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療院所名稱 里別 地址 電話 門診時間

胡榿小兒科診所 安發里 九如一路820號 382-7356

週一至週五

上午09:00-12:00

下午15:00-18:00

晚上19:00-21:00

週六上午09:00-12:00

週日全天休診

儲昭仁耳鼻喉科診所 安發里 九如一路854號 389-0470

週一至週六

上午08:30-12:00

下午15:00-18:00

晚上18:30-22:00

週日全天休診

安昕診所 本文里 大昌一路159號 383-2564

週一至週五

上午07:30-11:30

下午16:00-18:00

晚上18:30-21:30

週六上午07:30-11:30

週日晚上18:00-22:00

林志哲耳鼻喉科診所 寶安里 大昌二路103號 398-7593

週一至週六

上午08:30-12:00

下午15:30-18:00

晚上19:00-21:30

週日

上午08:30-12:00

晚上19:00-21:30

謝明容耳鼻喉科診所 寶泰里 大昌二路142號 397-3999

週一至週六

上午08:30-12:00

下午15:00-18:00

晚上18:30-21:30

週日晚上18:30-21:30

董金山診所 本武里 大昌二路544號 383-3405

週一至週六

上午08:00-12:00

下午15:00-18:00

晚上19:00-21:30

週日全天休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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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雱邁小兒科診所 寶興里 大順二路96號 389-5640

週一、三、五

上午08:00-12:00

下午15：00-18：00

晚上18:30-21:30

週二、四08:00-12:00

        18:30-21:30

週六08:00-12:00

週日15:00-18:00

    18:30-21:30

羅韻珊小兒科診所 寶興里 大豐二路110-1號 387-0430

週一至週五

上午08:30-12:00

晚上18:30-21:00

週六、國定假日

上午08:30-12:00

週日全天休診

振祐診所 寶興里 大豐二路154號 380-5909

週一至週五

上午08:00-12:00

晚上18:00-21:00

週六上午08:00-12:00

週日全天休診

吉星小兒科診所 鼎中里 天祥一路135-1號 347-7086

週一至週五

上午08:30-12:00

下午15:30-22:00

週六

上午08:30-12:00

下午15:30-20:30

週日全天休診

鼎祥診所 鼎中里 天祥一路135-1號 347-7086

週一至週五

上午08:30-12:00

下午15:30-22:00

週六

上午08:30-12:00

下午15:30-20:30

週日全天休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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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雅修小兒科診所 安發里 平等路163號 387-6366

週一至週五

上午08:00-12:00

晚上17:00-21:00

(週三19:00-21:00)

周六全天休診

週日晚上18:30-21:30

陳津甫耳鼻喉科診所 正興里 正興路167號 380-5686

週一至週五

上午08:30-12:00

晚上17:00-21:30

周六上午08:30-12:00

週日全天休診

建欣診所 正興里 正興路213號 380-8856

週一至週六

上午08:30-12:00

晚上17:30-21:30

週日全天休診

育明診所 鼎泰里 民族一路537號 347-8461

週一至週五

上午08:00-12:00

下午16:00-22:00

周六上午08:00-12:00

週日晚上18:00-22:00

快安診所 本文里 立忠路29號 389-5420

週一至週五

上午08:00-12:00

下午16:00-18:00

晚上18:30-20:30

週六08:00-12:00

週日全天休診

亮忠診所 鼎泰里 明誠二路28號1樓 349-0760

週一至週五

上午08:00-12:00

下午15:00-18:00

晚上18:00-21:30

週二、四晚上及週三下午休診

週六上午08:00-12:00

週日全天休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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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真診所 鼎中里 金鼎路325號 310-3130

週一至週六

上午08:00-12:00

下午15:00-18:00

晚上18:30-21:30

週三下午及週六晚上休診

週日全天休診

張氏診所 鼎泰里 金鼎路368之5號 341-9182

週一至週六

上午09:00-12:00

晚上17:00-21:00

週五晚上及週日全天休診

莊永昌診所 本館里 建工路332號 392-2289

週一至週五

上午08:00-11:50

下午15:30-20:00

( 週三16:30-20:00)

