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牙科診所名稱 所在地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1 專誠牙醫診所 沙鹿區 04-26366168 臺中市沙鹿區斗潭路503號

2 良美牙醫診所 豐原區 04-25204370 臺中市豐原區信義街168號

3 日盛牙醫 大里 04-24812888 臺中市大里區永興路318號

4 淸水張牙醫診所 清水區 04-26226182 臺中市清水區中興街32-2號

5 永美牙醫診所 后里區 04-25567239 臺中市后里區甲后路一段417號

6 泓安牙醫診所 烏日區 04-23388321 臺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二段265號

7 大仁牙醫診所 大里區 04-24924574 臺中市大里區塗城路427號

8 佳宏牙醫診所 南區 04-22851688 臺中市南區學府路88號1樓

9 長青牙醫診所 豐原區 04-25268808 臺中市豐原區中山路450號

10 杏明牙醫診所 神岡區 04-25622460 臺中市神岡區神岡路26號

11 友仁牙醫診所 豐原區 04-25265657 臺中市豐原區府前街61-7號

12 超越牙醫診所 龍井區 04-26316161 臺中市龍井區國際街120號

13 佳德牙醫診所 龍井區 04-26364808 臺中市龍井區沙田路4段688號

14 宜德牙醫診所 潭子 0912672175 臺中市潭子區圓通南路281號

15 新光牙醫診所 太平區 04-23951466 臺中市太平區振福路216號

16 立宇牙醫診所 龍井區 04-26356988 臺中市龍井區龍新路153巷15號

17 潔安牙醫診所 太平區 04-22756479 臺中市太平區東平路617號

18 新新牙醫 大里 04-24831175 臺中市大里區內新街15號1F

19 朝美牙醫診所 大雅區 04-25686497 臺中市大雅區民生路二段6號

20 東生牙醫診所 大肚區 04-26993455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二段629號

21 松美牙醫診所 大肚區 04-26914595 臺中市大肚區遊園路二段175號

22 惠群牙醫診所 大里區 04-24813516 臺中市大里區大里路43號

23 今日微笑牙醫診所 清水區 04-26235334 臺中市清水區文昌街39號

24 豐原名揚牙醫診所 豐原區 0935-371297 臺中市豐原區圓環東路678號4樓

25 日安牙醫診所 烏日區 04-23355790 臺中市烏日區溪南路一段646號

26 瑞昇牙医诊所 大雅区 04-25689128 臺中市大雅區大榮街124號

27 日盛牙醫診所 大里 04-24812888 臺中市大里區永興路318號

28 張恩維牙醫診所 豐原區 04-25151562 臺中市豐原區成功路14號

29 盛廣牙醫診所 神岡區 04-25630868 臺中市神岡區中山路788號

30 東群牙醫 南屯區 04-23285766 臺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三段175號

31 嘉品牙醫診所 太平區 04-23926496 臺中市太平區大源路1-15號

32 昕揚牙醫診所 北屯區 04-22345168 臺中市北屯區熱河路二段18號1樓

33 尚美牙醫診所 南區 04-22241652 臺中市南區國光路104號

34 陽明牙醫診所 西屯區 04-24612807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159-11巷2號

35 晴美牙醫 西屯區 04-24656888 臺中市西屯區福雅路130號

36 新華牙醫診所 北屯區 04-22473558 臺中市北屯區梅川東路五段296 號

37 祥恩牙醫診所 大里區 04-24819396 臺中市大里區東明路29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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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快樂牙醫 東勢區 04 2588 8257 臺中市東勢區三民街260號

39 親親牙醫診所 西區 04-23101111 臺中市西區博館路109號

40 源德牙醫診所 南屯區 04-22520728 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358號

41 福茂牙醫診所 西屯區 04-24518758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2段273-1號

42 陳成欽牙醫診所 東勢 04-25885147 臺中市東勢區新盛九街11號

43 名人牙醫診所 北區 04-22938899 臺中市北區中清路一段570號1～2樓

44 郭德樑牙醫診所 北區 04-22336088 臺中市北區進化北路378-5號

45 三民張牙醫診所 中區 04-22183266 臺中市中區臺灣大道一段546號1樓

46 茂昌牙醫診所 南屯區 04-22526606 臺中市南屯區干城街202巷1弄2號

47 睿恩美學牙醫診所 南屯區 422515200 臺中市南屯區河南路四段326號3樓

48 暉鴻牙醫診所 西屯區 422969461 臺中市西屯區長安路二段215號

49 仁群牙醫診所 太平區 04-23950088 臺中市太平區樹德路56號

50 新世代牙醫診所 北區 04-22235488 臺中市北區太平路62.62-1號1樓

51 長榮牙醫診所 西區 04-23205566 臺中市西區公益路389號1.2樓

52 聯強牙醫診所 南區 04-22616622 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一段519號1.2樓

