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生局指定各縣市開設身心障礙者牙科特別門診醫院一覽表
（每週看診時段請洽各醫院公示資料）
107年5月更新
縣市名稱

基隆市

臺北市

醫院名稱

地址
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222號

(02)24313155

http://register.cgmh.org.tw/RMSTime.Table.aspx?dpt=2D110H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268號

(02)24251215

https://netreg.kln.mohw.gov.tw/OINetReg/

基隆市立醫院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路282號

(02)24282146

無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內湖院區)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二段325號

02-87927111

http://www2.ndmctsgh.edu.tw/webreg/default.aspx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
院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92號

02-25111152
02-25215291

https://tpreg.mmh.org.tw/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臺北市北投區振興街45號

02-28265151
02-28264558
02-28264528

https://services.chgh.org.tw/reg/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北市中山南路8號4樓

特需門診為兒童醫院大樓4F進行看診
02-23123456分機70475

https://reg.ntuh.gov.tw/webadministration/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280號

02-27082121分機8850

https://reg.cgh.org.tw/tw/reg/main.jsp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台北市士林區文昌路95號

02-28332211分機8833轉9

https://regis.skh.org.tw/regisn/WebForm1.aspx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
辦理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111號

02-29307930分機2920

http://www.wanfang.gov.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臺北市鄭州路145號

02-25553000分機888

http://webreg.tpech.gov.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0號

02-25553000分機888

http://webreg.tpech.gov.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臺北市中華路2段33號（和平）
臺北市福州街12號（婦幼）

02-25553000分機888

http://webreg.tpech.gov.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87號

02-25553000分機888

http://webreg.tpech.gov.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臺北市雨聲街105號

02-25553000分機888

http://webreg.tpech.gov.tw/

臺北榮民總醫院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2段201號

02-28712151

http://www6.vghtpe.gov.tw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2號

02-2737-2181分機3211

https://www.tmuh.org.tw/service/regist

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院本部:臺北市北投區新民路60號
院本部:02-28959808
山下門診部:臺北市北投區中和街
山下門診部:02-28932743
250號

http://61.222.7.116/start.asp

宏恩醫療財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71巷1號 02-27713161

http://country.org.tw/servies_time.php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

臺北市敦化北路199號

02-27135211

https://register.cgmh.org.tw/RMSTimeTable.aspx?dpt=1D110E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北仁濟院附設仁濟醫院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200，243號

