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區 醫事機構名稱 電話

三民區

王漢卿小兒科診所 387-7918

育明診所 347-8461

林正峯小兒科診所 380-6183

柳雱邁診所 389-5640

范雅修小兒科診所 387-6366

徐樹本小兒科診所 386-7833

郭建宏小兒科診所 398-2606

曾柏彰診所 310-3216

謝明容耳鼻喉科診所 397-3999

羅韻珊小兒科診所 387-0430

義大大昌醫院 559-9123

德謙醫院 321-0981

苓雅區

小太陽診所 226-7753

宇安診所 751-1779

吳玉衡小兒科診所 723-4526

阮綜合醫院 335-1121

邱靖媛小兒專科診所 721-5153

天主教聖功醫院 223-8153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751-1131



新興區 毛重富耳鼻喉科診所 235-0168

前金區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291-1101

健新醫院 261-3866

小港區

長慶小兒科診所 806-8170

施晉南診所 802-1622

洪清中兒科診所 806-3773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803-6783

戴銘浚婦兒醫院 806-1289

左營區

文仁小兒科診所 345-5959

永霖小兒科診所 349-8118

立馨診所 359-0639

李凱斌小兒科診所 345-4784

柏仁醫院 550-8888

陳進成診所 350-3387

華夏診所 345-3961

彌馨診所 862-9880

博愛蕙馨醫院 862-8880

鈞安婦幼聯合醫院 348-0088

楠梓區

王建安小兒科診所 360-0680

季建華耳鼻喉科診所 366-3331

361-3709

徐嘉賢診所 361-3338

孫欲珍小兒.家醫診所



楠梓區
高耿耀診所 352-9803

康兒診所 363-9263

廣佑安診所 360-5998

金安心醫院 364-9890



地址 地區

前鎮區

鼓山區

鳳山區

高雄市「110-111年度幼兒專責醫師制度計畫」合約機構名單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132號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537號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600號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96號

高雄市三民區平等路163號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373號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394號

高雄市三民區鼎力路339號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142號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110-1號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 305號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18號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50 號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94-18號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1之17號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162號

高雄市苓雅區大順三路172號

高雄巿苓雅區建國一路352號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4號



鳥松區

旗山區

岡山區

仁武區

大社區

大樹區

大寮區

燕巢區

路竹區

六龜區

茄萣區

林園區

永安區

阿蓮區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一路107-1號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68號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295號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413號

高雄市小港區平治街1號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路192號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482號

高雄市小港區宏平路661號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172號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415號

高雄市左營區立大路78號

高雄市左營區文莊路53號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350號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985號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708號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288號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20號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609號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949號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618號

高雄市楠梓區海專路237號

高雄市楠梓區藍昌路413號



旗山區

甲仙區

那瑪夏區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179號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1003-2號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782號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606號



醫事機構名稱 電話

上晴診所 724-9449

大家診所 811-7772

吳昆哲婦產兒科醫院 331-9611

保泰長慶小兒科診所 721-0089

南隆小兒科診所 338-2967

昭哲診所 713-6366

慧安診所 722-3889

祐琳小兒科診所 555-1870

鄭廣仁小兒科診所 555-5350

生安婦產小兒科醫院 522-3138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555-2565

文山長慶小兒科診所 777-4098

祐幼小兒科診所 776-9977

高丹榕診所 747-5566

陳柏蒼耳鼻喉科診所 777-5388

楊寶麟小兒科診所 763-9092

歐俊彥小兒科診所 777-7900

賴其盈小兒科診所 710-7998

高雄市立鳳山醫院 741-8151

年度幼兒專責醫師制度計畫」合約機構名單



豐穎診所 731-6996

王致瑋小兒科診所 662-9922

信安小兒科診所 662-7007

陳國俊小兒科診所 629-7200

蘇俊明小兒科診所 622-3189

高雄市立岡山醫院 622-2131

大林診所 371-8528

仁同小兒科診所 373-4890

高雄市仁武區衛生所 371-1434

王裕郎小兒科診所 355-0619

潔揚診所 651-0000

大鋐診所 703-8188

全加診所 616-2838

義大癌治療醫院 615-0022

祐民診所 607-2211

大嘉診所 689-5789

茄萣好診所 690-0208

高雄市茄萣區衛生所 698-9275

高雄市林園區衛生所 641-2404

高雄市永安區衛生所 691-2015

高雄市阿蓮區衛生所 631-7141

明成親子診所 631-9789



宋俊輝診所 662-6336

高雄市甲仙區衛生所 675-1029

高雄市那瑪夏區衛生所 670-1142



地址

更新1101215

高雄市前鎮區瑞北路88號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二路430號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430號

高雄市前鎮區保泰路425號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391號

高雄市前鎮區永豐路214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和街100號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80號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207號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路177號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976號

高雄市鳳山區文龍東路738號

高雄市鳳山區八德路296巷28號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223號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480號

高雄市鳳山區南京路312號

高雄市鳳山區文鳳路20號

高雄市鳳山區自由路136號之1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42號



高雄市永安區永安路２６號

高雄市鳥松區中正路355-2號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677號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228-8號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73號

高雄市岡山區平和路200號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路12號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9號

高雄市仁武區永仁街694號

高雄市仁武區地政街23號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317號

高雄市大樹區大樹路北巷14-7號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492號

高雄市燕巢區中民路547號

高雄市燕巢區義大路21號

高雄市路竹區中和街180號

高雄市六龜區太平路114號

高雄市茄萣區仁愛路二段72號

高雄市茄萣區濱海路二段1號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186號

高雄市阿蓮區民生路94-1號

高雄市阿蓮區民權路95號



高雄市旗山區中正路232號1樓

高雄市甲仙區中山路52號

高雄市那瑪夏區平和巷252號


	機構名冊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