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部
委託單位

電話

地址

長庚安醫事檢驗所

02-2561-3297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143號

吉林醫事檢驗所

02-2551-5494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244號1樓

玉山醫事檢驗所

02-2505-5111

台北市長春路247號1樓

中山X光醫事檢驗所
民生醫學檢驗院

02-2555-7231

台北市南京西路216號

02-2769-8340

台北市民生東路5段218號

車參薇小兒科診所

02-2577-0101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195號1樓

中華醫事檢驗所

02-2351-0588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二段127號2樓

國泰醫學檢驗院

02-237-11431

台北市萬華區貴陽街2段102號

杏聯醫事檢驗所

02-2302-3080

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二段156號

宏恩醫事檢驗所

02-2371-3946

台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一段87號

中泰醫事檢驗所
信安醫事X光檢驗所

02-2301-2036

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2段323號

02-2381-6900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119號

永春醫事檢驗所

02-2766-3967

台北市忠孝東路5段431號

三和醫事檢驗所
和平醫事檢驗所

02-2761-5827
02-2738-2092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230-1號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2段201號4樓

彭婦產科診所

02-2761-3829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185-4號

鴻儒醫檢

02-2872-6818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北路10-1號1樓

忠誠醫學檢驗所

02-2832-9479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14號

張智郁婦產

02-2874-0401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332-2號

元慶醫事檢驗所

02-8792-8456~8分機 21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13之20號4F

汐止-和平X光醫學檢驗所 02-2643-3788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2段378號2樓之1

統一x光檢驗所

02-2953-3888

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266號

健安醫學檢驗所

02-2968-4649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一段5巷19號

德全醫院 檢驗科

02-2961-3730轉16

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11號3樓

聖鴻醫學檢驗院

02-2255-9206

新北市板橋區陽明街2號

第一醫事放射所

02-2915-0263

新北市新店區光明街292號1樓

國華X光檢驗所

02-2941-8070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43號

永和醫學健檢中心

02-2924-1169

新北市永和區豫溪街10號

第一醫事放射所

02-2921-3595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一段4號

仁愛醫事檢驗所

02-2924-0750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633號1F

醫品醫事檢驗所

02-8226-3012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150號9樓之4

廣仁檢驗所
良明檢驗所

02-2240-0232
02-2222-4608

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65號1樓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150-26號1F

泰安醫事檢驗所

02-2941-6988

新北市中和區安樂路5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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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
中華醫事檢驗所

02-2262-6090

新北市土城區清水路276號1樓

廣川醫院 檢驗科

02-2261-7000分機213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276號

聯正醫事檢驗放射所

02-2260-4088

陽明醫學病理檢驗所
長安X光檢驗所

02-2673-8383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13號
新北市三峽區長泰街100號

02-2682-8209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1段176號

樹林-仁愛醫院 檢驗科

02-8687-3385

新北市樹林區文化街9號

惠民醫事檢驗所

02-2679-0308

新北市鶯歌區建國路210巷6號

三重X光檢驗所
仁義醫事檢驗所

02-2982-4892
02-29819711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310-4號1樓

