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 醫事代碼 (10碼)所在縣市 所在鄉鎮市區 醫療院所名稱 醫師專科別 醫師姓名 性別 醫療院所地址 醫療院所電話

1 0401180014 台北市 中正區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婦產部 潘松坡 男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8號 02-23123456-70955

2 0401180014 台北市 中正區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婦產科 陳瑢 女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8號 02-23123456

3 0401180014 台北市 中正區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婦產科 江彥昀 女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7號 02-23123456

4 3501108008 台北市 中山區 四季和安婦幼診所 婦產科 徐金源 男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458號 02-25677310

5 自費 台北市 中山區 安安黃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黃耿鎮 男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16號2樓 02-25334306

6 350102B364 台北市 大安區 禾馨新生婦幼診所 婦產科 吳孟宗 男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3段2號 02-2368-2333

7 1301170017 台北市 信義區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婦產科 傅皓聲 女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2號 04-23592525-5801

8 1101150011 台北市 士林區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婦產科 李毅評 男 台北市士林區文昌路95號 02-28332211

9 0601160016 台北市 北投區 臺北榮民總醫院 婦產科 洪煥程 男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201號 02-28757566

10 0501110514 台北市 內湖區 三軍總醫院 婦產科 梁心怡 女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二段325號5樓婦產科辦公室 02-87923100

11 0501110514 台北市 內湖區 三軍總醫院 婦產科 張芳維 男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二段325號5樓婦產部 02-87923311

12 1301200010 台北市 文山區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 婦產科 許淳森 男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111號

13 1301200010 台北市 文山區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 婦產科 張宇琪 女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111號 02-29307930

14 1301200010 台北市 文山區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 婦產科 傅念慈 女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111號 02-29307930

15 1111060015 基隆市 安樂區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婦產科 陳怡斌 男 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222號 02-24313131-6309

16 3531019505 新北市 板橋區 豐禾婦產科 婦產科 王欣柔 女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279號3樓

17 3531017270 新北市 板橋區 板橋安媞婦產科 婦產科 張俐文 女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43號2樓 02-29668998

18 3531112234 新北市 汐止區 吳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吳瑞文 男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171號1樓 02-86926399

19 3531112234 新北市 汐止區 吳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吳瑞聰 男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171號1樓 02-86926399

20 自費 新北市 汐止區 奧拉克診所 婦產科 李世傑 男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路156號 02-26427297

21 1131110516 新北市 汐止區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婦產科 楊正祥 男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59巷2號 02-26482121

22 1231050017 新北市 新店區 天主教耕莘醫院 婦產科 鄧森文 男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2號 02-22193391

23 1331040513 新北市 中和區 雙和醫院 婦產科 謝中凱 男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 02-22490088

24 1131130018 新北市 土城區 土城長庚紀念醫院 婦產科 趙安祥 女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二段6號 02-22630588

25 3531060655 新北市 新莊區 賀生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羅英憲 男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626號 02-29944327

26 3531060806 新北市 新莊區 天給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周天給 男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670巷 2弄23號 02-29922419

27 3531143453 新北市 蘆洲區 安馨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許維倫 女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203號1樓 02-22827458

28 3534010433 宜蘭縣 宜蘭市 譚國勇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譚國勇 男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三段143號 03-9366797

29 1134020028 宜蘭縣 羅東鎮 羅東聖母醫院 婦產科 水廖德 男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160號 婦產科 03-9544-106

30 3512010939 新竹市 東區 江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江正傑 男 新竹市東區民族路125號 03-5353532

31 3512040517 新竹市 東區 陳建銘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陳建銘 男 新竹市東區武陵路218巷58號 03-5337789

32 3533052517 新竹縣 竹北市 顏明通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顏明通 男 新竹縣竹北市成功十街100號 03-5501100

33 0132010014 桃園市 桃園區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婦產科 莊麗娟 女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 1492 號

34 3532014362 桃園市 桃園區 向榮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徐鴻洋 男 桃園市桃園區民生路141號 03-3339600

35 3532010293 桃園市 桃園區 游賜海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游賜海 男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177號 03-3320303

36 1532011154 桃園市 桃園區 敏盛綜合醫院 婦產科 吳青芳 女 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168號7樓婦產科 03-3179599#8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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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1317040011 台中市 南區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婦產科 劉勇良 男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38 3517042164 台中市 南區 袁上雯皮膚科診所 婦產科 蔡俊毅 男 台中市南區高工路325號 04-22652000

