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作醫療院所 電話 地址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
念醫院

3121101轉7008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00號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大昌醫院 559-9123轉7155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305號

高雄榮民總醫院 3422121轉8213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386號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7317123#8289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123號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555-2565轉2299、2266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976號

聯盟牙醫診所 216-7777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129號

文心牙醫診所 225-2899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182號1樓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661-3811轉1272 高雄市旗山區中學路60號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615-0011轉2381 高雄市燕巢區角宿里義大路1號

高雄市立鳳山醫院（委託長庚醫療財團
法人經營）

741-8151轉3770、3771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42號之1

王堯庭牙醫診所 321-9200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399號

尖美牙醫診所 392-2250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372號

新一牙醫診所 389-1605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642號2F

總理牙醫診所 236-5896 高雄市三民區港東里林森一路285號

家禾牙醫診所 385-6689 高雄市三民區皓東路189號

思邁爾牙醫診所 381-7733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303號

吉美牙醫診所 321-8851 高雄市三民區熱和一街309號

河堤小鹿牙醫診所 345-6117 高雄市三民區裕誠路78號

展鵬牙醫診所 803-1909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路272號

凱悅牙醫診所 803-2387 高雄市小港區大鵬路72號

陽名牙醫診所 803-9722 高雄市小港區康莊路156號

國軍左營總醫院左營分院 587-6481 高雄市左營區軍校路553號轉牙科

吳武益牙醫診所 346-3981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901巷6號

順芳熹牙醫診所 359-0858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355號

佳音牙醫診所 359-3777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四路488號3樓

啄木鳥親子牙醫診所 556-7282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277號

藝豐牙醫診所 556-5578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314號1F

大千牙醫診所 349-2689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162號

小慶牙醫診所 557-9288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215號

寶貝兔親子牙醫診所 343-0703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927號1樓

裕誠牙醫診所 557-6799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416號

華美牙醫診所 554-9595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2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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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1101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68號

華田牙醫診所 241-1233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四路331號

松城牙醫診所 841-7335 高雄市前鎮區中平路230號

勝暉牙醫診所 751-0449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569號

茉樂美學牙醫診所 333-3307 高雄市前鎮區鄭和南路355號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 335-1121、333-9891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162號

高雄市12歲以下身心障礙兒童口腔照護合作院所

B級院所（適合身障等級中、重度的小朋友）

A級院所（適合身障等級輕度的小朋友）

製表時間：111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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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人聖功醫院 223-8153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352號

崇典牙醫診所 723-4145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115-3號

許俊雄牙醫診所 721-1727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275號

上民牙科診所 726-5275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131號

多森牙醫診所 334-4699 高雄市苓雅區林森二路5-6號

鴻亞牙醫診所 223-1199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153-1號

潔美牙醫診所 336-3499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82號

小怪獸兒童與青少年牙醫診所 338-0810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329號1樓

