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兒科
編號 機構名稱

鄉鎮

地址

電話

1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397號

03-5553503

2 健祥小兒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莊敬5街6號

03-5508198

3 游丞顯小兒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文興路一段78號1、2樓

03-6583300

4 麥建方小兒專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勝利五路27號

03-6577261

5 翁佩魁小兒專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勝利五路50號

03-6589331

6 柏安耳鼻喉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嘉豐六路一段31號1樓

03-6681531

7 張嘉榮診所(源興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1路392之1號1樓

03-5586859

8 謝連中診所(源興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1路392-1號

03-5586859

9 李克隆小兒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831號

03-5535505

10 陳壽祥小兒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303之2號

03-5535135

11 彭聖勇小兒科內科專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310號

03--5528720

12 傅仁良小兒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172號

03-5530106

13 彭福麒小兒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376號

03-5510032

14 洪瑞聰小兒專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成功八街100號

03-6676287

15 劉信志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一路242號

03-5586518

16 隆景耳鼻喉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莊敬三路80號1、2樓

03-6576445

17 曾文智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西路３１號

03-5553549

18 鄧永堅小兒科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東寧路三段101號

03-5950777

19 羅內科小兒科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東寧路三段33號

03-5969766

20 寶寶內科小兒科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東寧路三段108號

03-5966818

21 王仁俊小兒科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竹榮街31號

03-5100861

22 陽明小兒科耳鼻喉科聯合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三段170號

03-5942010
03-5947345

23 德安聯合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二段123號

24 張景隆小兒科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東峰路52號

03-5948399

25 崇光小兒專科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三段188號1樓

03-5959878

26 張國珍小兒科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北興路二段99號

03-5111352

27 王尹弘耳鼻喉科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三段五號一樓

03-5941175

28 富安診所

芎林鄉

新竹縣芎林鄉文林村文昌街129號

03-5924669

29 林沈鎔診所

湖口鄉

新竹縣湖口鄉中正路一段62號

03 5908576

30 彭及江家庭醫學科診所

湖口鄉

新竹縣湖口鄉民權街３６之４號

03-5901686

31 趙明志診所

湖口鄉

新竹縣湖口鄉中正路一段115號

03-5904636

32 陳興閣內科小兒科診所

新埔鎮

新竹縣新埔鎮中正路518號

03-5886281

33 吳家仁小兒科診所

新豐鄉

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245號

03 5575302

34 永杏小兒科診所

新豐鄉

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75號1樓

03-5572775

35 謝小兒科內科診所

關西鎮

新竹縣關西鎮正義路34號

03-5872200

備註/網址

小兒

腸胃.小兒科

耳鼻喉科
編號 機構名稱

鄉鎮

地址

電話

1 廖耳鼻喉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三民路449號

03-5518222

2 劉智暉耳鼻喉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中山路529號

03-5551500

3 曾文鎮耳鼻喉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三民路244號

03-5528603

4 宏仁耳鼻喉專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東路265號

03-5558699

5 林銘淞耳鼻喉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民權街39號

03-6560060

6 柏安耳鼻喉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嘉豐六路一段31號1樓 03-6681531

7 啄木鳥耳鼻喉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莊敬三路39號1樓

03-6586586

8 國彥耳鼻喉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西路169號1樓

03-5559596

9 沛群耳鼻喉專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西路86號1樓

03-5557797

10 蘇明川耳鼻喉科診所

湖口鄉

新竹縣湖口鄉中央街28號

03-5902892

11 豐泰耳鼻喉科診所

新豐鄉

新竹縣新豐鄉學府街111號1樓

03-5575066

12 朱耳鼻喉科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東寧路三段95號

03-5943769

13 曾耳鼻喉科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一段269號

03-5962928

14 王尹弘耳鼻喉科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三段5號1樓

03-5941175

備註/網址

婦產科
編號 機構名稱

鄉鎮

地址

電話

1 黃婦產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475號

03-5515326

2 協和婦產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東路198號

03-5555887

3 邱永和婦產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中華路352號

03-5553910

4 陳倫平婦產專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三路190號1-4樓

03-5540011

5 竹仁婦幼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仁和街7號

03-5512882

6 艾微芙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文興路二段360號1-3樓

03-6589090

7 曾政德婦產科外科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三段62號

03 5953776

8 富田診所

湖口鄉

新竹縣湖口鄉鳳凰村大智路21號1、2樓

03-5976969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東寧路三段178號(1樓)

