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製表日期：1090312

縣市 鄉鎮市區 郵遞區號 公/私立 國中/小 校名 地址 電話 網址 防疫顧問負責醫院 聯絡窗口 電話

臺北市 中正區 100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螢橋國小 臺北市中正區螢雪里詔安街29號 (02)23054620 http://www.yces.tp.edu.tw 臺大兒童醫院 顏廷聿醫師 02-23123456分機71720

臺北市 中正區 100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河堤國小 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二段180號 (02)23677144 http://www.htps.tp.edu.tw 臺大兒童醫院 顏廷聿醫師 02-23123456分機71720

臺北市 中正區 100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忠義國小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07巷17號 (02)23038752 http://www.cips.tp.edu.tw 臺大兒童醫院 顏廷聿醫師 02-23123456分機71720

臺北市 中正區 100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國語實小 臺北市中正區龍光里南海路58號 (02)23033555 http://www.meps.tp.edu.tw 臺大兒童醫院 顏廷聿醫師 02-23123456分機71720

臺北市 中正區 100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南門國小 臺北市中正區南門里廣州街6號 (02)23715052 http://www.nmes.tp.edu.tw 臺大兒童醫院 顏廷聿醫師 02-23123456分機71720

臺北市 中正區 100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東門國小 臺北市中正區東門里仁愛路一段2-4號 (02)23412822 http://www.tmps.tp.edu.tw 臺大兒童醫院 顏廷聿醫師 02-23123456分機71720

臺北市 中正區 100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忠孝國小 臺北市中正區梅花里忠孝東路2段101號 (02)23918170 http://www.ches.tp.edu.tw 臺大兒童醫院 顏廷聿醫師 02-23123456分機71720

臺北市 中正區 100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大學附小 臺北市中正區黎明里公園路29號 (02)23110395 http://new.estmue.tp.edu.tw/index.php 臺大兒童醫院 顏廷聿醫師 02-23123456分機71720

臺北市 中正區 100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螢橋國中 臺北市中正區林興里汀州路三段4號 (02)23688667 http://www.ycjh.tp.edu.tw 臺大兒童醫院 顏廷聿醫師 02-23123456分機71720

臺北市 中正區 100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古亭國中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465號 (02)23090986 http://www.ktjh.tp.edu.tw 臺北馬偕紀念醫院 侯人尹醫師 0975-835-387

臺北市 中正區 100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南門國中 臺北市中正區南門里廣州街6號 (02)23142775 http://www.nmjh.tp.edu.tw 臺北馬偕紀念醫院 侯人尹醫師 0975-835-387

臺北市 中正區 100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弘道國中 臺北市中正區公園路21號 (02)23715520 http://www.htjh.tp.edu.tw 臺北馬偕紀念醫院 侯人尹醫師 0975-835-387

臺北市 中正區 100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中正國中 臺北市中正區新營里愛國東路158號 (02)23916697 http://www.ccjhs.tp.edu.tw 臺北馬偕紀念醫院 侯人尹醫師 0975-835-387

臺北市 大同區 103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蓬萊國小 臺北市大同區星明里寧夏路35號 (02)25569835 http://www.plp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兒科門診 02-25523234分機6227或6228

臺北市 大同區 103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日新國小 臺北市大同區星明里太原路151號 (02)25584819 http://www.zhp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兒科門診 02-25523234分機6227或6228

臺北市 大同區 103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太平國小 臺北市大同區南芳里延平北路2段239號 (02)25532229 http://www.tpe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兒科門診 02-25523234分機6227或6228

臺北市 大同區 103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永樂國小 臺北市大同區南芳里延平北路2段266號 (02)25534882 http://www.ylp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兒科門診 02-25523234分機6227或6228

臺北市 大同區 103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雙蓮國小 臺北市大同區民權里錦西街51號 (02)25570309 http://www.sle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兒科門診 02-25523234分機6227或6228

臺北市 大同區 103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大同國小 臺北市大同區蓬萊里大龍街51號 (02)25965407 http://www.ttp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兒科門診 02-25523234分機6227或6228

臺北市 大同區 103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大龍國小 臺北市大同區保安里哈密街47號 (02)25942635 http://www.dlp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兒科門診 02-25523234分機6227或6228

臺北市 大同區 103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延平國小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街187巷1號(蘭州國中) (02)25942439 http://www.ypp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兒科門診 02-25523234分機6227或6228

臺北市 大同區 103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大橋國小 臺北市大同區隆和里重慶北路3段2號 (02)25944413 http://www.tjp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兒科門診 02-25523234分機6227或6228

臺北市 大同區 103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建成國中 臺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37之1號 (02)25587042 http://www.jcjh.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兒科門診 02-25523234分機6227或6228

臺北市 大同區 103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忠孝國中 臺北市大同區玉泉里西寧北路32號 (02)25524890 http://www.chjh.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兒科門診 02-25523234分機6227或6228

臺北市 大同區 103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民權國中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1號 (02)25931951 http://www.mqjh.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兒科門診 02-25523234分機6227或6228

臺北市 大同區 103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蘭州國中 臺北市大同區至聖里大龍街187巷1號 (02)25918269 http://www.lcjh.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兒科門診 02-25523234分機6227或6228

臺北市 大同區 103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重慶國中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里敦煌路19號 (02)25948631 http://www.cch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兒科門診 02-25523234分機6227或6228

臺北市 大同區 103 私立 國中 臺北市私立靜修女中附設國中 臺北市大同區雙連里寧夏路59號 (02)25574345 http://www.bish.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兒科門診 02-25523234分機6227或6228

臺北市 大同區 103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成淵高中附設國中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二段235號 (02)25531969 http://www.cyh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兒科門診 02-25523234分機6227或6228

臺北市 中山區 104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中山國小 臺北市中山區恆安里民權東路1段69號 (02)25914085 http://www.csps.tp.edu.tw 馬偕兒童醫院 黃競瑩醫師 02-25433535總機9轉黃競瑩醫師

臺北市 中山區 104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中正國小 臺北市中山區力行里龍江路62號 (02)25070932 http://web.jjes.tp.edu.tw 馬偕兒童醫院 黃競瑩醫師 02-25433535總機9轉黃競瑩醫師

臺北市 中山區 104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長安國小 臺北市中山區興亞里吉林路15號 (02)25617600 http://www.caps.tp.edu.tw 馬偕兒童醫院 黃競瑩醫師 02-25433535總機9轉黃競瑩醫師

臺北市 中山區 104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長春國小 臺北市中山區中央里長春路165號 (02)25024366 http://www.ccps.tp.edu.tw 馬偕兒童醫院 黃競瑩醫師 02-25433535總機9轉黃競瑩醫師

