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次 診所名稱 診所科別 通訊診察預約電話 行政區 地址

1 郭淵進診所
耳鼻喉科

家醫科
03－3732373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興豐路650號1樓

2 德禾診所 腎臟科 03-3775368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135號2樓

3 介壽診所 西醫一般科 03－3677787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863號1樓

4 廣德診所 西醫一般科 03－3623886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942-1號

5 小柚子兒科診所 兒科 03－3652070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豐田三路81號1樓

6 聖傑診所 內科 03－3665155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桃鶯路85號1樓

7 林添貴診所

內科

神經科

兒科

家醫科

03－2188822 八德區 桃園八德區廣福路178號

8 羅久勝小兒科專科診所 兒科 03-3750237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忠勇六街 5號1F 

9 陳坤荃小兒科診所 兒科 03 3677476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812號 

10 光與自然博士眼科診所 眼科 03-3639950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大智路 105號1樓

11 楊正全聯合診所 內科 03-3626225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833號

12 八德身心診所 精神科 03-3775953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 介壽路 一段935號1樓 

13 晨峰診所

外科

外產科

腸胃內科

03-3709886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永豐路576號1樓 

14 瀚文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家醫科
03-3641252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桃鶯路5號

15 萬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及家

庭医學科
03-3635616 八德區 桃園八德區介寿路一段913號

16 吉米診所 家醫科 03-3751108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忠勇五街10號1樓

17 李淵順小兒科診所 小兒科 03-3761123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和義街15號1樓

18 潘肇祺家庭醫學科診所 內科，家醫科 03-3678588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898號

19 八德榮譽國民之家醫務室 眼科、一般科 03-3654542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榮興路1100號

20 李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3-3630063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907號

21 廣恩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3-3669161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廣福路83號

22 惠欣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03-3775111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707號

23 蕭益富診所 內科 03-3675582#111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大智路5號

24 十全內科小兒科診所 家醫科 03-3624139 八德區 桃園縣八德市桃鶯路50號

25 顏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3-3665000 八德區 桃鶯路24號

26 木子診所  

一般醫學科

家醫科

小兒科

03-2875875 大園區 桃園市大園區致遠一路 1號1樓 

27 懷德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3-3868878 大園區 桃園市大園區中正東路19-1號

28 慧明聯合診所 一般科 03-3866698 大園區 桃園市大園區新生路133號

29 楊若麟診所 內兒科 03-3851688 大園區 桃園市大園區新生路83號

30 家康診所 家醫科 03-3832655 大園區 桃園市大園區果林里三民路二段462號

31 呂清標診所 不分科 03-3865941 大園區 大園區中正東路34號

32 大桃園耳鼻喉科

內科

外科

骨科

兒科

耳鼻喉科

03－3870976 大溪區 桃園市大溪區康莊路100號1樓

33 誠德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3-3883132 大溪區 桃園市大溪區康莊路192號

34 鴻昇診所 家醫科 03-3872822 大溪區 桃園市大溪區康莊路87號

35 潘叡診所 內科 03-3892915 大溪區 桃園市大溪區埔頂路一段410號

36 林佑祥診所 一般科 03-3896368 大溪區 桃園市大溪區員林路二段394號

37 張輝鵬診所
家醫科

一般科
03-3874422 大溪區 桃園市大溪區中正東路63號

38 台大晴朗診所 家醫科 03-4268886 中壢 中壢區元化路50號1樓

39 自立診所 內科 03－2853377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永福路1051號1樓

40 同心海華診所 家庭醫學科 03－4278960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六和路36號1樓

41 敦仁診所 內科 03－4635353分機12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忠孝路14號1樓

42 康庭診所 兒科 03－4336633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莊敬路811巷6號

43 和美家醫診所 家庭醫學科 03－4256562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53號1樓

44 詮順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3－4355300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榮民路37號

45 敏昌診所 家庭醫學科 03－2550916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福德路32號

46 黃曉生小兒科診所 兒科 03－4552725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41號

47 鄭朝強小兒科診所 兒科 03－4258789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226號1樓