03-5102022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北興路二段79號1樓

03-5961987

9 許衡湘婦產科診所
10 佳和婦產科診所
11 健安婦產科診所

新豐鄉

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297號

03-5596608

12 泰生婦產科診所

新豐鄉

新竹縣新豐鄉泰安街11號

03-5575522

13 傅國維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一段208號

03-5958898

備註/網址

有接生業務

復健及骨外科
編號 機構名稱

鄉鎮

地址

電話

1 鄭新景骨科外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247號

03-5535260

2 仁和復健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一路238號

03-5586126

3 第一聯合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仁義路188號

03-5541133

4 光明復健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莊敬5街11號

03-6583298

5 慶源復健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三路65號1、2樓

03-5589686

6 康青骨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東路218號1樓

03-5551156

7 涂富籌復健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科大一路20號1樓

03-5585018

8 葉治威外科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東寧路三段21號

03-5956969

9 劉外科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竹榮街35號１樓

03-5963320
03 5941213

10 藍青復健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興農街2號

11 中央聯合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信義路145號

03-5966100

12 新湖復健科診所

湖口鄉

新竹縣湖口鄉中山路二段50巷38號

03-5992572

13 祐嘉骨外科診所

湖口鄉

新竹縣湖口鄉中正路一段169號

03-6992867

14 張復健科診所

新豐鄉

新竹縣新豐鄉文林街98號

03-5573567

15 祐寧骨外科診所

新豐鄉

新竹縣新豐鄉學府街116號1樓

03-5598760

16 祐大骨外科診所

關西鎮

新竹縣關西鎮中山路64號1、2樓

03-5171066

17 皇嘉骨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嘉豐二街一段19號1樓

03-6586720

18 涂富籌復健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科大一路20號1樓

03-5585018

備註/網址

血液透析
編號 機構名稱

鄉鎮

地址

電話

1 惠慎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九路9-15號1至3樓

03-6571515

2 安慎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長安路113號

03-5951011

3 康健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中豐路二段341號1至3樓

03-5102916

4 成功診所

湖口鄉

新竹縣湖口鄉成功路346、348號1至4樓

03-5990822

備註/網址

眼科
編號 機構名稱

鄉鎮

地址

電話

1 古有馨眼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東路281號

03-5518282

2 彭眼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三民路462號

03-5528588

3 新時代眼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東路208號1樓

03-5531888

4 竹安眼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237號

03-5583559

5 張仁祥眼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176號

03-5518777

6 麗明眼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文興路一段116號1、2樓

03-6675018

7 蘇眼科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二段93號

03-5963217

8 陳眼科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北興路二段73號

03-5950313

9 張世澤眼科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東寧路三段112號

03-5724148

10 關心眼科診所

關西鎮

新竹縣關西鎮明德路42號1樓

03-5878150

11 信安眼科診所

湖口鄉

新竹縣湖口鄉中正路一段189號

03-5904885

12 潔明眼科診所

新豐鄉

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251號

03-5578248

13 鄭聯合診所

湖口鄉

新竹縣湖口鄉中正路一段54號

03-5902481

備註/網址

眼科.皮膚科

皮膚及美容醫學科
編號 機構名稱

鄉鎮

地址

電話

1 劉家麟皮膚專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162號1樓

03-5513347

2 比漾皮膚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勝利一路9號1樓

03-6586463

3 何鈞軒皮膚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文喜街3號

03-5589788

4 賴義傑皮膚專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一路353號

03-5529590

5 人本美學整形外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207號

03-5583771

6 紐約整形外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自強南路8號11樓之1

03-6683651

7 愛爾麗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83號2樓

03-6565339

8 星和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一路236號2樓

03-6571179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一路179號1樓

03-5584868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高鐵七路65號3樓之6

03-6675547

9 麥茵茲美形診所
10 昕陽診所
11 禾風時尚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一路175號3樓

