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東縣兒童臼齒窩溝封填/塗氟施作醫療院所名單
編號 鄉鎮(市)別
單位名稱
1 屏東市 三和牙醫診所
2 屏東市 上上牙醫診所
3 屏東市 千代牙醫診所
4 屏東市 千鼎牙醫診所
5 屏東市 大立牙醫診所
6 屏東市 大眾牙醫診所
7 屏東市 大衛牙醫診所
8 屏東市 仁友牙醫診所
9 屏東市 仁愛牙醫診所
10 屏東市 文心牙醫診所
11 屏東市 王牙醫診所
12 屏東市 世豐牙醫診所
13 屏東市 平正牙醫診所
14 屏東市 平安牙醫診所
15 屏東市 民族牙醫診所
16 屏東市 吃吃牙醫診所
17 屏東市 同心園牙醫診所
18 屏東市 吳牙醫診所
19 屏東市 呈霖牙醫診所
20 屏東市 杏林牙醫診所
21 屏東市 沐晴牙醫診所
22 屏東市 京大牙醫診所
23 屏東市 佳新牙醫診所
24 屏東市 周牙醫診所
25 屏東市 昇陽牙醫診所
26 屏東市 明成牙醫診所
27 屏東市 林世澤牙醫診所
28 屏東市 林雅俊牙醫診所
29 屏東市 金山牙醫診所
30 屏東市 金龍牙醫診所
31 屏東市 信吉牙醫診所
32 屏東市 屏東基督教醫院牙科
33 屏東市 恒康牙醫診所
34 屏東市 胡健華牙醫診所
35 屏東市 泰楠牙醫診所
36 屏東市 祝您健康牙醫診所
37 屏東市 國軍高雄總醫院屏東分院
38 屏東市 現代牙醫診所
39 屏東市 許地春牙醫診所
40 屏東市 陳伯甫牙醫診所
41 屏東市 博大牙醫診所
42 屏東市 富泉牙醫診所
43 屏東市 富群牙醫診所
44 屏東市 惠豐牙醫診所
45 屏東市 揚昇牙醫診所
46 屏東市 黃朝滿牙醫診所
47 屏東市 愛屏牙醫診所

住址
屏東市公園路19-3號
屏東市民學路36-3號
屏東市棒球路83號
屏東市華正路12號2樓
屏東市廣東路843號
屏東市民生路292之1號
屏東市建豐路229號
屏東市廣東路140號
屏東市豐榮里民享路23號
屏東市建豐路252號
屏東市安樂里福建路76號
屏東市忠孝路229-70號
屏東市林森路24號
屏東市林森路28-4號
屏東市民族路305-5號
屏東市民族路259號
屏東市自由路105號2樓
屏東市中山路36號
屏東市自由路675號
屏東市民生路67-8號
屏東市公園路25號2樓
屏東市信義路120-4號
屏東市信義路98-1號
屏東市中正路151-1號
屏東市公園東路161號
屏東市杭州街43號
屏東市和平路49號
屏東市林森路62號
屏東市自立路250號
屏東市公園西路40號
屏東市柳州街80號
屏東市大連路60號轉牙科
屏東市廣東路904號
屏東市中正路311號
屏東市崇禮里桂林街23號
屏東市興豐路153號
屏東市大湖路58巷22號
屏東市中山路131-1號
屏東市忠孝路138-17號1樓
屏東市中正路139號
屏東市華盛街3-3號
屏東市廣東路1320號
屏東市建豐路295號
屏東市民族路249號
屏東市大武路25號
屏東市忠孝路146號
屏東市濟南街12之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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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7320467
7238359
7557095
7370707
7329628
7323602
7380349
7228081
7223504
7367059
7325654
7335226
7224273
7224501
7337957
7661769
7550799
7333887
7343366
7213331
7327013
7331718
7655366
7661638
7210820
7333903
7530141
7327103
7224889
7663318
7326033
7352121
7342785
7373207
7327218
7387701
7560756#161
7321781
7343475
7330975
7510303
7335570
7385125
7325303
7561610
7340415
7343772