現場掛號

現場掛號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松山區八德路二段424號

2771-8151分機2631

https://www.tahsda.org.tw/Register/add_dept.php

博仁綜合醫院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66號

02-25786695

無

臺北慈濟醫院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289號

(02)6628-9800

https://app.tzuchi.com.tw/tchw/opdreg/SecList_XD.aspx

新北市聯合醫院-三重院區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3號

(02)2982-9111#3317
(02)2982-9111#3227

http://117.56.223.193/OINetReg/OINetReg.Reg/Reg_NetReg.aspx?BranchID=1

亞東紀念醫院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21號

(02)8966-9000
(02)8966-7000#2201

https://hos.femh.org.tw/newfemh/webregs/Sector.aspx

雙和醫院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

(02)2248-0607
(02)2249-0088#1452
(02)2249-0088#2554

http://shh.tmu.edu.tw/page/team.aspx

臺北醫院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127號

(02)2276-0441
(02)2996-6795
(02)2276-5566#1321

http://reg.tph.mohw.gov.tw/OINetReg/OINetReg.Reg/Reg_NetReg.aspx

永和耕莘醫院

新北市永和區中興街80號

(02)2925-1405
(02)2928-6060#10302

http://newreg.cthyh.org.tw/new_CthWebReg/frame05.html

新店耕莘醫院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2號

(02)2219-5028
(02)2219-3391#66201

http://webreg.cth.org.tw/CthWebReg/

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45號

(02)2809-9495
(02)2809-4661#2445

https://tsreg.mmh.org.tw/

恩主公醫院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399號

(02)2671-9595
(02)2672-3456#3101

http://210.242.237.231/EckNetReg/Kreg/DivList.aspx?Func=Reg

汐止國泰醫院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59巷2號

(02)2648-2121#3720

https://reg.cgh.org.tw/tw/reg/main.jsp

樂生療養院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794號

(02)8200-1820
(02)8200-6600

http://netreg.lslp.mohw.gov.tw/OINetReg/OINetReg.Reg/Reg_NetReg.aspx?lang=C

國軍桃園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168號

03-4799595#326245

http://www.aftygh.gov.tw/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1492號

03-3796960,3796870

http://www.tygh.mohw.gov.tw/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

桃園市桃園區龍壽街71號

03 369 8553

★僅提供該院之住院個案，署會診方式，故無網路掛號。

桃園市龜山區公西里復興街5號、
03-328-1200#2052
5之7號

https://register.cgmh.org.tw/Department.aspx?dpt=3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桃園市龜山區頂湖路123號

03-3196003, 07010055992

htty://register.cgmh.org.tw/RMSTimeTable.aspx?dpt=5D260B

壢新醫院

桃園市平鎮區廣泰路77號、桃園
市平鎮區延平路二段430巷115號

03-494-1234

https://ssl.landseed.com.tw/lishin/reg/news.php

敏盛綜合醫院

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168號

03-3179599

http://www.e-ms.com.tw/homepage.aspx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

新竹市北區金華里經國路一段442
03-5326151 轉3151
巷25號

無法網路掛號，採預約制，目前只有星期五早上有看診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新竹馬偕紀
念醫院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2段690號

03-6119595轉6051

無法網路掛號，採預約制

南門綜合醫院

新竹市東區林森路20號

03-5261122轉160

無法網路掛號，採預約制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竹東分院

新竹縣竹東鎮至善路52號

03-5944129或03-5943246

http://www.chut.ntuh.gov.tw/ftp/20180427115849.pdf

天主教仁慈醫療財團法人仁慈醫院

新竹縣湖口鄉忠孝路29號

http://www.mercy.org.tw/?aid=301&iid=8

東元綜合醫院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九路9之1號

03-5993500分機2219
03-5527528

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頭份市信義路128號2樓

037-688431

www.weigong.org.tw/

大千綜合醫院

苗栗市大同路133號1樓

037-357125*11006

www.dachien.com.tw/register.php

衛生福利苗栗醫院

苗栗市為公路747號

037-261920

https://www.mil.mohw.gov.tw/

桃園市

新竹縣

苗栗縣

身心障礙者牙科特別門診
網路掛號網址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新北市

新竹市

身心障礙者牙科特別門診
電話掛號資訊

(門診資訓:https://register.cgmh.org.tw/RMSTimeTable.aspx?dpt=4D280E4D210E4D230E4D270E)

http://w3.tyh.com.tw/htm/nreg-pdf/10703.pdf

縣市名稱

臺中市

彰化縣

醫院名稱

身心障礙者牙科特別門診
電話掛號資訊

身心障礙者牙科特別門診
網路掛號網址

臺中榮民總醫院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1650
號

(04)2359-2311

http://www.vghtc.gov.tw/GipOpenWeb/wSite/ct?xItem=34967&ctNode=32499&mp=55002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臺中市北區育德路2號

(04)2201-2060 (04)2201-2061
(04)2201-2051 (04)2201-2052
(04)2201-2053

http://www.cmuh.cmu.edu.tw/web/onlineappointment.php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04-24718668轉55121或55120

http://web.csh.org.tw/web/cshd/?page_id=1220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臺中市西區廣民里三民路1段199
號

(04)2229-4411 #2101~2103

http://www03.taic.mohw.gov.tw/OINetReg/OINetReg.Reg/Reg_NetReg.aspx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

