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管理區別
機構

類別
醫療院所名稱 地址 電話

1 中西區 衛生所 中西區衛生所 臺中市西區民權路105號 22223811

2 中西區 醫院 澄清綜合醫院平等院區 臺中市中區平等街139號 24632000

3 中西區 醫院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99號 22294411

4 中西區 醫院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臺中仁愛醫院 臺中市中區柳川東路三段36號 22255450

5 中西區 診所 夏幸賢診所 臺中市中區民權路154號 22227885

6 中西區 診所 雙安耳鼻喉科診所 臺中市西區向上路一段270號 23020805

7 中西區 診所 晉強診所 臺中市西區向上路一段456號 23207570

8 中西區 診所 吳東洀小兒科診所 臺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362號 23029672

9 中西區 診所 明祐耳鼻喉科 臺中市中區民權路160號 22220007

10 中西區 診所 賴永章小兒科 臺中市西區大全街41號 23714599

11 中西區 診所 佳慶診所 臺中市西區東興路三段272之1號 23208989

12 中西區 診所 康貝兒小兒科 臺中市西區向上路一段553號 24720515

13 西屯區 衛生所 西屯區衛生所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99號 27027068

14 西屯區 醫院 臺中榮民總醫院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1650號 23592525

15 西屯區 醫院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966號 24632000

16 西屯區 診所 崇芳小兒科家庭醫學科聯合診所 臺中市西屯區福科路419號 24652525

17 西屯區 診所 長泓診所 臺中市西屯區中工三路65號 23582866

18 西屯區 診所 吉安診所 臺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一段65之2號 23135698

19 西屯區 診所 漢諾威家庭醫學科診所 臺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一段112號  23173069

20 西屯區 診所 仁惠內科診所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100-18號1樓 23151156

21 西屯區 診所 和德耳鼻喉診所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100號之18 23151156

22 西屯區 診所 福茂聯合門診福茂小兒科診所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73之1號 24518758

23 西屯區 診所 瑞安診所 臺中市西屯區福科路946號 24633530

24 西屯區 診所 崇堯診所 臺中市西屯區大墩18街61號 23102868

25 西屯區 診所 安家小兒科診所 臺中市西屯區大福里大鵬路9號 229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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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北區 衛生所 北區衛生所 臺中市北區永興街301號 22359182

28 北區 醫院
國軍臺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中

清分院
臺中市北區忠明路500號 22033178

29 北區 醫院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臺中市北區育德路2號 22052121

30 北區 診所 展弘耳鼻喉科診所 臺中市北區漢口路四段322號1、2樓、326號2樓 22307388

31 北區 診所 張右川診所 臺中市北區興進路211-2號1.2樓、211-3號1.2樓 22329988

32 北區 診所 仕進診所 臺中市北區中清路一段462號  22080105

33 北區 診所 秀慧診所 臺中市北區忠太東路58-12號 22031830

34 北區 診所 家昌耳鼻喉科診所 臺中市北區陜西路62號1樓 22993888

35 北區 診所 洪清一外婦產科診所 臺中市北區中清路一段179號 22059339

36 北區 診所 祐華小兒專科親子診所 臺中市北區北平路二段194號  22925668

37 北區 診所 承鴻耳鼻喉科診所 臺中市北區中清路一段830號 22920000

38 北區 診所 康暉耳鼻喉科診所 臺中市北區中清路一段798號 22966161

39 北區 診所 巧比小兒科診所 臺中市北區北平路二段43號  22957373

40 北區 診所 現代診所 臺中市北區進化北路163號 22324807



41 北區 診所 幼祥中西醫聯合診所幼祥小兒科診所 臺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531號 22328500

42 北區 診所 許文俊小兒科 臺中市北區進化北路265號 22350366

43 北區 診所 郭耳鼻喉科診所 臺中市北區健行路594號 22054863

44 北區 診所 祥祐診所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348號 22315688

45 南屯區 衛生所 南屯區衛生所 臺中市南屯區向心南路811號 23827640

46 南屯區 醫院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臺中市南屯區惠中路三段36號 22586688

47 南屯區 醫院 臺中監獄培德醫院 臺中市南屯區培德路9號 23891528

48 南屯區 診所 賴東昇小兒科診所 臺中市南屯區大業路93號 23280188

49 南屯區 診所 張宏興診所 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460號 22530378

50 南屯區 診所 郭品君診所 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一段1061號 23817333

