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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卓越醫療群 院所地址 負責人 科別 電話

*嘉誠診所 屏東縣高樹鄉高樹村南興路118-1號 陳嘉誠 家醫科 08-7962772

黃柏韶診所 屏東縣里港鄉太平村里港路29 號 黃柏韶 內科 08-7720801

文章診所 屏東縣里港鄉春林村里港路87號 楊文章 內科 08-7757077

和生診所 屏東縣鹽埔鄉維新路72 之 ２ 號 陳慶璋 內科 08-7938202

和生診所 屏東縣鹽埔鄉維新路72 之 ２號 郭光義 08-7938202

沐民診所                        屏東縣九如鄉九如路2段189號 葉沐蒼 內科 08-7396929

愛林診所 屏東縣九如鄉九清村維新街12號 顏正杰 08-7395758

溫富全診所 屏東縣里港鄉春林村永春路67號 溫富全 08-7752283

二、屏東社區醫療群 院所地址 負責人 科別 電話

*振成診所 屏東市林森路60號 陳慶勳 家醫科 08-7322660

林志忠診所 屏東市華正路265號 林志忠 內科 08-7364741

蔡長禧診所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路178之1號 蔡長禧 內科 08-7669868

以琳診所 屏東縣屏東市公園路89號 梁亞倫 內科 08-7217722

陳昱和內科 屏東市林森路30之15號 陳昱和 內科 08-7213199

興盧婦產科診所 屏東市福建路100號 吳桂萩 婦產科 08-7322979

三、屏東家醫醫療群 院所地址 負責人 科別 電話

*梁宏志診所 屏東市自由路379-4號 梁宏志 家醫科 08-7364494

慶仁診所 屏東市重慶路194號 張志玄 內科 08-7341539

林俊傑診所 屏東縣屏東市廣東路１－７號 林俊傑 家醫科 08-7211060

正大聯合診所 屏東市中正路191-1號 張敏貞 家醫科 08-7327015



正大聯合診所 屏東市中正路191-2號 趙淑武 婦產科 08-7327015

博勝診所 屏東縣屏東市博愛路263-12號 羅繼新 骨科 08-7326373

周昭宏內科診所 屏東縣屏東市福建路安樂里72號 周昭宏 內科 08-7332167

歐景權眼科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416號 歐景權 眼科 08-7361916

張俊智診所 屏東市博愛路215號 張俊智 小兒科 08-7667010

林連風診所 屏東市民權路46號 林連風 外科、骨科 08-7336168

睿洋診所 屏東縣內埔鄉龍泉村中勝路395號 蔡瑞祥 08-7702965

四、高樹醫療群 院所地址 負責人 科別 電話

*佑昌診所 屏東縣高樹鄉南興路74-2號 陳國雄 內科耳鼻喉科 08-7960245

寶生診所 屏東縣高樹鄉南興路143-8號 林聰敏 家醫科 08-7960099

啟賢診所 屏東縣高樹鄉興中路210號 曾啟賢 家醫科 08-7965611