屏東縣兒童臼齒窩溝封填/塗氟施作醫療院所名單
編號 鄉鎮(市)別
單位名稱
48 屏東市 愛齒牙醫診所
49 屏東市 新晴牙醫診所
50 屏東市 新維牙醫診所
51 屏東市 源明牙醫診所
52 屏東市 葉君宇牙醫診所
53 屏東市 董誠哲牙醫診所
54 屏東市 維納斯牙醫診所
55 屏東市 趙文琛牙醫診所
56 屏東市 遠東牙醫診所
57 屏東市 慶生牙醫診所
58 屏東市 標緻牙醫診所
59 屏東市 潤生牙醫診所
60 屏東市 蔡尚義牙醫診所
61 屏東市 衛生署屏東醫院牙科
62 屏東市 鄭牙醫診所
63 屏東市 鄭裕民牙醫診所
64 屏東市 齒時齒刻牙醫診所
65 屏東市 臻禾齒顎矯正專科診所
66 屏東市 蕭牙醫診所
67 屏東市 優牙牙醫診所
68 屏東市 豐瑞牙醫診所
69 屏東市 寶健醫院
70 屏東市 蘋果聯盟牙醫診所
71 九如鄉 信一牙醫診所
72 九如鄉 維新牙醫診所
73 內埔鄉 健芳牙醫診所
74 內埔鄉 中興牙醫診所
75 內埔鄉 國泰牙醫診所
76 內埔鄉 外鐘牙醫(顎面外科專科)診所
77 內埔鄉 聚埔牙醫診所
78 內埔鄉 建男牙醫診所
79 內埔鄉 龍泉牙醫診所
80 竹田鄉 誼安牙醫診所
81 竹田鄉 和林牙醫診所
82 車城鄉 坪林牙醫診所
83 里港鄉 五福牙醫診所
84 里港鄉 上盛牙醫診所
85 里港鄉 健元牙醫診所
86 佳冬鄉 黃耀宏牙醫診所
87 來義鄉 家和牙醫診所
88 東港鎮 健銘牙醫診所
89 東港鎮 明昌牙醫診所
90 東港鎮 張道瑜牙醫診所
91 東港鎮 東杏齒科
92 東港鎮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牙科
93 東港鎮 聯盟東港牙醫診所
94 東港鎮 蔡牙醫診所

住址
屏東市中正路60號2F
屏東市中正路82號
屏東市民生路180號
屏東市林森路89號
屏東市中正路504號
屏東市民生路146號
屏東市廣東路282號
屏東市博愛路257號
屏東市台糖街27號
屏東市自由路515巷2號
屏東市端正里中華路51號
屏東市大連路15之5號
屏東市自由路418號
屏東市自由路270號
屏東市民生路49-16號
屏東市南京路25號
屏東市大豐路9號2F
屏東市民和路80號
屏東市廣東路668號
屏東市勝利路258-1號
屏東市仁愛路187號
屏東市建豐路126號
屏東市信義路143-12號
屏東縣九如鄉九如路二段7鄰137號
屏東縣九如鄉維新街142之3號
屏東縣內埔鄉內田村廣濟路123號
屏東縣內埔鄉內埔村中興路137號
屏東縣內埔鄉內埔村文化路217號
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壽比路223號
屏東縣內埔鄉勝光路71-1號
屏東縣內埔鄉廣濟路199號
屏東縣內埔鄉龍泉村原勝路121號
屏東縣竹田鄉中正路167-1號
屏東縣竹田鄉西勢村龍南路29-4號
屏東縣車城鄉中山路42號之1
屏東縣里港鄉太平村中山路67號
屏東縣里港鄉里港路41號
屏東縣里港鄉春林村里港路15、17號
屏東縣佳冬鄉玉光段中山路75號
屏東縣來義鄉古樓村中正路2之3號
屏東縣東港鎮中山路127之2號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233號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258號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一段1號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一段210號
屏東縣東港鎮光復路一段43號
屏東縣東港鎮光復路二段5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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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7337855
7388082
7335795
7660987
7365130
7223961
7361878
7661907
7562199
7339235
7323101
7366707
7385362
7363011#2275
7229168
7323883
7550797
7237129
7360131
7345828
7365371
7665995#2018
7335999
7394187
7395648
7790750
7792197
7781968
7788661
7786723
7692193
7709476
7712011
7690102
8825400
7752071
7750956
7757180
8667216
7850204
8324439
8311328
8323439
8310505
8329966
8338877
8352711