51 南屯區 診所 大新婦產科診所 臺中市南屯區大進街449號 23206969

52 南屯區 診所 蘇晉暉診所 臺中市南屯區向心路35號 23832676

53 南屯區 診所 忠勇診所 臺中市南屯區忠勇路67之3號1樓、2樓 23826625

54 南屯區 診所 永安診所 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362號  22588881

55 南屯區 診所 幼安診所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路263號 24751579

56 南屯區 診所 蘇德慶診所 臺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二段57號 24717572

57 南屯區 診所 刑志宇耳鼻喉科診所 臺中市南屯區南屯路二段252號 24735806

58 南屯區 診所 主悅診所 臺中市南屯區干城街269號 22540711

59 南屯區 診所 林文豹小兒科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路815號 23266518

60 南屯區 診所 大墩診所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路186號 24717122

61 豐原區 衛生所 豐原區衛生所 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 25261170

62 豐原區 醫院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臺中市豐原區安康路100號 25271180

63 豐原區 診所 基成內兒科診所 臺中市豐原區中山路369號 25232730

64 豐原區 診所 楊啟坤耳鼻喉科診所 臺中市豐原區豐東路16號 25279800

65 豐原區 診所 林永祥診所 臺中市豐原區中正路89號 25250995

66 豐原區 診所 劉銘郎內科診所 臺中市豐原區中正路83號  25159418

67 豐原區 診所 永福診所 臺中市豐原區中正路701號 25280042

68 豐原區 診所 晨欣親子診所 臺中市豐原區豐東路83號 25256525

69 大里區 衛生所 大里區衛生所 臺中市大里區大衛路82號 24061500

70 大里區 醫院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臺中市大里區東榮路483號 24819900

71 大里區 醫院 霧峰澄清醫院 臺中市大里區成功路55號 24922000

72 大里區 診所 范振杰耳鼻喉科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塗城路966號1樓 24950295

73 大里區 診所 王金星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159-1號 24839981

74 大里區 診所 沈宗憲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712號 24837655

75 大里區 診所 群欣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東榮路165號 24825651

76 大里區 診所 蔡政益小兒科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益民路二段169號 24870721

77 大里區 診所 黃耳鼻喉科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169-1號 24830888

78 大里區 診所 江耳鼻喉科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東榮路324號 24818345

79 大里區 診所 祐生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東興里東明路231號 24814981

80 大里區 診所 李良小兒科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益民路二段119號 24810998

81 大里區 診所 顏安耳鼻喉科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益民路二段317號 24872999



82 大里區 診所 陳建利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成功路385號1、2樓及387號1樓 24935145

83 大里區 診所 立人耳鼻喉科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益民路二段55號 24832555

84 大里區 診所 里澄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新興路101號1樓 24060956

85 大里區 診所 群享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中投西路三段215號1樓 24181155

86 太平區 衛生所 太平區衛生所 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一段213之1號 23936083

87 太平區 醫院 國軍臺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2段348號 23934191

88 太平區 醫院 新太平澄清醫院 臺中市太平區中興路100號 22789900

89 太平區 醫院 賢德醫院 臺中市太平區宜昌路420號 22732551

90 太平區 醫院 長安醫院 臺中市太平區永平路一段9號 36113611

91 太平區 診所 李正智診所 臺中市太平區中平里太平路232號 22784900

92 太平區 診所 葉祥楨耳鼻喉科診所 臺中市太平區新福里中山路四段193號 23951946

93 太平區 診所 建志耳鼻喉科診所 臺中市太平區中興路110號1樓 22766899

94 太平區 診所 耀仁診所 臺中市太平區樹孝路39－7號1樓、2樓 23939815

95 太平區 診所 幼康小兒科診所 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三段139號 22738885

96 太平區 診所 博合診所 臺中市太平區樹孝路No.478號 23929577

97 太平區 診所 順智診所 臺中市太平區太平路95號1樓 22772766

98 太平區 診所 洪士明診所 臺中市太平區宜昌路527號 22730640

99 太平區 診所 榮平診所 臺中市太平區東平路513號1、2樓 22766133

100 太平區 診所 水岸診所 臺中市太平區旱溪東路二段322號 23928833

101 太平區 診所 家宜診所 臺中市太平區樹孝路506號 23937373

102 南區 衛生所 南區衛生所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72號 22629735

103 南區 醫院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24739595

104 南區 醫院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興分院 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二段11號  22621652

105 南區 診所 李昭德診所 臺中市南區柳川東路一段100號1、2樓 23718383

106 南區 診所 林志鴻小兒科診所 臺中市南區美村南路199號1樓 22603552

107 南區 醫院 宏恩醫院 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二段38之13號 22623123

108 南區 診所 文聖診所 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一段368號  22635958

