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區 編號 診所名稱 負責醫
一般醫用口罩

診所配發量(片)

三重區 1 三重丰采牙醫診所 李宗桓 160

三重區 2 三重埔牙醫診所 陳宗文 320

三重區 3 三重埔展新牙醫診所 高朝遠 80

三重區 4 三重新欣牙醫診所 林得賢 80

三重區 5 三重蒔美牙醫診所 蕭閎懋 400

三重區 6 三富牙醫診所 陳豪盛 240

三重區 7 上宏牙醫診所 后秉仁 80

三重區 8 久敦牙醫診所 鄭聰賢 80

三重區 9 大洋牙醫診所 李國金 80

三重區 10 大眾牙醫診所 全尚 80

三重區 11 大新牙醫診所 李塘埭 240

三重區 12 丰采牙醫診所 李柏模 400

三重區 13 五華牙醫診所 賴貞惇 160

三重區 14 仁貴牙醫診所 劉俊仁 80

三重區 15 元品牙醫診所 黃盈潔 80

三重區 16 太安牙醫診所 王元志 160

三重區 17 文陽牙醫診所 張文介 80

三重區 18 日盛植牙美學牙醫診所 陳怡如 320

三重區 19 弘益牙醫診所 張有在 240

三重區 20 正光牙醫診所 王堯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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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區 21 正揚牙醫診所 曹偉揚 80

三重區 22 永福牙醫診所 陳鏗鏘 160

三重區 23 石公燦牙醫診所 石公燦 80

三重區 24 光明牙醫診所 張益嘉 80

三重區 25 光美牙醫診所 蔡佳玲 160

三重區 26 全鴻牙醫診所 蔡東螢 400

三重區 27 合暄牙醫診所 陳立偉 80

三重區 28 吉祐牙醫診所 吳啟成 160

三重區 29 安慶牙醫診所 林衍至 80

三重區 30 江村牙醫診所 黃田本 80

三重區 31 余延年牙醫診所 余延年 80

三重區 32 吳文財牙醫診所 吳文財 80

三重區 33 吾佳牙醫診所 吳榮貴 80

三重區 34 妙典牙醫診所 李成志 80

三重區 35 宏誠牙醫診所 莊淳淵 80

三重區 36 李牙醫診所 李圭珀 80

三重區 37 育安牙醫診所 陳育謙 80

三重區 38 佳德牙醫診所 曾水坤 160

三重區 39 周牙醫診所 周南宇 80

三重區 40 和平牙醫診所 俞肇珩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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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區 41 和國牙醫診所 陳棟 80

三重區 42 奇美牙醫診所 李明玲 160

三重區 43 宜德牙醫診所 柳堯元 80

三重區 44 怡品美學牙醫診所 張永強 80

三重區 45 東山牙醫診所 林文彬 80

三重區 46 林牙醫診所 林軫甫 80

三重區 47 欣華牙醫診所 鄧允文 160

三重區 48 欣誼牙醫診所 顏瑞堅 80

三重區 49 泛美牙醫診所 林宴莊 160

三重區 50 金中華牙醫診所 劉三奇 160

三重區 51 金龍牙醫診所 謝金龍 80

三重區 52 長榮牙醫診所 許建生 160

三重區 53 保誠牙醫診所 林清良 80

三重區 54 冠華牙醫診所 張西昆 240

三重區 55 厚德牙醫診所 謝佳晃 160

三重區 56 品辰牙醫診所 盧文復 80

三重區 57 威登牙醫診所 湯正賢 1120

三重區 58 威登美學牙醫診所 戴翔琮 720

三重區 59 星輝牙醫診所 蕭家輝 240

三重區 60 #N/A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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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區 61 美善牙醫診所 蔡克都 80

三重區 62 美緹牙醫診所 劉明堯 400

三重區 63 英仁牙醫診所 白英仁 80

三重區 64 重心美學牙醫診所 陳宥任 240

三重區 65 重陽牙醫診所 張識寬 80

三重區 66 重新牙醫診所 林隆鈞 160

三重區 67 首席牙醫診所 莊正旭 480

三重區 68 宸禾牙醫診所 楊雅婷 80

三重區 69 悅心牙醫診所 張泰銓 160

三重區 70 桂冠牙醫診所 葉燦毅 80

三重區 71 祐民牙醫診所 楊大為 240

三重區 72 翁牙醫診所 翁顯忠 80

三重區 73 馬克牙醫診所 陳宜銘 240

三重區 74 健林牙醫診所 林鴻津 160

三重區 75 崇愛牙醫診所 吳俊忠 80

三重區 76 康緹牙醫診所 賴郁樺 800

三重區 77 捷登牙醫診所 陳聰文 160

三重區 78 莊牙醫診所 莊宏仁 320

三重區 79 傑出聯合牙醫診所 謝東映 160

三重區 80 創健牙醫診所 杜國暠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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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區 81 勝華牙醫診所 張志光 160

三重區 82 #N/A #N/A #N/A

三重區 83 惠心牙醫診所 林泰政 160

三重區 84 惠翔牙醫診所 陳明村 80

三重區 85 景康牙醫診所 林佶弘 320

三重區 86 晶典牙醫診所 楊人俐 80

三重區 87 湯城牙醫診所 李偉文 80

三重區 88 華信牙醫診所 吳信忠 240

三重區 89 華品牙醫診所 朱少嫻 240

三重區 90 華健牙醫診所 張傑明 240

三重區 91 詠悅牙醫診所 洪梅芳 80

三重區 92 詠琦牙醫診所 陳旺志 80

三重區 93 順祥牙醫診所 李文濱 80

三重區 94 微笑美學牙醫診所 汪雨霖 80

三重區 95 群和牙醫診所 雷逸鳴 240

三重區 96 頌恩牙醫診所 周雅欣 160

三重區 97 榮恩牙醫診所 翁宗榮 80

三重區 98 碧華牙醫診所 趙家輝 80

三重區 99 福信牙醫診所 黃泰源 160

三重區 100 維昌牙醫診所 鄭維和 80



行政區 編號 診所名稱 負責醫
一般醫用口罩

診所配發量(片)

新北市衛生局第二十九批口罩發放清冊

(撥補期間：08/19-08/26)(領取時間：9/15-9/16)

三重區 101 綺美牙醫診所 鄭英鑫 400

三重區 102 遠傳牙醫診所 徐郁喬 720

三重區 103 銓皓牙醫診所 盧奎聿 80

三重區 104 德林牙醫診所 林木森 80

三重區 105 德倫牙醫診所 韓禮豐 80

三重區 106 慶長牙醫診所 許勝雄 80

三重區 107 澄心牙醫診所 林義融 240

三重區 108 蔡立人牙醫診所 蔡信榮 80

三重區 109 臻禾牙醫診所 許鴻源 160

三重區 110 興和牙醫診所 陳界黃 80

三重區 111 親德牙醫診所 黃俊揚 80

三重區 112 龍門牙醫診所 陳靖霖 160

三重區 113 龍騰牙醫診所 李昀融 80

三重區 114 聯大牙醫診所 王文種 160

三重區 115 聯合牙醫診所 鄭鴻麟 560

三重區 116 曜華牙醫診所 賴建宏 400

三重區 117 寶石牙醫診所 郭雨文 640

三重區 118 寶徠牙醫診所 林峰正 320

三重區 119 寶華牙醫診所 孫嘉彬 240

三峽區 1 大同牙醫診所 盧冠廷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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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區 2 大瀚牙醫診所 何少登 80

三峽區 3 小雲朵兒童牙醫診所 姜皓文 80

三峽區 4 北大蒔美牙醫診所 朱安捷 240

三峽區 5 吉盛牙醫診所 蔡京燁 160

三峽區 6 佑辰牙醫診所 劉俊佑 160

三峽區 7 宏志牙醫診所 王培志 80

三峽區 8 協和牙醫診所 呂健平 80

三峽區 9 明美學牙醫診所 陳敬宗 240

三峽區 10 飛悅北大牙醫診所 吳長潔 240

三峽區 11 真善美牙醫診所 朱建興 160

三峽區 12 高品牙醫診所 呂志明 480

三峽區 13 得意牙醫診所 李明忠 240

三峽區 14 救生牙醫診所 陳榮耀 240

三峽區 15 勝美牙醫診所 秦志耀 80

三峽區 16 惠恩牙醫診所 譚思強 160

三峽區 17 植美美學牙醫診所 楊祐倫 240

三峽區 18 華德牙醫診所 蘇征非 80

三峽區 19 鼎晶牙醫診所 鄭天寶 80

三峽區 20 睿安牙醫診所 黄聖富 80

三峽區 21 學城牙醫診所 沈士鈞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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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區 22 賴萬華牙醫診所 賴萬華 240