03-6572758

12 千才生伊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高鐵一路17號

03-6580567

13 凡登整形外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文興路一段39號1-2樓

03-5508362

14 赫斯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二路568號2樓

03-6573337

15 源興時尚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一路392號2樓

03-6573301

16 林皮膚科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商華街22號

03-5962819

17 吳冠興皮膚科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三段197號1樓

03-5961221

18 瑞絲得診所

新埔鎮

新竹縣新埔鎮文山路909巷26號2樓

03-5889968

19 林鴻欣皮膚科診所

新豐鄉

新竹縣新豐鄉建興路一段146之1號1樓 03-5590231

備註/網址

內科.家醫
編號 機構名稱

鄉鎮

地址

電話

1 泰千診所

五峰鄉 新竹縣五峰鄉大隘村126號

03-5851382

2 徐診所

北埔鄉 新竹縣北埔鄉北埔街105號

03-5802510

3 彭國楨診所

尖石鄉 新竹縣尖石鄉嘉樂村二鄰麥樹仁9號

03-5841335

4 嘉樂泰千診所

尖石鄉 新竹縣尖石鄉嘉樂村3鄰麥樹仁96號1樓

03-5842625

5 游恆懿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八街23號

03-5586721

6 潘昆瑩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285號1樓

03-5588322

7 曾文怡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西路31號1樓

03-5553549

8 文興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文興路二段90號1樓

03-6682725

9 楊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四維街222號

03-5514665

10 戴芳正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西路128號

03-5559399

11 曾文智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西路31號

03-5553549

12 崇美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三民路441號

03-5536797

13 瑞麟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中山路460號1樓

03-5536286

14 劉信志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一路242號

03-5586518

15 晨曦生活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嘉豐一街68號2樓

03-6588271

16 杏安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鳳崗路3段223號

03-5560889

17 智康泌尿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一路216號1、2樓

03-5586335

18 張建智內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565號1樓

03-5530055

19 王伯堅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一路170號1-2樓

03-5588638

20 正心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成功三路159號1樓

03-6685667

21 晉安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東路216號1樓

03-5511091

22 日康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自強南路179號1樓

03-6685663

23 普懷醫學診所
24 呂紹達內科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復興六路25號1樓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大同路19號

03-5966228

25 徐鈞平內科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二段89號

03-5966629

26 德安聯合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二段123號

03-5947345

27 松禾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仁愛路198號

03-5953318

28 黃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東寧路三段146號

03-5964379

29 傅國維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一段208號

03-5958898

30 鄧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大同路28號

03-5964495

31 和平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一段271號

03-5942777

32 新安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三段114號

03-5827621

33 崇安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中豐路二段186號

03-5952080

34 嘉良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東寧路三段51號

03-5965643

35 蕭景欽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3段176號1樓

03-5962885

36 弘康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東寧路三段197號1樓

03-5959785

37 工業技術研究院醫務室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195號52館

03-5916106

38 梅約內科診所
39 富安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三段160號1樓
芎林鄉 新竹縣芎林鄉文林村文昌街129號

