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療院所加入居家醫療照護名單 

行政區 機構名稱 登記科別 電話 

仁愛區 

平安診所 西醫一般科 (02)24260767 

懷仁診所 
耳鼻喉科、西醫一

般科 

(02)24223597 

 

王孟俊診所 家庭醫學科 (02)24293128 

仁祥診所 

內科、家庭醫學

科、復健科、眼科、

神經科 

(02)24232111 

 

王俊傑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2)24253660 

 

林耳鼻咽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2)24229646 

林內兒科診所 兒科、內科 (02)24277326 

李任堅小兒科診所 兒科 (02)24269096 

楊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2)24245212 

楊光復健診所 復健科 (02)24292288 

王大夫診所 內科 (02)24233769 

長泰診所 西醫一般科 (02)24281171 

一元堂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2)24338790 

德勳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2)24261268 

李金澤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2)24223232 

良德堂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2)24274987 

姜晴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2)24292168 

聯合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2)24282669 

百草堂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2)24277381 

孫皮膚科診所 皮膚科 (02)24292288 

東大診所 兒科、內科 (02)24232992 

胡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2)24248736 

逍遙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2)24221200 

安基診所 內科 (02)24272345 

元翔診所 內科 (02)24216696 

高士振診所 內科 (02)24212288 

佳基內科診所 內科 (02)24215047 

佳冠內科診所 內科 (02)24251637 

松禾診所 內科 (02)24288928 

喜聖診所 內科 (02)24287378 

婁診所 內科、家庭醫學科 (02)24584498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9F%BA%E9%9A%86+%E5%B9%B3%E5%AE%89%E8%A8%BA%E6%89%80&rlz=1C1NHXL_zh-TWTW927TW927&oq=%E5%9F%BA%E9%9A%86+%E5%B9%B3%E5%AE%89%E8%A8%BA%E6%89%80&aqs=chrome..69i57j46i175i199i512.2726j0j15&sourceid=chrome&ie=UTF-8


暖暖區 

康合診所 西醫一般科 (02)24592200 

百會診所 西醫一般科 (02)24596677 

碇內診所 家庭醫學科 (02)24595878 

華碇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2)24591541 

醫療財團法人臺灣區煤礦業基金

會臺灣礦工醫院 
 (02)24579101 

正光診所 內科 (02)24569275 

七堵區 

廖內兒科診所 兒科、內科 (02)24564621 

佑仁聯合診所 外科、婦產科 (02)24562212 

惠安復健科診所 復健科 (02)24569908 

西華診所 西醫一般科 (02)24512942 

康博診所 西醫一般科 (02)24568800 

紀醫師診所 家庭醫學科 (02)24554195 

陳章文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02)24569772 

杏福診所 內科 (02)24528089 

和睦家診所 西醫一般科 (02)24523721 

佳緣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2)24568827 

慈靉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2)24568770 

阿蔓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2)24566859 

群健診所 外科 (02)24568190 

全安診所 西醫一般科 (02)24554997 

泰安內科診所 內科 (02)24552305 

李偉華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西醫一

般科 
(02)24348535 

安樂區 

李卓為診所 內科 (02)24332900 

百會長庚診所 內科 (02)24326660 

大德診所 西醫一般科 (02)24336695 

基隆長庚紀醫院  (02)24313131 

逢安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2)24332331 

同德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2)24337719 

聖康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2)24302899 

王孫斌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02)24248125 

中正區 

博群診所 西醫一般科 (02)24601356 

合成診所 家庭醫學科 (02)24632532 

彗恩診所 內科 (02)24289337 

黃勉倉醫師骨科診所 外科、骨科 (02)24277729 

馬德里診所 外科 (02)24603368 



陳怡穎皮膚科診所 皮膚科 (02)24276789 

林承興診所 家庭醫學科 (02)24694199 

晉安診所 西醫一般科、內科 (02)24268178 

八斗子診所 家庭醫學科 (02)24698789 

安瀾診所 婦產科 (02)24623389 

陳如儀兒科診所 兒科 (02)24259958 

仁人診所 西醫一般科 (02)24622294 

王立文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02)24278888 

聖母聯合診所 外科、泌尿科 (02)24694678 

漁工診所 耳鼻喉科 (02)24624802 

譚景文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02)24246688 

明和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2)24270836 

邵秉家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2)24277296 

忠生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2)24259972 

新昆明醫院  (02)24268106 

三軍總醫院基隆分院附設民眾診

療服務處  
(02)24633330 

陳益村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02)24246181 

陳字斌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2)24283080 

黃振國診所 家醫科 (02)24669255 

信義區 

王式鴻診所 西醫一般科 (02)24665050 

仁恩診所 西醫一般科 (02)24656136 

瀚翔骨科診所 外科、骨科 (02)24666063 

基隆市立慢性病防治所 西醫一般科 (02)24283844 

李上知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2)24274511 

瑞明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2)24661119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02)24292525 

萬方診所 西醫一般科 (02)24263358 

中山區 

安安診所 內科 (02)24377799 

聖德診所 家庭醫學科 (02)24293939 

安定診所 家庭醫學科、兒科 (02)24213279 

同仁堂中醫診所 中醫一般科 (02)24227077 

永安診所 西醫一般科 (02)24259947 

醫院(5家)西醫(71家)中醫(22家)          合   計(98家) 

備註：中醫診所不提供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民眾快篩陽性判定及診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