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大學鄰近醫療院所門診時間表（診所）
診所名稱
華崗文化診所

元群眼科

陳眼科診所

愛齒牙科
診所

陳慶成牙醫

親親牙醫診所

Dr.Wells 維育牙
醫診所

榮庚皮膚專科診
所

謝宏基耳鼻喉科
診所

林小兒科診所

立安復健科診所

常甡中醫診所

漢醫堂中醫診所

門診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09:00-13:00
下午、晚 16:00-20:00
星期一至星期六
上午 09:00-12:00
下午 15:00-18:00
晚上 19:00-21:30
星期一至星期六
上午 09:00-12:00
星期一、二、四、五
晚上 18:00-21:00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09:00-12:00
下午 14:00-18:00
晚上 19:00-22:00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09:00-12:00
下午 14:00-18:00
晚上 19:00-21:30
星期六
上午 09:00-12:00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下午 14:00-17:30
晚上 18:30-22:00
星期一至星期六
上午 09:00-13:00
下午 14:00-18:00
晚上 18:30-21:30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09:30-12:00
下午 14:30-17:00
晚上 18:30-21:00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09:00-12:00
下午 17:00-21:00
星期六
上午 09:00-12:00
星期一至星期六
上午 08:30-12:00
下午 15:00-17:30
晚上 18:30-21:30
星期一至星期六
上午 09:00-12:00
星期一、三
晚上 19:00-21:00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下午 13:50-17:20
晚上 18:30-21:30
星期六
上午 09:30-12:00
下午 13:50-17:20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下午 14:00-18:00
晚上 18:30-22:0
星期六
上午 09:00-12:00
下午 14:00-18:00

科別
一般內科
外科急救

電話

地址

(02)2862-6188 士林區菁山 24 號

備註
仰德大道麥當勞右轉至菁山路 100 公尺

眼科

士林捷運站 1 號出口左 50 公尺，慈航藥
(02)2888-1711 士林區文林路 437
局旁。
號

眼科

公車：搭乘 260 或紅 5 公車，至
(02)2882-9245 士林區小北街 3 號 「台電台北北區分處」站下車，穿越捷
運公園至對街，步行約 100 公尺即到達。

牙科

(02)2834-2841 士林區中正路 234 士林捷運站 1 號出口對面。

牙科

(02)2833-3452 士林區中正路 240 士林捷運站 1 號出口對面。

牙科

牙科

皮膚科

號

號1樓

(02)2835-7730
(02)2832-5056

士林區中山北路 5
段 622 號 2 樓

公車：搭乘 260 或紅 5 公車，至「福林國小」
站下車，步行至中山北路右轉約 50 公尺即到
達。

公車：搭乘 260 或紅 5 公車，至
(02)2838-0071 士林區中正路 120 「福林國小」站下車，步行約 50 公尺即
號1樓
到達。
(02)2834-2633 士林區中正路 210 士林捷運站 1 號出口對面。
號之 2 樓

耳鼻喉科

士林捷運站 1 號出口左轉
(02)2881-9168 士林區中正路 249
20 公尺。
之3號1樓

小兒科

士林捷運站 1 號出口左轉
(02)2881-2485 士林區中正路 249
20 公尺。
號1樓

復健科

(02)8861-1590 士林區小北街 15

公車：搭乘 260 或紅 5 公車，至
「台電台北北區分處」站下車，穿越捷
運公園至對街，步行約 100 公尺即到達。

中醫（一般內
科、婦科、針 (02)2881-0689 士林區小北街 11
號
灸科、傷科）

公車：搭乘 260 或紅 5 公車，至
「台電台北北區分處」站下車，穿越捷
運公園至對街，步行約 100 公尺即到達。

中醫

號

公車：搭乘 260 或紅 5 公車，至
(02)2882-7798 士林區小北街 7 號 「台電台北北區分處」站下車，穿越捷
運公園至對街，步行約 100 公尺即到達。

中國文化大學鄰近醫療院所（醫院）
醫院名稱

門診時間

連絡電話

地 址

交通資訊

上午 09：00-12：00 語音預約掛號：
陽明醫院 下午 13：30-16：30 (02)2181-1995
夜間 17：30-20：30

總機：
(02)2835-3456
(02)2834-3848

台北市士林區
雨聲街 105 號

◆ 捷運：搭乘淡水線於捷運芝山站 1 號
出口下車後，即可搭乘芝山站—陽明
院區免費接駁車。

上午 09：00-12：00 人工預約掛號：
新光醫院 下午 14：00-17：00 (02)2833-3000
夜間 18：00-21：00

總機：
(02)2833-2211

台北市士林區
文昌路 95 號

◆ 捷運：搭乘淡水線於捷運劍潭站 1 號
出口下車後，經由地下道至對面出
口，即可搭乘新光醫院免費接駁車。

語音預約掛號： 總機：
上午 08：30-12：00 (02)2873-2151 (02)2871-2121

台北市北投區
石牌路二段
201 號

◆ 捷運：搭乘淡水線於捷運石牌站下車
後，即可搭乘榮總免費接駁車。

台北市北投區
振興區 45 號

◆ 捷運：搭乘淡水線於明德站下車，轉
乘振興醫院免費捷運接駁車

台北市中山北
路二段 92 號

◆ 公車：搭乘 260 公車，至「台泥大樓」
站下車，步行約 100 公尺即到達。

榮總

下午 13：30-17：00
夜間 18：00-21：00 人工預約掛號：

(02)2871-2151

語音預約掛號： 總機：
上午 09：00-12：00 (02)2826-5151 (02)2826-4400

振興醫院 下午 14：00-17：00 人工預約掛號：

夜間 18：30-20：30 (02)2826-4558

(02)2826-4528
上午 09：00-12：00 人工預約掛號：
馬偕醫院 下午 14：00-17：00 (02)2521-5291
夜間 18：00-21：00

總機：
(02)2543-35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