48 尚語身心診所 精神科 03-451-2181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忠孝路62號1樓

49 進華小兒科診所
兒科

西醫一般科
03－4685858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健行路226號1樓

50 吳瑞瓊小兒科診所
兒科

家醫科
03－4268833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75號1樓

51 忠孝診所 西醫一般科 03－4630063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忠孝路75號1樓

※本資訊僅供參考，資料會依醫療院所開歇業等情形調整及變動，建議同步至健保署網站確認。

※註明請先向各診所的預約專線查詢、預約視訊診療時間，俾利院所安排約診。

※若診所無提供視訊診療，亦請即時回饋通報本局0800-033355專線，俾利本局即刻查證。

桃園市因應COVID-19疫情期間指定之視訊診療 西醫診所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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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中新小兒科聯合診所

內科

兒科

耳鼻喉科

03－4682832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二段54號

53 中原診所
兒科

內科
03－4569788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二段14號

54 趙葉林診所 西醫一般科 03－4369911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龍東路473號1樓

55 陳瑞祥診所 西醫一般科 03－4616600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福州二街475號

56 馬興華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內科
03－4591680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二段80號

57 健興診所 家醫科 03－4630526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忠孝路80號

58 宜安診所 西醫一般科 03－4163898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華勛街181號

59 陳炯旭診所 精神科 03－2805285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九和五街7號

60 維坤診所 西醫一般科 03－4685858分機10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健行路226號1樓

61 德祐診所 西醫一般科 03－4353371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自強里17鄰榮民路10號

62 智勇診所 家庭醫學科 03-4511354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忠孝路6號1樓

63 康平診所 內科 03-4560770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3段286號1樓

64 活力診所
家醫科

內科
03-2713585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莊敬路160號

65 聯心診所 家醫科 03-4395673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5段310號1樓

66 活悅診所 一般科 32875902 中壢區  桃園市 中壢區 民權路4段 281號1至2樓 

67 昭全診所 家醫科 03-4360726 中壢區 桃園市 中壢區 龍東路 417號 

68 佳國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3-4664735 中壢區  桃園市 中壢區 中北路47號 1樓

69 青埔診所

家醫科

兒科

高血壓

03-2871683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領航南路一段186號

70 鼎盛診所
耳鼻喉科

一般科
03-4285972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2段388號1樓 

71 心安診所
內科

神經外科
03-4518808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二段487號1樓、2樓 

72 吳家淦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小兒科
03-4272728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21號1樓 

73 爵士牙醫診所 牙科 03-4618868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西園路100-1號1樓、100-2號1樓 

74 美麗新城診所 家醫科 03-2872225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高鐵站前西路一段 288號1樓 

75 范光迪診所 內科 03-4273710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中光路53號 

76 中壢大學眼科診所 眼科 34279622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210號1-2樓及212號1-2樓 

77 青禾診所
家醫科

內科
03-2875939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高鐵南路2段 225號1至2樓 

78 維思登牙醫診所 牙科 03-4533551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高鐵站前西路 1段206號，1樓、2樓 

79 當代牙醫診所 牙科 03-4948311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西路二段 43號、45號、47號1樓、2樓 

80 家安診所

腎臟科

肝臟腸胃科

家醫科

03-4909723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五段466號 

81 晶悅牙醫診所 牙科 03-4257710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新生路251號1至3樓 

82 黃文昌診所 西醫一般科 03-2841928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龍岡路二段123號

83 蕭成芝診所 內科 03-4658187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龍東路361號

84 宏悅親子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3-4928821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西路二段92號

85 馨心親子耳鼻喉科診 耳鼻喉科 03-4655665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2段536號1樓
86 長安內科診所 內科 03-4655665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2段536號1樓
87 健康診所 一般科 03-4953225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394號
88 林國揆小兒科診所 兒科／內科 03-4387023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二段402號

89 興明皮膚科眼科聯合診所 皮膚科，眼科 03-4944632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336號

90 黃大中診所 一般科
03-4639940

03-4639962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榮民路19.21號1樓

91 青園診所 家醫科 03-2872290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領航南路四段196號一樓