屏東縣兒童臼齒窩溝封填/塗氟施作醫療院所名單
編號 鄉鎮(市)別
單位名稱
95 東港鎮 溫品牙醫診所
96 東港鎮 和春牙醫診所
97 東港鎮 林昭元牙醫診所
98 東港鎮 安信牙醫診所
99 枋寮鄉 建安牙醫診所
100 枋寮鄉 顏牙醫診所
101 枋寮鄉 眾華牙醫診所
102 枋寮鄉 建興牙醫診所
103 枋寮鄉 王勝志牙醫診所
104 林邊鄉 協福牙醫診所
105 林邊鄉 風華林邊牙醫診所
106 林邊鄉 華泰牙醫診所
107 林邊鄉 永信牙醫診所
108 長治鄉 長興牙醫診所
109 長治鄉 幸福牙醫診所
110 南州鄉 林牙醫診所
111 南州鄉 陽銘牙醫診所
112 恆春鎮 大仁牙醫診所
113 恆春鎮 上佑牙醫診所
114 恆春鎮 恆春基督教醫院牙科
115 恆春鎮 恆美牙醫診所
116 恆春鎮 頂好牙醫診所
117 恆春鎮 伊利諾牙醫診所
118 琉球鄉 真心牙醫診所
119 琉球鄉 琉球鄉衛生所
120 高樹鄉 新美牙醫診所
121 高樹鄉 黃牙醫診所
122 高樹鄉 救生牙醫診所
123 新園鄉 新閱牙醫診所
124 新園鄉 時承牙醫診所
125 新園鄉 天成牙醫診所
126 新園鄉 吉田牙醫診所
127 新園鄉 十方牙醫診所
128 新園鄉 清雲牙醫診所
129 萬丹鄉 萬丹牙醫診所
130 萬丹鄉 哈佛牙醫診所
131 萬丹鄉 伍牙醫診所
132 萬丹鄉 政賓牙醫診所
133 萬丹鄉 陽明牙醫診所
134 萬丹鄉 張信生牙醫診所
135 萬丹鄉 維美牙醫診所
136 萬巒鄉 白牙醫診所
137 瑪家鄉 三禾牙醫診所
138 潮州鎮 徐聰俊牙醫診所
139 潮州鎮 Abc潮州牙醫診所
140 潮州鎮 柯牙醫診所
141 潮州鎮 超群牙醫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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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址
屏東縣東港鎮光復路三段180號
屏東縣東港鎮新勝街109號
屏東縣東港鎮新勝街170號
屏東縣東港鎮興台里中山路1之9號
屏東縣枋寮鄉中山路106號
屏東縣枋寮鄉中山路176號
屏東縣枋寮鄉民族路60號2樓
屏東縣枋寮鄉勝利路56號
屏東縣枋寮鄉德興路83號
屏東縣林邊鄉中山路146號
屏東縣林邊鄉中山路319號1、2樓
屏東縣林邊鄉中林路1號
屏東縣林邊鄉仁和村中山路277-1號
屏東縣長治鄉復興路10號
屏東縣長治鄉瑞源路35號
屏東縣南州鄉七塊路143號
屏東縣南州鄉三民路261號
屏東縣恆春鎮中正路154號
屏東縣恆春鎮北門路39巷6號
屏東縣恆春鎮恆西路21號
屏東縣恆春鎮恆西路33巷20號
屏東縣恆春鎮新興路86號
屏東縣恆春鎮曉南路3號
屏東縣琉球鄉中山路43-5號
屏東縣琉球鄉中山路51號
屏東縣高樹鄉南興路141號
屏東縣高樹鄉興中路366-5號
屏東縣高樹鄉興中路41號
屏東縣新園鄉仙吉村仙吉路211號2樓
屏東縣新園鄉仙吉村仙吉路42巷1弄65號
屏東縣新園鄉仙吉村仙吉路88號
屏東縣新園鄉仙吉村市場巷28號
屏東縣新園鄉南興路231號
屏東縣新園鄉新園村新南路472號
屏東縣萬丹鄉中興路二段657號
屏東縣萬丹鄉和平東路29號
屏東縣萬丹鄉社皮路二段590號
屏東縣萬丹鄉萬丹路一段130號
屏東縣萬丹鄉萬丹路一段372號
屏東縣萬丹鄉萬丹路一段410號
屏東縣萬丹鄉萬壽路二段249號
屏東縣萬巒鄉中正路22-3號
屏東縣瑪家鄉三和村美園46-3號
屏東縣潮州鎮力行巷12號
屏東縣潮州鎮中山路158號
屏東縣潮州鎮中山路5巷1之1號
屏東縣潮州鎮中正路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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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8327278
8332242
8310265
8339342
8788613
8780896
8710205
8710742
8782349
8754065
8750002
8754234
8751965
7364367
7212641
8641970
8643598
8898190
8882766
8892293#815
8880220
8897393
8882943
8614383
8612513
7965330
7964994
7962516
8686033
8686690
8685519
8685822
8326338
8682543
7771447
7776890
7075381
7772022
7764877
7773740
7770078
7810515
7991689
7801166
7891559
7882140
7897733