39 3517031367 台中市 西區 三泰診所 婦產科 陳艾芬 女 台中市西區向上路一段268號 04-23015377

40 3517030048 台中市 西區 健民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陳加利 男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 279號 04-23216079

41 3517033665 台中市 西區 美村婦產科 婦產科 張秩嘉 男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588號 04-23787212

42 1317050017 台中市 北區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婦產科 張庭瑜 女 台中市北區育德路2號 02-23123456

43 0617060018 台中市 西屯區 台中榮民總醫院 婦產科 蘇筠涵 女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1650號 04-23592525#5801

44 3536031707 台中市 南屯區 喜月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張淵河 男 台中市南屯區水源路11號1-4樓 04-26881746

45 3517073178 台中市 南屯區 薇安婦產科 婦產科 吳月昭 女 台中市南屯區永春東路242號 04-24733966

46 3503190237 台中市 太平區 美馥兒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劉孟哲 男 台中市太平區樹孝路259號2樓 04-23929266

47 3536100341 台中市 大雅區 李明慧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李明慧 男 台中市大雅區中清路三段1189號 04-25677957

48 2336050010 台中市 沙鹿區 臺中市沙鹿區衛生所 婦產科 林瑞瑤 男 台中市沙鹿區洛泉里文昌街20號 04-26625040

49 3537100087 彰化縣 伸港鄉 許權傑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許權傑 男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村忠孝路9號 04-7995100

50 3537060186 彰化縣 溪湖鎮 柯助伊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柯助伊 男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四段153號 04-8818118

51 0138010027 南投縣 南投市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婦產科 顏稟嶪 男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478號 04-92231150

52 0122020517 嘉義市 西區 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 婦產科 黃元德 男 嘉義市西區北港路312號 05-2319090

53 1140010510 嘉義縣 朴子市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婦產科 陳昱任 男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6號 07-7317123

54 0439010518 雲林縣 斗六市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 婦產科 林宜衡 男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79號 05-5323911

55 3539061850 雲林縣 北港鎮 真善美診所 婦產科 黃啓顯 男 雲林縣北港鎮公園路153號 05-7833333

56 0121050011 台南市 中西區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婦產科 蔡永隆 男 台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25號 06-2200055

57 3521042903 台南市 北區 詠馨婦幼中心 婦產科 林彥昇 男 台南市北區海安路三段340號 06-2835888

58 3541210229 台南市 安定區 民安診所 婦產科 邱秋潭 男 台南市安定區港口里 235-4號 06-5932793

59 1502090209 高雄市 前鎮區 吳昆哲婦產小兒科醫院 婦產科 王森泌 男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430號 07-3319611

60 3502090238 高雄市 前鎮區 慶原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高再賜 男 高雄市前鎮區瑞和街81號 07-7710101

61 3502054474 高雄市 三民區 沈中章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沈中章 男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97號 07-3818993

62 1302050014 高雄市 三民區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婦產科 龍震宇 男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100號 07-3121101#6428

63 1502031095 高雄市 三民區 馨蕙馨醫院 婦產科 詹偉德 男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539號 07-5586080

64 0602030026 高雄市 左營區 高雄榮民總醫院 婦產科 劉文雄 男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386號 07-3468191

65 0602030026 高雄市 左營區 高雄榮民總醫院 婦產科 許力權 男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386號 07-342-2121

66 3542020363 高雄市 岡山區 翁明清婦產科 婦產科 王俊凱 男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里前峰路73號

67 0142030019 高雄市 旗山區 衛福部旗山醫院 婦產科 李德震 男 高雄市旗山區中學路60號 07-6613811-1281

68 0146010013 台東縣 台東市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 婦產科 周紘志 男 台東縣台東市五權街 1 號 089-324112

69 1145010010 花蓮縣 花蓮市 花蓮慈濟醫院 婦產科 陳萱 女 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三段707號 03-8561825

70 1145010010 花蓮縣 花蓮市 花蓮慈濟醫院 婦產科 李佩蓁 女 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三段707號 03-8561825

71 3545010467 花蓮縣 花蓮市 彭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彭文中 男 花蓮縣花蓮市民國路115號 03-8328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