92 陳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3-4250973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105號

93 陳甘斌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3-4663739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華勛街222號

94 翊恩診所 一般科 03-4629078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文化路363號一樓

95 吉康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3-4228133 中壢區 中壢區元化路56號

96 愛麗康診所 一般科 03-4518830 中壢區 中壢區中正路110號

97 佳康診所

內科

兒科

家醫科 03-4587188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健行路153號

98 安康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3-4271212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復興路54號1樓

99 慧健康診所 一般科 03-4920952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2段178號1樓

100 小樹苗診所 耳鼻喉科 03-4020968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正大街27號

101 王小兒科診所 兒科 03-4227449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慈惠三街117號

102 黃永輝診所
骨科

家醫科
03-4926750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452號

103 陳鍊生診所 一般科 03-4627301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一段698號

104 黃志焜診所
內科，胃腸肝

膽科
03-4277860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慈惠三街135號一、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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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崇恩診所
泌尿科，腸胃

科
03-4221288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九和六街11、 13號

106 群青診所 一般科 03-2873353 中壢區 青商路141號1樓

107 迎旭診所 身心科 03-4277126 中壢區 中山路38號

108 張培鑫小兒科診所 小兒科 03 4343916 中壢區 興農路80號1樓

109 文聖診所 內科 03-4254613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579號

110 葉欽池小兒科診所 兒科 家醫科 03-4222376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553號

111 安安小兒科診所 內科,小兒科 03-4590592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龍岡路二段109號一樓

112 新安診所 小兒科一般科 03-4683553 平鎮 桃園市平鎮區中豐路208號

113 幫寶貝診所
內科

兒科
03－4685900 平鎮區 桃園市平鎮區振興路17號1樓

114 文化診所
耳鼻喉科

內科
03-4951689 平鎮區 桃園市平鎮區文化街92號1-2樓

115 陽光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皮膚科
03－4916178 平鎮區 桃園市平鎮區復興街108號1樓

116 黃正龍診所 精神科 03－4936667 平鎮區 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2段430巷79之19號1樓

117 勇信診所
內科

兒科
03－4195558 平鎮區 桃園市平鎮區中豐路山頂段160號1樓

118 聯恩診所 家醫科 03-4395633#221 平鎮區 桃園市平鎮區中豐路南勢二段100號1樓

119 立群診所 一般科 03-4191137 平鎮區 桃園市平鎮區中豐路山頂段 27號1、2樓

120 育英診所
外科

一般科
34953286 平鎮區 桃園市平鎮區育英路 27號 

121 金陵診所 家醫科 03-4579473 平鎮區 桃園市平鎮區金陵路二段 479號1樓 

122 河助璽恒診所 一般科 03-4927588 平鎮區 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 2段30號1樓 

123 維賢診所
家醫科

復健科
03-4683636 平鎮區 桃園市平鎮區和平路123號1樓及125號1、2樓 

124 佳杏診所 兒科 03-4016565 平鎮區 桃園市平鎮區民族路237號

125 高俊傑診所 兒科 03-4016565 平鎮區 桃園市平鎮區民族路237號

126 立康南勢診所
一般科

家醫科
03-4398166 平鎮區 桃園市平鎮區上海路207號1樓

127 王德和診所

內科

一般內科

心臟內科

感染科

03-4013006 平鎮區 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三段2號1樓及2-1號1樓 

128 寰東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3-4559069 平鎮區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187號1樓 

129 振平診所 神經科 03-4688757 平鎮區 桃園市平鎮區新富二街42號

130 義群診所 家庭醫學科 03-4923885 平鎮區 桃園市平鎮區義興街21號

131 吉象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神

經內科
03-4944759 平鎮區 平鎮區忠孝路198號

132 吳英錦小兒科診所 小兒科 03-4501043 平鎮區 桃園市平鎮區龍南路64號

133 昇元診所 一般科 03-4010906 平鎮區 平鎮區民族路127號

134 天一診所
內科

胃腸肝膽科
03-4686228 平鎮區 桃園市平鎮區和平路125號3樓

135 心晴診所 精神科 03-3467895 桃圈區 桃園市 桃園區 大有路 360號1樓 

136 永安診所 家庭醫學科 03-3326415 桃園市 桃園區永安路466號

137 佑慎診所 內科 03-4683200
桃園市中

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二段209號

138 易修成診所
內科/肝膽腸

胃科
34892950

桃園市龍

潭區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81號

139 吳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3－3373377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民生路202號1樓

