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環球滙晉醫療計劃
指定中國內地、香港、澳門及台灣醫院名單



指定醫院名錄截止 23/5/2018

您只需從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AXA安盛」)取得預先批核，AXA安盛便將於「全球醫院名錄」內位於世界各地
有提供直接結算服務5 的醫院直接結算您符合資格的住院及日間住院治療費用。有關「全球醫院名錄」詳情，請
參閱保單持有人指南。

以下指定醫院名錄包括中國內地、香港、澳門及台灣。

Notes 註 :

1.   「全球醫院名錄」或不時變更，建議於入院前致電環 球滙晉客戶服務熱線 (852) 2867 8611 確認所選擇之醫院。

2.   「全球醫院名錄」的內容只供環球滙晉醫療計劃之保單持有人╱受保 人使用，不作公眾傳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3.   「全球醫院名錄」所列的資料，並不意味可取代專業的醫療建議或診治或治療。

4.   「全球醫院名錄」單所載的資料以上載時為準，及會不時被 AXA 安盛更改而不作另行通知。

5.  此項服務由第三者服務機構提供。該機構為獨立的承辦商，並非 AXA 安盛或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滙豐」)的代理。AXA 安盛及滙豐不須就
該機構提供之服務供應作出表述、保證或承諾，及不須就受保人因該機構或其代理提供之服務或建議或該等服務之供應而直接或間接蒙受或招致之任
何損失、損害、費用、起訴、訴訟或法律程序，向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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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嘉諾撒醫院 香港舊山頂道 1號 

播道醫院 香港九龍亞皆老街 222號

香港港安醫院 –司徒拔道 香港司徒拔道 40號

香港港安醫院 –荃灣 香港新界荃灣荃景圍 199號

香港浸信會醫院 香港九龍塘窩打老道 222 號

養和醫院 香港跑馬地山村道 2號

明德國際醫院 香港山頂加列山道 41 號

寶血醫院 香港九龍深水埗青山道 113 號

聖保祿醫院 香港銅鑼灣東院道 2號

聖德肋撒醫院 香港九龍太子道 327號 

仁安醫院 香港新界沙田大圍富健街 18號

港怡醫院 香港黃竹坑南風徑 1 號

澳門 仁伯爵綜合醫院 澳門若憲馬路

鏡湖醫院 澳門連勝馬路 85-87 號

科大醫院 澳門氹仔偉龍馬路澳門科技大學 H座

北京 宣武 北京友誼醫院國際醫療中心 北京市西城區永安路 95號

崇文 北京新世界耀東診所 北京市崇文區崇文門外大街 3號新世界中心
商場 5層

房山 北京燕化醫院 北京市房山區燕山迎風路 15號

昌平 北大醫療康復醫院 北京市昌平區中關村生命科學園生命園路
8號院 7樓

朝陽 中日友好醫院國際醫療部 北京市朝陽區櫻花東街 2號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
北京安貞醫院特需醫療部

北京市朝陽區安貞門外安貞路 2號

北京和睦家醫院 北京市朝陽區將台路 2號

北京和睦家建國門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建國門秀水街 1號建外外交公寓
14-15樓

北京和睦家亮馬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東方東路 19號樓 1號樓會所
27號

北京和睦家啟望腫瘤治療之家 北京市朝陽區將台西路 9-11號

北京和睦家朝外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朝陽門外大街 6號萬通中心
AB座 2層 3017室

北京和睦家康復醫院 北京市朝陽區姚家園北二路 1號

北京和睦家廣渠門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廣渠路 39號漢督國際 2層

北京明德醫院 北京市朝陽區酒仙橋北路 9號

北京維特奧醫院 北京市朝陽區東三環南路乙 52號

善方醫院 北京市朝陽區工體北路 13號院世茂國際中心
4號樓

北京二十一世紀醫院 北京市朝陽區亮馬橋路 40號 21世紀大廈
1-2層

北京國際醫療中心 北京市朝陽區亮馬橋路 50號北京燕莎中心
辦公樓 1層 S106室

維世達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光華路 1號嘉裡中心 3層

北京港澳中心國際醫務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朝陽門北大街 2號港澳中心
瑞士酒店辦公樓 9層