臺北市 中山區 104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大直國小 臺北市中山區大直里大直街2號 (02)25333953 http://www.tzes.tp.edu.tw 馬偕兒童醫院 黃競瑩醫師 02-25433535總機9轉黃競瑩醫師

臺北市 中山區 104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大佳國小 臺北市中山區大佳里6鄰濱江街107號 (02)25035816 http://www.djes.tp.edu.tw 馬偕兒童醫院 黃競瑩醫師 02-25433535總機9轉黃競瑩醫師

臺北市 中山區 104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五常國小 臺北市中山區下埤里五常街16號 (02)25023416 http://www.wcps.tp.edu.tw/enable01/index.php 馬偕兒童醫院 黃競瑩醫師 02-25433535總機9轉黃競瑩醫師

臺北市 中山區 104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吉林國小 臺北市中山區中原里長春路116號 (02)25219196 http://www.clps.tp.edu.tw 馬偕兒童醫院 黃競瑩醫師 02-25433535總機9轉黃競瑩醫師

臺北市 中山區 104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懷生國小 臺北市中山區埤頭里安東街16巷2號 (02)27710846 http://www.wses.tp.edu.tw 馬偕兒童醫院 黃競瑩醫師 02-25433535總機9轉黃競瑩醫師

臺北市 中山區 104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永安國小 臺北市中山區明水路397巷19弄1號 (02)25335672 http://www.yaes.tp.edu.tw 馬偕兒童醫院 黃競瑩醫師 02-25433535總機9轉黃競瑩醫師

臺北市 中山區 104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濱江國小 臺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266巷99號 (02)85021571 http://www.bjes.tp.edu.tw 高固康聯合診所 賴貞吟醫師 0928-711-155

臺北市 中山區 104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長安國中 臺北市中山區興亞里松江路70巷11號 (02)25112382 http://www.cajh.tp.edu.tw 高固康聯合診所 賴貞吟醫師 0928-711-155

臺北市 中山區 104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北安國中 臺北市中山區劍潭里明水路325號 (02)25333888 http://www.pajh.tp.edu.tw 高固康聯合診所 賴貞吟醫師 0928-711-155

臺北市 中山區 104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新興國中 臺北市中山區聚葉里林森北路511號 (02)25714211 http://www.hhjh.tp.edu.tw/ 高固康聯合診所 賴貞吟醫師 0928-711-155

臺北市 中山區 104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五常國中 臺北市中山區下埤里復興北路430巷1號 (02)25014320 http://www.wcjhs.tp.edu.tw 高固康聯合診所 賴貞吟醫師 0928-711-155

臺北市 中山區 104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濱江國中 臺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262號 (02)85020126 http://www.bjjh.tp.edu.tw 高固康聯合診所 賴貞吟醫師 0928-711-155

臺北市 中山區 104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大同高中附設國中 臺北市中山區中央里長春路167號 (02)25054269 http://www.ttsh.tp.edu.tw 高固康聯合診所 賴貞吟醫師 0928-711-155

臺北市 中山區 104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大直高中附設國中 臺北市中山區劍潭里北安路420號 (02)25334017 http://www.dcsh.tp.edu.tw 高固康聯合診所 賴貞吟醫師 0928-711-155

臺北市 松山區 105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松山國小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746號 (02)27672907 http://web.ssps.tp.edu.tw 臺安醫院 羅靜怡小姐 02-27718151分機2335

臺北市 松山區 105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西松國小 臺北市松山區東光里三民路5號 (02)27609221 http://www.sups.tp.edu.tw 臺安醫院 羅靜怡小姐 02-27718151分機2335

臺北市 松山區 105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敦化國小 臺北市松山區中正里敦化北路2號 (02)27414065 http://www.thps.tp.edu.tw 臺安醫院 羅靜怡小姐 02-27718151分機2335

臺北市 松山區 105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民生國小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99巷18號 (02)27122452 http://www.msps.tp.edu.tw 臺安醫院 羅靜怡小姐 02-27718151分機2335

臺北市 松山區 105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民權國小 臺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四段200號 (02)27652327 http://www.mcps.tp.edu.tw 臺安醫院 羅靜怡小姐 02-27718151分機2335

臺北市 松山區 105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民族國小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4段97巷7號 (02)27124872 http://epage.mces.tp.edu.tw/bin/home.php 臺安醫院 羅靜怡小姐 02-27718151分機2335

臺北市 松山區 105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三民國小 臺北市松山區莊敬里民權東路五段1號 (02)27646080 http://www.smps.tp.edu.tw 臺安醫院 羅靜怡小姐 02-27718151分機2335

臺北市 松山區 105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健康國小 臺北市松山區延壽街168號 (02)25282814 http://www.jkes.tp.edu.tw 車參薇小兒科診所 車參薇醫師 02-2577-0101、0953-000-612

臺北市 松山區 105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介壽國中 臺北市松山區介壽里延壽街401號 (02)27674496 http://www.csjh.tp.edu.tw 車參薇小兒科診所 車參薇醫師 02-2577-0101、0953-000-612

臺北市 松山區 105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民生國中 臺北市松山區新東里新東街30巷1號 (02)27653433 http://www.msjh.tp.edu.tw 車參薇小兒科診所 車參薇醫師 02-2577-0101、0953-000-612

臺北市 松山區 105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中山國中 臺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361巷7號 (02)27126701 http://www.csjhs.tp.edu.tw 車參薇小兒科診所 車參薇醫師 02-2577-0101、0953-000-612

臺北市 松山區 105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敦化國中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300號 (02)87717890 http://www.thjh.tp.edu.tw 車參薇小兒科診所 車參薇醫師 02-2577-0101、0953-000-612

臺北市 松山區 105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西松高中附設國中 臺北市松山區鵬程里健康路325巷7號 (02)25286618 http://www.hssh.tp.edu.tw 車參薇小兒科診所 車參薇醫師 02-2577-0101、0953-000-612

臺北市 松山區 105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中崙高中附設國中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101號 (02)27535316 http://www.zlsh.tp.edu.tw/ 車參薇小兒科診所 車參薇醫師 02-2577-0101、0953-000-612

臺北市 大安區 106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國立臺北教大實小 臺北市大安區龍淵里和平東路2段94號 (02)27356186 http://www.ntueee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陳虹妗小姐 02-2709-3600#3471

臺北市 大安區 106 私立 國小 臺北市私立復興國小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里敦化南路1段262號 (02)27715859 http://www.fhjh.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陳虹妗小姐 02-2709-3600#3471