雅柏牙醫診所 223-7165 高雄市苓雅區廈門街3號

小王子牙醫診所 236-6168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390號

中一牙醫診所 282-6168 高雄市新興區青年一路226號

千代牙醫診所 222-1249 高雄市新興區信守街104號1樓

光雄牙醫診所 226-6810 高雄市新興區渤海街86號

新田牙醫診所 235-7299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189號

歐慈祥牙醫診所 362-5676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150巷5號

詠清牙醫診所 362-6111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460號

德明牙醫診所 364-5663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1005號1樓

大信牙醫診所 586-8659 高雄市鼓山區文信路327-2號

大順牙醫診所 551-9012 高雄市鹽埕區大禮街32-1號

慶輝牙醫診所 521-5194 高雄市鹽埕區建國四路256號

啟仁牙醫診所 746-4282 高雄市鳳山區三民路172號

惠群牙醫診所 767-5589 高雄市鳳山區大明路252號

來來牙醫診所 745-5509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376-6號

矯政牙醫診所 742-7768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78號

保生牙醫診所 743-0128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253號

聖約翰牙醫聯合診所 771-2844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101號

維康牙醫診所 768-3388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542-1號

蘋果牙醫診所 768-2525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91號

鴻文牙醫診所 841-8753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146號

健新牙醫診所 812-0959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22號

曉博牙醫診所 703-5075 高雄市鳳山區仁愛路8-3號

文化牙醫診所 740-2967 高雄市鳳山區文化路160號

仁恩牙醫診所 777-6889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552號

文山微笑牙醫診所 777-5006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590號

美森牙醫診所 777-5527 高雄市鳳山區文濱路188號

李牙醫診所 821-6885 高雄市鳳山區忠誠路59號

鳳屏牙醫診所 799-7013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一段379號

小熊牙醫診所 777-5661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83號

李耀庭牙醫診所 761-9259 高雄市鳳山區保泰路212號

康軒家庭牙醫診所 721-8515 高雄市鳳山區南正二路190號

詠和牙醫診所 767-1101 高雄市鳳山區新康街171號

安德霖牙醫診所 767-2942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446號

成大牙醫診所 765-1198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600號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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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牙醫診所 746-8146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27號

優比牙醫診所 746-6039 高雄市鳳山區鳳松路118-1號

晨康牙醫診所 796-2088 高雄市鳳山區鳳頂路526號

高華牙醫診所 815-7593 高雄市鳳山區龍成路16號

廖牙醫診所 841-5873 高雄市鳳山區龍成路4號

五甲銘仁牙醫診所 821-5411 高雄市鳳山區鎮南街114號

五甲大和牙醫診所 768-6677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99號2樓

Abc鳳山牙醫診所 740-6899 高雄市鳳山區維新路155號2樓

國軍高雄總醫院岡山分院 625-1175 高雄市岡山區大義二路1號

高雄市立岡山醫院
（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622-2131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路12號

陳成泉牙醫診所 621-6646 高雄市岡山區大仁北路177號

德源牙醫診所 623-1682 高雄市岡山區大德二路233號1、2樓

郭錫鍾牙醫診所 626-4822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路34號

上德牙醫診所
626-0111
626-0722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西路三段168號

華隆牙醫診所 621-2760 高雄市岡山區岡燕路9號

樂安醫院 625-6791 高雄市岡山區通校路300號

微笑牙醫診所 662-6866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187號

劉欽亮牙醫診所 662-5266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163號

欣新牙醫診所 662-9339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224號

慶安牙醫診所 662-5330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685號

復新牙醫診所 661-2179 高雄市旗山區復新街85號

正昇牙醫診所 351-8799 高雄市大社區大新路60號

韓牙醫診所 353-5301 高雄市大社區三民路249號

長青牙醫診所 353-2580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112號

上大牙醫診所 353-3477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243號

泰安牙醫診所
788-5343
788-6297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路763號

佳恩牙醫診所 702-2239 高雄市大寮區四維路177號

田田牙醫診所 782-7799 高雄市大寮區力行路259號

永芳牙醫診所 783-6163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577號

大芳牙醫診所 781-0727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601號

謝牙醫診所 701-2803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422號

聖典牙醫診所 782-8899 高雄市大寮區力行路259號

丞泰牙醫診所 3747447  3727144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13-13號

仁雄牙醫診所 372-1096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37-21號

良華牙醫診所 611-9949 高雄市橋頭區成功路106號

銘華牙醫診所 611-5589 高雄市橋頭區成功路176號

泰祥牙醫診所 611-0077 高雄市橋頭區隆豐路228號

寶貝兔青埔親子牙醫診所 613-0603 高雄市橋頭區經武路50號

路竹微笑牙醫診所 607-6888 高雄市路竹區忠孝路62號

健中牙醫診所 697-2606 高雄市路竹區忠孝路6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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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育靖牙醫診所 643-0207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306號

劍豪牙醫診所 645-1361 高雄市林園區潭頭路178號

民忠牙醫診所 616-1528 高雄市燕巢區中民路563號

華成牙醫診所 616-0471 高雄市燕巢區中西路97號

蔡政道牙醫診所 619-2395 高雄市梓官區中正路97號

新和牙醫診所 610-0816 高雄市梓官區中崙路241號

大統牙醫診所 732-8428 高雄市鳥松區大智路36號

健全牙醫診所 691-1515 高雄市永安區永華路6號

阿蓮牙醫診所 631-3799 高雄市阿蓮區中正路387號

美濃牙醫診所 682-0599 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二段247號

煦牙醫診所 690-0458 高雄市茄萣區仁愛路二段70號

尼布恩牙醫診所 689-5005 高雄市六龜區太平路9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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