三峽區 23 優美牙醫診所 蕭博文 80

三峽區 24 擎天牙醫診所 劉宗豪 320

三峽區 25 蘇牙醫診所 蘇秋孃 80

土城區 1 土城芳鄰牙醫診所 黃耀慧 80

土城區 2 土城許牙醫診所 許世堂 80

土城區 3 土城新雅牙醫診所 黃育新 320

土城區 4 大宇牙醫診所 鄧志剛 80

土城區 5 仁安牙醫診所 駱奕東 160

土城區 6 仁和牙醫診所 趙德三 80

土城區 7 仁祥牙醫診所 蕭正川 80

土城區 8 天華牙醫診所 林威宏 80

土城區 9 加州牙醫診所 洪柏棋 80

土城區 10 永光牙醫診所 謝耀東 80

土城區 11 成安牙醫診所 吳俊輝 80

土城區 12 佑祥牙醫診所 黃祥麟 160

土城區 13 宏大牙醫診所 黃克忠 80

土城區 14 宏恩牙醫診所 劉坤銘 160

土城區 15 宏維牙醫診所 李家寶 80

土城區 16 杏林牙醫診所 張立宗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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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城區 17 沅鴻牙醫診所 唐愷鴻 480

土城區 18 良一牙醫診所 鄭考琦 80

土城區 19 佳楷牙醫診所 蔡鴻明 320

土城區 20 岳揚牙醫診所 陳建志 80

土城區 21 怡安牙醫診所 林志鑫 80

土城區 22 明治牙醫診所 邱明治 80

土城區 23 明曜牙醫診所 黃怡翔 240

土城區 24 東方牙醫診所 杜武德 80

土城區 25 金城牙醫診所 姜信吉 160

土城區 26 信誠牙醫診所 陳慕冰 80

土城區 27 冠菲牙醫診所 羅鴻茂 160

土城區 28 思安牙醫診所 梁思安 80

土城區 29 施潔慧牙醫診所 施潔慧 80

土城區 30 星采牙醫診所 林禹 480

土城區 31 星曜牙醫診所 郭俊賢 80

土城區 32 悅揚牙醫診所 賴柏聿 400

土城區 33 振興牙醫診所 洪有興 80

土城區 34 康捷牙醫診所 周瀅芬 320

土城區 35 康群牙醫診所 林本堂 160

土城區 36 盛泓牙醫診所 范盛泓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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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城區 37 莒光牙醫診所 王成志 560

土城區 38 傑聖牙醫診所 江集正 240

土城區 39 富城牙醫診所 楊啟昇 160

土城區 40 富康牙醫診所 倪慧娟 480

土城區 41 新亞牙醫診所 鄭豊吉 160

土城區 42 楊偉澤牙醫診所 楊偉澤 80

土城區 43 瑞康牙醫診所 陳心康 80

土城區 44 萬芳牙醫診所 謝孟學 160

土城區 45 嘉恩牙醫診所 初家明 160

土城區 46 嘉德沈牙醫診所 沈彥伯 160

土城區 47 嘉銳牙醫診所 劉俊言 240

土城區 48 精湛牙醫診所 趙梓良 320

土城區 49 德祥牙醫診所 魏士真 80

土城區 50 誼家牙醫診所 譚漢華 80

土城區 51 學林牙醫診所 王智立 80

土城區 52 錫安牙醫診所 吳永倫 80

土城區 53 聯揚牙醫診所 戴溪炎 720

土城區 54 顏式模牙醫診所 顏式模 80

土城區 55 麗品牙醫診所 林又新 320

中和區 1 一成牙醫診所 林文賢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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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區 2 十方牙醫診所 陳建威 160

中和區 3 三民牙醫診所 張良忠 80

中和區 4 久大牙醫診所 王慶祥 80

中和區 5 大中和牙醫診所 葉榮顯 80

中和區 6 中山牙醫診所 林修銘 80

中和區 7 中和大元牙醫診所 董世渝 80

中和區 8 中和牙醫診所 賴信超 80

中和區 9 中和林牙醫診所 林永村 80

中和區 10 中和德威牙醫診所 廖偉民 560

中和區 11 允安牙醫診所 李允強 160

中和區 12 天仁牙醫診所 丁榮泉 80

中和區 13 文心牙醫診所 廖學鈺 160

中和區 14 永正牙醫診所 王瑞卿 80

中和區 15 永立牙醫診所 黃慧珠 80

中和區 16 #N/A #N/A #N/A

中和區 17 禾欣牙醫診所 施勝山 160

中和區 18 立安牙醫診所 林平基 560

中和區 19 伍牙醫診所 伍震霖 80

中和區 20 全品牙醫診所 何孟育 80

中和區 21 合安牙醫診所 朱學誠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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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區 22 吉仁牙醫診所 林維忍 160

中和區 23 名人牙醫診所 張光喜 80

中和區 24 向日葵牙醫診所 郭世忠 480

中和區 25 如美牙醫診所 楊宗憲 80

中和區 26 安平牙醫診所 方藝淋 80

中和區 27 米雅美學牙醫診所 李鴻源 80

中和區 28 佑康牙醫診所 王盛平 400

中和區 29 君品牙醫診所 翁欣孜 480

中和區 30 均潔牙醫診所 蔡俊宏 400

中和區 31 宋家牙醫診所 宋洺樺 80

中和區 32 宏軒牙醫診所 張元彥 80

中和區 33 宏瑞牙醫診所 黃文宏 80

中和區 34 里昂牙醫診所 黃明珠 160

中和區 35 佳欣牙醫診所 呂維仁 160

中和區 36 佳美牙醫診所 蔡忠諺 400

中和區 37 和安牙醫診所 李敬勇 80

中和區 38 尚恩牙醫診所 蘇祐生 400

中和區 39 怡翔牙醫診所 楊順富 160

中和區 40 明煜牙醫診所 蕭煜倫 80

中和區 41 朋詡牙醫診所 馬德仁 80



行政區 編號 診所名稱 負責醫
一般醫用口罩

診所配發量(片)

新北市衛生局第二十九批口罩發放清冊

(撥補期間：08/19-08/26)(領取時間：9/15-9/16)

中和區 42 東大牙醫診所 許峻陞 80

中和區 43 東和牙醫診所 黃東和 80

中和區 44 東陽牙醫診所 蕭光凱 560

中和區 45 東鴻牙醫診所 葉建陽 480

中和區 46 #N/A #N/A #N/A

中和區 47 林承德牙醫診所 林承德 80

中和區 48 邱牙醫診所 邱清標 80

中和區 49 采石牙醫診所 邱碧慧 160

中和區 50 金群牙醫診所 張偉民 80

中和區 51 俞牙醫診所 俞章求 80

中和區 52 南星牙醫診所 黃上銘 80

中和區 53 南星美學牙醫診所 吳志維 240

中和區 54 哈佛牙醫診所 王盛銘 240

中和區 55 建隆牙醫診所 葉嘉薰 160

中和區 56 昱軒牙醫診所 許毓琪 80

中和區 57 柏安牙醫診所 呂俊瑤 160

中和區 58 柯牙醫診所 柯宗賢 80

中和區 59 盈成牙醫診所 江俊盈 80

中和區 60 美安牙醫診所 張維源 160

中和區 61 茂榕牙醫診所 張以蓉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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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區 62 虹佳牙醫診所 洪聖紋 80

中和區 63 迪康牙醫診所 陳重介 560

中和區 64 修德牙醫診所 高君華 240

中和區 65 容華牙醫診所 荀建華 80

中和區 66 徐錦堂牙醫診所 徐錦堂 80

中和區 67 康橋牙醫診所 周安平 160

中和區 68 悠活牙醫診所 洪大智 560

中和區 69 清成牙醫診所 張清成 80

中和區 70 琇品牙醫診所 洪琇品 1360

中和區 71 祥和牙醫診所 吳培聖 80

中和區 72 祥齡牙醫診所 彭超華 80

中和區 73 博雅牙醫診所 張麗芬 80

中和區 74 揚昇牙醫診所 林琪人 80

中和區 75 敦品牙醫診所 劉逸民 80

中和區 76 景心牙醫診所 丁尉峰 160

中和區 77 景平牙醫診所 許丕緒 80

中和區 78 景安牙醫診所 羅聰偉 160

中和區 79 景揚牙醫診所 余建明 320

中和區 80 景新牙醫診所 黃皇 80

中和區 81 晶漾牙醫診所 段運恆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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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區 82 晶璽牙醫診所 田曉鈞 80