109 南區 診所 慶燿診所 臺中市南區國光路241號  22872877

110 南區 診所 羅倫檭診所 臺中市南區仁和路185號 22871048

111 北屯區軍功 衛生所 北屯軍功衛生所 臺中市北屯區軍功路2段16號 22392638

112 北屯區四民 衛生所 北屯四民衛生所 臺中市北屯區后庄路1062號 24211945

113 北屯區軍功 診所 陳建州診所 臺中市北屯區平昌里昌平路一段176號 22307111

114 北屯區軍功 診所 承安耳鼻喉科診所 臺中市北屯區舊社里北屯路441號 22425252

115 北屯區四民 醫院 全民醫院 臺中市北屯區陳平里中清路二段516號 22916666

116 北屯區四民 診所 張廣智耳鼻喉科 臺中市北屯區新平里中清路二段531號 22924703

117 北屯區軍功 醫院 聯安醫院 臺中市北屯區軍功里東山路一段37號 22441995

118 北屯區軍功 診所 幼恩診所 臺中市北屯區和平里東山路一段298之2號 24376238

119 北屯區軍功 診所 江英杰診所 臺中市北屯區軍功里東山路一段239之6號 24368789

120 北屯區軍功 診所 東山家醫科診所 臺中市北屯區和平里東山路一段308號 24378500

121 北屯區軍功 診所 承康診所 臺中市北屯區和平里東山路一段300-1號 24377838

122 北屯區軍功 診所 芳鄰診所 臺中市北屯區水景里東山路一段240號 24371433



123 北屯區軍功 診所 康康診所 臺中市北屯區舊社里北屯路428-3號 22461925

124 北屯區軍功 診所 林育民診所 臺中市北屯區平安里熱河路二段57號 22317459

125 北屯區軍功 診所 方德涵診所 臺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太順路82號 24369555

126 北屯區軍功 診所 和生診所  臺中市北屯區平田里興安路一段320號一樓  22474788 

127 北屯區軍功 診所 瑞健診所 臺中市北屯區平田里興安路一段341號 22416859

128 北屯區軍功 醫院 茂盛醫院生殖醫學中心 臺中市北屯區三光里昌平路一段30-6號 22347057

129 大甲區 衛生所 大甲區衛生所 臺中市大甲區德興路81號 26872153

130 大甲區 醫院 李綜合醫療財團法人大甲李綜合醫院 臺中市大甲區八德街2號 26862288

131 大甲區 醫院 順安醫院 臺中市大甲區光明路6號 26862328

132 大甲區 診所 大元診所 臺中市大甲區順天路136號 26802250

133 大甲區 診所 小熊的森林診所 臺中市大甲區三民路132號 26805060

134 大雅區 衛生所 大雅區衛生所 臺中市大雅區中清東路232號 25661091

135 大雅區 醫院 清泉醫院 臺中市大雅區雅潭路四段80號 25605600

136 大雅區 診所 吳耳鼻喉科 臺中市大雅區學府路333號 25683001

137 大雅區 診所 林釗尚小兒科診所 臺中市大雅區大雅路151號 25600313

138 大雅區 診所 大中小兒科診所 臺中市大雅區雅潭路四段711號 25607116

139 潭子區 衛生所 潭子區衛生所 臺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二段241巷5號 25324643

140 潭子區 醫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中慈濟醫院 臺中市潭子區豐興路一段88號 36060666

141 潭子區 診所 佳佑診所 臺中市潭子區勝利路319號 25336888

142 潭子區 診所 潭興診所 臺中市潭子區潭興路二段460號 25362225

143 潭子區 診所 人愛診所 臺中市潭子區潭興路二段394號 25368299

144 東區 衛生所 東區衛生所 臺中市東區信義街142號 22834121

145 東區 醫院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東區分院 臺中市東區自由路三段296號 22121058

146 東區 醫院 臺安醫院進化總院 臺中市東區進化路203號 23602000

147 東區 診所 翔新診所
臺中市十甲東路768〜768-3號及東英十七街167-2

號1樓
22110707

148 東區 診所 佑佑診所 臺中市東區十甲路501號1樓 22125628

149 東區 診所 益家診所 臺中市東區建成路3號 22121089

150 東區 診所 陳國華小兒科診所 臺中市東區進化路218之1號 23601245

151 東區 醫院 臺新醫院聯新國際醫療 臺中市東區振興路441號 22139966

152 東區 診所 林士新婦產科診所 臺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207號 22238148