仁山診所 屏東縣高樹鄉南興路143-5號 吳堂山 家醫科 08-7965597

佑安診所 屏東縣高樹鄉南興路119號 楊平正 外科 08-7966406

五、椰子城醫療群 院所地址 負責人 科別 電話

*元和馨診所 屏東市林森路40之9號 陳武元 小兒科 08-7220553

蕭文彬內小兒科診所 屏東市中正路400號 蕭文彬 內科 08-7363585

鄭英傑婦產科診所 屏東市廣東路574號 鄭英傑 婦產科 08-7363335

瑞興診所 屏東市瑞光路二段250-1號 李建德 身心內科 08-7378888

婦安婦產科診所 屏東市福建路115號 許振隆 婦產科 08-7337227

吳振州診所 屏東市棒球路91號 吳振州 小兒科 08-7553135

江耳鼻喉科診所 屏東縣屏東市端正里中華路４９號 江俊逸 耳鼻喉科 08-7669471

江耳鼻喉科診所 屏東縣屏東市端正里中華路５０號 李國宏 耳鼻喉科 08-7669471



六、萬年溪醫療群 院所地址 負責人 科別 電話

*小太陽兒科聯合診所 屏東市建豐路169號 陳妍蒔 小兒科 08-7379591

林長興診所 屏東市廣東路72號 林長興 內科小兒科 08-7236266

健丞診所 屏東市華盛街1-28號 侯丞 內科小兒科 08-7530011

大同診所 屏東縣屏東市華盛街6-8號 林主仁 家醫科 08-7513376

阮昌晃診所 屏東縣屏東市華山里華山街１６９號 阮昌晃 婦產科 08-7364735

宋的祥診所 屏東縣屏東市北興里公裕街１５８號 宋的祥 小兒科 08-7651318

七、健康醫療群 院所地址 負責人 科別 電話

*黃志忠診所 屏東縣潮州鎮中山路33號 黃志忠 家醫科 08-7884486

黃志忠診所 屏東縣潮州鎮中山路33號 顏子評 家醫科 08-7884486

黃志忠診所 屏東縣潮州鎮中山路33號 鄭博仁 家醫科 08-7884486

上好診所 屏東縣潮州鎮四維路266號 嚴啟峯 內科 08-7861900

賴家醫科診所 屏東縣萬巒鄉褒忠路１２６號 賴作樑 08-7814069

張記懷小兒科診所 屏東縣潮州鎮朝昇路304號 張記懷 小兒科 08-7894225

張耳鼻喉科診所 屏東縣潮州鎮新生路３３號 張正忠 耳鼻喉科 08-7882248

曾宏智診所 屏東縣潮州鎮三共里朝昇路257號 曾宏智 08-7800258

八、保健醫療群 院所地址 負責人 科別 電話

曾競鋒診所 屏東市廣東路1020號 曾競鋒 內科 08-7324355

曾競鋒診所 屏東市廣東路1020號 黃亮維 08-7324355

張文瑞診所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81號 張文瑞 內科 08-7666631

現代婦產科 屏東縣屏東市勝利里自由路504號 吳道光 婦產科 08-7329009



恆安骨科 屏東縣屏東市勝利里自由路508號 洪煌煌 骨科 08-7339966

麟洛社區診所 屏東縣麟洛鄉麟趾村中山路375號 陳奕叡 內科 08-7220117

*華林耳鼻喉科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路526號 林荏志 耳鼻喉科 08-7368818

