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次 醫院名稱 診所科別 通訊診察預約電話 行政區 診所地址

1 國輝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3620770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 801號

2 廣仁堂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3617566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和平路11、13號

3 厚德堂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3664488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964號

4 仁安堂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2182000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811號

5 明心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2181918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正福五街80號1樓 

6 八德風澤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3-3668732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福國北路100號

7 溫心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377-2097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銀和街72號1樓

8 青埔風澤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3-2871706 大園區 桃園市大園區公園路1段 80號1、2樓

9 真如堂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3-3856660 大園區 桃園市大園區大觀路 4號1樓

10 青埔風澤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2871706 大園區 桃園市大園區公園路一段80號

11 青埔悅兒親子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2875302 大園區 桃園市大園區高鐵南路一段121號

12 康綸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3835882 大園區 桃園市大園區菓林路223號

13 安泰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3801327 大溪區 桃園市大溪區員林路二段384號

14 惠鼎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3-4662247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龍東路98號1樓

15 聖祥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4276997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九和五街15號、17號1樓

16 松柏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4378820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2段 187號1樓

17 中壢同慶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4933888*52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357號1至3樓

18 聖博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4357755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福州二街480號1樓

19 澄美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4636100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福德路64號1樓

20 震天堂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4667500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二段29號

21 方濟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4562968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三段246號

22 仁人堂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4227990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202號1樓

23 信望愛中醫診所 中醫科 0919976078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499號

24 明醫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3-4250191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54號

25 內壢仁心堂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3-4555253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仁愛路11號

26 王秀女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4257227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37號

27 中壢風澤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3-4256375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517號

28 宜康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4615129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忠孝路164號

29 青田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4596000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健行路145號

30 華泰中醫 中醫科 03-4287711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健行路153之1號

31 站前內壢風澤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3-4556246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福德路15號

32 翊展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4681187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龍岡路一段215號1樓

33 內壢風澤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3-4556672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149號

34 億軒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4551145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351號

35 陳君隆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4562008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莒光路27號

36 羅明江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4618286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155號

37 蕙辰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4351397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普忠路233號1樓

38 青蒿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2873838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青峰路一段47號4樓

39 華信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4251678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永樂路46號1樓

40 同德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4664331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龍昌路475號

41 誠泰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4360155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4段96號

42 光隆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3-4016505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西路二段39號

43 弘安堂中醫聯合診所 中醫一般科 03-2853939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莊敬路151號

44 杏恩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3-4251129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中美路2段150號

45 善合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4623033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永福路1006號

46 明道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4623385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莊敬路811巷20、22號

47 萬川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4222757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大同路117號

48 仁和堂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3-4368265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3段111號

49 宏壽中醫診所
內科

傷科
03-4925045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449號

50 新隆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4551486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福德路12號

51 聖鶴堂中醫診所 一般內科 03-4551199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榮民路171號

52 成美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4014733 平鎮區 桃園市 平鎮區 廣德街 22號1、2樓

53 平鎮風澤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3-2810897 平鎮區 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二段65號

54 忠貞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4603600 平鎮區 桃園市平鎮區龍南路298號

55 一品堂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4952000 平鎮區 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二段91號

56 廣和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3391811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 300號1樓

57 德馨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3712988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186-1號

58 龍安風澤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3691920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龍安街 157號1樓

59 大業風澤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3-3581311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路一段428號1樓

60 仁愛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3351036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28號

61 風澤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3-3352262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428號1樓

62 桃園天韻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3027113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埔一街113號

63 杏安中醫診所 中醫科 33369499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216號

64 同安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3252087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同安街366號

65 芳禾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3333105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二段82號

66 大川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3-3781231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宏昌八街136號1樓

67 辰軒中醫 中醫科 03-3467333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302之1號2樓

68 好合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3667550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桃智路31號1樓

69 脈田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3691068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國聖一街162號1樓

70 寶山風澤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3-3581162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寶山街207號

71 樺安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3355559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力行路337號1樓

72 上德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3371636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二段30號

73 藝文風澤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3558185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1126號

74 鄭建祥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3357687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國際路一段1040號

75 仁心堂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3-3358399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北路96號

                                桃園市因應COVID-19疫情期間指定之視訊診療中醫診所名冊
※資料會依醫療院所開歇業等情形調整及變動。

※請先向各診所的預約專線查詢、預約診療時間，俾利院所安排時間。

※若診所無提供表列服務，亦請即時回饋通報本局0800-033355專線，俾利本局即刻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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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鄭建祥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3-2207372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國際路一段1040號

77 馨田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2288361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泰昌八街23號

78 漢醫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3313551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405號

79 恩禾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3351509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鎮撫街160號

80 咏敬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3322377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信光路87號

81 騰億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3319608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536號

82 以樂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2208383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宏昌六街258號

83 華堂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3-3345809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379號

84 同心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3580556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同德五街151巷1號1樓

85 昱陽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3351996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東路80號1樓

86 龍侒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3798780 桃園區 桃園市龍安街161之1號

87 國元中醫診所 一般內科 03-3168161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慈文路197號

88 大安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3391835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449號

89 楊梅風澤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3-4855001 楊梅區 桃園市楊梅區大成路106號

90 埔心風澤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3-4826520 楊梅區 桃園市楊梅區永美路334號

91 禾豐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3-4822623 楊梅區 桃園市楊梅區埔心里永美路219號

92 永勝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4315557 楊梅區 桃園市楊梅區四維二路139號

93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石園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4712201*351658 龍潭區 桃園市龍潭區文化路6巷35號1樓

94 安聲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3-4803913 龍潭區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171號

95 恩典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3-4891513 龍潭區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312號1樓

96 恩惠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3-4891513 龍潭區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312號1樓

97 仁心中醫聯合診所 中醫一般科 03-4894943 龍潭區 桃園市龍潭區東龍路180號

98 龜山文學風澤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3-3270115 龜山區 桃園市龜山區文學路255號1、2樓

99 聯生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2115634 龜山區 桃園市龜山區文昌一街 5號1樓

100 樂山中醫診所 中醫科 0975-970-193 龜山區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 1088號1樓

101 悅兒親子中醫診所 中醫科
0928803334

03-3271368
龜山區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10巷26號

102 龜山風澤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3-3500338 龜山區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982號

103 文青堂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3-3187018 龜山區 桃園市龜山區文青二路7號

104 天莘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3522642 蘆竹區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 三三六號

105 大竹風澤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3-3230883 蘆竹區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路426-5號

106 蘆山風澤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3-3224818 蘆竹區 桃園市蘆竹區中山路56-1號

107 南崁風澤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3-2128002 蘆竹區 桃園市蘆竹區中正路355號

108 五福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312-0133 蘆竹區 桃園市蘆竹區五福路88號

109 光明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3117689 蘆竹區 桃園市蘆竹區光明路一段117號1樓

110 南崁天韻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2127113 蘆竹區 桃園市蘆竹區奉化路56號

111 永康中醫診所 中醫科 03-3217976 蘆竹區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70號1樓

112 安康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3-3227976 蘆竹區 桃園市蘆竹區南順七街27號

113 振興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3-3866987 觀音區 桃園市觀音區大觀路一段5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