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年高雄市失智友善診所課程培訓及合格名單一覽表
NO

分區

合格診所名稱

1 三民區 心聖診所
2 三民區

余建興耳鼻喉
科診所

3 三民區 快安診所
4 三民區 育明診所
5 三民區 建銘診所
6 三民區

范雅修小兒科
診所

7 三民區 曾柏彰診所
黃志維耳鼻喉
科診所
潘仕晉兒科診
9 三民區
所
儲昭仁耳鼻喉
10 三民區
科診所
8 三民區

11 大寮區 圓明診所
12 小港區 大雄診所

診療類別

地址

聯繫電話

神經科、 高雄市三民區平等路103號1
07-3808800
精神科
樓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183號1
耳鼻喉科
07-3892437
樓
高雄市三民區立忠路29號1
不分科
07-3895420
樓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537
兒科
07-3478461
號一樓．二樓
家醫科、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405
07-3219879
婦產科
號1樓
高雄市三民區平等路163號
兒科
07-3876366
一樓
高雄市三民區鼎力路339號1
兒科
07-3103216
樓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608號1
耳鼻喉科
07-3947605
樓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533號1
兒科
07-3853515
樓
兒科、耳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854
07-3890470
鼻喉科
號1樓
高雄市大寮區義仁里鳳林一
不分科
07-6433298
路147號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路156、
家醫科
07-8015808
158號1樓

13 小港區 季仁診所

家醫科

高雄市小港區宏平路497號

07-8013712

14 內門區 觀亭診所

耳鼻喉科

高雄市內門區觀亭里中正路
168號

07-6674882

15 六龜區 大嘉診所

家醫科

高雄市六龜區太平路114號

07-6895789

16 左營區

永霖小兒科診
兒科
所

17 左營區 馬遠成診所

家醫科

18 左營區 清泰診所

不分科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415號1
樓
高雄市左營區果峰街2巷2號
1樓、3號1樓
高雄市左營區果峰街12巷40
號1樓

07-3498118
07-5832348
07-588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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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

合格診所名稱

診療類別

19 左營區 晴美自由診所 家醫科
家醫科、
復健科
岡山家福耳鼻 內科、耳
21 岡山區
鼻喉科
喉科診所
家醫科、
22 岡山區 黃子育診所
外科

20 左營區 嘉仁診所

地址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337
號1－5樓

07-3504992

高雄市左營區翠華路609號

07-5881977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312－1
號1樓、312號1樓

07-6219595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路39號

07-6270101

高雄市岡山區柳橋東路9－2
號1樓
黃耳鼻喉科診 家醫科、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347之1
24 岡山區
耳鼻喉科 號
所
高雄市岡山區大德一路15號
骨科
25 岡山區 新博愛診所
1樓2樓
幸福婦產科診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區林園北
婦產科
26 林園區
路355號
所
梅振英耳鼻喉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226
不分科
27 林園區
號
科診所
家醫科、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里林園北
28 林園區 聯美診所
內科
路344號1樓

23 岡山區 黃仲達診所

不分科

29 阿蓮區 阿蓮康健診所 家醫科

聯繫電話

07-6297898
07-6230011
07-6215799
07-6418383
07-6438553
07-6433512

高雄市阿蓮區中正路383號

07-6317288

家醫科、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180
30 前鎮區 鄰好西醫診所 中醫一般
號2樓
科

07-3350802

31 前鎮區 瑞安診所

家醫科

高雄市前鎮區公正路268號

07-7616420

32 前鎮區 聖青診所

家醫科、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一路112
耳鼻喉科 號

07-8310970

33 苓雅區 立佳診所

家醫科

高雄市苓雅區輔仁路149號

07-7710966

34 苓雅區 林國坤診所

兒科

35 苓雅區 展穎診所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115
之4號
內科、精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一路157
神科
號

07-7225391
07-713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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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苓雅區 童春診所
37 苓雅區 楊明仁診所
38 苓雅區 劉永豐診所

診療類別

地址

兒科、精
高雄市苓雅區武慶三路98號
神科
高雄市苓雅區憲政路258之
精神科
1、258之2號(1樓)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15-1
內科
號一.二樓

聯繫電話
07-7210983
07-2232223
07-7492636

39 梓官區 蔡政達診所

外科

高雄市梓官區廣澤路20號

07-6173295

40 湖內區 方舟診所

內科

高雄市湖內區民權路158號

07-6935692

高雄市湖內區中正路一段57
號1樓
高雄市新興區和平一路193
家醫科
42 新興區 家佳診所
號一、二樓
家醫科、 高雄市鹽埕區大公路98．
43 鹽埕區 劉應炎診所
內科
100號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573號1
不分科
44 楠梓區 弘達診所
樓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里樂群路
兒科
45 楠梓區 宏生診所
179巷2號
家醫科、
高雄市楠梓區樂群路241號
46 楠梓區 宏育診所
兒科
高雄市楠梓區德祥路149號1
不分科
47 楠梓區 杏美診所
樓
孫欲珍小兒科 家醫科、 高雄市楠梓區海專路237號1
48 楠梓區
樓
家庭醫學科診 兒科
高雄市楠梓區旗楠路883－8
不分科
49 楠梓區 家恩診所
號1樓

41 湖內區 富田森林診所 不分科

50 楠梓區

健康家庭醫學
家醫科
診所

51 楠梓區 陳顯明診所

不分科

52 楠梓區 楊宗憲診所

內科

53 楠梓區 鄭泰德診所

外科

高雄市楠梓區清豐二路86號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里德賢路
265號1－2樓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165號1
－2樓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路235號1
樓

07-6992189
07-2234383
07-5511051
07-3655995
07-3619412
07-3655331
07-3645599
07-3613709
07-3551133
07-3535296
07-3648127
07-3663511
07-365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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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療類別

地址

佳富復健科診
復健科
所
柯文良小兒科
兒科
55 鼓山區
診所

54 鼓山區

56 鼓山區 為好診所
57 鼓山區

祐琳小兒科診
所

58 鼓山區 高雄潮代診所
康群耳鼻喉科
診所
張榮州婦產科
60 鼓山區
診所
59 鼓山區

61 鼓山區 新聖明診所
62 旗山區

王致瑋小兒科
診所

63 旗津區 重康診所
64 鳳山區 仁恩診所
65 鳳山區 青聯診所
66 鳳山區 誠愛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539號1
樓及夾層
高雄市鼓山區華豐里華榮路
352號1樓
內科、外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957
科
號1－3樓
不分科、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80號
兒科
高雄市鼓山區文信路258號1
家醫科
樓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路
耳鼻喉科
110號1樓
高雄市鼓山區文信路201號1
婦產科
－2樓、205號1－3樓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52號
不分科
1、2樓
高雄市旗山區新山里延平一
兒科
路485號1樓及485－1號1樓
家醫科

高雄市旗津區通山路31號

聯繫電話
07-5528885
07-5535760
07-5215489
07-5551870
07-5531313
07-5549191
07-5222368
07-5313755
07-6629922
07-5719288

兒科、耳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79號
07-8133897
鼻喉科
一樓
高雄市鳳山區文德里青年路
家醫科
07-7677002
二段358－1號1－2樓
婦產科、 高雄市鳳山區誠義里誠愛路1
07-7556028
耳鼻喉科 號1樓

67 鳳山區 鳳山全民診所 不分科
68 鳳山區 德恩診所

外科

69 彌陀區 濟民診所

不分科

高雄市鳳山區博愛路328號
高雄市鳳山區生明里王生明
路133號
高雄市彌陀區彌仁里中正路
102號

07-7037038
07-7194722
07-61775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