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單如下：
基隆

泰安內科診所 佳冠內科診所 元翔診所 高士振診所 安基診所

佳基內科診所

台北市
柏安診所 安德聯合診所 滙安診所 元林診所 安禾聯合診所

宏林診所 萬澤內科診所 景安診所 百齡診所 安仁診所

晟幸診所 文林診所 康禾診所 杏心診所 怡仁診所

怡德診所 和泰內科診所 華榮診所 崇德診所 弘德診所

佳德內科診所 祐腎內科診所 洪永祥診所 慶如診所 佳康內科診所

福林診所 東成診所

新北市
杏原診所 宏明診所 漳怡內科診所 輝德診所 逸守診所

安新診所 展源內科診所 匯康內科診所 明暘診所 德澤診所

陳尚志診所 東暉診所 江生診所 承安聯合診所 仁佳診所

仁馨診所 康全診所 新庚診所 安旭診所 祥佑診所

富康診所 戴良恭診所 欣禾診所 世康診所 志豪診所

仁謙診所 怡安診所 仁川診所 廣泉診所 板橋仁安內科診所

恩康診所 仁美診所 詠靜診所 益康診所 晉康診所

昕隆診所 仁暉診所 安庚內科診所 逸安診所 逸原診所

逸全診所 新莊新仁診所 家祥診所 新欣診所 慧安診所

禾安診所 佳佑診所 思原內科診所 佳愛診所 佳晟診所

元福診所 幸安診所 集賢內科診所 集安診所 東辰診所

怡和診所 國城診所

桃園
中慎診所 佑霖診所 宏元診所 桃安診所 惠民診所

全安診所 欣庚診所 安馨大溪診所 中庚診所 鑫庚內科診所

安庚內科診所 桃庚聯合診所 桃德診所 安慧診所 聖文診所

榮元診所 杏福診所 家誼診所

新竹
新竹安慎診所 竹東安慎診所 安新診所 惠慎診所 成民內科診所

宏仁診所 康健診所 宜暘診所 祥仁內科診所

苗栗
宏福診所 德安診所 長春診所 竹南診所

台中
長安診所 雅林診所 蔡精龍診所 瑞東診所 淨新診所

育恩診所 漢寧診所 大業診所 宜家診所 健安內科診所

榮平診所 信安診所 高美內科診所 合安診所 傑安內科診所

佑全診所 東豐診所 中清診所 京冠診所 仁禾診所

仁德診所 晉安診所 安新診所 佳弘診所 佳仁內科診所

慶華診所 佳楊診所 佳福診所 加安診所 榮曜診所

興豐內科診所 東福診所 漢陽內科診所

108 累計 290 家院所繳納會費



彰化
健新內科診所 里仁診所 建霖內科診所 惠聖診所 合濟診所

旭安診所 安馨彰美內科診所 佳安內科診所 員美診所 佳安內科診所

雲林
惠腎診所 大安診所 崙安診所 明德聯合診所 螺安診所

宏德診所 腎安診所

嘉義
宏醫診所 正安診所 家馨診所 安馨嘉義內科診所 康明診所

慈安診所 維德診所

南投
新協合聯合診所 益民診所 金生診所 草屯陳診所 農安診所

安馨竹山內科診所

台南
文賢內科診所 光明內科診所 林建任內科診所 迦南內科診所 榮銘內科診所

以琳內科診所 陳相國聯合診所 懷仁內科診所 昕安內科診所 十全診所

群安診所 康福內科診所 公園內科診所 謝智超達恩診所 崇仁內科診所

沅林內科診所 立福內科診所 奇安內科診所 蘇炳文內科診所 杏和診所

杏福內科診所 泰祐診所 佳宜內科診所 佑馨診所 顏大翔內科診所

仁得內科診所 陳冠文內科診所 弘典內科診所 華康內科診所 福民內科診所

康健內兒科診所 美侖診所 佳新診所 尚禾內科診所 錫和診所

高雄
宗禾診所 佑鎮診所 仁康診所 愛欣診所 好生診所

明港診所 茂田診所 新鴻遠診所 路竹內科診所 蔣榮福診所

長清診所 高健診所 鴻源診所 為好診所 鴻仁健康診所

岡山內科診所 建安診所 佑強診所 聖安診所 裕生診所

東陽診所 僾彼高榮育仁診所 益祥診所 偉仁健康診所 高美診所

幸安診所 楠華診所 五福診所 安泰診所 高欣診所

吳三江內科診所 揚銘診所 湖康診所 安馨楠梓內科診所 健聖診所

壬禾診所 長新診所 佳生診所 芳民診所 佳澤診所

佳醫診所 龍華診所 劉內兒科診所 昱泰診所 聖博診所

高悅診所 高晟診所 德恩內科診所 田源診所

屏東
人晟診所 立安診所 大武診所 宇安診所 沐民診所

德埔診所 藍文君診所 佳屏診所 德家內科診所 迦美診所

宏祥診所 東和內科診所

宜蘭
傳康診所 陳文貴診所 吳得中診所 得安診所 青田診所

花蓮
維德診所 嘉恩診所 懷德診所

台東
陳明正內科診所

澎湖
惠安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