北京百匯朝外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朝陽門外大街甲 6號萬通中心
AB座 2001-3001

北京百匯京順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京順東街 6號院 2號樓
101-201室

北京庇利積臣醫療中心 北京市朝陽區日壇東路 7號

北京泓華朝陽公園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朝陽公園南路公園大道 6號 4幢
1層 107室

北京泓華富麗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廣渠門外大街 1號院 9號樓 1層

卓正 CBD兒童保健中心 北京市朝陽區光華路 5號院世紀財富中心
1號樓 208單元

北京量衡快線全科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霞光裡 66號院遠洋新幹線 A座
A04底商

北京帕森國際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東三環北路甲 26號博瑞大廈

北京仁泰門診部 北京市朝陽區建國路 89號華貿中心 16號
商務樓 102室

北京富來康（原花家地）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團結湖南裡 15號樓恒祥大廈
1層南側

北京新世紀婦兒醫院 北京市朝陽區望京北路 51號 2 / 5號樓

北京美中宜和婦兒醫院麗都院區 北京市朝陽區芳園西路 9號

北京美中宜和婦兒醫院
亞運村院區

北京市朝陽區安慧北裡逸園 5號

地區 服務商名稱 地址 地區 服務商名稱 地址

北京宜和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安慧北裡逸園 3號

北京和美婦兒醫院 北京市朝陽區北苑路小關北裡甲 2號

北京東方美華醫院 北京市朝陽區安外小關北裡 218號

北京東方美華婦兒醫院門診部 北京市朝陽區安苑路 18號

北京瑪麗婦嬰醫院 北京市朝陽區和平里北街 5號

北京華府婦兒醫院 北京市朝陽區百子灣南二路 18號

北京儷嬰婦產醫院 北京市朝陽區朝陽北路雅成一裡 16號樓

北京五洲婦兒醫院 北京市朝陽區西大望路 24號

北京愛爾英智眼科醫院 北京市朝陽區潘家園南裡 12號潘家園大廈
1 / 4 / 5層

北京弘醫堂中醫（國際）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朝陽公園路甲 11號 5-6層

北京優聯耳鼻喉醫院 北京市朝陽區東四環南路 53號院海漁廣場
7號樓

北京麥瑞骨科醫院 北京市朝陽區北苑路甲 1號

北京英智康復醫院 北京市朝陽區八裡莊南裡 5號

北京精誠博愛康復醫院 北京市朝陽區南皋路 188號

北京弘醫堂中醫醫院 北京市朝陽區團結湖北路 2號

孔醫堂望京館 北京市廣順南大街 21號

北京漢典中醫醫院 北京市朝陽區石佛營東裡 133號院 4號樓

北京醫珍堂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望京西路甲 50號卷石天地大廈
1號樓 1-3層

首都醫療優合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酒仙橋中路 26號院 1號樓 101室

北京正安美侖中醫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科薈路 51號院美倫堡 13號樓

北京正安官舍中醫診所 北京市朝陽三元橋東方東路 19號官舍 2期
商場 3層

北京瑞華心康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安貞裡東城開發服務樓
（安貞裡一區 9號樓）1 / 2層

北京弘道運動醫學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工人體育場 12號看台

北京崔玉濤育學園兒科診所 北京市太陽宮中路 16號院 1號樓冠捷大廈
101/102室

北京遠洋健康博雅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利澤中一路 1號 A區

北京市朝陽區建外第二社區
衛生服務中心

北京市朝陽區景華南街 5號 01層 101內
17/18/19/20單元、02層 201內 18/20單元、
金桐西路 12號 01層 101內 F1-30及 F1-31
單元

