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07.10製

序號 醫療院所名稱 行政區 地址 電話 醫療科別

1 洪外科診所 下營區 臺南市下營區中正北路73號 06-6893238 外科、一般科

2 賴內小兒科診所 下營區 臺市市下營區中山路一段92號 06-6892820 家醫科

3 大內高手診所 大內區 臺南市大內內江里內庄268-2號 06-5761766 家醫科、(內科)

4 朱讚騫外科診所 中西區  臺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二段190號 06-2211327  骨外科、家醫科

5
康健內兒科診所

（康健聯合診所）
中西區 臺南市中西區健康路一段176號 06-2146929 內兒科

6 郭明慧診所 中西區 臺南市中西區中正路324號 06-2264118 內科

7 永安牙醫 中西區 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三段36號 06-2207168 牙科

8 洪敏光耳鼻喉科診所 中西區 臺南市中西區大勇街111號 06-2212257 耳鼻喉科

9 湖美耳鼻喉科診所 中西區 臺南市中西區湖美街215巷9號 06-2801561 耳鼻喉科

10   廖健良診所 中西區 臺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一段30號 06-2252983 家醫科、泌尿科

11 台南大學眼科診所 中西區 臺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二段56號 06-2208241 眼科

12 周眼科診所 中西區 臺南市中西區青年路62號 06-2205535 眼科

13 澤康診所 中西區 臺南市中西區永華一街89號 06-2992112 復健科

14 三華診所 仁德區 臺南市仁德區太子路142號 06-2731826 家醫科、外科

15 六甲宏仁診所 六甲區 臺南市六甲區中正路339號 06-6981505 一般科

16 民生診所 六甲區 臺南市六甲區中正路531號 06-6986015 內科、家醫科

17 大立診所 北門區 臺南市北門區北門里72號 06-7860090 一般科

18 敦美復健科診所 北區 臺南市北區大豐里文賢路327號 06-2588190  復健科

19 第一聯合診所 北區 臺南市北區勝利路420號 06-2350116 一般科(內科、家醫科)

20 德幼小兒科診所 北區 臺南市北區和緯路3段322號1樓 06-2584000 小兒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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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寶貝小兒科診所 北區  臺南市北區小東路365號1樓 06-2003300 小兒科

22 張金石小兒科診所 北區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191號 06-2216855 小兒科、家醫科

23 福民內科診所 北區 臺南市北區勝利路226號 06-2748571 內科

24 蕭震亞診所 北區 臺南市和緯路5段46號 06-2808288 內科

25 邱盈禎診所 北區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635號 06-2520056 內科、家醫科

26 南光牙醫 北區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595之19號 06-2517491 牙科

27 郭俊鋐牙醫 北區 臺南市北區公園北路163號 06-2205607 牙科

28 許庭碩耳鼻喉科診所 北區  臺南市北區臨安路2段252號1樓 06-2282238 耳鼻喉科

29 傅耳鼻喉科診所 北區 臺南市北區文賢路877號 06-2507089 耳鼻喉科

30 邱泉正耳鼻喉科診所 北區 臺南市北區文賢路291號 06-2501686 耳鼻喉科

31 陳香吟診所 北區 臺南市開元路36號 06-2386889 眼科

32 佳行診所 左鎮區 臺南市左鎮區中正里156－10號 06-5731597 家醫科

33 蕭超然小兒科診所 永康區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二路301號 06-3126956 小兒科

34 鄭飛良診所 永康區 臺南市永康區大灣路728號 06-2733337 小兒科、家醫科

35 滕內科診所 永康區  臺南市永康區永大路二段215號 06-2715857 內科

36 顏大翔內科診所 永康區 臺南市永康區大灣路868號 06-2730320 內科

37 伯特利牙醫 永康區 臺南市東橋十街118號2樓 06-3026268 牙科

38 柏齡牙醫 永康區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北路123-1號 06-2536777 牙科

39 逸凡牙醫 永康區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西街171號 06-3027967 牙科

