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構名稱 地址 電話

高雄市鼓山區衛生所 高雄市鼓山區登山街16號 5315753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976號 5552565

正大醫院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128號之9、葆禎路

236、265號1-3樓
5823989

生安婦產小兒科醫院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路177號B2-11F 5223138

國立中山大學附設醫務

室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東1003室 5250115

國立中山大學牙科健康

中心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東1004室 5250055

蘇燕德內兒科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122號 5612497

陳正信婦產外科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661號 5217379

王鴻先耳鼻喉科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242號 5834214

葉俊杰皮膚科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千光路10號 5512358

柯文良小兒科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352號1樓 5535760

蘇淑娟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華泰路165號 5524770

陳大洲耳鼻喉科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10號一樓 5873653

謝加晉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民利街1號一樓 5532526

林茂生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191號1樓 5828337

建元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43~1145號1,2樓 5543957

瑞芳耳鼻喉科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298號1樓 5527887

腎美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336號1樓、2樓、6樓 5544900

高雄市鼓山區醫療機構名冊



明誠聯合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310號 5538665

清介耳鼻喉科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延平街59-1號 5512022

容婦產科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487號1-4樓 5541000

翁俊六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13號1、5樓 5616156

宏澤耳鼻喉科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文信路238號 5552533

黃柏翰皮膚科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823號 5501711

精華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46號1、2樓
5504790

5504792

王文達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五路166號1樓 5227177

朱玉柱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鼓波街36-1號 5217139

鼎新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鼓波街42-11號 5512013

家安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515號 5541515

黃活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694號 5325575

劉耳鼻喉專科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905號1樓 5331873

元和雅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347號1~2樓 5550056

祐琳小兒科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80號 5551870

柯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37號1樓 5613241-2

明新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940號1樓 5551880

慶豐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華寧路1號 5542285

寬念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瑞豐街75號 5521732

祐安小兒科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410號1樓 5318616



高美泌尿科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四路226號1~2樓 5229099

建生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四路325號 5555366

蔡宗恕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華安街153號1樓 5319387

華榮謝耳鼻喉科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205號1樓 5546226

吳展名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598號 5535658

韓大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851號1樓 5556855

鄭廣仁小兒科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207號1樓 5555350

康田耳鼻喉科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656號1樓 5868488

勝安骨科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660號1、2樓 5888799

謝麗萍婦產科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 2號1樓、6號1樓 5866331

好韻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博愛二路331號1～2樓 5529988

李威德復健科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261號1樓 5551270

許晴哲皮膚科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025號1樓 5868101

媄美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 155號1樓 5887866

首璽格爾整形外科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2038號1樓、2040號1～2

樓
5542988

安禾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博愛一路466號1~2樓 5507769

北高靚世紀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727號1～3樓 5552299

南加大耳鼻喉科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303號 5525711

朱光興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文信路256號1樓 5227188

為好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957號、957號2樓 5215489



呂醫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982號 5223875

樂群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946號1樓 5555596

黃其權骨外科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250號1樓 5530359

優佳美時尚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裕國街58號1.2樓 5528247

亞洲經典美學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路376號1樓含夾層 5868788

美真集整形外科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490號1～4樓 5550107

新聖明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 52號1～2樓 5313755

長佑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580號1～3樓 5532356

劉水壽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166～7號1樓 5211891

蔡雅敏皮膚科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283號1樓 5520933

朝氣復健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723號1～4樓 5526681

精英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四路256號1樓  5500602

倫詠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458號1樓 5501193

裕誠眼科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86號1樓 5522447

佳富復健科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539號1樓及夾層 5528885

國際皮膚科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151號1樓 5868967

康群耳鼻喉科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路110號1樓 5549191

張榮州婦產科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文信路201號1～2樓、205號1～

3樓
5223350

壬禾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南三路82號1樓 5557300

馨妍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863號1樓 5228213



陽明醫美整形外科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657號1樓 5866666

萃顏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一街65號1樓 5867135

高雄潮代診所 文信路258號1樓 5531313

泰合復健科診所 大順一路870號1.2樓 5546999

風華御髮植髮診所 文信路234號2樓 5525543

一嘯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121號 5837050

江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西藏街255號 5614690

重仁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鼓波街37號 5619717

宏昌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514號 5838860

華一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20-1號 5216785

前鋒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18號 5816266

銘輝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78號1樓 5527790

喜樂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38號 5213997

當代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316-2號地下1樓、1、

2摟
5522621

黃鎮國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永德街83號 5857668

阿丹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華泰路147號 5542673

祥益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158號1樓 5522698

平光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26號 5511459

宏杰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98-2號 5312941

黃明晃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大榮街51號 5330336



宏恩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9號1、2樓 5539642

翰林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410號1、2樓 5543377

新生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西藏路280號1樓 5332810

華君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華豐街113號 5527683

全家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590-1號2-3樓 5888807

誠美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145號1樓 5502989

永臻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文信路227號 5552505

高美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32號 5555898

順美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1013號 5500928

和新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2080號2樓 5531838

陳安邦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一路6號 5522681

日安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2020號1、2樓 5228198

豐田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725號1、2樓 5227676

青山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四路706號1樓 5526882

宜家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11-2號1-3樓 5615588

海德堡一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四路10號2樓 5559585

美術館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南二路250號1樓 5227502

達文西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536號2樓 5559025

品寧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667號1-3樓 5555368

常美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四路210號1～2樓 5533929



家康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篤敬路9號 5866685

雅歌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五路166號2樓 5227177

雄高信合美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828號1～2樓 5866333

大信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文信路327之2號1樓 5868659

人之初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四路2號2樓 5520105

御美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三路33號 5523186

臻品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286號1樓 5528800

班得瑞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280號1樓 5539966

樂野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658號1樓 5530203

昇揚中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737號1樓 5212842

冠安中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日昌路66號 5815483

黃志忠中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麗雄街49號 5516247

一安堂中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延平街61號 5612546

陳俊良中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綠川街14號 5215100

伍瑞德中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河西一路133號1樓 5211863

文騫中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西藏街320號 5615480

裕源中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708號1樓 5553322

林獻正中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一路22號 5500991

頂立中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51巷31弄15號 5320113

國健中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021號 5320303



明道中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79號 5866777

元生華榮中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214號1～2樓 5866888

華藏中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758號1、2樓 5310679

福得中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333號1樓 5538975

元氣中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509-6號1樓 5522970

慈恩中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470號1樓 5887900

神農氏中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101號1樓 5597002

詠心中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291.293號1樓 5555158

裕順中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路106號1樓 5868670

佳富中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539號1樓及夾層 5528885

慈藏中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9號1樓 5528281

高美中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三路235號1樓 5522635

安可中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915號1樓 5229951

行樂親子中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南二路52號1樓 5867652

鄭國亨中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三路113號1樓 5228800

禾欣中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812號1樓 5227760

聯合病理中心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223號12樓 554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