臺北市 大安區 106 私立 國中小 臺北市私立立人國(中)小 臺北市大安區義榮里安和路二段99號 (02)27361388 http://www.ljjhps.tp.edu.tw 國泰綜合醫院 沈仲敏主任 02-27082121請總機轉沈仲敏醫師

臺北市 大安區 106 私立 國中 臺北市私立新民小學 臺北市大安區龍坡里辛亥路1段113號 (02)23630450 http://www.hmps.tp.edu.tw 國泰綜合醫院 沈仲敏主任 02-27082121請總機轉沈仲敏醫師

臺北市 大安區 106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龍安國小 臺北市大安區龍門里新生南路3段33號 (02)23632077 http://www.lae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陳虹妗小姐 02-2709-3600#3471

臺北市 大安區 106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大安國小 臺北市大安區芳和里臥龍街129號 (02)27322332 http://www.taes.tp.edu.tw 國泰綜合醫院 沈仲敏主任 02-27082121請總機轉沈仲敏醫師

臺北市 大安區 106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幸安國小 臺北市大安區民炤里仁愛路3段22號 (02)27074191 http://www.hap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陳虹妗小姐 02-2709-3600#3471

臺北市109年度國民中小學─「臺灣兒科醫學會」醫院與兒科診所區域型防疫顧問名單



縣市 鄉鎮市區 郵遞區號 公/私立 國中/小 校名 地址 電話 網址 防疫顧問負責醫院 聯絡窗口 電話

臺北市 大安區 106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建安國小 臺北市大安區龍雲里大安路2段99號 (02)27077119 http://www.jnps.tp.edu.tw 國泰綜合醫院 沈仲敏主任 02-27082121請總機轉沈仲敏醫師

臺北市 大安區 106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仁愛國小 臺北市大安區敦安里安和路1段60號 (02)27095010 http://www.japs.tp.edu.tw 國泰綜合醫院 沈仲敏主任 02-27082121請總機轉沈仲敏醫師

臺北市 大安區 106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金華國小 臺北市大安區永康里愛國東路79巷11號 (02)23917402 http://www.cup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陳虹妗小姐 02-2709-3600#3471

臺北市 大安區 106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古亭國小 臺北市大安區古風里羅斯福路3段201號 (02)23639795 http://www.gtes.tp.edu.tw 國泰綜合醫院 沈仲敏主任 02-27082121請總機轉沈仲敏醫師

臺北市 大安區 106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銘傳國小 臺北市大安區農場里羅斯褔路四段21號 (02)23639815 http://www.mhps.tp.edu.tw 國泰綜合醫院 沈仲敏主任 02-27082121請總機轉沈仲敏醫師

臺北市 大安區 106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公館國小 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4段41巷68弄2號 (02)27351734 http://www.gges.tp.edu.tw 國泰綜合醫院 沈仲敏主任 02-27082121請總機轉沈仲敏醫師

臺北市 大安區 106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新生國小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二段36號 (02)23913122 http://www.sne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陳虹妗小姐 02-2709-3600#3471

臺北市 大安區 106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和平實驗國小 臺北市大安區敦南街76巷28號 (02)27335900 http://sites.google.com/site/hopingelschool/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陳虹妗小姐 02-2709-3600#3471

臺北市 大安區 106 私立 國中 臺北市私立立人國中(小) 臺北市大安區義榮里安和路二段99號 (02)27381188 http://www.ljjhps.tp.edu.tw 國泰綜合醫院 沈仲敏主任 02-27082121請總機轉沈仲敏醫師

臺北市 大安區 106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仁愛國中 臺北市大安區敦安里仁愛路4段130號 (02)23255823 http://www.jajh.tp.edu.tw 國泰綜合醫院 沈仲敏主任 02-27082121請總機轉沈仲敏醫師

臺北市 大安區 106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大安國中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2段63號 (02)27557131 http://www.tajh.tp.edu.tw 國泰綜合醫院 沈仲敏主任 02-27082121請總機轉沈仲敏醫師

臺北市 大安區 106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芳和實驗國中 臺北市大安區芳和里臥龍街170號 (02)27321961 http://www.fhjhs.tp.edu.tw 國泰綜合醫院 沈仲敏主任 02-27082121請總機轉沈仲敏醫師

臺北市 大安區 106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金華國中 臺北市大安區福住里新生南路二段32號 (02)33931799 http://www.chwjh.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陳虹妗小姐 02-2709-3600#3471

臺北市 大安區 106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懷生國中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248巷30號 (02)27215078 http://www.hsjh.tp.edu.tw 國泰綜合醫院 沈仲敏主任 02-27082121請總機轉沈仲敏醫師

臺北市 大安區 106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民族實驗國中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113巷13號 (02)27322935 http://www.mtjh.tp.edu.tw 國泰綜合醫院 沈仲敏主任 02-27082121請總機轉沈仲敏醫師

臺北市 大安區 106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龍門國中 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269號 (02)27330299 http://www.lmjh.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陳虹妗小姐 02-2709-3600#3471

臺北市 大安區 106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國立師大附中附設國中 臺北市大安區和安里信義路3段143號 (02)27075215 http://www.hs.ntnu.edu.tw 國泰綜合醫院 沈仲敏主任 02-27082121請總機轉沈仲敏醫師

臺北市 大安區 106 私立 國中 臺北市私立延平中學附設國中 臺北市大安區和安里建國南路1段275號 (02)27071478 http://www.yph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陳虹妗小姐 02-2709-3600#3471

臺北市 大安區 106 私立 國中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中附設國中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1段262 號 (02)27715859 http://www.fhjh.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陳虹妗小姐 02-2709-3600#3471

臺北市 大安區 106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和平高中附設國中 臺北市大安區芳和里臥龍街100號 (02)27324300 http://www.hpsh.tp.edu.tw 國泰綜合醫院 沈仲敏主任 02-27082121請總機轉沈仲敏醫師

臺北市 萬華區 108 私立 國中 臺北市私立光仁小學 臺北市萬華區壽德里萬大路423巷15號 (02)23032874 http://www.kje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方麗容主任 02-2391-6471#1951

臺北市 萬華區 108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新和國小 臺北市萬華區西藏路125巷31號 (02)23038298 http://www.soe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方麗容主任 02-2391-6471#1951

臺北市 萬華區 108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雙園國小 臺北市萬華區雙園里莒光路315號 (02)23061893 http://www.syp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方麗容主任 02-2391-6471#1951

臺北市 萬華區 108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東園國小 臺北市萬華區全德里東園街195號 (02)23034803 http://www.tye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方麗容主任 02-2391-6471#1951