140 李柏鋒診所
兒科

家庭醫學科
03－2207480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807號

141 大有耳鼻喉專科診所 耳鼻喉科 03－3586355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大有路318號1樓、320號1樓

142 龍和診所
家庭醫學科

兒科
03-3786145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龍安街153號1樓

143 徐大昇皮膚科診所 皮膚科 03－3605588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龍安街181號1、2樓

144 明欣診所
內科

兒科
03－3169189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206-2號

145 林信佑診所 家庭醫學科 03－3371100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路1段131號1樓

146 曹景雄小兒科診所 兒科 03-2183141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延平路113號

147 勤業診所 內科 03－3337233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387號1樓

148 健安診所 家庭醫學科 03－3922366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龍安街1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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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陸勇亮診所 家醫科內科 03－3623368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273號

150 健新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3－3750778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建國路18號1樓

151 慈文診所 耳鼻喉科 03－3355482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566號1樓

152 聖德診所 兒科 03－3587297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二段69巷3號1樓

153 聖昕診所 家醫科 03－3021278分機12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二段76巷10號1樓

154 振興診所 西醫一般科 03－3332077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543號

155 全家親子診所 西醫一般科 03－3358585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605號

156 大順診所 西醫一般科 03－3167585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302-3號1樓

157 顧小兒科診所
兒科

家醫科
03－2202364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國際路一段1146號

158 范姜皮膚科診所 皮膚科 03－3566269分機7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397號1樓

159 永欣診所 內兒科 03－3587669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路193號1樓

160 柯福順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內科
03－2201122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613號

161 桃庚聯合診所 內科 03－3705119分機802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國際路二段38號1樓

162 大興維格內科診所 內科 03－3020185分機216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二段131、135號1樓

163 親子診所
骨科

外科
03－3172319分機14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195號1、2樓

164 鴻林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3－3377088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567號

165 盛軒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3－3552345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302-5號1樓

166 詠美身心診所 精神科 03－3363833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三段20號1樓

167 一德身心診所 精神科 03－3583115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同德十一街	138號1樓

168 吉兒診所 西醫一般科 03－3339995分機9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民光東路107號

169 尚群診所 西醫一般科 03－3672348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三段512號

170 周孫元診所 精神科 03－3792260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龍城五街62號1樓

171 良祐診所
肝膽胃腸科

新陳代謝科
03－3163335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518號1樓

172 何翊菁診所 家醫科 03-3551192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埔六街123號

173 陳治平診所 腸胃內 03-3602100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800號1樓

174 光文診所 內科 03-3353756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一段171號1至2樓

175 孫德金小兒科診所 兒科 03-3778759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209號1樓

176 光彩皮膚科診所 皮膚科 03-3787875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826號2樓

177 層峯診所 外科 03-3787875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826號2樓

178 鑫明眼科診所 眼科 03-3781513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888號1樓及890號1樓

179 正文身心診所 精神科 03-3151658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196號1樓、2樓

180 鑫桃眼科診所 眼科 03-3168587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路一段349號1樓

181 家和診所 一般科 03-3575170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路2段13號1樓

182 惠生保安婦幼診所 兒科 03-2185678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介壽路493號1至3樓

183 安美皮膚科耳鼻喉科專科診所
皮膚科

ENT
03-3565268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882之1號1、2樓

184 黃晉文診所
復健科

一般科
03-3330000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394號

185 逢章診所 一般科 03-3365653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民生路382號1樓

186 大學眼科診所 眼科 03-3331368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112號1至2樓

187 元康診所 內科 03-3351225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205號2樓

188 光與自然親子眼科診所 眼科 03-3586883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302-5號2樓