53 汎宇牙醫診所 南區 04-22616622 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一段519號1.2樓

54 遠傳牙醫診所 大里區 04-24853333

臺中市大里區益民路二段183、185號1.2

樓

55 新欣牙醫診所 大里區 04-24939922 臺中市大里區塗城路820.822.824號

56 維欣牙醫診所 東區 04-22830088 臺中市東區大智路271.273號1樓

57 全方位牙醫診所 北區 04-22310880 臺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513號1.2樓

58 佳鴻牙醫診所 北屯區 04-24350111 臺中市北屯區軍功路一段756號1樓

59 冠傑牙醫診所 南屯區 04-23821599 臺中市南屯區永春南路31號1.2樓

60 亞緻牙醫診所 清水區 04-26221066 臺中市清水區中山路357號1.2樓

61 晶緻美學牙醫診所 西屯區 04-24513222 臺中市西屯區黎明路三段379號1.2樓

62 君悅美學牙醫診所 大雅區 04-25671588 臺中市大雅區中清東路273號1.2樓

63 全心美學牙醫診所 西屯區 04-23589386 臺中市西屯區中工三路190號1樓

64 全家美學牙醫診所 北屯區 04-22922889 臺中市北屯區中清路2段421號1.2樓

65 東傑牙醫診所 南區 04-23768733 臺中市南區忠明南路1114號1.2樓

66 中悅牙醫診所 太平區 04-22702998 臺中市太平區宜昌路508號1.2樓

67 寬庭牙醫診所 西屯區 04-24513668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51之4 號1樓

68 仁欣牙醫診所 大里區 04-24927666 臺中市大里區成功路518號1樓

69 星宇牙醫診所 后里區 04-25566788 臺中市后里區甲后路一段712號1.2樓

70 品維美學牙醫診所 北屯區 04-22436800 臺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413號1樓

71 正豐牙醫診所 豐原區 04-25263367 臺中市豐原區向陽路186號1樓

72 欣悅牙醫診所
霧峰區 04-23395598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1131、1133號1.2樓
及1127、1129號1樓

73 奇美牙醫診所 西屯區 04-24518000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51之4 號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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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光田醫院大甲牙科
部 大甲區

04-26885599-

5406 臺中市大甲區經國路321號

75 康橋牙醫診所 南屯區 04-23282666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432號1.2.3樓

76 真愛美學牙醫診所 西區 04-23215899 臺中市西區精誠路260號1樓

77 遠揚牙醫診所 大雅區 04-25607799 臺中市大雅區雅環路二段83號1.2樓

78 御誠美學牙醫診所 大里區 04-24852899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442之5號1樓

79 佳美牙醫診所 北屯區 04-22392202 臺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311-8號1.2樓

80 星辰美學牙醫診所 西屯區 04-22523668 臺中市西屯區朝馬路76號1樓

81 京典美學牙醫診所 西屯區 04-24528993 臺中市西屯區福星路 569 號1.2樓

82 晶悅牙醫診所 豐原區 04-25281528 臺中市豐原區中正路908號1樓

83 中科美學牙醫診所
西屯區 04-24629898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166之81號1.2.3

樓

84 名品美學牙醫診所
北區 04-22993030 臺中市北區北平路二段95號1樓

85
光田醫院沙鹿分區
牙科部 沙鹿區

04-26625111

分機2458 臺中市沙鹿區沙田路117號

86 雅盛牙醫診所 北區 04-23608866 臺中市北區進化路361號1樓

87 雅臻牙醫診所 大甲區 04-26869888 臺中市大甲區三民路146號1.2樓

88 東誠牙醫診所 潭子區 04-25375066 臺中市潭子區復興路一段30號

89 台新醫院牙科部
東區

04-

22139966#57 臺中市東區振興路441號

90 寶佳牙醫診所 太平區 04-23957676 臺中市太平區樹德路123號1樓

91 大學牙醫診所 北區 04-23221156 臺中市北區西屯路一段415號

92 名威牙醫診所 西屯區 04-27075785 臺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260號1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