臺北市 萬華區 108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大理國小 臺北市萬華區綠堤里艋舺大道389號 (02)23064311 http://www.tlp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方麗容主任 02-2391-6471#1951

臺北市 萬華區 108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西園國小 臺北市萬華區日善里東園街73巷65號 (02)23030257 http://www.hup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方麗容主任 02-2391-6471#1951

臺北市 萬華區 108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萬大國小 臺北市萬華區全德里萬大路346號 (02)23037654 http://www.wtp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方麗容主任 02-2391-6471#1951

臺北市 萬華區 108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華江國小 臺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2段250巷42弄2號 (02)23064352 http://web.hces.tp.edu.tw/front/bin/home.phtml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方麗容主任 02-2391-6471#1951

臺北市 萬華區 108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西門國小 臺北市萬華區西門里成都路98號 (02)23113519 http://www.hme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方麗容主任 02-2391-6471#1951

臺北市 萬華區 108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老松國小 臺北市萬華區福音里桂林路64號 (02)23361266 http://www.tlsp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吳芬芬醫師 0979-307-479

臺北市 萬華區 108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龍山國小 臺北市萬華區青山里和平西路三段235號 (02)23082977 http://www.lse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吳芬芬醫師 0979-307-479

臺北市 萬華區 108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福星國小 臺北市萬華區福星里中華路一段66號 (02)23144668 http://www.fhp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吳芬芬醫師 0979-307-479

臺北市 萬華區 108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萬華國中 臺北市萬華區日善里西藏路201號 (02)23394567 http://www.whjh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吳芬芬醫師 0979-307-479

臺北市 萬華區 108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雙園國中 臺北市萬華區和德里興義街2號 (02)23030827 http://www.syjh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吳芬芬醫師 0979-307-479

臺北市 萬華區 108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龍山國中 臺北市萬華區富裕里南寧路46號 (02)23362789 http://www.lsjh.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吳芬芬醫師 0979-307-479

臺北市 萬華區 108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大理高中附設國中 臺北市萬華區綠堤里長順街2號 (02)23026959 http://newweb.tlsh.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吳芬芬醫師 0979-307-479

臺北市 士林區 111 私立 國中 臺北市私立華興小學 臺北市士林區芝山里仰德大道1段101號 (02)28316834 http://www.hhhs.tp.edu.tw 黃正宏診所 黃正宏醫師 0910-313-681

臺北市 士林區 111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士林國小 臺北市士林區福德里大東路165號 (02)28812231 http://www.slps.tp.edu.tw 新光醫院 林姃慧主任 02-28332211分機2028

臺北市 士林區 111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士東國小 臺北市士林區蘭雅里中山北路6段392號 (02)28710064 http://www.stes.tp.edu.tw 黃正宏診所 黃正宏醫師 0910-313-681

臺北市 士林區 111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福林國小 臺北市士林區福志里福志路75號 (02)28316293 http://www.flps.tp.edu.tw 新光醫院 林姃慧主任 02-28332211分機2028

臺北市 士林區 111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陽明山國小 臺北市士林區新安里仰德大道3段61號 (02)28616366 http://www.ymp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陳健芬小姐 02-28353456分機6556

臺北市 士林區 111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社子國小 臺北市士林區永倫里延平北路六段308號 (02)28126195 http://www.stps.tp.edu.tw 新光醫院 林姃慧主任 02-28332211分機2028

臺北市 士林區 111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雨聲國小 臺北市士林區岩山里至誠路1段62巷70號 (02)28311004 http://www.yse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陳健芬小姐 02-28353456分機6556

臺北市 士林區 111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富安國小 臺北市士林區富洲里延平北路8段135號 (02)28103192 http://www.fuanps.tp.edu.tw 恩主公醫院 許登欽醫師 0922-315-868

臺北市 士林區 111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劍潭國小 臺北市士林區明勝里通河街16號 (02)28855491 http://www.jtes.tp.edu.tw 新光醫院 林姃慧主任 02-28332211分機2028

臺北市 士林區 111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溪山實驗國小 臺北市士林區溪山里至善路3段199號 (02)28411010 http://www.hops.tp.edu.tw 新光醫院 林姃慧主任 02-28332211分機2028

臺北市 士林區 111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平等國小 臺北市士林區平等里平菁街101號 (02)28610503 http://www.pdp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陳健芬小姐 02-28353456分機6556

臺北市 士林區 111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百齡國小 臺北市士林區福中里福港街205號 (02)28817683 http://www.bles.tp.edu.tw 新光醫院 林姃慧主任 02-28332211分機2028

臺北市 士林區 111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雙溪國小 臺北市士林區翠山里中社路2段66號 (02)28411038 http://www.sses.tp.edu.tw 新光醫院 林姃慧主任 02-28332211分機2028

臺北市 士林區 111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葫蘆國小 臺北市士林區環河北路3段95號 (02)28129586 http://www.hrps.tp.edu.tw 新光醫院 林姃慧主任 02-28332211分機2028

臺北市 士林區 111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雨農國小 臺北市士林區名山里忠義街1號 (02)28329700 http://www.ynes.tp.edu.tw/enable2007/ 新光醫院 林姃慧主任 02-28332211分機2028

臺北市 士林區 111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天母國小 臺北市士林區天玉里天玉街12號 (02)28723336 http://www.tmup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陳健芬小姐 02-28353456分機6556

臺北市 士林區 111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文昌國小 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615巷20號 (02)28365411 http://www.wces.tp.edu.tw 黃正宏診所 黃正宏醫師 0910-313-681

臺北市 士林區 111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芝山國小 臺北市士林區芝山里德行東路285號 (02)28316115 http://www.zsps.tp.edu.tw 恩主公醫院 許登欽醫師 0922-315-868

臺北市 士林區 111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蘭雅國小 臺北市士林區蘭興里磺溪街57號 (02)28366052 http://www.lyps.tp.edu.tw 黃正宏診所 黃正宏醫師 0910-313-681

臺北市 士林區 111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三玉國小 臺北市士林區三玉里天母東路116號 (02)28751369 http://www.syups.tp.edu.tw 恩主公醫院 許登欽醫師 0922-315-868

臺北市 士林區 111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士林國中 臺北市士林區福德里中正路345號 (02)88613411 http://www.sljh.tp.edu.tw 新光醫院 林姃慧主任 02-28332211分機2028

臺北市 士林區 111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蘭雅國中 臺北市士林區三玉里忠誠路二段51號 (02)28329377 http://163.21.26.20/enable01/ 恩主公醫院 許登欽醫師 0922-315-868

臺北市 士林區 111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至善國中 臺北市士林區臨溪里至善路二段360號 (02)28411350 http://www.jsjh.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陳健芬小姐 02-28353456分機6556