臺中市西屯區中港路3段118號

(04)2463-1166 (04)2463-2250

http://www.ccgh.com.tw/html/webguide.aspx?pagetype=9&otherkind=T-D002&pageno=7863¢er=7863&qDept=61

國軍台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中清分院

臺中市北區忠明路500號

(04)2203-3178 #525030

https://web-reg-server.803.org.tw/start.asp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臺中市豐原區安康路100號

(04)2520-2300

http://web1.fyh.mohw.gov.tw/oinetregweb/OINetReg.Reg/Reg_RegTable.aspx?HID=F&Way=Dept&DivDr=40&Date=&Noon=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臺中市沙鹿區沙田路117號

(04)2665-5461 (04)2688-6699

http://www.ktgh.com.tw/RegisterService.asp?CatID=23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臺中市梧棲區中棲路1段699號

(04)2658-1515 (04)2658-2345

http://rg.sltung.com.tw/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彰化縣埔心鄉舊館村中正路二段
80號

04-8298686轉1112

https://reg.chhw.mohw.gov.tw/OINetReg/Default.aspx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 彰化基督教醫院

彰化市南校街135號

04-7250433

http://www.cch.org.tw/opd/Service-e.aspx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 彰化基督教兒童醫院

彰化市旭光路320號

04-7238595-1065

http://www.cch.org.tw/opd/Service-e.aspx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
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市中山路一段542號

04-7256166轉分機83501、83502、
83503
牙科專線04-7255139

牙科目前網路掛號僅限不分科之家庭牙科，掛號網址（https://www.scmh.org.tw/RegCal.aspx?Dept=TT&Kind=2），身心
障礙牙科特別門診因考量看診品質，仍以預約掛號為主。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路6號

04-7813888轉分機72280-2
牙科專線04-7812868

牙科目前網路掛號僅限不分科之家庭牙科，掛號網址https://www.cbshow.org.tw/changbin/RegCal.aspx?Dept=TT&Kind=2
，身心障礙牙科特別門診因考量看診品質，仍以預約掛號為主。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478號

(049)223-6049#1126~28 (049)2339165#616~17

http://netreg01.nant.mohw.gov.tw/OINetReg/OINetReg.Reg/Reg_OutpatientInq.aspx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

南投縣埔里鎮蜈蚣里榮光路1號

(049)299-8920 (049)299-8930

http://registry.pulivh.gov.tw/lgfrm.asp?Dir2=1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

南投縣埔里鎮鐵山路1號

http://web.pch.org.tw/booking/ShowResult.aspx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

南投縣

地址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竹山秀傳醫院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二段75號

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

南投縣草屯鎮太平路一段200號

049-2912151轉2170
(049)262-3966 (049)262-4266 #36789、
36790
(049)233-7331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斗六院區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79號

05-5338311

http://www.ylh.ntuh.gov.tw/YL/index.php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虎尾院區

雲林縣虎尾鎮廉使里學府路95號

05-6335005

http://www.ylh.ntuh.gov.tw/YL/index.php

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

雲林縣虎尾鎮新生路74號、民權
路2號

05-7002658

牙科無網路掛號服務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雲林縣北港鎮新德路123號

05-7837901

http://web.bh.cmu.edu.tw/web/onlineappointment.php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雲林基督教醫院

雲林縣西螺鎮新豐里市場南路
371、375號

05-5871111

http://www.yl.cch.org.tw/tirg/opd/Service-e.aspx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嘉義市忠孝路539號

05-2765041轉6241、6242

http://www.cych.org.tw

天主教中華聖母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
爾定醫院

嘉義市大雅路二段565號

05-2756000轉2118、2119

http://www.stm.org.tw/

長庚醫療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6號

05-3621000

https://register.cgmh.org.tw/index.htm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嘉義縣大林鎮民生路2號

05-2648000

https://app.tzuchi.com.tw/tchw/OpdReg/SecList_DL.aspx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南市北區勝利路138號