03-5950982
03-5924669

40 平安診所

芎林鄉 新竹縣芎林鄉文衡路442號

03-5921678

41 彭及江家庭醫學科診所 湖口鄉 新竹縣湖口鄉民權街36之4號

03-5901686

42 林沈鎔診所

湖口鄉 新竹縣湖口鄉中正路一段62號

03-5908576

43 沈萬輝診所

湖口鄉 新竹縣湖口鄉中山路二段192號

03-5992086

44 朱先營診所

湖口鄉 新竹縣湖口鄉中正路一段27號

03-5998325

45 莊俊銘診所

湖口鄉 新竹縣湖口鄉中正路一段48號

03-5901579

46 陳岱全診所

湖口鄉 新竹縣湖口鄉中正路一段161號

03-5990993

備註/網址

腸胃.小兒科

腸胃.內科

腸胃科

47 趙明志診所

湖口鄉 新竹縣湖口鄉中正路一段115號

03-5904636

48 柯介仁診所

湖口鄉 新竹縣湖口鄉中央街36號

03-6992331

49 周診所

湖口鄉 新竹縣湖口鄉中山路二段96號

03-5900139

50 勝利診所

湖口鄉 新竹縣湖口鄉中興二巷1-5號1樓

03-5986960

51 祐健診所

湖口鄉 新竹縣湖口鄉10鄰中華路52號1樓

03-5972395

52 天主教聖母診所

湖口鄉 新竹縣湖口鄉忠孝路25號3樓

03-5993500轉2356

53 育創診所

湖口鄉 新竹縣湖口鄉安宅九街81號1樓

03-5977289

54 安康診所

新埔鎮 新竹縣新埔鎮下寮里義民路3段156巷90弄68號
03-5882888

55 葉甫盛診所

新埔鎮 新竹縣新埔鎮中正路698號

03-5891866

56 陳能照診所

新埔鎮 新竹縣新埔鎮中正路470巷3號1樓

03-5894915

57 范揚乾診所

新埔鎮 新竹縣新埔鎮中正路261號

03-5894992

58 陳逸鴻診所

新埔鎮 新竹縣新埔鎮中正路330號

03-5892354

59 陳武忠診所

新埔鎮 新竹縣新埔鎮中正路297號

03-5883883

60 遠東診所

新埔鎮 新竹縣新埔鎮文山里文山路369號

03-5882511轉7062

61 普濟診所

新豐鄉 新竹縣新豐鄉建興路二段766-1號1樓

03-5599141

62 林鴻志診所

新豐鄉 新竹縣新豐鄉建興路一段77號

03-5575733

63 廣慈診所

新豐鄉 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335號1樓

03-5576388

64 瀚華診所

新豐鄉 新竹縣新豐鄉重興村2鄰新市路3號

03-5576387

65 康馨診所

新豐鄉 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71號

03-5578686

66 長安診所

新豐鄉 新竹縣新豐鄉新庄路143號

03-5596975

67 正翔診所

新豐鄉 新竹縣新豐鄉建興路二段753號

03-5576671

68 胡兆陵診所

新豐鄉 新竹縣新豐鄉建興路一段154之6號一樓

03-5574331

69 羅世績診所

新豐鄉 新竹縣新豐鄉建興路一段154之10號

03-5593399

70 日興診所

關西鎮 新竹縣關西鎮中山路50號

03-5872156

71 朱內科診所

關西鎮 新竹縣關西鎮正義路120號

03-5876816

72 樹德診所

關西鎮 新竹縣關西鎮中山路42號

03-5872152

73 有田診所

關西鎮 新竹縣關西鎮正義路14號

03-5872307

74 十信診所

關西鎮 新竹縣關西鎮明德路55號1樓

03-5875290

75 小飛象醫師診所

關西鎮 新竹縣關西鎮中山路1-7號

03-5877828

76 陳興港診所

關西鎮 新竹縣關西鎮中山路62-1號1樓

03-5878688

77 哈佛診所

關西鎮 新竹縣關西鎮正義路62、64號1樓

03-5876123

78 民安診所

寶山鄉 新竹縣寶山鄉雙溪村寶新路一段49號

03-5292756

身心科
編號機構名稱

鄉鎮

地址

電話

1 六竹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嘉豐二街1段48號

03-5505550

2 安立身心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莊敬北路78號1、2樓

03-6577622

3 台齡身心診所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文信路376號1樓

03-5586857

4 陽光精神科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東榮路2號1樓

03-5942371

5 瑞安診所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中豐路二段190巷1號1樓03-5956630

備註/網址

新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