153 東區 診所 豊府診所 臺中市東區旱溪東路一段293號1樓 22126228

154 烏日區 衛生所 烏日區衛生所 臺中市烏日區長樂街136號 23381027

155 烏日區 醫院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烏日林新醫院 臺中市烏日區榮和路168號 23388766

156 烏日區 診所 賴永清兒科診所 臺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一段418號 23388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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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沙鹿區 衛生所 沙鹿區衛生所 臺中市沙鹿區文昌街20號 26625040

159 沙鹿區 醫院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臺中市沙鹿區沙田路117號 26625111

160 沙鹿區 診所 真善美診所 臺中市沙鹿區成功東街119號 26656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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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沙鹿區 診所 高銘診所 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七段791號 26620286

163 清水區 衛生所 清水區衛生所 臺中市清水區中山路92號 26222639



164 霧峰區 衛生所 霧峰區衛生所 臺中市霧峰區民生路1-9號 23393022

165 霧峰區 醫院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臺中市霧峰區福新路222號 37061668

166 霧峰區 診所 謝煌德小兒科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988號 23314766

167 霧峰區 醫院 本堂澄清醫院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18號 23390000

168 霧峰區 診所 平奚診所 臺中市霧峰區四德路408號 23332684

169 霧峰區 診所 蔡明哲小兒科診所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1102號 23338728

170 霧峰區 診所 陳炎山家庭醫學科診所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1100號 23391100

171 霧峰區 診所 金寶貝診所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882號 23303008

172 霧峰區 診所 楊繼雄內科診所 臺中市霧峰區大同路１號 23393135

173 龍井區 衛生所 龍井區衛生所 臺中市龍井區沙田路四段243號 26352228

174 龍井區 診所 康德耳鼻喉科診所 臺中市龍井區新興路43號 26317903

175 龍井區 診所 祐晟診所 臺中市龍井區國際街111號 26326408

176 龍井區 診所 龍井東海小兒科診所 臺中市龍井區新興路96-23號 26521838

177 后里區 衛生所 后里區衛生所 臺中市后里區公安路86號 25562048

178 后里區 診所 施博元診所 臺中市后里區民生路220號 25572699

179 后里區 診所 國泰診所 臺中市后里區甲后路一段255號 25577378

180 后里區 診所 資生診所 臺中市后里區四村路61號 25562059

181 東勢區 衛生所 東勢區衛生所 臺中市東勢區豐勢路490號 25873872

182 東勢區 醫院 東勢農民醫院 臺中市東勢區豐勢路297號 25771919

183 東勢區 診所 長頸鹿小兒科 臺中市東勢區豐勢路418號 25771809

184 東勢區 診所 維恩耳鼻喉科診所 臺中市東勢區豐勢路372號 25885413

185 大肚區 衛生所 大肚區衛生所 臺中市大肚區榮華街1號 26992111

186 大肚區 診所 大度診所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二段621號 26993637

187 梧棲區 衛生所 梧棲區衛生所 臺中市梧棲區雲集街70巷3號 26562809

188 梧棲區 醫院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臺中市梧棲區臺灣大道八段699號 26581919

189 梧棲區 診所 安心診所 臺中市梧棲區港埠路一段1115號  26562059

190 梧棲區 醫院 明德醫院 臺中市梧棲區仁美街33巷50號 26579595

191 神岡區 衛生所 神岡區衛生所 臺中市神岡區神岡路2號 25622792

192 神岡區 診所 林炳麟診所 臺中市神岡區神岡路24號 25610165

193 神岡區 診所 源美內兒科診所 臺中市神岡區神岡路45之1號 25626065

194 神岡區 診所 劉俊欣耳鼻喉科 臺中市神岡區神岡路88巷12號 25633797

195 神岡區 診所 祥祐診所 臺中市神岡區五權路69號 25201825

196 神岡區 診所 祈安聯合診所 臺中市神岡區民生路27號  25625470

197 新社區 衛生所 新社衛生所 臺中市新社區興社街四段一號 25811704

198 新社區 診所 廖力毅診所 臺中市新社區興安路102號 25820290

199 外埔區 衛生所 外埔區衛生所 臺中市外埔區甲后路三段1062號 26833208

200 外埔區 診所 外埔診所 臺中市外埔區甲后路三段881號 26837751

201 和平區 衛生所 和平區衛生所 臺中市和平區南勢里東關路三段132號 25942781

202 大安區 衛生所 大安區衛生所 臺中市大安區中山南路333號  26713681

203 大安區 診所 安田診所 臺中市大安區中山南路281號 26713527

204 石岡區 衛生所 石岡區衛生所 臺中市石岡區石岡街6號 257218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