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鄰近醫療院所 
 

֎就醫請攜帶學生證(職員證)及健保卡 

名稱 地址 電話 門診時間 費用 

 天母力康診所 本校學思樓3樓(全家超商電梯 
上3樓 

(02)28210866 週一到週五 09:00-12:00 14:00-17:00 17:30-20:30 
週六 依公告/14:00-17:00復健 (另設超音波、X 光檢查) 

本校教職員生憑 
證掛號50 元 

陳柏宏親子診所 
台北市北投區明德路 124 號 
(鄰近捷運明德站) 

(02)2822-5257 週日至週五早上 8:30-12:00，下午 3:00-6:00，晚上 6:30-9:30 
(週六固定公休、週二上午台北榮總門診) 

本校教職員生憑 
證掛號 150 元 

何叔芳小兒科診所 北投區裕民四路4號1樓(鄰近

懷德中醫) 

(02)2820-6886 週日至週五早上 8:30-12:00，下午 2:00-5:00，晚上 6:00-9:00 

(週六固定公休) 

本校教職員生憑 

證掛號 150 元 

陳珀勳內兒科診所 
台北市北投區明德路 85 號 

（捷運明德站出口右側） 

(02)2820-6263 早上 8:30-12:00，下午 3:00-6:00，晚上 6:30-9:30 

(週日全日休診；國定假日上午看診) 

本校教職員生憑 

證掛號 150 元 

黃正宏家庭親子診 

所 

台北市北投區西安街一段 359 

號(石牌捷運 1 號出口) 
(02)2821-7076 

週一至週六 8:30-12:00，週一至週四 16:00-21:30 
週五晚上 17:00-21:30，週六下午 14:00-18:00 

本校教職員生憑 

證掛號 150 元 

常哲診所 
台北市北投區明德路 157-4 號 

1 樓 
(02)2828-5515 

周一到週五 09:00-12:00 14:30-17:30 18:00-21:00 

週六 09:00-12:00 14:30-17:30 (另設心電圖、超音波、X 光檢查) 

本校教職員生憑 

證掛號 150 元 

張正弘診所 臺北市天玉街 38 巷 9 號 (02)2874-7399 週一至週六早上 9:00-12:00，週一至週五晚上 5:30-9:00 
本校教職員生憑 
證掛號 100 元 

紀耳鼻喉科/皮膚專 

科聯合診所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57 

號 

(02)2821-4485 

(02)2822-4849 

耳鼻喉 上午 9:00-12:00，下午 3:00-6:30，晚上 7:00-9:00 

皮膚 上午 10:00-12:00，下午 3:00-6:30，晚上 7:00-9:00 

(週六晚間休診、週日全日休診) 

本校教職員生憑 

證掛號 150 元 

劉明真皮膚科診所 
112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116號 2 樓 

(02)2822-4735 週一到週五 12:00-19:20 
週六        10:00-16:20 

基本健保費 

200 元 
芯悅皮膚科暨醫學  

美容診所 

台北市石牌路一段 57 號 (02)2827-6618 星期一二四五下午 1 點到 9 點(下午5-5:30休息) 

星期三六上午 9 點到 12 點 

本校教職員生憑 

證費用 150 元 

杏美皮膚科診所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西路 40-1 
號 2 樓 

(02)2871-5431 
上午 9:00-12:00，下午 2:00-8:00 

(週三與周日全日休診) 

本校教職員生憑 

證掛號 100 元 

天母 2020 眼科診所 
台北市天母西路 10 號 2F 之 1 

 

(02)2873-2020 上午 10:00-12:00，下午 3:00-6:00，晚上 7:00-9:00 

(週六晚上時段休診、週日及例假日固定休診) 
本校學生憑證掛 
號 150 元 

劉怜瑛眼科診所 
台北市北投區裕民六路 126 

號 

(02)2825-0126 上午:9:00-12:00，下午:4:00-6:00，晚上 6:30-8:30 

(週六下午 2:00-5:00 看診、晚間休診，週日全日休診。) 

基本健保費 

200 元 

蔡赓喜嚴國棟婦產  

科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一段 72 

號 

(02)2827-5066 

(02)2823-0266 

週一至週六上午:9:00-12:00，星期一二四五晚上 6:00-9:00(全週 

下午休診，國定假日上午看診；周六晚上固定公休；週日休診) 

基本健保費 

200 元 

鄭福山/陳晟立不孕 

專科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六段 

256 號 

(02)2838-5428 上午:9:30-12:00，下午:3:30-5:30，晚上 7:00-9:00 

(週六晚間休診，週日全日休診，國定假日上午看診。) 
基本健保費 

200 元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A4%A9%E6%AF%8D%E6%9D%8F%E7%BE%8E&amp;oq=%E5%A4%A9%E6%AF%8D%E6%9D%8F%E7%BE%8E&amp;aqs=chrome..69i57j0.10421j0j7&amp;sourceid=chrome&amp;ie=UTF-8


 

名稱 地址 電話  門診時間 費用 

如翊健康診所 
(骨科/復健科) 