亞東醫事檢驗所

02-2991-6111

新北市三重區仁義街325號1樓
新北市新莊區復興路一段111號

和興醫事檢驗所

02- 8201-2283

新北市新莊區富國路138號

新泰綜合醫院

02-2996 2121分機2298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157號

民泰醫事檢驗所

02-2994-9892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71號

台灣優品醫事檢驗所

02-2992-7676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262號

仁人X光檢驗院

02-2282-9686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74號

新明醫事檢驗所

03-422-1700

桃園市中壢區廣安街11號

新新x光醫學檢驗院

03-422-0512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614號

劉醫事檢驗所

03-422-0151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651號

宏春醫事檢驗所

03-493-8585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325號

邱醫事檢驗所

03-426-9379

桃園市中壢區裕民街9號

陳醫事檢驗所

03-425-5255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641號

祐明醫學病理檢驗所

03-450-5805

桃園市平鎮區龍興里龍南路29號

龍譚醫事檢驗所

03-479-2580

桃園市龍潭區東龍路274號

德龍醫事檢驗所

03-479-5313

桃園市龍潭區北龍路259號

楊梅醫事檢驗所

03-478-3018

桃園市楊梅區山東街110號

中山醫事檢驗所

03-337-4497

桃園市民生路432號

國泰醫事檢驗所
中華醫事檢驗所

03-355-8232
03-333-8812

桃園市中正路643號
桃園市民生路372號

東方醫事檢驗所

03-333-2020

桃園市永安路39號

中興醫事檢驗所

03-332-5043

桃園市民族路118號

大同醫事檢驗所

03-334-6477

桃園市廣文街23號

亞聯X光醫事檢驗所

03-301-3700

桃園市大興西路二段76巷5號

遠東醫事檢驗所

03-331-1130

桃園市中山路206號

杏安醫學檢驗所

03-362-9994

桃園市桃鶯路369號

台灣優品醫事檢驗所

03-218-3388

桃園市國際路一段136號號1樓

榮恩婦產科診所

03-387-4556

桃園市大溪區信義路48-5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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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
長春醫事檢驗所

03-578-0314

新竹市光復路一段544巷27弄6號

劍橋醫事檢驗所

03-531-0257

新竹市光華東一街12號2樓

中興醫事檢驗所

03-521-6876

新竹市中正路67巷8號

陽明醫事檢驗所

新竹市民族路24號

大東X光檢驗院
大成醫事檢驗所

03-524-7375
03-596-3732
03-595-1176

國光醫學檢驗中心

03-551-5858

新竹縣竹北市三民路346號

達興醫事檢驗所

03-551-3232

新竹縣竹北市中山路278號

王醫事檢驗所

03-599-2682

新竹縣湖口鄉民族街78號

立登醫事檢驗所

03-736-0960

苗栗市國華路911號

李偉檢驗所

03-746-9454

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151號

立仁檢驗所

03-767-6656

苗栗縣頭份鎮中山路159號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一段283號
新竹縣竹東鎮興農街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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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
委託單位

電話

地址

統一醫事檢驗所

04-2223-2881

台中市中區公園路30-4號

黃迎凱婦產科

04-2223-8388

台中市中區光復路56號

林森醫院 檢驗科

04-2222-7800

台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52之1號

三大醫事檢驗所

04-2295-0098

台中市西區漢口路三段58號

億立健醫事檢驗所

04-2471-9578

台中市西區精誠路273號

日健診所

04-2329-6899分機24

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2段218號17樓

世醫醫事檢驗所

04-2328-2697

台中市西區館前路55號2樓之3

明生醫事檢驗所

04-2329-4646

台中市西區東興路3段282號

家妍診所(原德安婦產科) 04-2328-8885分機180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65號
世博醫事檢驗所

04-2301-0191分機12

台中市西區向上路1段136號

賽亞健康醫事檢驗所

04-2471-9977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82號

聯華醫事檢驗所

04-2233-3502

台中市進化北路348號

華濟醫事檢驗所

04-2360-9849

台中市進化路321號

來來病理檢驗所

04-2224-8815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113號

吉祥醫事檢驗所

04-2208-0837

台中市北區忠明路392號

宏昌醫事檢驗所

04-2205-7046

台中市北區健行路640號

長元醫事檢驗所

04-2295-4868

台中市北區中清路一段526號

國生醫學病理檢驗院

04-2201-9756

台中市北區五權路207號

大同醫事檢驗所

04-2233-0980

台中市北屯區進化北路26號

高品醫事檢驗所

04-2232-7780分機211 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一段258號

國光檢驗所

04-2291-7596

台中市北屯區中清路二段220號

泰安醫事檢驗所
全威醫事檢驗所

04-2316-3931
04-2462-3366

台中市西屯區華美西街2段329號
台中市西屯區福雅路116號

愛鄰醫事檢驗所

04-2313-1273

台中市西屯區漢口路二段10號

順祥醫事檢驗所

04-2336-1227

台中市烏日區光日路155號

民安醫事檢驗所

04-2338-1387

台中市烏日區中山路2段254號

安信醫事檢驗所

04-2336-9522

台中市烏日區中山路1段404號

蔡廷新醫事檢驗所

04-2562-9797

台中市神岡區神清路26號(神岡鄉農會斜對面)

