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縣市 鄉鎮 醫療院所名稱 地址 電話

1 臺北市 中正區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北市中正區常德街1號 02-23123456

2 臺北市 中山區 財團法人基督長老教會馬偕紀念醫院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2段92號 02-25433535

3 臺北市 文山區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辦理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111號 02-29307930

4 臺北市 內湖區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二段325號 02-8792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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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臺北市 大安區 小禾馨小兒專科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4號 02-23698833

7 臺北市 士林區 愛林診所 臺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222號 02-28836881

8 臺北市 北投區 黃正宏診所 臺北市北投區西安街1段359號 02-28217076

9 臺北市 內湖區 小禾馨民權小兒專科診所 臺北市內湖區行忠路191號 02-55713333

10 臺北市 士林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明院區附設士林門診部 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439號 02-28836268

11 臺北市 文山區 洪佑承小兒專科診所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四段64之2號 02-29364708

12 臺北市 北投區 陳柏宏親子診所 臺北市北投區明德路124號 02-28225257

13 臺北市 中山區 大直佳恩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591號 02-25323301

14 臺北市 北投區 李伯匯小兒科診所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1段93號 02-28221212

15 臺北市 中正區 小禾馨懷寧小兒專科診所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99號2樓 02-23110353

16 臺北市 內湖區 仁弘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７３７巷５０弄３７號１樓02-26596360

17 臺北市 內湖區 林永正診所 臺北市內湖區康樂街１３０號 02-26315567

18 臺北市 內湖區 魏穀年診所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４０３號 02-26572691

19 臺北市 內湖區 謝小兒科診所 臺北市內湖區東湖路１４７號２樓 02-26334535

20 臺北市 北投區 何叔芳小兒科診所 臺北市北投區裕民四路４號 02-28206886

21 臺北市 北投區 宏恩兒科診所 臺北市北投區致遠一路2段99號 02-2827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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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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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基隆市 信義區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268號 02-24292525

25 新北市 板橋區 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附設亞東紀念醫院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21號 02-89667000

26 新北市 新店區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北慈濟醫院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289 號 02-66289779

27 新北市 蘆洲區 愛林鑫北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98號1樓 02-22883277

28 新北市 永和區 王杰凱小兒科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275號1樓 02-29297717

29 新北市 土城區 永佳婦產專科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２段２５０號１樓02-22631188

30 新北市 中和區 坤暉小兒專科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３段９4號 02-22269381

31 新北市 永和區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 新北市永和區中興街８０號 02-29286060

32 新北市 新莊區 天佑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670巷2弄21號1樓02-29924069

33 新北市 樹林區 莊豐如診所 新北市樹林區復興路１８號１樓 02-26830108

34 新北市 蘆洲區 宥宥小兒科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１７５號１樓 02-22898555

35 新北市 新莊區 天給婦產科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６７０巷２弄２３號１Ｆ02-29927196

36 宜蘭縣 羅東鎮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院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160號 03-9544106

37 宜蘭縣 羅東鎮 王維昌診所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167之3號 03-9562512

38 宜蘭縣 宜蘭市 李碧峰小兒科診所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三段29之2號 03-9356288

39 新竹市 北 區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 新竹市北區經國路一段442巷25號 03-5326151

40 新竹市 北 區 林敬堯親子診所 新竹市北 區光華里湳雅街120號 03-5350123

41 新竹市 東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690號 03-6889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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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新竹縣 竹北市 東元綜合醫院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2路69號 03-5527000

44 新竹縣 竹北市 麥建方小兒專科診所 新竹縣竹北市勝利五路27號 03-6577261

45 桃園市 桃園區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1492號 03-3699721

46 桃園市 大園區 壢新醫院桃機醫療中心 桃園市大園區航站南路9號 03-3983456

47 桃園市 平鎮區 宋俊宏婦幼醫院 桃園市平鎮區民族路199號 03-4020999

48 桃園市 中壢區 黃曉生小兒科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41號 03-4552725

49 苗栗縣 苗栗市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苗栗縣苗栗市為公路747號 037-261920

50 臺中市 西 區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臺中市西 區三民路一段199號 04-22294411

51 臺中市 梧棲區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臺中市梧棲區台灣大道八段699號 04-26581919

52 臺中市 東 區 臺安醫院 臺中市東 區進化路203號 04-23602000

53 臺中市 沙鹿區 家安小兒科診所 臺中市沙鹿區中山路388－2號1樓 04-26623790

54 臺中市 潭子區 佳佑診所 臺中市潭子區勝利路319號1樓 04-25336888

55 臺中市 西區 曙光小兒科診所 台中市西區五權西三街81號 04-23758822

56 彰化縣 彰化市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彰化縣彰化市南校街135號 1樓 04-7238595

57 彰化縣 員林市 陳鴻基婦幼診所 彰化縣員林市三條里三民東街168號 04-8323103

58 南投縣 南投市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南投縣南投市康壽里復興路478號 049-2231150

59 南投縣 埔里鎮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 南投縣埔里鎮鐵山路1號 049-2912151

60 南投縣 草屯鎮 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 南投縣草屯鎮太平路一段200號 049-2358151

61 嘉義市 東 區 天主教中華聖母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嘉義市東 區短竹里大雅路二段565號 05-27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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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嘉義縣 朴子市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 6 號、8號 05-3621000

63 雲林縣 斗六市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斗六院區）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79號 05-5323911

64 臺南市 北 區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南市北 區勝利路138號 06-2353535 

65 臺南市 中西區 大安婦幼醫院 台南市中西區金華路三段167號 06-2278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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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臺南市 北區 張金石小兒科診所 台南市北區公園路191號 06-2216855

68 高雄市 鼓山區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美館院區)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976號 07-5552565

69 高雄市 小港區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482號 07-8036783

70 高雄市 左營區 文仁小兒科診所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172號 07-3455959

71 高雄市 前金區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經營)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68號 07-2911101

72 高雄市 茄萣區 友安小兒科診所 高雄市茄萣區仁愛路二段82號 07-6906933

73 高雄市 新興區 蔡瑞聲診所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63號 07-2413388

74 高雄市 楠梓區 宏生診所 高雄市楠梓區樂群路179巷2號 07-3619412

75 澎湖縣 馬公市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澎湖縣馬公市前寮里90號 06-92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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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金門縣 金湖鎮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復興路2號 0823-32546

78 屏東縣 屏東市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路60號 08-7368686

79 臺東縣 臺東市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 臺東縣臺東市五權街1號 089-324112

80 花蓮縣 花蓮市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600號 03-8358141

81 連江縣 南竿鄉 連江縣立醫院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217號 0836-25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