112 台北市北投區天母西 

路 128 號 

(02)2821-5100  週一至週六早上 09:00-12:00，下午4:30-8:30 

週日全日休診 

本校學生憑證掛 

號 150 元 

天母康健身心診所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西路 100 
號 

(02)2837-8787  週一至週三 下午:2:30-6:00，晚上:6:30-9:30 
週四至週五 上午:9:00-12:00，下午:2:30-6:00，週四晚上:6:30-9:30 

本校教職員生憑 
證費用 150 元 

石牌鄭身心醫學診  

所(身心、家醫、耳鼻 

喉科)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一段 69 

號 

(02)2822-7660  週一至週五 上午:9:00-12:00 下午 4:00-9:00 

週六 上午:9:00-12:00 下午 1:30-5:00 

專案諮商(最低 600 元) 

本校教職員生憑 

證費用 100 元 

 

維格牙醫診所 
台北市北投區裕民一路 40 巷 

23 號 1-2 樓 

(02)2828-0358  上午 9:30-13:00，下午 2:00-5:30，晚上:6:00-10:00 

(週六晚間休診，週日全天休診) 

本校教職員生憑 

證費用100元 

 

宏誠牙醫診所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六段 

450 巷 7 弄 1 號 

(02)2873-9533  週三、週五上午 9:40-12:00，週一、周三下午 14:00-20:00，週 

四、周五、週六下午 14:00-18:00 (週二、週日全天休診) 

周醫師看診時間為週二、週四、週六(本校兼任牙醫師) 

本校教職員生憑 

證費用100元 

大久牙科 
台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三段 

180 號（捷運龍山寺） 

(02)2308-6211  週二、週四、週五上午 10:00-12:00，週一至週四下午 2:00-8:00 本校教職員生憑 

證費用100元 

 

典藏牙醫診所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 1 段 156 
號(1.2 樓) 

(02)2827-0168  週一至週六上午 9:00-12:00，下午 2:00-6:00，晚上 6:30- 

10:00，週日全天休診(不定期週二下午、週四晚上休診) 本

校教職員生憑證費用 50 元(只限第一次)，第二次起 150 元 

本校教職員生憑 

證費用 50 元(只 

限第一次) 

群欣牙醫 台北市北投區石 牌路2段9號2
樓 02-28236256 

5

0 

週一至週五 上午:9:30-21:30 
週六上午 9:30-17:30 

本校教職員生憑 

證費用50元 

群昇牙醫診所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 1 段 83 

號 

(02)2820-9311  週一至週五上午 9:30-11:30，下午 2:30-5:30， 

晚上 7:00-9:30，週六晚上及週日全天休診 

本校教職員生憑 

證費用 100 元 

信華牙醫 
台北市萬華區內江街 78 號 (02)2381-1054  週一至週五早上 10:00-11:00，下午 2:00-5:00， 

晚上 7:00-9:00，皆採預約制 週六採隔週休診，週日全天休診 

本校教職員生憑 

證費用 100 元 

台大醫院北護分院 
台北市萬華區康定路 37 號 

(近內江街及康定路口) 

(02)2371-7101  週一至週五早上 9:00-11:30，下午 2:00-4:30，晚上 6:00-8:30； 

週六早上 9:00-11:30；週日休診 

基本健保費 

180 元 

明陽儀器有限公司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128 

號 

(02)2821-5408 

(02)2825-0946 
 週一至週五早上 9:00-晚上 9:00 

週六至週日早上 10:00-晚上 6:00 

本校教職員生憑 

證商品享折扣 

～ 本資料僅提供參考，若有變更以該醫療院所為主 ～                                   111年06月20日更新 
 



鄰近醫療院所胸部X光、抽血檢驗資訊 
(1)就醫請攜帶學生證； (2)各項疫苗請事先電話聯繫庫存量 

名稱 地址與連絡電話 門診時間 項目與價格 

天母力康診
所 

本校學思樓3樓(全家超商

電梯 
上3樓 

週一到週五 09:00-12:00
 14:00-17:00
 17:30-20:30 
週六 依公告/14:00-17:00復健 
(另設超音波、X 光檢查) 

胸部X光優惠200元(現場給證明) 

陳柏宏親子

診所 

北投區明德路124號 

(鄰近捷運明德站) 

(02)2822-5257 

週日至週五 

早上8:30-12:00 

下午3:00-6:00 

晚上6:30-9:30 

(週六休診、週二上午台北榮

總門診) 

A型肝炎500元、C型肝炎500元、B肝肝炎抗體200元、抗原250元 

水痘(IgG抗體)500元、(IgM抗原)1000元、麻疹(IgG抗體)300元、(IgM

抗原)500元、德國麻疹(IgG抗體)300元、(IgM抗原)500元 

腮腺炎(IgG抗體)400元、(IgM抗原)600元 

B肝疫苗：400元/劑、MMR疫苗：600元/劑 

水痘疫苗：2000元/劑、子宮頸疫苗:9價(6050元/1劑)、(17500元/付

清3劑)  

何叔芳小兒

科診所 

北投區裕民四路4號1樓(鄰

近懷德中醫 ) (02)2820-

6886 

週日至週五 

早上8:30-12:00 

下午2:00-5:00 

晚上6:00-9:00 

(週六固定公休) 

