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院及診所地址電話資源查詢表 

救護車 救護車抵達學校距離及最短時間 

消防局舊庄分隊救護車 研究院路二段86號 02-2783 1453 消防隊至學校距離：2 公里；抵達學校最短時間： 7  分鐘 

消防局南港分隊救護車 台北市興中路6號 02-2783 7757 消防隊至學校距離：4.1 公里；抵達學校最短時間：12 分鐘 

聯安   民間救護車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63號4樓 02-2721 9595 消防隊至學校距離：13.4 公里；抵達學校最短時間：25 分鐘 

評鑑合格之地區教學（新制合格教學）之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名單 學校至醫院距離及最短時間(計程車)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87號 02-27861288 學校至醫院距離：6.4 公里 ； 最短時間：13-15 分鐘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二段325號 02-87923311 學校至醫院距離： 7.7 公里 ； 最短時間：20  分鐘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59巷2號地下4樓至地上12樓 02-26482121 學校至醫院距離： 9.1 公里 ； 最短時間： 24 分鐘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2號 02-27372181 學校至醫院距離：9.6 公里 ； 最短時間： 21 分鐘  

內兒科 學校至醫院距離及最短時間 

凱風診所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２段７４號 02-27839243 學校至醫院距離： 2.0 公里 ； 最短時間：5  分鐘 

黃家庭醫學科診所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１段１６１號 02-27820908 學校至醫院距離：2.1 公里 ； 最短時間： 8 分鐘 

李文珍小兒科診所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１段９９－１３號１樓 02-26511871 學校至醫院距離：3.1 公里 ； 最短時間： 9 分鐘  

資生堂醫院 台北市南港區新民街６４號 02-27867696 學校至醫院距離：3.7 公里 ； 最短時間：11  分鐘 

重陽診所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１３１號 02-26515755 學校至醫院距離：5.3 公里 ； 最短時間： 14 分鐘 

義仁兒科診所 台北市南港區玉成街１３８號１樓 02-26515929 學校至醫院距離：6.5 公里 ； 最短時間： 15 分鐘 

蔣小兒科診所 台北市南港區玉成街１６６巷３0 號１樓 02-26515960 學校至醫院距離：6.7 公里 ； 最短時間：16  分鐘 

家醫科 學校至醫院距離及最短時間 

黃家庭醫學科診所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１段１６１號 02-27820908 學校至醫院距離： 2.7 公里 ； 最短時間：8  分鐘 

陳勝吉診所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１段１１５號１樓 02-27836972 學校至醫院距離： 3.2 公里 ； 最短時間：9  分鐘 

杏林內科小兒科診所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１段２５號 02-27836108 學校至醫院距離： 3.3 公里 ； 最短時間：10  分鐘 

杏安診所  台北市南港區同德路７６號 02-27892008 學校至醫院距離： 6.4 公里 ； 最短時間： 15 分鐘 

劉聖亞診所 台北市南港區興華路８２號１樓 02-27880713 學校至醫院距離： 4.3 公里 ； 最短時間：  12 分鐘 

天仁健康診所 台北市南港區成福路３４號１樓 02-27862687 學校至醫院距離： 6.5 公里 ； 最短時間：15  分鐘 

永育診所 台北市南港區福德街３１３號 02-27850700 學校至醫院距離： 7.0 公里 ； 最短時間： 17 分鐘 



醫院及診所地址電話查詢資源表 

 
 

 

復健科 學校至醫院距離及最短時間 

吳復健科診所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１段１７２號１–２樓 02-26535856 學校至醫院距離：3.6 公里 ； 最短時間： 10 分鐘 

耳鼻喉科 學校至醫院距離及最短時間 

中研耳鼻喉科診所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２段３–９號１樓 02-27883861 學校至醫院距離：2.3 公里 ； 最短時間： 7 分鐘 

德耳鼻喉科診所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１段１７號１樓 02-26519569 學校至醫院距離： 3.3 公里 ； 最短時間： 9 分鐘 

翊群耳鼻喉科診所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１段１８２號 02-26512156 學校至醫院距離：3.6 公里 ； 最短時間： 10 分鐘 

希文耳鼻喉科診所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６段２３４號 02-27854868 學校至醫院距離：5.8 公里 ； 最短時間： 13 分鐘 

泓安耳鼻喉科診所 台北市南港區興華路７５號 02-27831083 學校至醫院距離：4.3 公里 ； 最短時間：12  分鐘 

中坡耳鼻喉科診所 台北市南港區中坡南路２９號 02-27850329 學校至醫院距離：6.8 公里 ； 最短時間：16  分鐘  

眼科 學校至醫院距離及最短時間 

湯眼科診所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１段１６９號１樓 02-27888739 學校至醫院距離：2.7 公里 ； 最短時間：  8 分鐘  

南港諾貝爾眼科診所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１段１７３號２樓 02-77097388 學校至醫院距離：3.5 公里 ； 最短時間：10  分鐘  

牙科 學校至醫院距離及最短時間 

華德牙醫診所 台北巿南港區研究院路２段３２號 02-27824088 學校至醫院距離： 2.2 公里 ； 最短時間： 6 分鐘  

安民牙醫診所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１段７５號 02-27838389 學校至醫院距離： 3.1 公里 ； 最短時間： 8 分鐘  

身心靈牙醫診所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１段７５號 02-27883260 學校至醫院距離： 3.1 公里 ； 最短時間：  8 分鐘  

南港牙醫診所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１段１１號 02-27829777 學校至醫院距離： 3.2 公里 ； 最短時間：9  分鐘  

世展牙醫診所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１段２１號１樓 02-27882100 學校至醫院距離：3.3 公里 ； 最短時間： 9 分鐘  

中醫 學校至醫院距離及最短時間 

聖原中醫診所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２段７０巷３３號１樓 02-27839141 學校至醫院距離： 2.2 公里 ； 最短時間：7  分鐘  

翰林中醫診所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１段２７號 02-27823446 學校至醫院距離：3.0 公里 ； 最短時間： 9 分鐘  

張一凡中醫診所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１段１５號 02-27885285 學校至醫院距離： 3.1 公里 ； 最短時間：  9 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