40 黃建雄耳鼻喉科診所 永康區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842號1樓 06-3038262 耳鼻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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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翁詔嶽耳鼻喉科診所 永康區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二路383號 06-3135216 耳鼻喉科

42 吳鴻均泌尿科診所 永康區 臺南市永康區勝利里小東路423巷2-1號1樓 06-3112099 泌尿科

43 郭達霖家庭醫學科診所 永康區 臺南市永康區大灣路868號 06-2739695 家醫科

44 真愛婦產科診所 永康區 臺南市永康區大橋一街51-5號 06-3021188 婦產科

45 璨麟眼科診所 永康區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北路30號 06-2541959 眼科

46 杏福內科診所 永康區 臺南市永康區小東路509號1-2樓 06-3126596 腎臟內科

47 雙美診所 玉井區 臺南市玉井區玉田里太子街39巷8號 06-5746996 一般科

48 安平西醫診所 安平區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821號 06-2985999  家醫科

49 瑞祥診所 安平區  臺南市安平區華平路418號 06-2934426  家醫科

50 弘耀牙醫 安平區 臺南市安平區建平12街59號之7 06-2987026 牙科

51 珉安診所 安定區 臺南市安定區港口里235-4號 06-5932793 家醫科

52 十二佃診所 安南區 臺南市安南區海佃路四段388巷107弄22號 06-2465658  家醫科

53 賴俊良骨外科診所 安南區  臺南市安南區安和路2段267號 06-3559260  骨科、外科、家醫科

54 怡安小兒科 安南區 臺南市安南區怡安路二段511號 06-2456657 小兒科

55 北一內科專科診所 安南區 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一段538號 06-2468046 內科

56 仁人牙醫 安南區 臺南市安南區海佃路一段158巷7號 06-2589767 牙科

57 博齡牙醫 安南區 臺南市安南區城北路69號 06-2577310 牙科

58 陳昱成耳鼻喉科診所 安南區 臺南市安南區海佃路1段196號1樓 06-2800178 耳鼻喉科

59 蔡添祥耳鼻喉科診所 安南區 臺南市安南區溪墘里海佃路1段90號 06-3587722 耳鼻喉科

60 群康耳鼻喉科診所 安南區 臺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一段184號 06-2565466 耳鼻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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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家佳診所 安南區 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3段399號 06-2462507 家醫科

62 健安診所 西港區 臺南市西港區中山路325號 06-7959937  家醫科

63 徐春暉診所 西港區 臺南市西港區慶安路95之8號 06-7961193 內兒科

64 千日好診所 西港區 臺南市西港區西港里中山路350號 06-7954509 內科

65 全民牙醫 西港區 臺南市西港區新興街95-2號 06-7961718 牙科

66 鴻仁診所 西港區 臺南市西港區慶安里慶安路156號 06-7952050 家醫科

67 佳田牙醫 佳里區 臺南市佳里區中山路184號 06-7221333 牙科

68 洪骨科診所 佳里區  臺南市佳里區中山路201號 06-7237088 骨科

69  顏忠信眼科診所 佳里區  臺南市佳里區中山路189號 06-7213233 眼科

70 謝樂偉眼科 佳里區 臺南市佳里區東寧里文化路205號 06-7234303 眼科

71 陳碧宗診所 東山區 臺南市東山區東中里民生街1號 06-6802650  家醫科

72 康健診所 東山區 臺南市東山區東原里前大埔182號 06-6864268 內科

73 大中小兒科診所 東區 臺南市東區林森路一段158號 06-2882258 小兒科

74 杏禾小兒科診所 東區 臺南市東區仁和路67之5號1樓 06-2671658 小兒科

75 良田蔡明峻小兒科診所 東區 臺南市東區崇明路201號1樓 06-2607698 小兒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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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陳淑玲林原弘小兒科診所 東區 臺南市東區崇學路229號 06-2900255 小兒科

78 葉倍宏小兒科 東區 臺南市東區東門路1段257號 06-2381332 小兒科

79 項國威內科診所 東區 臺南市東區德光里崇學路141號 06-2691567 內科

80 曾立榮內科診所 東區  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二段339號 06-3353678 內科、肝膽胃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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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喜樂親子牙醫 東區 臺南市東區府連路296號 06-2759018 牙科

