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在縣市 網絡醫院 職業病門診
醫師姓名

電話 醫院地址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
獅紀念醫院

陳仲達 (02)28335000 台北市士林區文昌路95號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楊慎絢 (02)27861288 台北市南港區同德路87號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
法人臺安醫院

謝怡君 (02)27718151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二段
424號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
務處

劉紹興
王鐘慶

(02)87927111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二段
325號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范豪益 (02)27372181 台北市吳興街252號
⾧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庚
紀念醫院

羅錦泉 (02)27135211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99
號

台灣基督⾧老教會馬偕醫療
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鄒孟婷
黃偉新

(02)25433535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
段92號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黃百粲 (02)29307930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
111號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
慈濟醫院

洪怡珣
賴育民

(02)66286336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289號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
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楊景嵐 (02)89669000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
段21號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
大學附設醫院

林育正 (02)85128888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69號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范豪益 (02)82001820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794號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
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林英欽
周碩渠

(02)22490088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

天晟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 林劭華
吳彥葶

(03)4629292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155號

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
團法人聖保祿醫院

藍旻暉 (03)3773300 桃園市建新街123號

敏盛綜合醫院（經國院區） 陳興漢 (03)3179599 桃園市經國路168號

壢新醫院 周騰達
陳聲平

(03)4941234 桃園市平鎮區廣泰路77號

⾧庚醫療財團法人桃園⾧庚
紀念醫院

陳昭源 (03)3196200 桃園市龜山區舊路村頂湖
路123號

聯心診所 陳榮祥 (03)4205017 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五段
310號

日康診所 陳崇賢 (03)2129797 桃園市蘆竹區南竹路㇐段
63號1樓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杜俊毅
王韋筑

(03)2868001 桃園市成功路三段100號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溫倩茹 (03)3796960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1492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新竹分院

蔡瑞元 (03)5326151 新竹市經國路㇐段442巷25
號

台灣基督⾧老教會馬偕醫療
財團法人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林啟民 (03)6119595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690
號

天主教仁慈醫療財團法人仁
慈醫院

劉益宏 (03)5993500  新竹縣湖口鄉忠孝路29號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員工診所 何國榮 (03)6669996#30 新竹市東區科學里工業東
二路二號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李政剛 (039)261920#273 苗栗縣苗栗市為公路747號

網絡醫院通訊錄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縣市

新竹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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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縣市 網絡醫院 職業病門診
醫師姓名

電話 醫院地址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
醫院

王正忠 (03)7676811 苗栗縣頭份市信義路128號

大千綜合醫院 羅財璋 (037)357125#51230 苗栗市恭敬里恭敬路36號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豐原
分院

林獻鋒 (04)25223522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199號

里澄診所 陳俊宏 (04)24060956 台中市大里區新興路101號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員工診所 何致德 (04)25606712 台中市大雅區中科路6-6號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
醫院

施旭姿 (04)26625111 台中市沙鹿區沙田路117號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
醫院

鄭國柱 (04)24819900 台中市大里區東榮路483號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台中
東區分院

鄭光皓 (04)22121058#9 台中市東區自由路三段296
號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
慈濟醫院

余曉筌 (04)36060666 台中市潭子區豐興路㇐段
66號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
醫院

王賢和
蔡明道

(04)26626161 台中市沙鹿區成功西街8號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王俊堯 (04)24631166 台中市西屯區台中港路三
段118號

台中榮民總醫院
詹毓哲
毛彥喬
胡松原

(04)23592311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
段1650號

衛生福利部台中醫院 翁茂中 (04)22294411 台中市中區三民路㇐段199
國軍台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
療處中清分院

蔡嘉修 (04)22033178#12 台中市忠明路500號

瑞斌診所 劉興潮 (049)2778866 南投縣水里鄉民權路230及
232號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
教醫院

張常勝 (049)2912151 南投縣埔里鎮鐵山路㇐號

員林郭醫院大村分院 郭周彩濃 (04)8539666 彰化縣大村鄉大村村田洋
橫巷2–9號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
醫院

李育慶 (04)7256166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段
542號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廖曜磐 (04)8298686  彰化縣埔心鄉舊館村中正
路二段80號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雲
林基督教醫院

郭真㇐ (05)5871111 雲林縣西螺鎮新豐里市場
南路375號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斗六分院

簡玉雯 (05)5332121 雲林縣斗六市莊敬路345號

台塑關係企業麥寮廠區醫務
室

林旭華 (05)6816638 雲林縣麥寮鄉台塑工業園
區1號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
慈濟醫院

賴育民
葉昌明

(05)2648000 嘉義縣大林鎮民生路2號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朱為民 (05)2359630#0 嘉義市西區世賢路二段600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吳偉涵 (05)2756000 嘉義市大雅路二段565號
王伯智皮膚科診所 王伯智 (05)2276227 嘉義市林森西路500號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
督教醫院

湯先秦
翁怡莘

(05)2765041 嘉義市忠孝路539號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蘇世斌
鄭天浚
王建楠

(06)2812811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

苗栗縣

台中市

南投縣

彰化縣

雲林縣

嘉義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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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縣市 網絡醫院 職業病門診
醫師姓名

電話 醫院地址

台南科學工業園區聯合診所 黃建元
林志遠

(06)5050225 台南市新市區南科三路7號
1樓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
醫院

蘇世斌 (06)6226999 台南市柳營區太康里201號

台灣基督⾧老教會新樓醫療
財團法人台南新樓醫院

吳心誠 (06)2748316 台南市東區東門路㇐段57
號

郭綜合醫院 廖再緯 (06)2226677 台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二段
22號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
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吳彬安 (06)3553111 台南市安南區州南里 12 鄰
⾧和路二段 66 號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
醫院

鄭天浚 (06)7263333  台南市佳里區興化里佳里
興606號

台灣基督⾧老教會新樓醫療
財團法人麻豆新樓醫院

陳乃釧 (06)5702228 台南縣麻豆鎮小埤里苓子
林20號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林政佑 (06)2249893 台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25號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
社團法人經營)

陳國東 (06)2353535#5563 台南市東區崇德路670號

高雄榮民總醫院 張朝煜 (07)3420256
(07)3468342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路386
號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
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林文㇐ (07)8059152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 482
號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顏簡美珠
盧易呈
許睿芬

(07)6150911
高雄市燕巢區角宿里義大
路1號

馮文瑋皮膚專科診所 馮文瑋 (07)3520333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156
⾧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庚
紀念醫院

陳順勝
江瑞錦

(07)7317123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123號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財團
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念醫院經營)

黃釧峰 (07)2911361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68
號

馬敘強診所 馬敘強 (07)2817220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路37-
1號

祥全診所 張倡榮 (07)3340393 高雄市前鎮區㇐心二路86
大興骨科診所 吳瑾俐 (07)3826869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路138號
國軍高雄總醫院岡山分院附
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林邵華 (07)6250919#1058 高雄市岡山區義二路1號

健丞診所 侯丞 (08)7530011 屏東縣屏東市華盛街1-30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
教醫院

林健良 (08)7374333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路60號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謝孟軒 (08)7363011 屏東市自由路270號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林純吉 (03)9365432 宜蘭縣宜蘭市新民路152號

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 蔡維禎 (03)9905106 宜蘭縣蘇澳鎮蘇濱路㇐段
301號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
羅東聖母醫院

周國燊 (03)9544106#6217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160
號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
東博愛醫院

吳景義 (03)9545555 宜蘭縣羅東鎮南昌街83號

宜蘭縣

台南縣市

高雄市

屏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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