中興醫事檢驗所

04-2562-5240

台中市神岡區社南里昌平路5段369號

光田醫事檢驗所

04-2279-5636

台中市太平區太平路606號

林醫事檢驗所

04-2523-9811

台中市豐原區中山路490號

全國醫事檢驗所

04-2524-2763

台中市豐原區忠孝街35號

國際檢驗所

04-2522-4950

台中市豐原區信義街89號

清泉醫院

04-2560-6977

台中市大雅區雅潭路178號

三福醫事檢驗所

04-2662-7079

台中市沙鹿區沙鹿里大同街114巷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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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醫事檢驗所

04-2631-8969

童綜合醫院

04-2658-1919分機4502 台中市梧棲區台灣大道八段699號

新泰宜婦幼醫院

04-9222-7787分機1401 南投縣民間鄉彰南路571-1號

貝爾醫事檢驗所

04-9224-6459

南投市彰南路2段27號

草屯X光檢驗所

04-9233-3264

南投縣草屯鎮中山街175號

進安醫事檢驗所
美美醫事檢驗所

04-9233-3879
04-9298-0818

南投縣草屯鎮敦和里敦和路45-2號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二段330號

惠民醫事檢驗所

04-738-6241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一段425號

新中山醫事檢驗所

04-723-2355

彰化縣彰化市光復路45號

東林醫事檢驗所

04-726-6436

彰化市民生路218號

永豐醫事檢驗所

04-722-0907

彰化縣彰化市長興街106號

聯合醫事檢驗所

04-722-3778

彰化市三民路210號

英麟醫事檢驗所

04-768-2915

彰化縣秀水鄉彰水路二段406號

中山醫事檢驗所

04-755-2938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六段208號

中台醫事檢驗所

04-755-8020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5段91號

台安醫事檢驗所

04-832-1909

彰化縣員林鎮南昌路37-2號

郭醫事檢驗所

04-832-6855

彰化縣員林鎮雙平路12號

伍倫綜合醫院

04-832-6161分機801

彰化縣員林鎮中正路201號

賴醫事檢驗所

04-832-9681

彰化縣員林鎮中山路二段225號

國際醫事檢驗所

04-835-3007

彰化縣員林鎮中正路571號

中映醫事X光檢驗所

04-896-0760

彰化縣二林鎮東和里斗苑路5段178號

慶鴻檢驗所
永安X光醫學檢驗院

05-693-8489
05-632-3168

雲林縣麥寮鄉中山路138號
雲林縣虎尾鎮福民路75號

郭醫事檢驗所

05-6333246

雲林縣虎尾鎮光復路446號

全民醫學檢驗中心

05-782-6969
05-533-8925

雲林縣北港鎮大同路619號
雲林縣斗六市信義里鎮北路17號

豐成醫事檢驗所

台中市龍井區遊園南路272號

05-596-1988
杏昌檢驗所
健康醫事檢驗所(西螺店) 05-587-5696

雲林縣斗南鎮南昌路56號
雲林縣西螺鎮公正一路94號

健康醫事檢驗所(斗六店) 05-537-1800

雲林縣斗六市太平路17號

德育X光醫事檢驗所

05-374-6695

嘉義縣新港鄉中山路113號

朴子醫事檢驗所

05-379-2341

嘉義縣朴子市黎明路72號之3

信安醫事檢驗所

05-379-1878

嘉義縣朴子市新榮路109號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05-275-6000分機3920 嘉義市大雅路二段565號

靜平醫事檢驗所

05-228-6222

嘉義市公明路259號

祐健醫事檢驗所

05-225-6977

嘉義市民族路268巷7號

展望醫事檢驗所

05-223-5142

嘉義市仁愛路347號4F5

聯合醫事檢驗所

05-227-2995

嘉義市公明路27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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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
委託單位