週六上午08:00-11:50

週日全天休診

好健康診所 本館里 建工路396號 383-9966

週一至週六

上午08:30-12:00

下午15:00-18:00

晚上18:30-21:30

週日08:30-12:00；

    17:00-20:00

張殷彰診所 正順里 建工路531號 386-7121

週一至週六

上午08:00-12:00

下午15:30-18:00

晚上19:00-21:00

週六晚上及週日全天休診

蕭瑞榮小兒科診所 正順里 建工路531號 386-7121

週一至週六

上午08:00-12:00

下午15:30-18:00

晚上19:00-21:00

週六晚上及週日全天休診

建功婦產科診所 正順里 建工路539號 383-8788

週一至週六

上午09:00-12:00

下午15:00-21:00

週日全天休診



醫療院所名稱 里別 地址 電話 門診時間

109年三民區登革熱整合式醫療照護合約醫療院所名冊   109.01.13

怡碩耳鼻喉科診所 正興里 建工路589號 380-8169

週一至週五

上午08:20-12:00

下午15:00-18:00

晚上19:00-21:30

週六上午08:20-12:00

下午15:00-18:00

週日晚上19:00-21:30

黃志維耳鼻喉科診所 灣華里 建工路608號 394-7605

週一至週六

上午08:30-12:00

下午15:30-18:00

晚上19:00-21:30

週六晚上及週日全天休診

陳豊源耳鼻喉科診所 灣中里 建工路648號 387-0120

週一至週五

上午08:30-12:00

下午16:00-18:00

晚上19:00-21:00

週六上午08:30-12:00

週日晚上19:00-21:00

緯立診所 正興里 建元路30號 385-0785

週一至週五

上午08:00-12:00

下午15:00-18:00

晚上18:30-21:30

週六08:00-12:00

    15:00-18:00

週日晚上18:30-21:30

余建興耳鼻喉科診所 寶中里 建興路183號 389-2437

週一至週六

上午08:30-12:00

(週三上午休診)

下午15:00-18:00

晚上19:00-21:30

週日全日休診

國安診所 寶中里 建興路193號 386-5379

週一至週六

上午08:30-12:00

下午15:00-18:00

晚上18:30-21:30

週日全天休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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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樹本小兒科診所 正興里 建興路373號 386-7833
週一至週日

晚17:00-22:00

每月第2、4週六休診

新高醫院 灣中里 莊敬路288號 382-8814

週一至週五

上午08:00-11:30

下午14:00-16:30

週一、周二

晚上18:00-20:30

週六上午08:00-11:30

王漢卿小兒科診所 寶業里 陽明路１３２號 387-7918

週一至週六

上午08:30-12:00

下午15:30-18:00

晚上19:00-21:30

週日全天休診

開元診所 寶華里 陽明路21號 387-3595

週一至週六

上午08:00-12:00

下午14:00-21:30

週日每月第2.4.5週

    上午08:00-12:00

錫謀診所 本揚里 陽明路398號 383-5551

週一至週六

上午08:00-12:00

下午15:00-21:00

週日全天休診

王俊仁耳鼻喉科診所 本揚里 陽明路416號 395-9039

週一至週六

上午08:15-12:00

下午15:15-18:00

晚上19:00-21:30

週日全天休診

禾泰診所 寶業里 陽明路68號 390-3812

週一至週五

上午07:00-12:00

下午15:30-21:00

(週三下午15:30-18:00休診)

週六上午07:00-12:00

週日全天休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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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成診所 寶國里 陽明路81號 390-3808

週一至週六

上午07:00-12:00

下午15:00-18:00

晚上19:00-21:00

週日全天休診

郭建宏小兒科診所 寶泰里 義華路394號 398-2606

週一至週五

上午08:00-12:00

下午15:30-18:00

晚上18:30-21:00

週六、日上午09:00-12:00

週日下午16:00-20:00

醫鼎診所 鼎泰里 裕誠路101號 350-6789

週一至週六

上午08:30-12:00

下午15:00-18:00

晚上19:00-21:30

週六下午及週日全天休診

建心診所 鼎泰里 裕誠路108號  359-3343

週一至週五

上午08:00-12:00

晚上18:00-21:30

週日晚上18:00-21:30

周四上午及週六全天休診

捷祺家庭兒科診所 鼎泰里 裕誠路125號 350-3666

週一至週五

上午07:30-12:00

下午15:00-21:00

週六

上午08:00-12:00

下午15:00-18:00

週日全天休診

裕成耳鼻喉科診所 鼎泰里 裕誠路90號 345-7832

週一至週六

上午08:30-12:00

下午15:00-18:00

晚上18:30-21:30

週日全天休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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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祥診所 鼎西里 鼎力路116號 349-3012

週一至週六

上午10:30-12:00

晚上20:30-22:00

   週日全天休診

曾柏彰診所 鼎強里 鼎力路339號 310-3216

週一至週五

上午07:30-12:00

下午15:00-18:00

晚上18:00-21:00

周六、日上午08:30-11:30

周六下午15:00-18:00

邱建皓耳鼻喉科診所 灣成里 鼎山街365號 390-9099

週一至週五

上午08:00-12:00

下午15:00-17:50

晚上18:30-21:00

週六

上午08:30-12:00

週日全天休診

賴耳鼻喉科 灣中里 鼎山街581號 382-6946

週一至週六

上午08:30-12:00

下午15:00-18:00

晚上19:00-21:30

週日全天休診

鼎山診所 灣復里 鼎華路12號１樓 382-4296

週一至週五

上午07:30-12:00

下午14:30-18:00

週六上午07:30-12:00

週日全天休診

耀盛耳鼻喉科診所 本揚里 澄和路27號 392-9728

週一至週六

上午08:00-12:00

下午15:00-18:00

晚上18:30-21:30

週日全天休診

尤啟享診所 本揚里 澄和路53號 381-1515

週一至週五

上午08:00-12:00

晚上17:00-21:00

週六、日全天休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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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四季診所 灣興里 聯興路135號  398-0000

週一至週六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30

晚上18:30-21:30

週日上午09:00-12:00

高鳳診所 灣中里 灣中街328號 386-5481

週一 、四、六

上午08:00-12:00

下午14:30-17:20

晚上19:00-21:00

週二、三、五

上午08:00-12:00

週日全天休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