臺北市 士林區 111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格致國中 臺北市士林區陽明里仰德大道四段75號 (02)28610079 http://www.gjjh.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陳健芬小姐 02-28353456分機6556

臺北市 士林區 111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福安國中 臺北市士林區福安里延平北路七段250號 (02)28108766 http://www.fajh.tp.edu.tw 恩主公醫院 許登欽醫師 0922-315-868

臺北市 士林區 111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天母國中 臺北市士林區天和里天母東路120號 (02)28754864 http://www.tmjh.tp.edu.tw 恩主公醫院 許登欽醫師 0922-315-868

臺北市 士林區 111 私立 國中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中附設國中 臺北市士林區福林里福林路240號 (02)28825560 http://www.tpsh.tp.edu.tw 新光醫院 林姃慧主任 02-28332211分機2028

臺北市 士林區 111 私立 國中 臺北市私立衛理女中附設國中 臺北市士林區翠山里至善路2段321號 (02)28411487 http://www.wlgsh.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陳健芬小姐 02-28353456分機6556

臺北市 士林區 111 私立 國中 臺北市私立華興中學附設國中 臺北市士林區芝山里仰德大道1段101號 (02)28316834 http://www.hhh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陳健芬小姐 02-28353456分機6556

臺北市 士林區 111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陽明高中附設國中 臺北市士林區後港里中正路510號 (02)28316675 http://www.ymsh.tp.edu.tw 恩主公醫院 許登欽醫師 0922-315-868

臺北市 士林區 111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百齡高中附設國中 臺北市士林區義信里承德路4段177號 (02)28831568 http://www.blsh.tp.edu.tw 恩主公醫院 許登欽醫師 0922-315-868

臺北市 北投區 112 私立 國中 臺北市私立薇閣小學 臺北市北投區長安里育仁路106號 (02)28912668 http://www.wgps.tp.edu.tw 臺北榮民總醫院 洪妙秋醫師
02-28718787ex9總機轉洪妙秋醫師

02-28757128ex108

臺北市 北投區 112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北投國小 臺北市北投區長安里中央北路1段73號 (02)28912052 http://www.ptes.tp.edu.tw 臺北榮民總醫院 洪妙秋醫師
02-28718787ex9總機轉洪妙秋醫師

02-28757128ex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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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北投區 112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逸仙國小 臺北市北投區中心里新民路2號 (02)28914537 http://www.ysps.tp.edu.tw 臺北榮民總醫院 洪妙秋醫師
02-28718787ex9總機轉洪妙秋醫師

02-28757128ex108

臺北市 北投區 112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石牌國小 臺北市北投區吉利里致遠二路80號 (02)28227484 http://web.spps.tp.edu.tw 黃正宏診所 黃正宏醫師 0910-313-681

臺北市 北投區 112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關渡國小 臺北市北投區一德里中央北路4段581號 (02)28912847 http://www.kdps.tp.edu.tw 臺北榮民總醫院 洪妙秋醫師
02-28718787ex9總機轉洪妙秋醫師

02-28757128ex108

臺北市 北投區 112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湖田實驗國小 臺北市北投區湖田里竹子湖路17之2號 (02)28616963 http://www.htes.tp.edu.tw 臺北榮民總醫院 洪妙秋醫師
02-28718787ex9總機轉洪妙秋醫師

02-28757128ex108

臺北市 北投區 112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清江國小 臺北市北投區奇岩里公館路220號 (02)28912764 http://www.cjps.tp.edu.tw 臺北榮民總醫院 洪妙秋醫師
02-28718787ex9總機轉洪妙秋醫師

02-28757128ex108

臺北市 北投區 112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泉源實驗國小 臺北市北投區泉源里東昇路34號 (02)28951258 http://www.cyps.tp.edu.tw 臺北榮民總醫院 洪妙秋醫師
02-28718787ex9總機轉洪妙秋醫師

02-28757128ex108

臺北市 北投區 112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大屯國小 臺北市北投區大屯里復興三路312號 (02)28914353 http://www.dtps.tp.edu.tw 臺北榮民總醫院 洪妙秋醫師
02-28718787ex9總機轉洪妙秋醫師

02-28757128ex108

臺北市 北投區 112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湖山國小 臺北市北投區湖山里湖底路11號 (02)28610148 http://www.hses.tp.edu.tw 臺北榮民總醫院 洪妙秋醫師
02-28718787ex9總機轉洪妙秋醫師

02-28757128ex108

臺北市 北投區 112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桃源國小 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3段40巷45號 (02)28941208 http://www.tyues.tp.edu.tw 臺北榮民總醫院 洪妙秋醫師
02-28718787ex9總機轉洪妙秋醫師

02-28757128ex108

臺北市 北投區 112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文林國小 臺北市北投區建民里文林北路155號 (02)28234212 http://www.wles.tp.edu.tw 黃正宏診所 黃正宏醫師 0910-313-681

臺北市 北投區 112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義方國小 臺北市北投區珠海路155號 (02)28917433 http://www.yfes.tp.edu.tw 臺北榮民總醫院 洪妙秋醫師
02-28718787ex9總機轉洪妙秋醫師

02-28757128ex108

臺北市 北投區 112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立農國小 臺北市北投區立農里立農街1段250號 (02)28210702 http://www.lnes.tp.edu.tw 黃正宏診所 黃正宏醫師 0910-313-681

臺北市 北投區 112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明德國小 臺北市北投區榮華里明德路190號 (02)28229651 http://www.mdes.tp.edu.tw 黃正宏診所 黃正宏醫師 0910-313-681

臺北市 北投區 112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文化國小 臺北市北投區文化里文化三路1號 (02)28933828 http://www.whps.tp.edu.tw 臺北榮民總醫院 洪妙秋醫師
02-28718787ex9總機轉洪妙秋醫師

02-28757128ex108

臺北市 北投區 112 私立 國小 臺北市私立奎山實驗高級中學附設國小 臺北市北投區榮華里明德路200號 (02)28212009 https://www.kshs.tp.edu.tw/ 臺北榮民總醫院 洪妙秋醫師
02-28718787ex9總機轉洪妙秋醫師

02-28757128ex108

臺北市 北投區 112 私立 國中 臺北市私立奎山實驗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臺北市北投區榮華里明德路200號 (02)28212009 https://www.kshs.tp.edu.tw/ 臺北榮民總醫院 洪妙秋醫師
02-28718787ex9總機轉洪妙秋醫師

02-28757128ex108

臺北市 北投區 112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北投國中 臺北市北投區溫泉里溫泉路62號 (02)28912091 http://www.ptjh.tp.edu.tw 臺北榮民總醫院 洪妙秋醫師
02-28718787ex9總機轉洪妙秋醫師