電話

地址

第一醫學病理檢驗所

06-632-2604

台南市新營區康樂街63之1號

新國泰醫事檢驗所

06-633-4716

台南市新營區三民路104之3號

新化X光醫事檢驗所

06-590-4788

台南市新化區中山路287號

南光病理檢驗所

06-583-8591

台南市善化區和平路179號

大統醫事檢驗所

06-230-1286

台南市歸仁區中正南路1段9號

麻豆醫事檢驗所

06-572-2483

仁愛醫事檢驗所

06-267-3209

台南市麻豆區興國路16號
台南市東門路2段220號

博仕醫事檢驗所

06-237-9988

台南市東門路2段203號

大眾醫學病理檢驗所

06-251-1117

台南市公園路585-2號

寶健醫事檢驗所

06-281-5562

台南市北區北成路29號

慶和醫事檢驗所

06-226-5585

台南市友愛東街38號

亞洲醫學病理檢驗

06-227-0905

台南市北門路1段22號

眾民醫事檢驗所

06-264-3335

台南市南區金華路二段248號

民眾醫事檢驗所

06-258-3233

台南市中區文賢路235號

台南-遠東醫事檢驗所

06-227-2827

台南市中區民權路一段256號

尚捷醫事檢驗所

06-250-5055

台南市海佃路1段32號

陽明醫事檢驗所/台南

06-209-2210

台南市東豐路494號

仁德檢驗所

06-279-1728

台南市仁德區中山路561號

亞洲醫事檢驗所

07-287-1860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二路59號

陳醫事檢驗所

07-351-5249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9號

潘X光醫事檢驗所

07-351-3362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343號

乃榮醫院 檢驗科

07-761-3151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228號

中興醫事檢驗所

07-331-3385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219號

忠台醫事檢驗所

07-334-8882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353號

瑞豐醫事檢驗所

07-711-0780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190號

三華醫事檢驗所

07-332-7352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二路479號

大統醫學檢驗所

07-551-0044

高雄市鹽埕區田單街36號

優品醫事檢驗所

07-382-2690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80號17樓之2

仁智醫事檢驗所

07-711-1101

高雄市三多二路240號

聯合醫事檢驗所

07-315-5758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583號3樓

德謙醫院 衛教處

07-321-0981分機150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18號

健康醫事檢驗所

07-382-4122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79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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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
看見醫事檢驗所

07-312-5931

高雄市三民區龍江街8號

和醫醫事檢驗所

07-316-3951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33號

崇仁醫事檢驗所
忠孝醫事檢驗所

07-384-3793
07-390-7508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312巷59號
高雄市三民區修武街17號

國際醫事檢驗所

07-697-2875

高雄縣路竹鄉忠孝路20號

中原醫事檢驗所

07-626-5544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路62-3號

路竹長庚醫事檢驗所

07-696-1357

高雄縣路竹鄉忠孝路33號

國仁醫事檢驗所

07-611-3841

高雄市橋頭區成功路112號

鳳山-遠東醫事檢驗所

07-746-2819

高雄市鳳山區自由路28號

鳳山-中心醫事檢驗所

07-747-9171

高雄縣鳳山市經武路22號

屏東基督教醫院

08-736-8686分機1414

屏東市大連路60號

屏東醫院婦產科

08-736-3011分機2136

屏東市自由路270號

龍安X光醫事檢驗所

08-737-4348

屏東縣屏東市太平里濟南街8之8號

潮州醫事檢驗所

08-788-2526.

屏東縣潮州鎮新生路2-1號

屏東安和醫院

08-765-1828分機308

屏東市自由路598號3樓 護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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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
委託單位

電話

地址

國際醫事檢驗所

03-960-3039

宜蘭縣羅東鎮光榮路342之2號

台灣醫事X光檢驗所

03-954-3127

宜蘭縣羅東鎮和平路101號

正大醫事檢驗所

03-932-3747

宜蘭市聖後街180號

蘭陽仁愛醫院

03-932-1888分機6102 宜蘭市中山路2段260號

陽明大學附設醫院檢驗科病毒室 03-932-5192分機3217 宜蘭市新民路152號C棟2樓
聯合醫學檢驗所

03-833-6795

花蓮市中華路373-7號

東部醫事放射所

03-832-2482

花蓮市中正路418號

南昌檢驗所

03-832-5718

花蓮市中華路188號

政芳醫事檢驗所

03-888-2683

花蓮縣玉里鎮中興街14號

大統醫事檢驗所/台東

08-933-9181

台東市更生路249號

國際醫事檢驗所

08-932-3568

台東市光明路16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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