中和區 83 智上牙醫診所 陳智上 160

中和區 84 湛美牙醫診所 陳億儒 160

中和區 85 菁英牙醫診所 周曉薇 240

中和區 86 華泰牙醫診所 林富藝 80

中和區 87 華新牙醫診所 陳群芳 80

中和區 88 進賢牙醫診所 張克勤 80

中和區 89 鈦和牙醫診所 沈國良 80

中和區 90 陽明微笑牙醫診所 蕭銘哲 80

中和區 91 愛華牙醫診所 林信良 80

中和區 92 新格牙醫診所 方文富 80

中和區 93 新雅牙醫診所 劉翠媚 160

中和區 94 煥強牙醫診所 曾煥停 80

中和區 95 瑞光牙醫診所 王溫勝 80

中和區 96 瑞星牙醫診所 高宇鋒 400

中和區 97 瑞祥牙醫診所 陳瑞祥 80

中和區 98 群安牙醫診所 廖峻德 240

中和區 99 群益牙醫診所 賴瑛芬 160

中和區 100 聖欣牙醫診所 曾昭瑞 80

中和區 101 誠美牙醫診所 楊錦宗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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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區 102 達運牙醫診所 曾千芳 160

中和區 103 鼎爵牙醫診所 黎雨樵 80

中和區 104 嘉美牙醫診所 張定遠 80

中和區 105 實踐牙醫診所 趙公亮 80

中和區 106 榮祥牙醫診所 張閨臣 80

中和區 107 福雅牙醫診所 陳福財 80

中和區 108 遠雄牙醫診所 林宏彥 720

中和區 109 齊心牙醫診所 陳品任 320

中和區 110 德綸牙醫診所 張宏羽 160

中和區 111 慶恩牙醫診所 蘇逸峰 80

中和區 112 潔生牙醫診所 周信宏 80

中和區 113 輝瑞牙醫診所 范佐強 80

中和區 114 璟安牙醫診所 陳玟靜 80

中和區 115 臻美牙醫診所 張香茂 240

中和區 116 興南牙醫聯合診所 周家楷 160

中和區 117 錦和牙醫診所 管俊郎 160

中和區 118 聯慶牙醫診所 侯文彬 80

中和區 119 薛牙醫診所 薛如瑋 80

中和區 120 #N/A #N/A #N/A

中和區 121 鴻宜牙醫診所 柳宜伶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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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區 122 雙和牙醫診所 任安祺 80

中和區 123 關心牙醫診所 張力仁 640

中和區 124 馨悅牙醫診所 江坤錴 160

中和區 125 曜新牙醫診所 吳昱霆 80

中和區 126 秀恩美學牙醫診所 張益誠 240

五股區 1 上禾牙醫診所 張溢修 320

五股區 2 京橋牙醫診所 林君印 80

五股區 3 明志牙醫診所 林偉華 80

五股區 4 冠美牙醫診所 辛爾修 80

五股區 5 皇尚牙醫診所 蔡昆志 320

五股區 6 恩新牙醫診所 楊明忠 80

五股區 7 唯一牙醫診所 李宣昭 160

五股區 8 晴美牙醫診所 劉大維 160

五股區 9 瑞林牙醫診所 葉公杰 80

五股區 10 義美牙醫診所 林順華 400

五股區 11 銀杏牙醫診所 曲壽長 80

五股區 12 德音牙醫診所 吳子宏 80

五股區 13 鄭牙醫診所 鄭仁明 80

永和區 1 上林牙醫診所 林英甫 80

永和區 2 小木屋牙醫聯合診所 蕭育雯 240



行政區 編號 診所名稱 負責醫
一般醫用口罩

診所配發量(片)

新北市衛生局第二十九批口罩發放清冊

(撥補期間：08/19-08/26)(領取時間：9/15-9/16)

永和區 3 丰荷牙醫診所 吳昌浩 80

永和區 4 仁仁牙醫診所 白裕仁 80

永和區 5 仁美牙醫診所 吳梓昌 80

永和區 6 仁德牙醫診所 羅峻德 80

永和區 7 文華牙醫診所 陳淑媚 80

永和區 8 日新牙醫診所 郭偉夫 160

永和區 9 王宏仁牙醫診所 王宏仁 80

永和區 10 世樺牙醫診所 溫世政 960

永和區 11 民生張牙醫診所 張恆仁 80

永和區 12 永安艾美牙醫診所 蔡光倫 80

永和區 13 永和牙醫診所 蕭奕勝 80

永和區 14 永和嘉仁牙醫診所 吳輕煙 80

永和區 15 永信牙醫診所 汪忠明 80

永和區 16 永悅牙醫診所 蕭鈺璇 80

永和區 17 永漾美學牙醫診所 徐鈞信 160

永和區 18 永慶牙醫診所 陳德盛 400

永和區 19 玉齡牙醫診所 何千金 160

永和區 20 禾丰牙醫診所 杜昕容 160

永和區 21 先進牙醫診所 歐孟曦 80

永和區 22 光田牙醫診所 鄭志遠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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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區 23 光泰牙醫診所 楊泰志 80

永和區 24 光毅牙醫診所 邱盛鑫 80

永和區 25 光耀牙醫診所 劉文柄 80

永和區 26 名陽牙醫診所 李正忠 80

永和區 27 名德牙醫診所 蔡美惠 80

永和區 28 如意牙醫診所 陳啟仁 160

永和區 29 安潔牙醫診所 邱瑞鵬 80

永和區 30 成品牙醫診所 蔡明哲 160

永和區 31 竹琳牙醫診所 陳秀國 240

永和區 32 至善牙醫診所 趙天牧 80

永和區 33 艾莘牙醫診所 廖鳳鳴 80

永和區 34 宏康牙醫診所 林世明 160

永和區 35 志開牙醫診所 林志開 80

永和區 36 秀和牙醫診所 羅志平 80

永和區 37 貝瑞牙醫診所 沈瑞文 640

永和區 38 辰翰牙醫診所 方泓翔 80

永和區 39 卓越牙醫診所 范代琪 320

永和區 40 奇煒牙醫診所 孫大可 80

永和區 41 宜康牙醫診所 李蚌珠 160

永和區 42 幸鼎牙醫診所 張萓讌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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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區 43 東捷牙醫診所 李東桓 80

永和區 44 采丰牙醫診所 蔡廸姍 320

永和區 45 采豐牙醫診所 鄭文翔 80

永和區 46 保仁牙醫診所 黃良沂 80

永和區 47 保福牙醫診所 鄭宗明 80

永和區 48 昭和牙醫診所 葉乃華 160

永和區 49 昱雅牙醫診所 洪嘉男 80

永和區 50 美麗永安牙醫診所 張金枝 160

永和區 51 美讓牙醫診所 孫國瑞 80

永和區 52 郁遠牙醫診所 陳俊錕 80

永和區 53 夏爾牙醫診所 吳明潤 80

永和區 54 夏爾秀朗牙醫診所 黃士倫 240

永和區 55 晉安牙醫診所 林志達 160

永和區 56 泰安牙醫診所 張哲卿 80

永和區 57 唯豋牙醫診所 李奇偉 160

永和區 58 啟隆牙醫診所 林啟隆 80

永和區 59 國良牙醫診所 趙國良 160

永和區 60 崇恩牙醫診所 曾逸修 80

永和區 61 康承牙醫診所 阮堅珉 160

永和區 62 康馨牙醫診所 葉力豪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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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區 63 得和牙醫診所 凌青 80