06-2353535#2982、2983

http://service.hosp.ncku.edu.tw/tandem/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

06-2812811#56058、56059

http://www.chimei.org.tw/97_newindex/layers2/chimei/cmh_opdtime97.html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臺南市柳營區太康里201號

06-6226999#73158、73159

http://www.chimei.org.tw/97_newindex/layers2/chimei/clh_opdtime97.html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臺南市中區中山路125號

06-2200055#3024、3026

https://tnweb.tnhosp.mohw.gov.tw/OINetReg/OINetReg.Reg/Reg_RegTable.aspx?HID=F&Way=Dept&DivDr=40&Date=&Noo
n=

高雄榮民總醫院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386號

07-3468213、3468214

https://webreg.vghks.gov.tw/wps/portal/web/onlinereg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100號

07-2015151~2

http://www.kmuh.org.tw/KMUHWeb/Pages/P02Register/NetReg/NetRegFirst.aspx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123號

07-731-4141

https://register.cgmh.org.tw/Department.aspx?dp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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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68號
院經營)

07-2911101#8338

http://www.kmtth.org.tw/Netreg/NetReg.asp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高雄市燕巢區角宿里義大路一號

07-6150011轉2381、2391

https://www5.edah.org.tw/MainDept.aspx?Hospital=EDAH

高雄榮民總醫院屏東分院

屏東縣內埔鄉龍潭村昭勝路安平
一巷1號

08-7704115

http://203.68.96.212/start.asp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中正路一段
210號

08-8329966

http://www.tsmh.org.tw/sites/web_dg/show_web_page.php?edsno=970

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屏東民眾診療服務處

屏東縣屏東市大湖路58巷22號

08-7560756

http://61.218.203.179/TRE/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270號

08-7363011

https://netreg.pntn.mohw.gov.tw/OINetReg/OINetReg.Reg/Reg_NetReg.aspx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屏東縣屏東市華山里大連路60號

08-7368686

https://www.ptch.org.tw/network/reg_opdForm.asp

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

宜蘭縣員山鄉內城村榮光路386號 03-9222141分機6000、6002

http://www.ysvh.gov.tw/ysvh/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宜蘭縣羅東鎮南昌街83號

03-9543131分機3761、3762

無開放網路掛號

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羅東聖母醫院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160號

03-9567808

http://netreg.smh.org.tw/OINetReg/OINetReg.Reg/Reg_RegTable.aspx?HID=F&Way=Dept&DivDr=D&Date=&Noon=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宜蘭縣宜蘭市新民路152號
宜蘭縣宜蘭市校舍路169號

03-9325192分機71212

http://www.ymuh.ym.edu.tw/index.php/reservation/deptartment.html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三段707號

(03)8560779

https://app.tzuchi.com.tw/tchw/opdreg/OpdTimeShow.aspx?Depart=%E7%89%99%E7%A7%91&HospLoc=3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花蓮縣花蓮市民權路44號

(03)8560779、(03)8241409

http://www.mch.org.tw/Docs/18/Default.aspx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

臺東縣台東市五權街1號

324112#1151-1153(全時段接受身心障
礙就醫)

http://netreg.tait.mohw.gov.tw/netreg/netreg.asp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成功分院

臺東縣成功鎮中山東路32號

089-854748(全時段接受身心障礙就醫) 人工現場及電話預約

金門縣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復興路2號

082-332875

連江縣

連江縣立醫院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217號

0836-23995分機1218/專線0937868700

http://www.matsuh.gov.tw/

澎湖縣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澎湖縣馬公市前寮里90號

（06）9211439

無

雲林縣

嘉義市

嘉義縣

臺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

宜蘭縣

花蓮縣

臺東縣

082-332547

https://www.scmh.org.tw/Register.aspx?Kind=2
http://web.yumin.com.tw/ymrg/service-e.aspx

http://www.kmhp.mohw.gov.tw/?aid=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