3369131

206 南區 張祐禎家庭醫學科診所 臺南市南區中華南路二段72號 06-2920909

207 柳營區 蔡瑞頒診所 臺南市柳營區光福里成功街210號 06-6224466

208 麻豆區 陳信宏小兒科診所 臺南市麻豆區民生路36-8號 06-5719889

209 善化區 聯和耳鼻喉科診所 臺南市善化區大成路312之1號 06-5851696

210 新營區 陳耀軫診所 臺南市新營區中正路57號 06-6356988

嘉義市

雲林縣

嘉義縣

臺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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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新營區 謝兆唐診所 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60-2號 06-6377070

212 新營區 顏內小兒科診所 臺南市新營區民權路82號 06-6320209

213 歸仁區 蔡迪光小兒科 臺南市歸仁區民權北路107號 06-2397839

214 三民區 范雅修小兒科診所 高雄市三民區平等路163號 07-3876366

215 三民區 儲昭仁耳鼻喉科診所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854號 07-3890470

216 三民區 蕭瑞榮小兒科診所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533號 07-3867121

217 三民區 鼎真診所 高雄市三民區金鼎路325號 07-3103130

218 三民區 柳雱邁診所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96號 07-3895640

219 大寮區 郭其靈診所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541號 07-7823335

220 小港區 洪清中兒科診所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路192號1樓 07-8063773

221 小港區 孔鳳診所 高雄市小港區孔鳳路571號 07-7910311

222 仁武區 陽光診所 高雄市仁武區中華路255號 07-3755500

223 左營區 楊宜璋耳鼻喉科診所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362號 07-5591007

224 左營區 華夏診所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708號1樓 07-3453961

225 左營區 長安診所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253號1樓 07-5821864

226 左營區 富誠診所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355號1樓 07-5560925

227 岡山區 吳宗慶診所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47號 07-6229828

228 岡山區 黃子育診所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路39號 07-6270101

229 岡山區 黃耳鼻喉科診所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347-1號 07-6230011

230 林園區 黃英豪診所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188號 07-6412134

231 前金區 大郭診所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412號 07-2412233

232 前鎮區 劉志明耳鼻喉科診所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482號 07-3363311

233 前鎮區 南隆小兒科診所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391號 07-3382967

234 前鎮區 聖青診所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一路112號 07-8310970

235 前鎮區 吳泰成耳鼻喉科診所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150號 07-3361136
07-3360326

236 苓雅區 王勇智耳鼻喉科診所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247號 07-7253460

237 苓雅區 信君耳鼻喉科診所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196號 07-7168385

238 苓雅區 健維診所 高雄市苓雅區福建街25號 07-3344637

239 苓雅區 立佳診所 高雄市苓雅區輔仁路149號 07-7710966

240 苓雅區 陳清裕小兒科診所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327號 07-7517221

臺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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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苓雅區 童春診所 高雄市苓雅區武慶三路98號 07-7210983

242 楠梓區 郭士彰耳鼻喉科診所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862-1號 07-3683235

243 楠梓區 康東原診所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376號 07-3610115

244 鼓山區 瑞芳耳鼻喉科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298號1樓 07-5527887

245 鼓山區 家安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515號 07-5541515

246 鳳山區 陳重志聯合診所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一段139號 07-7427329

247 鳳山區 陳柏蒼耳鼻喉科診所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480號 07-7775388

248 鳳山區 祐幼小兒科診所 高雄市鳳山區八德路296巷28號 07-7769977

249 鳳山區 聖壹診所 高雄市鳳山區瑞興路482號1樓 07-7014755

250 鳳山區 高丹榕診所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223號 07-7475556

251 內埔鄉 蕭文熙診所 屏東縣內埔鄉廣濟路149號 08-7692999

252 東港鎮 宋耳鼻喉科診所 屏東縣東港鎮光復路二段88號 08-8353681

253 長治鄉 和合診所 屏東縣長治鄉長興路132號 08-7381258

254 屏東市 梁宏志診所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379-4號 08-7364494

255 屏東市 張俊智診所 屏東縣屏東市博愛路215號 08-7667010

256 恆春鎮 洪梓策親子診所 屏東縣恆春鎮環城北路181號 08-8880197

257 高樹鄉 嘉誠診所 屏東縣高樹鄉高樹村南興路118-1號 08-7962772

258 萬丹鄉 陳琪銘診所 屏東縣萬丹鄉萬壽路二段275號 08-7770488

259 潮州鎮 黃志忠診所 屏東縣潮州鎮中山路33號 08-7884486

260 鹽埔鄉 長生診所 屏東縣鹽埔鄉鹽中村勝利路45之9號 08-7935915

261 馬公市 周明河小兒科診所 澎湖縣馬公市陽明路33號 06-9264080

262 馬公市 江明儒耳鼻喉科診所 澎湖縣馬公市大勇街65號 06-9276768

263 玉里鎮 里安診所 花蓮縣玉里鎮復興街28號 03-8883232

264 玉里鎮 啟光診所 花蓮縣玉里鎮中華路74號 03-8880468

265 光復鄉 光復鄉衛生所 花蓮縣光復鄉大馬村中學街158號 03-8701114

266 吉安鄉 福田耳鼻喉科診所 花蓮縣吉安鄉建國路一段65號 03-8577823

267 秀林鄉 秀林鄉衛生所 花蓮縣秀林鄉秀林村12鄰秀林路88號 03-8612122

268 花蓮市 佳佳診所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142之7號 03-8337437

269 花蓮市 郭乃瑜耳鼻喉科診所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654-1號 03-8563601

270 臺東縣 臺東市 尤憲明內科小兒科診所 臺東縣臺東市中華路一段396號 089-323306

澎湖縣

花蓮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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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金峰鄉 金峰鄉衛生所 臺東縣金峰鄉賓茂村14號 089-772201

272 鹿野鄉 臺東縣鹿野鄉衛生所 臺東縣鹿野鄉中華路一段418號 089-551074
臺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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