永和區 64 得翔牙醫診所 廖俊義 80

永和區 65 御登牙醫診所 黃文正 400

永和區 66 清池牙醫診所 曾海雲 160

永和區 67 #N/A #N/A #N/A

永和區 68 荷風牙醫診所 李孝忠 240

永和區 69 頂真牙醫診所 林培堯 240

永和區 70 博世牙醫診所 吳佳珣 160

永和區 71 博祥牙醫診所 黃暐權 320

永和區 72 博新牙醫診所 梁德安 80

永和區 73 博誠牙醫診所 何家銘 400

永和區 74 喜田牙醫診所 李振中 80

永和區 75 尊榮牙醫診所 馬    崧 80

永和區 76 惠忠牙醫診所 于治貴 160

永和區 77 智光牙醫診所 耿中奕 80

永和區 78 華賢牙醫診所 許至傑 240

永和區 79 進安牙醫診所 辜惠芳 160

永和區 80 匯豐牙醫診所 高靈莉 240

永和區 81 新和牙醫診所 林毓琦 80

永和區 82 新維恩牙醫診所 翁湘茹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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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區 83 椰林牙醫診所 廖志樺 480

永和區 84 瑞樺牙醫診所 張永治 160

永和區 85 群芳牙醫診所 方軼群 80

永和區 86 群英牙醫診所 李英毅 240

永和區 87 葉牙醫診所 葉雲塹 80

永和區 88 雷鳴牙醫診所 張雷鳴 160

永和區 89 嘉祐牙醫診所 陳國訓 160

永和區 90 嘉康牙醫診所 陳紀亨 240

永和區 91 榛品牙醫診所 陳欽章 400

永和區 92 漢聲牙醫診所 阮耀陞 480

永和區 93 綠葉牙醫診所 陳永森 240

永和區 94 維恆牙醫診所 李俊儒 160

永和區 95 維康牙醫診所 莊維凱 480

永和區 96 遠丁牙醫診所 曾鵬 240

永和區 97 齊美牙醫診所 康智為 240

永和區 98 慶星牙醫診所 吳伯華 160

永和區 99 慶齡牙醫診所 陳高騰 240

永和區 100 歐首牙醫診所 陳安民 80

永和區 101 潔登牙醫診所 林玉君 80

永和區 102 誼安牙醫診所 何贊松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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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區 103 蕙齡牙醫診所 陳延齡 80

永和區 104 鍾山牙醫診所 鍾文焱 80

永和區 105 鴻林牙醫診所 鄭鴻林 80

永和區 106 豐富牙醫診所 蔣德才 320

永和區 107 懷源牙醫診所 左懷源 80

永和區 108 瓔美牙醫診所 柯森富 80

汐止區 1 七采牙醫診所 林明勳 480

汐止區 2 上甯牙醫診所 許妙禎 160

汐止區 3 #N/A #N/A #N/A

汐止區 4 五堵林牙醫診所 林俊勇 80

汐止區 5 牙典牙醫診所 曾詩珮 80

汐止區 6 永琦牙醫診所 劉仕琦 80

汐止區 7 向陽牙醫診所 江心治 80

汐止區 8 安興牙醫診所 姚振華 240

汐止區 9 成合牙醫診所 蘇年盛 80

汐止區 10 汐心牙醫診所 洪肇謙 80

汐止區 11 汐止蒔美牙醫診所 賴泓璋 320

汐止區 12 汐科牙醫診所 滕祖輝 400

汐止區 13 汐美學牙醫診所 陳福樂 160

汐止區 14 汐潔牙醫診所 李璟曜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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汐止區 15 汐緻牙醫診所 李家榮 80

汐止區 16 江北牙醫診所 翁詩淦 80

汐止區 17 艾美集牙醫診所 劉咨霙 160

汐止區 18 佑昌牙醫診所 黃承樞 80

汐止區 19 宏國牙醫診所 林哲宏 160

汐止區 20 秀峰牙醫診所 黃立偉 320

汐止區 21 和昌牙醫診所 唐瓔庭 160

汐止區 22 尚風牙醫診所 紀虹宇 160

汐止區 23 幸福牙醫診所 趙樵崗 80

汐止區 24 東波牙醫診所 黃東波 80

汐止區 25 采風牙醫診所 劉諭 320

汐止區 26 品美牙醫診所 林煜祖 400

汐止區 27 柏元牙醫診所 張以苹 160

汐止區 28 倍得牙醫診所 張坤榮 80

汐止區 29 唯真牙醫診所 朱健銘 160

汐止區 30 康普森牙醫診所 胡貫三 160

汐止區 31 御洺牙醫診所 許子駿 240

汐止區 32 悠悅牙醫診所 陳晏彰 80

汐止區 33 復全牙醫診所 余忠正 80

汐止區 34 登美牙醫診所 鄭有翔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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汐止區 35 翔齡牙醫診所 林芝蕙 80

汐止區 36 詠翔牙醫診所 許訓銘 80

汐止區 37 陽明牙醫診所 黃肇彬 80

汐止區 38 雲品牙醫診所 陳家駿 160

汐止區 39 微風牙醫診所 劉恩亨 400

汐止區 40 經典聯合牙醫診所 馬麗蓮 160

汐止區 41 嘉仁牙醫診所 劉秉嘉 80

汐止區 42 德惠牙醫診所 陳怡良 80

汐止區 43 雙雙牙醫診所 趙海勝 80

汐止區 44 伯爵林牙醫診所 林泰文 80

板橋區 1 一心牙醫診所 郭嫚茹 240

板橋區 2 上安牙醫診所 楊金樹 80

板橋區 3 上揚牙醫診所 楊鳳冠 80

板橋區 4 大立牙醫診所 廖宗宏 80

板橋區 5 大林牙醫診所 江啟南 80

板橋區 6 大原牙醫診所 王益暉 160

板橋區 7 大學牙醫診所 葉梅儀 80

板橋區 8 大觀牙醫診所 楊惠銘 80

板橋區 9 子欽牙醫診所 葉必信 80

板橋區 10 中心牙醫診所 陳大光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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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區 11 仁宏牙醫診所 林宏志 80

板橋區 12 今日牙科診所 黃泰治 80

板橋區 13 元齡牙醫診所 陳敷元 160

板橋區 14 天下牙醫診所 林冠郎 80

板橋區 15 太平洋牙醫診所 張得源 160

板橋區 16 日麗牙醫診所 黃昱文 240

板橋區 17 牙醫先生牙醫診所 劉鎮宇 240

板橋區 18 台笙牙醫診所 張慧慧 80

板橋區 19 台達牙醫診所 陳國清 80

板橋區 20 史丹佛牙醫診所 謝錚婷 320

板橋區 21 正安牙醫診所 呂理正 160

板橋區 22 正昌牙醫診所 楊耀芳 80

板橋區 23 正欣牙醫診所 邱正宗 160

板橋區 24 民川牙科診所 簡道良 80

板橋區 25 民懷牙醫診所 曲國棟 80

板橋區 26 玉山牙醫診所 周功烈 160

板橋區 27 玉林牙醫診所 李烈帥 80

板橋區 28 禾樺牙醫診所 陳科丞 240

板橋區 29 立潔牙醫診所 李志文 80

板橋區 30 兆祥牙醫診所 林渭淇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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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區 31 光仁牙醫診所 劉榮振 80

板橋區 32 全安牙醫診所 呂名峯 400

板橋區 33 合美牙醫診所 楊定偉 480

板橋區 34 吉祥牙醫診所 林應吉 80

板橋區 35 安和牙醫診所 藍偉耀 80

板橋區 36 安信牙醫診所 陳啟山 320

板橋區 37 汎宇牙醫診所 陳國強 320

板橋區 38 江子翠林牙醫診所 林松江 160

板橋區 39 米蘭時尚牙醫診所 陳執中 320

板橋區 40 至維牙醫診所 蔡宛霖 80

板橋區 41 艾美牙醫診所 蕭建志 480

板橋區 42 吳國柱牙醫診所 吳國柱 80

板橋區 43 呂牙醫診所 呂主萬 80

板橋區 44 呂忠孝牙醫診所 呂慶河 160

板橋區 45 杏福牙醫診所 張家福 80

板橋區 46 杏橋牙醫診所 吳伊諾 160

板橋區 47 育德牙醫診所 李執然 160

板橋區 48 良鴻牙醫診所 陳建良 80

板橋區 49 辰宏牙醫診所 陳明威 80

板橋區 50 京品牙醫診所 葉佳昇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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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區 51 佳園牙醫診所 呂玟諺 240