02-28757128ex108

臺北市 北投區 112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新民國中 臺北市北投區林泉里新民路10號 (02)28979001 http://www.hmjh.tp.edu.tw 振興醫院 湯仁彬主任 02-28264400轉3114或2329

臺北市 北投區 112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明德國中 臺北市北投區建民里明德路50號 (02)28232539 http://www.mdjh.tp.edu.tw 振興醫院 湯仁彬主任 02-28264400轉3114或2329

臺北市 北投區 112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桃源國中 臺北市北投區一德里中央北路四段48號 (02)28929633 http://www.tyjh.tp.edu.tw 振興醫院 湯仁彬主任 02-28264400轉3114或2329

臺北市 北投區 112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石牌國中 臺北市北投區吉利里石牌路一段139號 (02)28224682 http://www.spjh.tp.edu.tw 振興醫院 湯仁彬主任 02-28264400轉3114或2329

臺北市 北投區 112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關渡國中 臺北市北投區關渡里知行路212號 (02)28581770 http://www.ktjhs.tp.edu.tw 振興醫院 湯仁彬主任 02-28264400轉3114或2329

臺北市 北投區 112 私立 國中 臺北市私立薇閣高中附設國中 臺北市北投區中心里珠海路50號 (02)28925332 http://www.wghs.tp.edu.tw 振興醫院 湯仁彬主任 02-28264400轉3114或2329

臺北市 北投區 112 私立 國中 臺北市私立幼華高中附設國中 臺北市北投區北投路二段55號 (02)28921166 http://www.shvs.tp.edu.tw 振興醫院 湯仁彬主任 02-28264400轉3114或2329

臺北市 內湖區 114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內湖國小 臺北市內湖區港富里內湖路二段41號 (02)27998085 http://www.nhes.tp.edu.tw 三軍總醫院
吳柏緯醫師/王德

勳 醫師
02-87923311ex16067或 02-87927025

臺北市 內湖區 114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碧湖國小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里金龍路100號 (02)27907161 http://www.bhps.tp.edu.tw 三軍總醫院
吳柏緯醫師/王德

勳 醫師
02-87923311ex16067或 02-87927025

臺北市 內湖區 114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潭美國小 臺北市內湖區行善路179號 (02)27917334 http://www.tmes.tp.edu.tw 三軍總醫院
吳柏緯醫師/王德

勳 醫師
02-87923311ex16067或 02-87927025

臺北市 內湖區 114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東湖國小 臺北市內湖區東湖里東湖路115號 (02)26339984 http://w3.dfps.tp.edu.tw 三軍總醫院
吳柏緯醫師/王德

勳 醫師
02-87923311ex16067或 02-87927025

臺北市 內湖區 114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西湖國小 臺北市內湖區西湖里環山路1段25號 (02)27971267 http://www.hhups.tp.edu.tw 三軍總醫院
吳柏緯醫師/王德

勳 醫師
02-87923311ex16067或 02-87927025

臺北市 內湖區 114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康寧國小 臺北市內湖區清白里星雲街121號 (02)27901237 http://www.klps.tp.edu.tw 三軍總醫院
吳柏緯醫師/王德

勳 醫師
02-87923311ex16067或 02-87927025

臺北市 內湖區 114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明湖國小 臺北市內湖區東湖里康寧路3段105號 (02)26323477 http://www.mhups.tp.edu.tw 三軍總醫院
吳柏緯醫師/王德

勳 醫師
02-87923311ex16067或 02-87927025

臺北市 內湖區 114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麗山國小 臺北市內湖區港都里港華街100號 (02)26574158 http://www.lnps.tp.edu.tw 三軍總醫院
吳柏緯醫師/王德

勳 醫師
02-87923311ex16067或 02-87927025

臺北市 內湖區 114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新湖國小 臺北市內湖區湖興里民權東路6段138號 (02)27963721 http://www.shes.tp.edu.tw 三軍總醫院
吳柏緯醫師/王德

勳 醫師
02-87923311ex16067或 02-87927025

臺北市 內湖區 114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文湖國小 臺北市內湖區西康里文湖街15號 (02)26583515 http://www.whups.tp.edu.tw 三軍總醫院
吳柏緯醫師/王德

勳 醫師
02-87923311ex16067或 02-87927025

臺北市 內湖區 114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大湖國小 臺北市內湖區大湖里大湖山莊街170號 (02)27915870 http://www.dhps.tp.edu.tw 三軍總醫院
吳柏緯醫師/王德

勳 醫師
02-87923311ex16067或 02-87927025

臺北市 內湖區 114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南湖國小 臺北市內湖區葫洲里康寧路3段200號 (02)26321296 http://www.nhps.tp.edu.tw 三軍總醫院
吳柏緯醫師/王德

勳 醫師
02-87923311ex16067或 02-87927025

臺北市 內湖區 114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麗湖國小 臺北市內湖區金湖路363巷8號 (02)26343888 http://www.lhes.tp.edu.tw/ 三軍總醫院
吳柏緯醫師/王德

勳 醫師
02-87923311ex16067或 02-87927025

臺北市 內湖區 114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國立臺灣戲曲學院附設國小 臺北市內湖路二段177號 (02)27962666 http://www.tcpa.edu.tw 三軍總醫院
吳柏緯醫師/王德

勳 醫師
02-87923311ex16067或 02-87927025

臺北市 內湖區 114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國立臺灣戲曲學院附設國中 臺北市內湖路二段177號 (02)27962666 http://www.tcpa.edu.tw 三軍總醫院
吳柏緯醫師/王德

勳 醫師
02-87923311ex16067或 02-87927025

臺北市 內湖區 114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內湖國中 臺北市內湖區紫陽里陽光街1號 (02)27900843 http://www.nhjh.tp.edu.tw 三軍總醫院
吳柏緯醫師/王德

勳 醫師
02-87923311ex16067或 02-87927025

臺北市 內湖區 114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麗山國中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629巷42號 (02)27991867 http://www.lsjhs.tp.edu.tw 三軍總醫院
吳柏緯醫師/王德

勳 醫師
02-87923311ex16067或 02-87927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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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內湖區 114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三民國中 臺北市內湖區湖興里民權東路6段45號 (02)27924772 http://www.smjh.tp.edu.tw 三軍總醫院
吳柏緯醫師/王德

勳 醫師
02-87923311ex16067或 02-87927025

臺北市 內湖區 114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西湖國中 臺北市內湖區西湖里環山路一段27號 (02)27991817 http://www.xhjhs.tp.edu.tw 三軍總醫院
吳柏緯醫師/王德