衡一復健科診所 屏東縣屏東市光榮里公園西路12號 許碩堯 復健科 08-7322612

九、忠孝醫療群 院所地址 負責人 科別 電話

*華正診所 屏東市華正路6號 董豐裕 心臟內科、內科 08-7378806

陳亮銘內科診所 屏東市公裕街160號 陳亮銘 急診醫學科、內科 08-7666551

杜婦產科診所 屏東市重慶路103號 杜偉雄 婦產科 08-7668095

李福國耳鼻喉科診所 屏東市中正路462號 李福國 耳鼻喉科 08-7383846

明正耳鼻喉科診所 屏東市勝利路204-3號 余昊璋 耳鼻喉科 08-7331199

明正耳鼻喉科診所 屏東市勝利路204-3號 張碩斌 內科 08-7331199

明正耳鼻喉科診所 屏東市勝利路204-3號 林明正 耳鼻喉科 08-7331199

宇安診所 屏東縣屏東市豐源里廣東路114號 鍾宇杰 內科 08-7217622

海豐診所 屏東縣屏東市海豐街36-5號 許宗達 家庭醫學科 08-7387135

十、南屏社區醫療群 院所地址 負責人 科別 電話

枋寮衛生所 屏東縣枋寮鄉枋寮村德興路77號 康孝明 08-8782940

來義衛生所 屏東縣來義鄉古樓村中正路90號 歸明德 08-7850103

七佳診所 屏東縣春日鄉七佳村自強一路１號 吳明洲 08-8792093

佳和診所 屏東縣佳冬鄉佳冬村佳和路98之1號 林景般 08-8660445

十一、幸福安康社區醫療群院所地址 負責人 科別 電話



鹽埔鄉衛生所 屏東縣鹽埔鄉鹽北村勝利路187號 陳欽凡 08-7932474

*麟洛鄉衛生所 屏東縣麟洛鄉麟蹄村中山路156－1號 施泰銓 08-7221152

永興診所 屏東縣鹽埔鄉振興村中正路５４號 潘永大 08-7021343

麟洛鄉衛生所 屏東縣麟洛鄉麟蹄村中山路156－1號 施泰銓 08-7221152

宋金峰家庭醫學科診所 屏東縣三地門鄉青山村民族巷52號 宋金鋒 08-7964993

十二、屏東樂活社區醫療群院所地址 負責人 科別 電話

李洮俊診所 屏東市民族路130號 李洮俊 08-7668901

李洮俊診所 屏東市民族路130號 林昆正 08-7668901

藍文君診所 屏東市廣東路396號 藍文君 08-8008077

藍文君診所 屏東市廣東路396號 歐吉性 08-8008077

洮俊診所 屏東市廣東路396號 張毓泓 08-8008005

洮俊診所 屏東市廣東路396號 楊聖珊 08-8008005

晨安診所 屏東縣瑪家鄉北葉村風景1-3號 林信安 08-7991787

晨心診所 屏東縣瑪家鄉北葉村風景1-3號 黃俊賢 08-7991787

三地門衛生所 屏東縣三地門鄉行政街4號 陳曉涵

瑪家衛生所 屏東縣瑪家鄉北葉村風景巷86號 江麗香 08-7991164

十三、樂活 院所地址 負責人 科別 電話

張道明診所 屏東市廣東路396號 張道明 08-8008074

瑞光診所 屏東縣長治鄉香楊村瑞光路一段729號 張圖豪 08-7217515

蘇耳鼻喉科診所 屏東縣屏東市永福路號56號 蘇基勳 08-7653056

里港晨安診所 屏東縣里港鄉永春村中山路74號1樓 楊迪維 08-7756111



潮州欣安禾 屏東縣潮州鎮三星路198號 李宗修 08-7801155

潮州欣安禾 屏東縣潮州鎮三星路198號 謝惠如 08-7801155

十四、恆春樂活 院所地址 負責人 科別 電話

真善美診所 屏東縣潮州鎮榮祥路90號 胡德偉 08-7895123

真善美診所 屏東縣潮州鎮榮祥路90號 崔煥文 08-7895123

恆春衛生所 屏東縣恆春鎮文化路78號 郭仁雄 08-8892140

牡丹衛生所 屏東縣牡丹鄉石門路19號 鄭泰春 08-8831013

戴外科診所 屏東縣恆春鎮中正路150號 戴鐵雄 08-8892175

邱外科 屏東縣恆春鎮恆南路209號 邱達海 08-8892797

邱外科 屏東縣恆春鎮恆南路209號 邱楠達 08-8892797

簡武正診所 屏東縣恆春鎮中正路240號 簡武正 08-8896157

安康診所 屏東縣滿州鄉中山路40號 陳昭穆 08-8801928

陳義銘診所 屏東縣恆春鎮西門路108號 陳義銘 08-8883336

十五、屏中醫療群 院所地址 負責人 科別 電話

霧台衛生所 屏東縣霧台鄉霧台村神山巷68號 康孝明 外科 08-7902232

瑪家診所 屏東縣瑪家鄉三和村美園巷41號 周譚正 麻醉科 08-7993188

蕭文熙診所 屏東縣內埔鄉內田村廣濟路149號 蕭文熙 內科 08-7692999

世昌診所 屏東縣長治鄉潭頭村潭頭路251號 邱志賢 外科 08-7238648

杏元診所 屏東縣高樹鄉高樹村南興路58-1號 陳賢章 內科 08-7967788

*重仁診所 屏東縣瑪家鄉三和村美園巷90號 陳重仁 家醫科/內科 08-7995959



重仁診所 屏東縣瑪家鄉三和村美園巷90號 康啟杰 家醫科/內科 08-7995959

豐田育晨診所 屏東縣內埔鄉豐田村中正路340號 張國強 家醫科 08-7782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