板橋區 52 典揚牙醫診所 王朝嶙 400

板橋區 53 卓群牙醫診所 吳晉福 160

板橋區 54 宜聖牙醫診所 李偉傑 160

板橋區 55 尚美美學牙醫診所 洪鉅昕 560

板橋區 56 尚誠牙醫診所 郭玟鑫 80

板橋區 57 岳德聯合牙醫診所 鄭昭岳 560

板橋區 58 府中牙科診所 黃淳豐 80

板橋區 59 忠丞牙醫診所 王建忠 240

板橋區 60 旺福牙醫診所 李維矜 320

板橋區 61 東北牙醫診所 王德信 240

板橋區 62 東華牙醫診所 穆懷群 240

板橋區 63 東暘牙醫診所 劉家祥 400

板橋區 64 東豪牙醫診所 洪斌凱 400

板橋區 65 松柏牙醫診所 陳明飛 80

板橋區 66 板橋林牙醫診所 林芳輝 80

板橋區 67 板橋現代牙醫診所 葉順恭 80

板橋區 68 板橋誠品牙醫診所 廖克文 80

板橋區 69 板橋雙十牙醫診所 張柏人 240

板橋區 70 欣采美學牙醫診所 陳昱圻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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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區 71 法華牙醫診所 陳佩蕙 160

板橋區 72 邱慶來牙醫診所 邱慶來 160

板橋區 73 長殷牙醫診所 蔡明宏 80

板橋區 74 信安牙醫診所 邱琬棋 240

板橋區 75 冠德牙醫診所 游正義 80

板橋區 76 勇年牙醫診所 朱勇年 80

板橋區 77 南雅牙醫診所 李志偉 240

板橋區 78 品皓牙醫診所 邱煥傑 240

板橋區 79 建國牙醫診所 陳建全 80

板橋區 80 後站徐牙醫診所 徐璟隣 80

板橋區 81 昱盛牙醫診所 吳皓峰 80

板橋區 82 盈仁牙醫診所 褚文煌 80

板橋區 83 美麗浮洲牙醫診所 李金科 80

板橋區 84 胡牙醫診所 胡英哲 80

板橋區 85 英倫牙醫診所 楊鎮瑋 160

板橋區 86 重慶牙醫診所 劉祖垣 400

板橋區 87 家德牙醫診所 鄭豐洲 320

板橋區 88 展望牙醫診所 王榮昌 240

板橋區 89 展揚牙醫診所 賴昭翰 80

板橋區 90 恩美牙醫診所 鄧景文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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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區 91 悅美牙醫診所 陳映余 80

板橋區 92 振榮牙醫診所 陳保宏 320

板橋區 93 時代牙醫診所 柯大為 80

板橋區 94 時尚牙醫診所 吳俊祥 320

板橋區 95 泰民牙醫診所 莊耀昇 80

板橋區 96 浩明牙醫診所 陳浩明 80

板橋區 97 浩恩牙醫診所 賴恩賚 80

板橋區 98 海山牙醫聯合診所 陳木城 80

板橋區 99 益新牙醫診所 晏友新 80

板橋區 100 益群牙醫診所 劉光夏 80

板橋區 101 軒品牙醫診所 何兆軒 400

板橋區 102 馬太牙醫診所 陳建南 160

板橋區 103 偉仁牙醫診所 李梓槃 480

板橋區 104 偉新牙醫診所 羅列偉 80

板橋區 105 健和牙醫診所 姚鈞衡 640

板橋區 106 健倫牙醫診所 歐陽明秋 160

板橋區 107 健哲牙醫診所 姜彥君 240

板橋區 108 國新德威牙醫診所 張志峯 320

板橋區 109 培源牙醫診所 張淵源 80

板橋區 110 康宸牙醫診所 林峻皓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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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區 111 康祐牙醫診所 謝光浩 400

板橋區 112 康祐臻品牙醫診所 林婉婷 80

板橋區 113 康喬牙醫診所 賴春杏 80

板橋區 114 康維牙醫診所 莊維宗 320

板橋區 115 得雅牙醫診所 牟淑惠 640

板橋區 116 #N/A #N/A #N/A

板橋區 117 御品牙醫診所 龍俊宏 320

板橋區 118 惟美牙醫診所 林俊宏 160

板橋區 119 晨軒牙醫診所 黃日宏 320

板橋區 120 章牙醫診所 章賢德 80

板橋區 121 莫札特牙醫診所 李文馨 160

板橋區 122 頂好牙醫診所 王允斌 80

板橋區 123 博仁牙醫診所 施博仁 80

板橋區 124 博暉牙醫診所 洪清暉 80

板橋區 125 喆品牙醫診所 黃偉烈 320

板橋區 126 喜樂牙醫診所 郭棟樑 160

板橋區 127 惠康牙醫診所 黃勅儒 160

板橋區 128 揚名牙醫診所 謝嘉業 80

板橋區 129 揚齡牙醫診所 鄭正忠 80

板橋區 130 晴天牙醫診所 葉清福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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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區 131 晶美牙醫診所 盧泰良 480

板橋區 132 晶耀牙醫診所 沈欣誼 320

板橋區 133 智中牙醫診所 鄭智中 80

板橋區 134 智群牙醫診所 李潤光 160

板橋區 135 絕美牙醫診所 陳冠靜 560

板橋區 136 舒活牙醫診所 古鴻楷 400

板橋區 137 菁樺牙醫診所 吳靜菁 80

板橋區 138 華美牙醫診所 高華美 160

板橋區 139 貴興牙醫診所 呂超恩 400

板橋區 140 陽信牙醫診所 林明松 80

板橋區 141 匯通牙醫診所 黃志偉 240

板橋區 142 新安牙醫診所 黃麒毓 240

板橋區 143 新板耀美牙醫診所 盧家正 240

板橋區 144 新品牙醫診所 吳政勳 80

板橋區 145 新英倫牙醫診所 蘇嘉英 80

板橋區 146 新埔牙醫診所 陳豊仁 160

板橋區 147 新優植牙醫診所 張抗生 80

板橋區 148 瑞安牙醫診所 陳俊豪 80

板橋區 149 瑞億牙醫診所 許憲煌 80

板橋區 150 聖恩牙醫診所 李文煜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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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區 151 聖潔牙醫診所 盧滿基 80

板橋區 152 誠信牙醫診所 黃少葳 80

板橋區 153 鼎極牙醫診所 蕭世瑋 240

板橋區 154 嘉呈牙醫診所 陳勝弘 240

板橋區 155 嘉品牙醫診所 鄭佳緯 80

板橋區 156 嘉得牙醫診所 林明寬 480

板橋區 157 廖牙醫診所 廖桂嶸 80

板橋區 158 福倫牙醫診所 賴金方 80

板橋區 159 精品牙醫診所 林文中 160

板橋區 160 精英牙醫診所 顏國濱 160

板橋區 161 精英美學牙醫診所 蔡芳芳 240

板橋區 162 遠東牙醫診所 林玉章 160

板橋區 163 德全牙醫診所 楊鴻良 240

板橋區 164 德恩牙醫診所 賴金福 80

板橋區 165 德崴聯合牙醫診所 賴正峻 160

板橋區 166 德聲牙醫診所 王金聲 80

板橋區 167 慶安牙醫診所 蔡基益 80

板橋區 168 樂真牙醫診所 廖文堅 80

板橋區 169 潔品牙醫聯合診所 楊智勝 640

板橋區 170 潔美牙醫診所 劉政穎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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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區 171 潘牙醫診所 潘雲祥 80

板橋區 172 蔡牙醫診所 蔡鵬飛 240

板橋區 173 蔡進富牙醫診所 蔡進富 80

板橋區 174 誼康牙醫診所 陳鴻儒 320

板橋區 175 寰宇牙醫診所 洪麗文 80

板橋區 176 翰生牙醫診所 楊欽舜 80

板橋區 177 賴牙醫診所 賴達雄 80

板橋區 178 靜思牙醫診所 呂仁團 80

板橋區 179 優客牙醫診所 胡桂華 160

板橋區 180 環球牙醫診所 史書華 400

板橋區 181 薪馨牙醫診所 黃紀源 80

板橋區 182 鴻元牙醫診所 黃泰元 80

板橋區 183 鴻安牙醫診所 賴宗仁 80

板橋區 184 簡牙醫診所 簡哲雄 80

板橋區 185 雙安牙醫診所 簡樹源 80

板橋區 186 懷安牙醫診所 尹漢章 80

板橋區 187 藝大美學牙醫診所 謝承祐 80

板橋區 188 辭林牙科診所 楊家輝 80

板橋區 189 麗晶牙醫診所 姜毅鴻 160

板橋區 190 麗德牙醫診所 張木樹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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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區 191 板橋蒔美牙醫診所 江政倫 240