189 正興診所 一般科 03-3635453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452號

190 愛兒親子診所 一般科 3554766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慈文路192號1樓

191 楊文彬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3-3150628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春日路850號

192 龍群骨科診所
骨科

外科
03-3318890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462號1樓、中山路466號1樓、縣府路

20號2樓、縣府路20號3樓、縣府路22號3樓

193 澔德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3-3166995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1089號

194 晨暘診所

小兒科

內外科

腸胃專科

一般科

身心科

家醫科

03-3175777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寶山街235號1樓之2

195 禾馨桃園婦幼診所
婦產科

兒科
03-3465333*7117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經國二路36號1、2、3樓

196 晨宏診所

腸胃內科

一般科

內科

03-3019088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莊敬路二段101號1樓

197 佑霖診所
腎臟科

內科
3026166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寶慶路372號2樓、380號1樓、2樓

198 大中骨科診所
骨科

內科
3355482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566號1、2樓

199 完美牙醫診所 牙科 03-3465000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春日路848號1樓、2樓

200 成功美學皮膚專科診所 皮膚科 03-3358865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二段87號1、2樓

201 森美學牙科診所 牙科 03-3589333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1096號1、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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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寶順診所
一般內科

兒科
03-3560127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寶山街239號1樓、2樓

203 昇暉診所 西醫一般科 03-3366368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273號

204 振心身心診所 精神科 03-3376868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北路57號1樓

205 日出親子診所 西醫一般科 03-3787876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824號1樓

206 蘇思明診所
內科 肝膽胃

腸科
03-3639311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昆明路9號一樓

207 弈恩小兒科診所 小兒科 03-357-1580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天祥三街36號

208 心寧診所 精神科 03-3920522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1080號

209 林宏洲眼科診所 眼科 03-3169856 桃園區 經國路437號一樓

210 小太陽耳鼻喉專科診所 耳鼻喉科 03-559111 桃園區 桃園區大業路一段345號

211 欣欣診所 兒科 03-3257780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1009號1樓

212 慈悅皮膚科診所 皮膚科 03-3560052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路一段396號

213 蕭閔誌診所 家醫科 03-2207911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平路99號1樓

214 智元診所 一般科 03-3150708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路一段333號一樓

215 慧安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907-330393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莊敬路二段78號1樓

216 美劭診所 內科 03-3368787 桃園區 桃園區永安路389號

217 慈民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3-3363166 桃園區 桃園區中山東路119-1號1樓

218 李應燦診所 家醫科 03-3362578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52號

219 合康診所 家醫科 03-3703009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國際路二段10號

220 亞聯親子診所
兒科

家醫科
03-3013088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二段82-1號1樓

221 永晉診所 內兒科 03-3441199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上海路110號1樓

222 蘇裕哲診所 家醫科 03-3692335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國鼎ㄧ街36號

223 惠民診所
家醫科

內科
03-3379496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三段282號

224 奕恩小兒科診所 小兒科 03-3571580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天祥三街36號

225 卓越小兒科診所 小兒科 03-3016679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埔二街167號

226 卓越皮膚科診所 皮膚科 03-3016679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埔二街167號

227 吳鎮宇親子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3-3787876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826號

228 家恩診所 耳鼻喉科 03-3632300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桃智路12號

229 張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3-3672543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319号

230 袁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3-3267364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572號

231 謝秋梅診所 兒科 03-3151100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大有路428號

232 吳鎮宇親子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3-3787876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826號

233 林振實小兒診所 小兒科 03-3319618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育樂街23號

234 游江南內科小兒科診所 一般科 03-3325670 桃園區 桃園區永安路179號

235 佳祐診所 小兒科 03-3382280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402號

236 林振銘小兒科診所 小兒科 03-3320881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214號

237 昇昇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03-3703611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986號

238 路加皮膚科診所 皮膚科 03-3336697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539號

239 邵柏源耳鼻喉科 耳鼻喉科 03-3166611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1141號1樓

240 義佳診所 一般科 03-3025035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同德十街41號1樓

