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診所通過「高齡友善服務診所自我評核」名單(計 107家診所) 

 

 

 

 

 

 

 

 

 

 

 

 

 

 

 

 

 

 

 

 

編號 縣市別 診所名稱 編號 縣市別 診所名稱

1 基隆市 林承興診所 51 南投縣 蔡良迪診所

2 基隆市 杏福診所 52 南投縣 安杏診所

3 基隆市 紀醫師診所 53 南投縣 陳宏麟診所

4 基隆市 至誠診所 54 南投縣 黎俊奇診所

5 基隆市 安安診所 55 南投縣 尚德診所

6 臺北市 健華診所 56 南投縣 洪啟芬診所

7 臺北市 閎新耳鼻喉科皮膚科聯合診所 57 雲林縣 大安診所

8 臺北市 康樂診所 58 雲林縣 安泰家庭醫學科診所

9 臺北市 永育樂群診所 59 雲林縣 簡光甫診所

10 新北市 大樹診所 60 雲林縣 真善美診所

11 新北市 博新小兒科家庭醫學科診所 61 雲林縣 民生診所

12 新北市 陳敏玲內科診所 62 嘉義縣 康明診所

13 新北市 興安診所 63 嘉義縣 德家診所

14 新北市 快樂小兒科診所 64 嘉義市 曾良達診所

15 新北市 翰霖耳鼻喉科診所 65 嘉義市 黃彬診所

16 新北市 陳建良耳鼻喉科診所 66 嘉義市 楊澍青診所

17 桃園市 聯恩診所 67 嘉義市 福音診所

18 桃園市 聯心診所 68 嘉義市 怡康診所

19 桃園市 龍和診所 69 嘉義市 劉耳鼻喉科診所

20 桃園市 敦仁診所 70 嘉義市 陳明煌診所

21 桃園市 振興診所 71 嘉義市 何光哲小兒科診所

22 桃園市 姜博文診所 72 嘉義市 長鴻診所

23 新竹縣 葉治威外科診所 73 臺南市 永德康內科診所

24 新竹縣 麥建方小兒專科診所 74 臺南市 喜恩診所

25 新竹縣 艾兒診所 75 臺南市 江錫輝診所

26 新竹縣 呂紹達內科診所 76 臺南市 晨祐診所

27 新竹縣 哈哈親子小兒科診所 77 臺南市 游新診所

28 新竹縣 日康診所 78 臺南市 顏大翔內科診所

29 新竹市 安慎診所 79 臺南市 陳相國診所

30 新竹市 康德診所 80 高雄市 元成診所

31 新竹市 陳志成耳鼻喉科 81 高雄市 大嘉診所

32 新竹市 億安診所 82 高雄市 簡耳鼻喉科

33 新竹市 謝碧祥診所 83 高雄市 佛光聯合診所

34 苗栗縣 楊國君診所 84 高雄市 仁厚診所

35 苗栗縣 宏安診所 85 高雄市 馬遠成診所

36 苗栗縣 祥安診所 86 高雄市 腎美診所

37 苗栗縣 天恩診所 87 屏東縣 真善美診所

38 苗栗縣 宏仁診所 88 屏東縣 華正診所

39 苗栗縣 福苗診所 89 屏東縣 鄭英傑婦產科診所

40 臺中市 建志耳鼻喉科 90 屏東縣 曾競鋒診所

41 臺中市 淨新診所 91 屏東縣 李洮俊診所

42 臺中市 長頸鹿小兒科診所 92 屏東縣 洮俊診所

43 臺中市 群享診所 93 宜蘭縣 吳震世診所

44 臺中市 長安診所 94 宜蘭縣 開蘭安心診所

45 彰化縣 黃建成診所 95 宜蘭縣 岳成診所

46 彰化縣 賴政光耳鼻喉科診所 96 花蓮縣 北國泰聯合診所

47 彰化縣 永安診所 97 花蓮縣 玉全診所

48 彰化縣 頂安診所 98 花蓮縣 信德診所

49 彰化縣 廖慶龍骨科 99 花蓮縣 曾內兒科診所

50 彰化縣 豐安診所 100 臺東縣 大溪診所



 

 

 

 

編號 縣市別 診所名稱

101 臺東縣 朱眼科診所

102 臺東縣 關強內科診所

103 臺東縣 東興內科診所

104 臺東縣 仁和診所

105 澎湖縣 張維仁內科診所

106 澎湖縣 公仁診所

107 金門縣 康橋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