勳 醫師
02-87923311ex16067或 02-87927025

臺北市 內湖區 114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東湖國中 臺北市內湖區樂康里康樂街131號 (02)26330373 http://www.dhjh.tp.edu.tw 三軍總醫院
吳柏緯醫師/王德

勳 醫師
02-87923311ex16067或 02-87927025

臺北市 內湖區 114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明湖國中 臺北市內湖區葫洲里康寧路三段60號 (02)26320616 http://www.mhjh.tp.edu.tw 三軍總醫院
吳柏緯醫師/王德

勳 醫師
02-87923311ex16067或 02-87927025

臺北市 內湖區 114 私立 國中 臺北市私立方濟中學附設國中 臺北市內湖區紫星里成功路三段61號 (02)27910278 http://www.sfh.tp.edu.tw 三軍總醫院
吳柏緯醫師/王德

勳 醫師
02-87923311ex16067或 02-87927025

臺北市 內湖區 114 私立 國中 臺北市私立達人女中附設國中 臺北市內湖區湖濱里內湖路2段314號 (02)27956899 http://www.trgsh.tp.edu.tw 三軍總醫院
吳柏緯醫師/王德

勳 醫師
02-87923311ex16067或 02-87927025

臺北市 南港區 115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南港國小 臺北市南港區三重里惠民街67號 (02)27834678 http://www.nkp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陳佳淇小姐 02-27861288分機8563

臺北市 南港區 115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舊莊國小 臺北市南港區舊莊里舊莊街1段100號 (02)27821418 http://www.zze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陳佳淇小姐 02-27861288分機8563

臺北市 南港區 115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玉成國小 臺北市南港區西新里向陽路31號 (02)27836049 http://www.yhe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陳佳淇小姐 02-27861288分機8563

臺北市 南港區 115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成德國小 臺北市南港區聯成里東新街65號 (02)27851376 http://www.ctp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陳佳淇小姐 02-27861288分機8563

臺北市 南港區 115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胡適國小 臺北市南港區中研里舊莊街1段1號 (02)27824949 http://www.hsp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陳佳淇小姐 02-27861288分機8563

臺北市 南港區 115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東新國小 臺北市南港區東新里興南街62號 (02)27837577 http://www.thes.tp.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陳佳淇小姐 02-27861288分機8563

臺北市 南港區 115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修德國小 臺北市南港區東新街118巷86號 (02)27880500 http://www.sdps.tp.edu.tw 李文珍診所 李文珍醫師 02-2651-1871

臺北市 南港區 115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誠正國中 臺北市南港區新富里富康街1巷24號 (02)27828094 http://163.21.132.5 李文珍診所 李文珍醫師 02-2651-1871

臺北市 南港區 115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成德國中 臺北市南港區成福里東新街108巷23號 (02)26515635 http://www.cdjh.tp.edu.tw 李文珍診所 李文珍醫師 02-2651-1871

臺北市 南港區 115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南港高中附設國中 臺北市南港區西新里向陽路21號 (02)27837863 http://www.nksh.tp.edu.tw 李文珍診所 李文珍醫師 02-2651-1871

臺北市 文山區 116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國立政大實小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三段12號 (02)29393610 http://www.es.nccu.edu.tw 萬芳醫院 兒科部彭秘書 02-29307930分機8106

臺北市 文山區 116 私立 國中 臺北市私立靜心小學 臺北市文山區興福里興隆路2段46號 (02)29323118 http://www.chjhs.tp.edu.tw 萬芳醫院 兒科部彭秘書 02-29307930分機8106

臺北市 文山區 116 私立 國中 臺北市私立中山小學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1段292號 (02)29360935 http://www.mjcskg.tp.edu.tw 萬芳醫院 兒科部彭秘書 02-29307930分機8106

臺北市 文山區 116 私立 國中 臺北市私立再興小學 臺北市文山區明義里興隆路4段2號 (02)29371118 http://www.thsh.tp.edu.tw/web/TSPS 萬芳醫院 兒科部彭秘書 02-29307930分機8106

臺北市 文山區 116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景美國小 臺北市文山區景行里景文街108號 (02)29322151 http://www.cmes.tp.edu.tw 萬芳醫院 兒科部彭秘書 02-29307930分機8106

臺北市 文山區 116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武功國小 臺北市文山區萬祥里興隆路1段68號 (02)29314360 http://www.wkps.tp.edu.tw 萬芳醫院 兒科部彭秘書 02-29307930分機8106

臺北市 文山區 116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興德國小 臺北市文山區興邦里興隆路2段235號 (02)29329431 http://www.hdps.tp.edu.tw 萬芳醫院 兒科部彭秘書 02-29307930分機8106

臺北市 文山區 116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溪口國小 臺北市文山區景慶里景福街225號 (02)29350955 http://web.skps.tp.edu.tw/enableweb/ 萬芳醫院 兒科部彭秘書 02-29307930分機8106

臺北市 文山區 116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興隆國小 臺北市文山區興望里福興路2號 (02)29323131 http://www.hlps.tp.edu.tw 萬芳醫院 兒科部彭秘書 02-29307930分機8106

臺北市 文山區 116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志清國小 臺北市文山區景仁里景福街21巷5號 (02)29323875 http://www.jcps.tp.edu.tw 萬芳醫院 兒科部彭秘書 02-29307930分機8106

臺北市 文山區 116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景興國小 臺北市文山區興安里景華街150巷21號 (02)29329439 http://www.chps.tp.edu.tw 萬芳醫院 兒科部彭秘書 02-29307930分機8106

臺北市 文山區 116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木柵國小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里木柵路3段191號 (02)29391234 http://www.mjes.tp.edu.tw 萬芳醫院 兒科部彭秘書 02-29307930分機8106

臺北市 文山區 116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永建國小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1段311巷1號 (02)29377199 http://www.yjps.tp.edu.tw 萬芳醫院 兒科部彭秘書 02-29307930分機8106

臺北市 文山區 116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實踐國小 臺北市文山區樟文里忠順街1段4號 (02)29360725 http://www.zjps.tp.edu.tw 萬芳醫院 兒科部彭秘書 02-29307930分機8106

臺北市 文山區 116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博嘉實驗國小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4段159巷14-1號 (02)22302585 http://www.bjps.tp.edu.tw 萬芳醫院 兒科部彭秘書 02-29307930分機8106

臺北市 文山區 116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指南國小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三段38巷5-2號 (02)29393546 http://www.cnps.tp.edu.tw 萬芳醫院 兒科部彭秘書 02-29307930分機8106