82 王肇陽皮膚科診所 東區 臺南市東區崇明路79號 06-2891634 皮膚科

83 佳一家庭診所 東區 臺南市東區東光路一段132號 06-2360513 家醫科

84 侯忠義診所 東區  臺南市東區裕農路137號1樓 06-2376069 家醫科

85 鄭明豐診所 東區 臺南市東區仁和路129號 06-2883104 家醫科

86 怡東診所 東區 臺南市東區怡東路120號 06-2348638 家醫科、內科

87 林一宏眼科診所 東區 臺南市東區裕農路583號 06-2759922 眼科

88 張祐禎家庭醫學科 南區 臺南市南區中華南路二段72號 06-2920909  家醫科

89 府城骨科皮膚科診所 南區 臺南市南區新興路303號 06-2651331  骨科、皮膚科

90 上恩診所 南區  臺南市南區金華路一段168號1 06-2613202 內科

91 林孟津診所 南區 臺南市南區建南路119號 06-2610883 內科、兒科

92  張士澎診所 南區  臺南市南區西門路一段611號 06-2216216 內科、家醫科

93 宏亞牙醫 南區 臺南市南區金華路一段89號 06-2914858 牙科

94 明興牙醫 南區 臺南市南區明興路1229號 06-2961956 牙科

95 德興牙醫 南區 臺南市南區德興路183號 06-2618855 牙科

96 李外科診所 南區 臺南市南區金華路二段266號
06-2265398

06-2288283
外科、一般科

97  誼康婦產科骨外科聯合診所 南區  臺南市南區文南路6號 06-2640148 婦產科、骨外科

98 家傳牙醫 後壁區 臺南市後壁區後壁里135-1號 06-6873789 牙科

99 王茂林診所 將軍區 臺南市將軍區將富里將富50~2號號 06-7946621 一般科

100 東升診所 善化區  臺南市善化區中山路230號 06-5851888  家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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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長頸鹿耳鼻喉科診所 新化區 臺南市新化區忠孝路126-1號 06-5980007 耳鼻喉科

102 洪耳鼻喉科診所 新化區 臺南市新化區護國里中山路236號 06-5902000 耳鼻喉科

103 日日新診所 新化區 臺南市新化區和平街171號 06-5909323 家醫科

104 宗詰診所 新市區 臺南市新市區光華街38號 06-5991829 一般科(含內、外科)

105 張志仁診所 新營區 臺南市新營區大同路6-6號 06-6356220 一般科

106 鄭永穆診所 新營區 臺南市新營區大宏里三民路76－7號 06-6320070 小兒科

107 鄭立華小兒科診所 新營區 臺南市新營區忠政里中正路205號 06-6353391 小兒科

108 東楊牙醫 新營區 臺南市新營區民治東路20號 06-6327216 牙科

109 大川耳鼻喉科診所 新營區 臺南市新營區延平路99號  06-6337700 耳鼻喉科

110 晶明診所 新營區 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8號之8 06-6320588 眼科

111 聖恩診所 學甲區 臺南市學甲區民權路65號
06-7833487

06-7836633
 家醫科、骨科

112 全美診所 學甲區 臺南市學甲區華宗路373號 06-7835119 家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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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浩銘牙醫 歸仁區 臺南市歸仁區民權南路122號 06-3306358 牙科

115 沈耀明家庭醫學科診所 歸仁區  臺南市歸仁區中山路二段76號 06-2304653 家醫科

116 林牙醫 關廟區 臺南市南區府緯街115巷30號 06-2200169 牙科

117 佑康診所 關廟區 臺南市關廟區中山路一段620巷7號 06-5967581 家醫科、(內科)

118 金小兒科診所 鹽水區 臺南市鹽水區三福路72號 06-6521010 小兒科

119 洪榮貴神經科診所 鹽水區 臺南市鹽水區三福路72號 06-6533939 神經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