屏東縣兒童臼齒窩溝封填/塗氟施作醫療院所名單
編號 鄉鎮(市)別
單位名稱
142 潮州鎮 蘋果牙醫診所
143 潮州鎮 羅牙醫診所
144 潮州鎮 光華牙醫診所
145 潮州鎮 朱牙醫診所
146 潮州鎮 南一牙醫診所
147 潮州鎮 潮州牙醫診所
148 潮州鎮 朝昇牙醫診所
149 潮州鎮 陳牙醫診所
150 潮州鎮 錦祥牙醫診所
151 潮州鎮 阮馨慧牙醫診所
152 潮州鎮 宏昇牙醫診所
153 潮州鎮 祥慶牙醫診所
154 麟洛鄉 宇晴牙醫診所
155 麟洛鄉 麟洛牙醫診所
156 麟洛鄉 鵬皓牙醫診所
157 鹽埔鄉 麗安牙醫診所
158 鹽埔鄉 大統牙醫診所

住址
屏東縣潮州鎮公園路29號
屏東縣潮州鎮四維路92號
屏東縣潮州鎮光華路100號
屏東縣潮州鎮延平路143號
屏東縣潮州鎮常春路31號
屏東縣潮州鎮清水路11-1號
屏東縣潮州鎮朝昇路237-2號
屏東縣潮州鎮朝昇路270號
屏東縣潮州鎮新生路14號
屏東縣潮州鎮新生路33號
屏東縣潮州鎮興隆路119號
屏東縣潮州鎮興隆路138號
屏東縣麟洛鄉中山路310號
屏東縣麟洛鄉中山路345號
屏東縣麟洛鄉仁愛街22號
屏東縣鹽埔鄉維新路73-4號
屏東縣鹽埔鄉鹽中村勝利路41之3號

第 4 頁，共 4 頁

110.10.25更新

電話
7898080
7884046
7896584
7881820
7889879
7886998
7890900
7882542
7890686
7882248
7808926
7805588
7212098
7231380
7237751
7932629
79378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