241 陳嘉禎診所
家醫科 小兒

科
03-322807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鎮安街30號

242 康瑞診所 家醫科 03-3462345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大有路504號

243 泰千診所 家庭醫學科 03－3822748 復興區 桃園市復興區羅浮村127號

244 高揚威家醫科診所 家醫科 03-3822839 復興區 桃園市復興區忠孝路32號

245 復興區衛生所
家醫科

內科
03-3822325 復興區 桃園市復興區澤仁里中正路25號

246 宏濟診所 內科 03－4772259 新屋區 桃園市新屋區中山路360號1樓

247 佑生小兒科診所 小兒科 03-4773161 新屋區 桃園市新屋區中正路48號

248 姜博文診所 家庭醫學科 03－4826241 楊梅區 桃園市楊梅區永美路335號1樓

249 楊欣診所 家庭醫學科 03－4782542 楊梅區 桃園市楊梅區楊新路99號

250 民安診所 家庭醫學科 03-4757681 楊梅區 桃園市楊梅區大成路175號1樓

251 博愛眼科診所 眼科 03－4757639 楊梅區 桃園市楊梅區大成路108號1樓

252 明仁診所 家醫科 03-4755813 楊梅區 桃園市楊梅區楊新北路13號1、2樓

253
中華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醫務室
家醫科 03-47831981 楊梅區 桃園市楊梅區秀才路618號

254 同心青山診所
家醫科

內科
03-4962442 楊梅區 桃園市楊梅區青山五街14號

255 同心瑞埔診所 家醫科 03-4823598 楊梅區 桃園市楊梅區中興路132號1樓

256 曾世鳴皮膚科診所 皮膚科 03-4883870 楊梅區 桃園市楊梅區新成路55號

257 建東專科診所 耳鼻喉科 03-4757716 楊梅區 桃園市楊梅區大成路66號

258 黃彥華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03-4883030 楊梅區 桃園市楊梅區大成路188號

259 楊明小兒科診所

兒科

一般內科

糖尿病

高血壓

03-4854580 楊梅區 桃園市楊梅區新農街551號

260 弘仁小兒科診所 內兒科 03-4882255 楊梅區 桃園市楊梅區新成路51號

261 宏彥親子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3-4881526 楊梅區 桃園市楊梅區大成路55號

262 陳耀芳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3-4740239 楊梅區 桃園市楊梅區大成路111號

263 邵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3-4813212 楊梅區 桃園市楊梅區中興路10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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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陽光診所 家醫科 03-4313455 楊梅區 桃園市楊梅區瑞溪路一段119號

265 呂眼科診所 眼科 03-4788246 楊梅區 楊梅區大成路81號

266 佑家診所 家醫科 03-4816988 楊梅區 桃園市楊梅區瑞溪路2段193號1,2 樓

267 伍建鴻診所 一般科 03-4317549 楊梅區 中興路74號

268 凱特美學診所 一般科 03-4818018 楊梅區 桃園市楊梅區永美路385-8號

269 羅肇煒診所 不分科 932347947 楊梅區 桃園市楊梅區瑞溪路一段271-1號

270 揚昇小兒科 小兒科 03-4755595 楊梅區 楊梅區環東路461號

271 羅肇煒診所 不分科 03-4315999 楊梅區 桃園市楊梅區瑞溪路一段271-1號

272 杏德芙診所
家醫科

兒科
03-4792430分機203 龍潭區 桃園市龍潭區北龍路331號1-3樓

273 龍欣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3-4808306 龍潭區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254及262號

274 平安診所
內科

一般科
03-4995763 龍潭區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296號

275 心悅診所 一般科 03-4992688 龍潭區 桃園市龍潭區北龍路269號1樓

276 龍潭眼科診所 眼科 03 4891270 龍潭區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１３０號