A型肝炎(IgG抗體)400元、(IgM抗原)500元、C型肝炎：400元 

B肝肝炎抗體300元、抗原200元 

水痘(IgG抗體)350元、(IgM抗原)1000元、麻疹(IgG抗體)500元、(IgM

抗原)1200元、德國麻疹(IgG抗體)300元、(IgM抗原)500元 

腮腺炎(IgG抗體)600元、(IgM抗原)1200元 

B肝疫苗：600元/劑、MMR疫苗：650元/劑 

水痘疫苗：1800元/劑、流感疫苗：1000-1400元/4價 

陳珀勳內兒

科診所 

北投區明德路85號 

(捷運明德站出口右側） 

(02)28206263 

早上8:30-12:00 

下午3:00-6:00 

晚上6:30-9:30 

(週日休診) 

B肝肝炎抗體、抗原：250元(需攜帶學生證)、水痘(IgG抗體)500元、

(IgM抗原)900元、麻疹(IgG抗體)400元、(IgM抗原)1000元 

德國麻疹(IgG抗體)250元、(IgM抗原)350元、B肝疫苗：450元/劑 

腮腺炎(IgG抗體)350元、(IgM抗原)500元、 

黃正宏家庭

親子診所 

北投區西安街一段359號 

(石牌捷運站1號出口旁) 

(02)28217076 

週一至週六 

早上8:30-12:00 

週一至週五 

下午2:00-5:00 

晚上6:00-9:00 

週六 

下午2:00-6:00 

(周日休診) 

A型肝炎(IgG抗體)400元、(IgM抗原)500元、C型肝炎：500元 

B肝肝炎HEsAg200元、HEeAg200元、胸部X光300元 

水痘(IgG抗體)500元、(IgM抗原)1000元 

麻疹(IgG抗體)500元、(IgM抗原)1200元 

德國麻疹(IgG抗體)350元、(IgM抗原)500元 

腮腺炎(IgG抗體)400元、(IgM抗原)600元 

B肝疫苗：400元/劑、A肝疫苗：2000元/劑 

MMR疫苗：600元/劑、水痘疫苗：1800元/劑、子宮頸疫苗:9價(6000/

劑)  



名稱 地址與連絡電話 門診時間 項目與價格 

常哲診所 
台北市北投區明德路157-4

號1樓 

(02)2828-5515 

周一到週五   

09:00-12:00   

14:30-17:30   

18:00-21:00 

週六 

09:00-12:00  

14:30-17:30 

(周日休診) 

A型肝炎500元、C型肝炎500元、B肝肝炎抗體200元、抗原300元 

水痘(IgG抗體)500元、(IgM抗原)1000元；麻疹(IgG抗體)300元、(IgM

抗原)500元；德國麻疹(IgG抗體)300元、(IgM抗原)500元 

腮腺炎(IgG抗體)400元、(IgM抗原)600元 

B肝疫苗：400元/劑、MMR疫苗：600元/劑、水痘疫苗：2000元/劑 

肺炎疫苗 3300元  帶狀皰疹疫苗 4800元 

子宮頸疫苗:9價(單劑5700元/1劑)、(16000元/付清3劑)   

胸部X光：300元(含證明) 【早上拍片，下午取件】 

(胸部X光英文證明+100) 

台大醫院 

北護分院 

萬華區康定路37號 

(近內江街及康定路口) 

(02)23717101 

週一至週五  

早上9:00-11:30 

下午2:00-4:30 

晚上6:00-9:00； 

週六早上9:00-12:00  

B肝疫苗：約500-600元 

其餘項目為基本健保費180元+各項檢驗費 

中華民國防

癆協會(第一

胸腔防治所) 

大同區民權西路104號2

樓(民權西路站1號出口

左轉）(02)25577221 

(02)25530627 

週一至週六早上 

8:30-11:30 

週一至週五下午 

13:00-16:30 

胸部X光：(每年限一次) 

掛號費150元+100元(正式診斷書) 

＊中文報告當天可領取 

  自費650元+60元(證明) 

雙連醫事 

檢驗所 

北投區石牌路1段71巷3

弄8號(石牌捷運站120公

尺左右)  

(02)28213112 

週一至週五 

早上8:00-晚上20:30 

(休息時間11:30-15:00) 

週六早上8:00-11:00 

每週一與週四出報告 

胸部X光：500元(含證明) 

A型肝炎(IgG抗體)400元、(IgM抗原)400元、C型肝炎：500元 

B肝抗原+抗體：500元(B肝肝炎抗體300元、抗原400元)、傷寒抽血：

350元、水痘(IgG抗體)450元、麻疹(IgG抗體)400元 

德國麻疹(IgG抗體)400元、腮腺炎(IgG抗體)600元 

胸部X光+B肝(抗原+抗體)+水痘麻疹德國麻疹(IgG抗體) 

優惠價2200元(不含腮腺炎)   

 

此表內容僅提供參考，如有任何問題，請洽各醫療院所！(健康中心  關心您的健康)                111年03月08日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