林口區 1 三井牙醫診所 廖宰洲 160

林口區 2 中悅牙醫診所 黃鵬宇 240

林口區 3 天翔牙醫診所 李信宏 160

林口區 4 心悅牙醫診所 林怡伶 480

林口區 5 四季牙醫診所 詹豐誠 80

林口區 6 禾亞牙醫診所 簡明 80

林口區 7 禾林牙醫診所 許逸珊 560

林口區 8 吉隆牙醫診所 王鴻隆 80

林口區 9 沃德牙醫診所 李俊民 400

林口區 10 亞德牙醫診所 董珈甄 80

林口區 11 坤冉牙醫診所 郭正坤 80

林口區 12 東佑牙醫診所 劉哲宇 480

林口區 13 林口周牙醫診所 周世華 160

林口區 14 林安牙醫診所 吳東瀛 80

林口區 15 波音牙醫診所 陳翊文 160

林口區 16 展心牙醫診所 謝慶威 240

林口區 17 康澤牙醫診所 江明學 240

林口區 18 惠群牙醫診所 吳旻蒼 80

林口區 19 華航牙醫診所 仝佩鑫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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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區 20 萊德美學牙醫診所 阮柏升 400

林口區 21 超群牙醫診所 黃承泰 80

林口區 22 勤美牙醫診所 黃士哲 320

林口區 23 極致美學牙醫診所 胡致遠 160

林口區 24 澄明牙醫診所 陳信全 80

林口區 25 翰品牙醫診所 胡尚賓 720

林口區 26 頭等艙牙醫診所 陳宜廷 80

林口區 27 馥華牙醫診所 溫聖延 400

林口區 28 麗林牙醫診所 廖斯晴 80

林口區 29 麗園牙醫診所 陳俊吉 80

林口區 30 馨禾牙醫診所 張聖松 80

林口區 31 展研牙醫診所 林農翔 80

泰山區 1 大新泰牙醫診所 李昌仁 80

泰山區 2 禾杏牙醫診所 鄭人豪 80

泰山區 3 安仁牙醫診所 陳文仁 80

泰山區 4 李天堯牙醫診所 李天堯 80

泰山區 5 亞昕牙醫診所 劉柏村 480

泰山區 6 京硯牙醫診所 李家榮 480

泰山區 7 明泰牙醫診所 郭金梅 80

泰山區 8 信美牙醫診所 沈書顯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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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區 9 城康牙醫診所 陳俊伊 880

泰山區 10 唐氏牙醫診所 唐德翰 80

泰山區 11 泰上牙醫診所 林高明 80

泰山區 12 泰山牙醫診所 劉全泰 80

泰山區 13 泰美牙醫診所 劉光強 80

泰山區 14 泰然牙醫診所 陳又寧 400

泰山區 15 喜美牙醫診所 顏秀容 240

泰山區 16 舒禾牙醫診所 張仕賢 240

泰山區 17 新象牙醫診所 謝安泰 80

淡水區 1 大盛牙醫診所 陳盛 80

淡水區 2 文化牙醫診所 張肇慶 80

淡水區 3 民生牙醫診所 賴光亮 240

淡水區 4 同陽牙醫診所 陳宏瑞 400

淡水區 5 百成牙醫診所 張百佐 80

淡水區 6 竹圍牙醫診所 林泉城 80

淡水區 7 佛仁牙醫診所 徐文光 80

淡水區 8 宏瑋牙醫診所 林文瑜 80

淡水區 9 宏儒牙醫診所 楊昌儒 320

淡水區 10 李元瑞牙醫診所 李元瑞 80

淡水區 11 汪牙醫診所 汪敦義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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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區 12 昇宏牙醫診所 花進財 80

淡水區 13 皇誠牙醫診所 陳安然 320

淡水區 14 皇嘉牙醫診所 蔡璧原 80

淡水區 15 皇閣牙醫診所 李彥良 160

淡水區 16 美白牙醫診所 張正宗 80

淡水區 17 恩霖牙醫診所 楊忠霖 640

淡水區 18 康華牙醫診所 龔宇光 80

淡水區 19 悠植牙醫診所 毛健農 320

淡水區 20 淡水新埔牙醫診所 夏宏明 80

淡水區 21 淡水聯合牙醫診所 許瑞升 400

淡水區 22 淡江牙醫診所 陳智鴻 80

淡水區 23 荷星牙醫診所 程日劭 160

淡水區 24 陳牙醫診所 陳銘助 80

淡水區 25 晶晶牙科診所 林裕清 240

淡水區 26 朝日牙醫診所 詹俊哲 80

淡水區 27 皓恩牙醫診所 戴允元 80

淡水區 28 華民牙醫診所 林錦鴻 160

淡水區 29 新光牙醫診所 黃松華 560

淡水區 30 新偕牙醫診所 徐榮良 80

淡水區 31 煥然牙醫診所 黃永然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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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區 32 瑞竹醫典牙醫診所 蔡正平 160

淡水區 33 蒞美牙醫診所 王利文 160

淡水區 34 蒞恩牙醫診所 吳金華 160

淡水區 35 劉牙醫診所 劉茂仁 160

淡水區 36 鄧公牙醫診所 陳俊誠 80

淡水區 37 衡德牙醫診所 王建安 80

淡水區 38 矯政牙醫診所 邱浩銘 400

新店區 1 上耀牙醫診所 楊欽煌 80

新店區 2 千悅牙醫診所 郭政傑 240

新店區 3 大坪林牙醫診所 卓宗亮 80

新店區 4 大衛牙醫診所 陳冠瑋 160

新店區 5 丰采美學牙醫診所 蔡宜均 400

新店區 6 元祥牙醫診所 林峰丕 80

新店區 7 心殿牙醫診所 李倩 80

新店區 8 北大牙醫診所 劉啟群 320

新店區 9 北都牙醫診所 劉端德 80

新店區 10 北新牙醫診所 戴建隆 80

新店區 11 弘安牙醫診所 謝偉明 80

新店區 12 永佳牙醫診所 林慶瑞 240

新店區 13 白玉牙醫診所 林致廷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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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區 14 吉安牙醫診所 林昇鴻 240

新店區 15 吉恩牙醫診所 陳盈吉 80

新店區 16 同愛牙醫診所 游文弘 80

新店區 17 好牙醫診所 許洪猷 80

新店區 18 如薏牙醫診所 翁宗華 80

新店區 19 安欣牙醫診所 林聖博 240

新店區 20 安康牙醫診所 黃福德 80

新店區 21 安琪兒牙醫診所 劉耿志 160

新店區 22 有全醫療社團法人有全牙醫診所 呂國仁 320

新店區 23 江陵牙醫診所 洪正芬 240

新店區 24 百年牙醫診所 郭世銘 80

新店區 25 佑恩牙醫診所 劉正國 80

新店區 26 利林牙醫診所 鄧宗耀 160

新店區 27 利新牙醫診所 張綺舫 240

新店區 28 李震強牙醫診所 李震強 80

新店區 29 育傑牙醫診所 吳安順 80

新店區 30 卓悅牙醫診所 林彥佑 400

新店區 31 卓業牙醫診所 藍正邦 320

新店區 32 和田美學牙醫診所 林慈宜 320

新店區 33 怡美牙醫診所 何福源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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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區 34 旺威牙醫診所 嚴旺威 80

新店區 35 明潔牙科診所 王首川 240

新店區 36 東北大牙醫診所 林正弘 80

新店區 37 欣和牙醫診所 高峯 80

新店區 38 青潭牙醫診所 黃昭彰 160

新店區 39 冠雅牙醫診所 徐慶雲 80

新店區 40 品淳牙醫診所 張明煌 160

新店區 41 品雅牙醫診所 林協興 160

新店區 42 恒愛牙醫診所 朱樂天 80

新店區 43 柏恩牙醫診所 賴柏元 160

新店區 44 柏格牙醫診所 陳碧冬 80

新店區 45 盈佳牙醫診所 張衍能 160

新店區 46 美日牙醫診所 楊宗翰 80

新店區 47 迦南牙醫診所 蔡維安 160

新店區 48 孫牙醫診所 孫和勝 80

新店區 49 展新牙醫診所 邱錦斌 80

新店區 50 泰達牙醫診所 彭年達 80

新店區 51 紐約牙醫診所 陸國斌 160

新店區 52 高牙醫診所 高有志 240

新店區 53 康和牙醫診所 陳憶先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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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區 54 康保牙醫診所 溫春輝 80