277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石園

診所
家醫科 03-4712109 龍潭區 桃園市龍潭區文化路六巷35號1樓至3樓

278 龍潭大學眼科診所 眼科 03-4803852 龍潭區 桃園市龍潭區北龍路253號1、2樓、255號1樓

279 同安親子診所
小兒科

一般內科
03-4707278 龍潭區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284號1樓

280 怡美診所

家醫科

小兒科

內科
03-4897130 龍潭區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200號1樓

281 葉步財診所 一般科 03-4806356 龍潭區 桃園市龍潭區北龍路268號

282 徐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3-4899631 龍潭區 桃園市龍潭區北龍路251號

283 龍華診所 家醫科 03-4792489 龍潭區 桃園市龍潭區東龍路175號2樓

284 安嘉診所 耳鼻喉科 03-4893715 龍潭區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173號

285 黃啟昌小兒科診所 兒科 03-4798466 龍潭區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286號

286 五福診所 家醫科 03-4709709 龍潭區 桃園市龍潭區五福街13號

287 怡合診所

一般科

家醫科

兒科

03-4808387 龍潭區 中豐路352號

288 子均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03-4896310

03-4896320
龍潭區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131號

289 桃園市龍潭區衛生所 龍潭區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210號

290 易修成診所
內科

肝膽腸胃科
03-4892950 龍潭區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81號

291 安心親子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3-4095168 龍潭區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140號1樓

292 周光偉診所
內科

家庭醫學科
03－3505588 龜山區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1085號

293 顔福順診所 內科 03－3505638 龜山區 桃園市龜山區山鶯路15號

294 鴻興診所 西醫一般科 03－3205575 龜山區 桃園市龜山區中興路377號1樓

295 樂誠診所 家醫科 龜山區 桃園市龜山區文青二路13號1樓

296 微笑親子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3-31800202 龜山區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二路51號

297 永樂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2-82000580 龜山區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一段107號

298 卓越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3-82000580 龜山區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一段107號

299 卓越內科診所 內科 02-82000151 龜山區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一段109號

300 陳皮膚科診所 皮膚科 03-3509878 龜山區 桃園市龜山區中興路206號

301 聚英眼科診所 眼科 03-3283828 龜山區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264號2樓

302 遠東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3-3502720 龜山區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997號

303 蘆竹現代診所 內科 03-3218080 龜山區 桃園市龜山區南祥路40號2樓

304 現代皮膚科診所 皮膚科 03-3217998 龜山區 桃園市龜山區南祥路38號1樓

305 朱永恆診所 一般科 03-3508182 龜山區 桃園市龜山區中興路353號1樓

306 潔白牙醫診所 牙科 02-82005700 龜山區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一段394號1樓

307 連淑芳小兒科診所 兒科 03-3599696 龜山區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957號1樓

308 德恩診所 一般科 03-508806 龜山區 桃園市龜山區大同路3號1樓

309 德馨診所 一般科 03-3181458 龜山區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三路3-2號

310 無尾熊診所 一般科 03-3278068 龜山區 桃園市龜山區文學路259號1樓、261號1樓

311 德泰診所
內科(3高)

免疫風濕科
03-3271566 龜山區 桃園市龜山區文二一街30號

312 新世代診所
一般科、小兒

科、外科
03-3274075 龜山區 桃園市龜山區文興路95號

313 蕭大章診所
小兒科及一般

科
03-3201860 龜山區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2段990號

314 光明眼科診所 眼科 03-3596195 龜山區 龜山區萬壽路2段978號

315 黃博駿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3-3501199 龜山區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988號

316 無尾熊診所 一般科 03-3278068 龜山區 桃園市桃園市龜山區文學路259號

317 銘傳家醫診所 家醫科 03-3595588 龜山區 桃園市龜山區德明路137號1樓

318 瑞奕診所 兒科 03-3185689 龜山區 桃市龜山區文化二路34巷14弄10號

319 采奕診所 兒科 03-3180899 龜山區 桃園龜山區文學路253號1樓

320 大魏診所 一般科 03-3596838 龜山區 萬壽路二段1102號

321 國欣診所 兒科 03-2127369 蘆竹 桃市蘆竹區中山路143號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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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晨新診所
兒科

