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新日期：111/3/21

1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424號 02-27718151 

2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99號 02-27135211

3 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路131號 02-27462151

4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松山車站 服務臺 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11號B1 02-27673819

5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0號 02-27372181

6 王知行婦產科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信義區永吉路310號 02-27624962

7 信義邱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信義區虎林街198號 02-27278275

8 彭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信義區永吉路185-4號1樓 02-27666207

9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0號 02-27093600

10 中山醫療社團法人中山醫院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12巷11號 02-27081166

11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280號 02-27082121

12 林正宗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100號2樓 02-27337008

13 幸福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門診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128號4樓 02-27762222

14 忠孝許世賓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176號4樓 02-27116500

15 許世賓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1段169號2樓 02-33932211

16 滿意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3段271號3樓 02-23659191

17 周大中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46號2樓 02-27552757

18 吳坤光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4段59號 02-27059320

19 博全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4段59號 02-27774437

20 宏恩醫療財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71巷1號 02-27713161

21 禾馨新生婦幼診所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3段2號 02-23683222

22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紀念社會事業

基金會馬偕紀念醫院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2段92號 02-25433535

23 李木生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2段90號1-4樓88號4樓 02-25012312

24 協和婦女醫院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85巷5號 02-25072222

25 潘世斌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1段30號3樓 02-25235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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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7號 02-23123456

27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婦幼)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中正區福州街12號 02-23916470 

28 柯滄銘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10號1樓 02-33933939

29 大佳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中正區信陽街9號2樓 02-23888686

30 禾馨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中正區懷寧街78號 02-23612323

31 西園醫院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二段270號 02-23076968

32 聖約翰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萬華區東園街175號 02-23098502

33 益生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萬華區萬大路406-1號 02-23031112

34 城中瑪莉安婦產科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萬華區成都路4號2樓 02-23813500

35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北護分院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37號 02-23717101

36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111號 02-29307930

37 愛文診所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79巷3號 02-29309998

38 大同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大同區鄭州路145號 02-25523234

39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87號 02-27861288

40 天慈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37號 02-27855176

41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2段325號 02-87923311

42 財團法人康寧醫院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5段420巷26號 02-26345500

43 鍾兆智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內湖區東湖路65號1樓 02-26333356

44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臺北分院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二段360號 02-27919696

45 余正俊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內湖區東湖路113巷5弄12-1號3樓 02-26332072

46 顏鳳麟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4段28號2樓 02-87929756

47 禾馨民權婦幼診所 婦產科門診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42號 02-55713333

48 梓成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內湖區港墘路107號 02-27996262

49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士林區雨聲街105號 02-28353456

50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士林區文昌路95號 02-28332211

51 李文達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458號 02-28321171

52 鄭福山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6段256號 02-28385428

53 吳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士林區通河街117號1樓 02-28856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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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北投區振興街45號 02-28264400

55 臺北榮民總醫院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2段201號 02-28712121

56 蔡賡禧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1段72號 02-28275066

57 臺北市立關渡醫院 婦產科門診 臺北市北投區知行路225巷12號 02-28587000

58 服務臺 臺北巿松山區八德路4段 692 號 6 樓 02-27671757

59 服務臺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15號1樓 02-27234598

60 服務臺 臺北市大安區辛亥路3段15號 02-27335831

61 服務臺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67號7樓 02-25014616

62 服務臺 臺北市中正區牯嶺街 24 號 02-23215158

63 服務臺 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52號 02-25853227

64 服務臺 臺北市萬華區東園街152號 02-23033092

65 服務臺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3段220號 02-22343501

66 服務臺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1段 360號7樓 02-27861288

67 服務臺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 6段99號2樓 02-27911162

68 服務臺 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439號2樓 02-28813039

69 服務臺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2段111號 02-28261026

70

71 臺北車站捷運站 服務臺

72 市政府捷運站 服務臺

73 南港展覽館捷運站 服務臺

74 忠孝復興捷運站 服務臺

75 板橋捷運站 服務臺

76 新埔捷運站 服務臺

77 淡水捷運站 服務臺

78 竹圍捷運站 服務臺

79 石牌捷運站 服務臺

80 士林捷運站 服務臺

81 民權西路捷運站 服務臺

82 雙連捷運站 服務臺

請電洽本局，將有專人為您服務，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183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臺北市文山區健康服務中心

臺北市南港區健康服務中心

臺北市內湖區健康服務中心

臺北市士林區健康服務中心

臺北市北投區健康服務中心

臺北市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

臺北市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

臺北市中山區健康服務中心

臺北市信義區健康服務中心

臺北市大安區健康服務中心

臺北大

眾捷運

股份有

限公司

北投區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

臺北市中正區健康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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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中山捷運站 服務臺

84 台大醫院捷運站 服務臺

85 中正紀念堂捷運站 服務臺

86 東門捷運站 服務臺

87 大安捷運站 服務臺

88 象山捷運站 服務臺

89 動物園站 服務臺

90 萬芳醫院捷運站 服務臺

91 南京復興捷運站 服務臺

92 西湖捷運站 服務臺

93 景安捷運站 服務臺

94 古亭捷運站 服務臺

95 三重捷運站 服務臺

96 頭前庄捷運站 服務臺

97 迴龍捷運站 服務臺

98 蘆洲捷運站 服務臺

99 七張捷運站 服務臺

100 大坪林捷運站 服務臺

臺北大

眾捷運

股份有

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