新店區 55 得恩牙醫診所 洪明煌 80

新店區 56 戚崇龍牙醫診所 戚崇龍 80

新店區 57 清新牙醫診所 劉麗槐 80

新店區 58 許正傑牙醫診所 許正傑 80

新店區 59 郭濠生牙醫診所 郭濠生 160

新店區 60 傑仁牙醫診所 鄭傑仁 160

新店區 61 凱悅牙醫診所 林志隆 160

新店區 62 凱旋牙醫診所 呂元凱 160

新店區 63 敦鄰牙醫診所 陳宏傑 400

新店區 64 晶采牙醫診所 王志昌 80

新店區 65 晶湛牙醫診所 王偉全 320

新店區 66 舒美牙醫診所 陳科翰 80

新店區 67 進新牙醫診所 李國基 160

新店區 68 黃牙醫診所 黃健雄 160

新店區 69 愛美牙醫診所 吳若凡 400

新店區 70 新采牙醫診所 簡宏哲 160

新店區 71 新益牙醫診所 李明璜 80

新店區 72 新進牙醫診所 李佳榮 80

新店區 73 新寶元牙醫診所 李永吉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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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區 74 群林牙醫診所 徐達君 160

新店區 75 聖美牙醫診所 吳耿奇 80

新店區 76 裕仁牙醫診所 王秀芳 80

新店區 77 維彥牙醫診所 陳柏舟 400

新店區 78 維美牙醫診所 王智明 320

新店區 79 維風牙醫診所 林哲生 160

新店區 80 德威牙醫診所 高慧芬 640

新店區 81 慧國牙醫診所 楊慧敏 80

新店區 82 澄牙醫診所 何宗儒 560

新店區 83 盧牙醫診所 盧貞祥 160

新店區 84 臻晨美學牙醫診所 李浩霆 160

新店區 85 蕙安牙醫診所 張蕙君 80

新店區 86 親親牙醫診所 黃敏政 80

新店區 87 薪寶牙醫診所 廖炳新 80

新店區 88 豐田牙醫診所 林裕祥 80

新店區 89 鄺懷德牙醫診所 鄺懷德 80

新店區 90 寶麒牙醫診所 劉尚志 80

新店區 91 御田牙醫診所 鄭榮川 240

新店區 92 沐晨牙醫診所 陳千惠 160

新莊區 1 三愛牙醫診所 楊明忠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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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莊區 2 上博牙醫診所 胡裕仁 480

新莊區 3 大正牙醫診所 王文正 80

新莊區 4 大唐牙醫診所 唐天祥 80

新莊區 5 大都會牙醫診所 徐定江 80

新莊區 6 大象牙醫診所 賴錫輝 80

新莊區 7 大新莊牙醫診所 高俊義 400

新莊區 8 元富牙醫診所 許承璋 80

新莊區 9 元華牙醫診所 林彰茂 80

新莊區 10 公園牙醫診所 蘇阿香 80

新莊區 11 北陵牙醫診所 張清德 80

新莊區 12 四維牙醫診所 許志宏 480

新莊區 13 全欣牙醫診所 陳貞瑋 400

新莊區 14 全冠牙醫診所 黃建龍 80

新莊區 15 全家福牙醫診所 黃男安 80

新莊區 16 全球牙醫診所 黃柏棋 400

新莊區 17 名仕牙醫診所 陶松齡 80

新莊區 18 名家牙醫診所 翁崇瑩 80

新莊區 19 安心牙醫診所 陳偉強 240

新莊區 20 安德牙醫診所 林振揚 80

新莊區 21 艾旎牙醫診所 蘇英芳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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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莊區 22 艾登牙醫診所 張嘉和 240

新莊區 23 西盛牙醫診所 陳伯嘉 560

新莊區 24 佑安牙醫診所 鄭佑安 160

新莊區 25 君悅牙醫診所 簡百謙 240

新莊區 26 宏明牙醫診所 許宏遠 80

新莊區 27 宏林牙醫診所 張良堂 80

新莊區 28 沐風牙醫診所 曾己恩 240

新莊區 29 和泰牙醫診所 林靖 80

新莊區 30 幸福88牙醫診所 唐逸祥 160

新莊區 31 幸福三三牙醫診所 李達維 160

新莊區 32 承心牙醫診所 謝介銘 80

新莊區 33 昇佑牙醫診所 許靜雄 240

新莊區 34 明安牙醫診所 吳達瑄 240

新莊區 35 明揚牙醫診所 余永元 320

新莊區 36 欣安牙醫診所 劉克利 160

新莊區 37 欣佑牙醫診所 張必欣 160

新莊區 38 欣尚牙醫診所 蔡清璋 480

新莊區 39 欣隆牙醫診所 宋希聖 80

新莊區 40 長興牙醫診所 許文琪 160

新莊區 41 非凡牙醫診所 蘇益弘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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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莊區 42 冠倫牙醫診所 王耀洲 80

新莊區 43 冠霖牙醫診所 林鏘賢 80

新莊區 44 建福牙醫診所 陳忠良 80

新莊區 45 思賢微笑牙醫診所 周宏志 160

新莊區 46 恆合牙醫診所 李志宏 80

新莊區 47 皇霖牙醫診所 林育成 80

新莊區 48 美麗華牙醫診所 黃萬騰 240

新莊區 49 虹霖牙醫診所 陳彥潔 80

新莊區 50 風尚牙醫診所 鄭漢杰 240

新莊區 51 修正牙醫診所 陳正修 80

新莊區 52 家祥牙醫診所 洪家祥 160

新莊區 53 師恩牙醫診所 莊代珊 160

新莊區 54 祐康牙醫診所 林浩然 400

新莊區 55 祐新牙醫診所 羅正一 160

新莊區 56 高泰牙醫診所 高泉源 80

新莊區 57 健安牙醫診所 梁玲郁 80

新莊區 58 健群牙醫診所 李孟勳 80

新莊區 59 副都心牙醫診所 陳嘉樂 160

新莊區 60 康泰牙醫診所 陳柏青 80

新莊區 61 康勝牙醫診所 江錫仁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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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莊區 62 康德牙醫診所 許明正 160

新莊區 63 捷美牙醫診所 李棨仁 160

新莊區 64 許文政牙醫診所 許文政 240

新莊區 65 頂新牙醫診所 張簡敬哲 320

新莊區 66 博安牙醫診所 王秉郁 160

新莊區 67 博飛牙醫診所 傅康貴 720

新莊區 68 博揚牙醫診所 陳冠伍 160

新莊區 69 博群牙醫診所 黃智鈞 80

新莊區 70 富安牙醫診所 林宜徹 80

新莊區 71 富邦牙醫診所 周信宏 320

新莊區 72 富國牙醫診所 廖銘敏 80

新莊區 73 尊爵牙醫診所 黃駿逸 960

新莊區 74 景福牙醫診所 簡武俟 160

新莊區 75 晶華牙醫診所 陳之浩 160

新莊區 76 皓美牙醫診所 張嘉如 400

新莊區 77 菁美牙醫診所 黃福群 80

新莊區 78 開惠牙醫診所 王家琪 80

新莊區 79 新月牙醫診所 楊凱程 720

新莊區 80 新城牙醫診所 袁旺泉 320

新莊區 81 新莊尚品牙醫診所 鄭凱文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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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莊區 82 新莊謝牙醫診所 謝穎慧 80

新莊區 83 新華牙醫診所 林枝燁 80

新莊區 84 新超群牙醫診所 陳任群 80

新莊區 85 新樹聯合牙醫診所 林南松 80

新莊區 86 煥采牙醫診所 游宜靜 240

新莊區 87 裕民牙醫診所 王世勳 160

新莊區 88 誠泰牙醫診所 吳政儀 240

新莊區 89 鈺川牙醫診所 楊鈺川 80

新莊區 90 嘉安牙醫診所 雷政剛 80

新莊區 91 榮和牙醫診所 黃純偉 480

新莊區 92 福美牙醫診所 顏嘉珍 240

新莊區 93 趙大地牙醫診所 趙大地 160

新莊區 94 輔大牙醫診所 何擇榮 80

新莊區 95 輔仁牙醫診所 曾煥井 720

新莊區 96 輔園牙醫診所 黃啟文 400

新莊區 97 劍橋牙醫診所 張俊彥 80

新莊區 98 德安牙醫診所 陳欽德 80

新莊區 99 德旺牙醫診所 董顯德 80

新莊區 100 慧安牙醫診所 詹錦益 160

新莊區 101 慶城牙醫診所 賴建志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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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莊區 102 緯群牙醫診所 吳東昇 80