內科
03-3222232 蘆竹區 桃園市蘆竹區中正路357號1樓

323 日康診所 兒科 03-2129797 蘆竹區 桃園市蘆竹區興榮里桃園街82號1樓

324 德信診所
兒科

內科
03-2220718 蘆竹區 桃園市蘆竹區奉化路136號1樓

325 南崁診所 西醫一般科 03-3225582 蘆竹區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241號1樓

326 張玉麟診所 西醫一般科 03-2222095 蘆竹區 桃園市蘆竹區中正路108號1樓

327 佑心親子診所 兒科 03-3126997 蘆竹區 桃園市蘆竹區忠孝西路186號1、2樓

328 安祐診所
肝膽胃腸科

新陳代謝科
03-2229191 蘆竹區 桃園市蘆竹區忠孝西路192號1樓

329 愛鄰親子診所 兒科  西醫一般科03-3216784 蘆竹區 桃園市蘆竹區南昌路45號1樓

330 宏日診所 一般科 03-3121200 蘆竹區 桃園市蘆竹區南昌路252號

331 昕生診所 精神科 03-3525151 蘆竹區 桃園市蘆竹區忠孝西路52號

332 朱智盟眼科診所 眼科 03-3525677 蘆竹區 桃園市蘆竹區中正路367號1樓、3樓

333 蘆竹大學眼科診所 眼科 03-3521318 蘆竹區 桃園市蘆竹區中正路324號2樓、326號1樓

334 安泰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3-3118478 蘆竹區 桃園市蘆竹區中山路93號

335 長安診所
家醫科

復健科
03-3246003 蘆竹區 桃園市蘆竹區海山路14號1樓

336 佳音小兒科診所 小兒科 03-3127553 蘆竹區 桃園市蘆竹區中正路中正路359號

337 陳俊仁親子診所 小兒科 03-3215866 蘆竹區 桃園市蘆竹區中正路128號1樓

338 晨光診所

一般科

外科

內科

腸胃科

03-3238996 蘆竹區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路395之1號1樓

339 慶成診所

內科

外科

腸胃科

03-3137379 蘆竹區 桃園市蘆竹區大新路107號

340 欣悦診所 精神科 03-3520876 蘆竹區 桃園市蘆竹區光明路一段10號

341 育禾身心診所 身心科 03-2124688 蘆竹區 桃園市蘆竹區中正路138號

342 明濟診所
一般科

小兒科
03-3248677 蘆竹區 南山路三段257號

343 宏安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3-2122946 蘆竹區 桃園市蘆竹區南昌路261號

344 喜樂診所 家庭醫學科 03-2229515 蘆竹區 桃園市蘆竹區南竹路一段110號

345 黃三奇診所 一般科 03-3521219 蘆竹區 桃園市蘆竹區中正路375號

346 劉發森診所 外科 03-3526967 蘆竹區 桃園市蘆竹區光明路二段261號

347 全右診所 一般外科 03-2126100 蘆竹區 桃園市蘆竹區中山路34號1樓

348 莊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診所 03-3125295 蘆竹區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302號

349 陳博文診所 家醫科 03-2126188 蘆竹區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112號

350 聯禾診所 耳鼻喉科 03-4831023 觀音區 桃園市觀音區四維路110號

351 健群診所 家醫科 03-4738658 觀音區 桃園市觀音區中正路242號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81%A5%E7%BE%A4%E8%A8%BA%E6%89%80&rlz=1C1GCEU_zh-TWTW913TW914&oq=%E5%81%A5%E7%BE%A4%E8%A8%BA%E6%89%80&aqs=chrome.0.0i355i512j46i175i199i512j0i512l3j46i175i199i512j0i512j46i175i199i512j0i512.166j0j7&sourceid=chrome&ie=UTF-8&tbs=lf:1,lf_ui:2&tbm=lcl&rflfq=1&num=10&rldimm=2585075182629119632&lqi=CgzlgaXnvqToqLrmiYBaFCIO5YGlIOe-pCDoqLrmiYAqAggCkgEObWVkaWNhbF9jbGluaWM&ved=2ahUKEwiL-e6M3PT3AhUDJaYKHZ_QCaEQvS56BAgEEAE&sa=X&rlst=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