臺北市 文山區 116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明道國小 臺北市文山區明興里木柵路2段138巷61號 (02)29392821 http://www.mdps.tp.edu.tw 萬芳醫院 兒科部彭秘書 02-29307930分機8106

臺北市 文山區 116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萬芳國小 臺北市文山區萬芳里萬和街1號 (02)22301232 http://www.wfes.tp.edu.tw 萬芳醫院 兒科部彭秘書 02-29307930分機8106

臺北市 文山區 116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力行國小 臺北市文山區樟腳里木新路3段155巷7號 (02)29363995 http://www.lsps.tp.edu.tw 萬芳醫院 兒科部彭秘書 02-29307930分機8106

臺北市 文山區 116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萬興國小 臺北市文山區萬興里秀明路2段114號 (02)29381721 http://www.wxes.tp.edu.tw/ 萬芳醫院 兒科部彭秘書 02-29307930分機8106

臺北市 文山區 116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萬福國小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5段170巷32號 (02)29353123 http://www.wfps.tp.edu.tw 萬芳醫院 兒科部彭秘書 02-29307930分機8106

臺北市 文山區 116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興華國小 臺北市文山區興光里興隆路3段125巷6號 (02)22393070 http://www.hhps.tp.edu.tw 萬芳醫院 兒科部彭秘書 02-29307930分機8106

臺北市 文山區 116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辛亥國小 臺北市文山區興昌里辛亥路4段103號 (02)29357282 http://www.saes.tp.edu.tw 萬芳醫院 兒科部彭秘書 02-29307930分機8106

臺北市 文山區 116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木柵國中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三段102巷12號 (02)29393031 http://www.mcjhs.tp.edu.tw 萬芳醫院 兒科部彭秘書 02-29307930分機8106

臺北市 文山區 116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實踐國中 臺北市文山區樟林里辛亥路七段67號 (02)22362852 http://www.sjjh.tp.edu.tw 萬芳醫院 兒科部彭秘書 02-29307930分機8106

臺北市 文山區 116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北政國中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里指南路三段2巷14號 (02)29393651 http://www.pcjh.tp.edu.tw 萬芳醫院 兒科部彭秘書 02-29307930分機8106

臺北市 文山區 116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景美國中 臺北市文山區景華里景中街27號 (02)89353130 http://www.cmjh.tp.edu.tw 萬芳醫院 兒科部彭秘書 02-29307930分機8106

臺北市 文山區 116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興福國中 臺北市文山區興旺里福興路80號 (02)29322024 http://www.hfjh.tp.edu.tw 萬芳醫院 兒科部彭秘書 02-29307930分機8106

臺北市 文山區 116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景興國中 臺北市文山區景華里景興路46巷2號 (02)29323794 http://www.chhs.tp.edu.tw 萬芳醫院 兒科部彭秘書 02-29307930分機8106

臺北市 文山區 116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國立政大附中附設國中 臺北市文山區政大一街353號 (02)82377500 http://www.chahs.nccu.edu.tw 萬芳醫院 兒科部彭秘書 02-29307930分機8106

臺北市 文山區 116 私立 國中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中附設國中 臺北市文山區老泉里老泉街26巷3號 (02)29395826 http://www.tshs.tp.edu.tw 萬芳醫院 兒科部彭秘書 02-29307930分機8106

臺北市 文山區 116 私立 國中 臺北市私立再興中學附設國中 臺北市文山區明義里興隆路4段2號 (02)29366803 http://www.thsh.tp.edu.tw 萬芳醫院 兒科部彭秘書 02-29307930分機8106

臺北市 文山區 116 私立 國中 臺北市私立景文高中附設國中 臺北市文山區木新里保儀路127號 (02)29390310 http://www.jwsh.tp.edu.tw 萬芳醫院 兒科部彭秘書 02-29307930分機8106

臺北市 文山區 116 私立 國中 臺北市私立靜心高中附設國中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二段46號 (02)29323118
http://www.chjhs.tp.edu.tw/dispPageBox/MainHp.

aspx?ddsPageID=MAINHP
萬芳醫院 兒科部彭秘書 02-29307930分機8106

臺北市 文山區 116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萬芳高中附設國中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115巷1號 (02)22309585 http://www.wfsh.tp.edu.tw 萬芳醫院 兒科部彭秘書 02-29307930分機8106

臺北市 信義區 110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興雅國小 臺北市信義區雅祥里基隆路1段83巷9號 (02)27618156 http://www.hyps.tp.edu.tw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李逢卿醫師 0970-405-197

臺北市 信義區 110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永春國小 臺北市信義區永春里松山路225巷48號 (02)27641314 http://www.ycps.tp.edu.tw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李逢卿醫師 0970-405-197

臺北市 信義區 110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光復國小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271號 (02)27585076 http://www.kfps.tp.edu.tw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李逢卿醫師 0970-405-197

臺北市 信義區 110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三興國小 臺北市信義區景聯里基隆路2段99號 (02)27385488 http://www.shps.tp.edu.tw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李逢卿醫師 0970-405-197

臺北市 信義區 110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信義國小 臺北市信義區松勤街60號 (02)27204005 http://www.syes.tp.edu.tw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李逢卿醫師 0970-405-197

臺北市 信義區 110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吳興國小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226號 (02)27200226 http://www.wsps.tp.edu.tw/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李逢卿醫師 0970-405-197

臺北市 信義區 110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福德國小 臺北市信義區中行里褔德街253號 (02)27277992 http://www.fdps.tp.edu.tw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李逢卿醫師 0970-405-197

臺北市 信義區 110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永吉國小 臺北市信義區永春里松山路287巷5號 (02)87858111 http://www.yhps.tp.edu.tw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李逢卿醫師 0970-405-197

臺北市 信義區 110 公立 國小 臺北市市立博愛國小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22鄰95巷20號 (02)23450616 http://www.baps.tp.edu.tw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李逢卿醫師 0970-405-197

臺北市 信義區 110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興雅國中 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168巷15號 (02)27232771 http://www.syajh.tp.edu.tw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李逢卿醫師 0970-405-197

臺北市 信義區 110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永吉國中 臺北市信義區四育里8鄰松隆路161號 (02)27649066 http://www.yjjh.tp.edu.tw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李逢卿醫師 0970-405-197

臺北市 信義區 110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瑠公國中 臺北市信義區福德街221巷15號 (02)27261481 http://www.lkjh.tp.edu.tw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李逢卿醫師 0970-405-197

臺北市 信義區 110 公立 國中 臺北市市立信義國中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158巷1號 (02)27236771 http://www.syijh.tp.edu.tw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李逢卿醫師 0970-405-1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