新莊區 103 緻美牙醫診所 伍禎祐 80

新莊區 104 震林牙醫診所 林明正 80

新莊區 105 龍安牙醫診所 穆天龍 80

新莊區 106 爵美牙醫診所 何國寧 800

新莊區 107 聯華牙醫診所 黃介文 560

新莊區 108 鴻金寶牙醫診所 陳冠達 160

新莊區 109 雙美牙醫診所 劉必慧 720

新莊區 110 懷恩牙醫診所 卓宗義 80

新莊區 111 麗安牙醫診所 楊景宇 80

新莊區 112 品森美學牙醫診所 葉哲瑋 320

新莊區 113 尊凡牙醫診所 林柏宇 80

新莊區 114 晶瑞牙醫診所 許恒瑞 80

樹林區 1 又怡牙醫診所 王清水 80

樹林區 2 三榮牙醫診所 王淑瑩 160

樹林區 3 上好牙醫診所 卓資虔 80

樹林區 4 大山牙醫診所 林明山 80

樹林區 5 中華牙醫診所 林英賢 240

樹林區 6 元生牙醫診所 黃毓崢 80

樹林區 7 四德牙醫診所 黃麗芬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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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林區 8 民安牙醫診所 張高鳴 80

樹林區 9 宇昇牙醫診所 李建德 80

樹林區 10 佑華牙醫診所 周彩碧 80

樹林區 11 何牙醫診所 何清燦 80

樹林區 12 宏年牙醫診所 陳冠宏 160

樹林區 13 辰林牙醫診所 陳建旭 160

樹林區 14 佩福牙醫診所 黃褔富 80

樹林區 15 佳新牙醫診所 蕭致良 80

樹林區 16 佳樹牙醫診所 卓越順 240

樹林區 17 佳豐牙醫診所 徐立偉 240

樹林區 18 和美牙醫診所 王勝隆 80

樹林區 19 奇新牙醫診所 陳啟蔚 80

樹林區 20 欣瑞牙醫診所 昌育德 960

樹林區 21 金威牙醫診所 王君月 240

樹林區 22 保安牙醫診所 陳德培 80

樹林區 23 品橙牙醫診所 張修源 640

樹林區 24 家福牙醫診所 吳俊哲 80

樹林區 25 康軒牙醫診所 林嘉綺 160

樹林區 26 康耀牙醫診所 盧康傑 80

樹林區 27 傑夫牙醫診所 王建祥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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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林區 28 博士美牙醫診所 施博斌 80

樹林區 29 復新牙醫診所 顏名秀 80

樹林區 30 晶致牙醫診所 陳昱達 640

樹林區 31 雅登牙醫診所 潘鑫洲 80

樹林區 32 廣安牙醫診所 鄺潮勝 80

樹林區 33 慶祥牙醫診所 黃至熒 80

樹林區 34 樹禾牙醫診所 顏宏哲 80

樹林區 35 樹欣牙醫診所 賴世禎 80

樹林區 36 樹德牙醫診所 陳國華 80

樹林區 37 曙光牙醫診所 黃大龔 80

樹林區 38 鴻仁牙醫診所 廖進萬 80

樹林區 39 麗世牙醫診所 陳敏麗 480

蘆洲區 1 上晴牙醫診所 鄒永曜 80

蘆洲區 2 大誠牙醫診所 李進義 160

蘆洲區 3 大德牙醫診所 蔡玉麟 80

蘆洲區 4 仁愛牙科診所 余明憲 320

蘆洲區 5 元大牙醫診所 郭俊訟 240

蘆洲區 6 心安牙醫診所 王仁山 640

蘆洲區 7 水湳牙醫診所 羅之悌 80

蘆洲區 8 本一牙醫診所 趙文惠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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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洲區 9 永全牙醫診所 鐘惠全 80

蘆洲區 10 永富牙醫診所 黃永富 160

蘆洲區 11 禾新牙醫診所 楊璿學 480

蘆洲區 12 全家聯合牙醫診所 李全洲 240

蘆洲區 13 成美牙醫診所 吳育嫺 80

蘆洲區 14 宏昇牙醫診所 黃坤池 80

蘆洲區 15 杏美牙醫診所 張弘昇 160

蘆洲區 16 京典牙醫診所 邱杰煒 640

蘆洲區 17 京華牙醫診所 蘇建賓 560

蘆洲區 18 昌輝牙醫診所 吳名宗 160

蘆洲區 19 明勝牙醫診所 巫堯隆 80

蘆洲區 20 東揚牙醫診所 林建和 240

蘆洲區 21 欣葉牙醫診所 葉達宗 80

蘆洲區 22 長安牙醫診所 劉峰瑞 80

蘆洲區 23 信義牙醫診所 張星聚 80

蘆洲區 24 冠植牙醫診所 蔡哲瑜 80

蘆洲區 25 品鑽牙醫診所 王胤元 320

蘆洲區 26 建德牙醫診所 陳良德 80

蘆洲區 27 拾健牙醫診所 鄭俊東 80

蘆洲區 28 柏韋牙醫診所 葉哲宏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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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洲區 29 柏鎂牙醫診所 吳南宏 160

蘆洲區 30 盈綵牙醫診所 林均鴻 240

蘆洲區 31 美加牙醫診所 潘佳慶 480

蘆洲區 32 美華牙醫診所 簡何傳 80

蘆洲區 33 英文牙醫診所 蘇英文 80

蘆洲區 34 家園牙醫診所 陳美琦 160

蘆洲區 35 晉泰牙醫診所 林怡竺 240

蘆洲區 36 偉齡牙醫診所 簡裕禮 80

蘆洲區 37 康福牙醫診所 鄒國華 320

蘆洲區 38 御鼎牙醫診所 蕭黎禎 480

蘆洲區 39 盛德牙醫診所 王嘉祥 80

蘆洲區 40 傑美牙醫診所 周益民 80

蘆洲區 41 博士牙醫診所 江國銘 80

蘆洲區 42 博育牙醫診所 林博育 80

蘆洲區 43 普惠牙醫診所 吳明穆 80

蘆洲區 44 晶品牙醫診所 黃衍國 80

蘆洲區 45 華心牙醫診所 陳仁傑 80

蘆洲區 46 華康牙醫診所 白宣威 160

蘆洲區 47 愛惜牙醫診所 蕭愛琪 80

蘆洲區 48 嘉齡牙醫診所 陳添福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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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洲區 49 樂澄牙醫診所 林嘉威 400

蘆洲區 50 璀璨美學牙醫診所 郭俊棟 80

蘆洲區 51 鄭書珉牙醫診所 鄭書珉 80

蘆洲區 52 學進牙醫診所 李世膂 80

蘆洲區 53 盧洲陳牙醫診所 陳震崧 80

蘆洲區 54 臻品牙醫診所 李庭龍 240

蘆洲區 55 豐華牙醫診所 李宗翰 160

蘆洲區 56 鎰安牙醫診所 詹益澤 80

蘆洲區 57 雙宏牙醫診所 邱震鐘 160

蘆洲區 58 麗璽牙醫診所 陳宗宏 480

蘆洲區 59 蘆美學牙醫診所 陳柏豪 240

鶯歌區 1 大慶牙醫診所 嚴美秀 80

鶯歌區 2 名品牙醫診所 陳建文 80

鶯歌區 3 亞致牙醫診所 張德卿 160

鶯歌區 4 林明堂牙醫診所 林明堂 80

鶯歌區 5 青山牙醫診所 簡青山 160

鶯歌區 6 茁越牙醫診所 鄭光佑 240

鶯歌區 7 國慶牙醫診所 黃進風 80

鶯歌區 8 楓林牙醫診所 林岳楓 80

鶯歌區 9 聖心牙醫診所 鍾榮堂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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鶯歌區 10 誠悅牙醫診所 江耀文 560

鶯歌區 11 鼎安牙醫診所 李麟學 80

鶯歌區 12 樂康牙醫診所 洪毓毅 320

鶯歌區 13 謝彥中牙醫診所 謝彥中 80

鶯歌區 14 魏牙醫診所 魏炎龍 80

鶯歌區 15 鶯歌牙醫診所 馬盛熹 80

#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