京典口腔 北京市朝陽區霄雲路 40號國航世紀大廈 1層
102-104

固瑞齒科 -國貿診所 北京市建國門外大街 1號國貿商城地下二層
NB210

固瑞齒科 - 21世紀飯店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亮馬橋路 40號 21世紀飯店 2層

固瑞齒科 -亞運村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亞運村安立路 68號陽光廣場
F-D186B 

固瑞齒科中海口腔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建外大街光華東裡 8號中海廣場
1號樓 3層 05室

北京瑞爾齒科 -國際大廈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建國門外大街 19號國際大廈
A座 208室

北京瑞爾齒科 -燕莎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亮馬橋路 46號燕莎東側盛捷
福景苑 1層

北京瑞爾齒科 -京匯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建國路乙 118號國貿橋東南角
京匯大廈 201室

北京瑞爾齒科 -華貿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建國路 89號華貿中心公寓
16號樓 101室

北京瑞爾齒科 - CBD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光華路 5號院世紀財富中心
東座 2層

北京瑞爾齒科 -頤堤港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酒仙橋路 18號頤堤港商場
地鐵層 LG100單元

北京瑞爾齒科 -豐聯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朝陽門外大街 18號
豐聯廣場 2層

北京瑞爾齒科 -愛琴海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七聖中街 12號院愛琴海購物
中心一樓底商

愛雅仕口腔 -國貿門診 北京市朝陽區朝外大街 6號新城國際公寓
7號樓 501室

愛雅仕口腔 -朝陽門門診 北京市朝陽區朝外大街 16號人壽大廈 214室

五月花口腔 -國貿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國貿寫字樓 2座 3層

佳美口腔 -三裡屯總部 北京市朝陽區新東路 10號幸福三村逸盛閣
A座 103室

佳美口腔 -三裡屯兒童口腔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新東路 10號逸盛閣 B座 2層

佳美口腔 -勁松診所 北京市東三環南路 58號富頓中心 C座 104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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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美口腔 -酒仙橋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將台路乙 2號海潤國際公建商業
8A商鋪

佳美口腔 -潘家園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潘家園南裡 24號樓
 (嘉禾園社區）

佳美口腔 -國貿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光華路甲 16號諾安基金大廈 1層

佳美口腔 -三元橋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三元橋北小街 8號

佳美口腔 -雙井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廣渠路九龍山家園 1號樓

佳美口腔 -望京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望京南湖東園 122樓底商 F-36

佳美口腔 -新望京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望京西園二區京電底商綜合樓 2

佳美口腔 -西壩河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西壩河南路甲一號院 1層

佳美口腔 -亞運村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大屯路洛克時代 A座 1001室

佳美口腔 -大悅城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朝陽北路 107號院 58號主樓一
層 105 

北京愛康君安門診部 北京市朝陽區建國門外大街乙 12號 LG
雙子座大廈 2層

北京科瓦口腔 -嘉銘門診部 北京市朝陽區東三環北路 27號嘉銘中心
A座 2樓

北京科瓦口腔 -藍色港灣門診部 北京市朝陽區朝陽公園路 6號藍色港灣 2號樓
1樓 F1

瑞泰口腔醫院 北京市朝陽區綠色家園媒體村天居園 1號樓

北京朗皓口腔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西大望路 59號 2-2

北京斯邁爾口腔門診部 北京市朝陽區東三環廣渠路 66號院甲 9號樓
1層 101室

北京普爾口腔診所 北京市朝陽區建國路 88號 SOHO現代城
A座 0324室

北京東區兒童醫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陽區廣渠路南側 44號（5-30）10幢

東城 中國人民解放軍
陸軍總醫院特需醫療部       

北京市東城區南門倉 5號 4樓

北京天壇普華醫院 北京市東城區天壇南裡 12號

北京恒和中西醫結合醫院 北京市東城區西總布胡同 46號

北京新德恒門診 北京市東城區東單三條 8-2國話大廈 7層

北京宜健門診部 北京市東城區東直門外大街 39號院京投快軌
大廈 402室

北京和潤診所 北京市東城區東單北大街 3號青年匯大廈 3層 
100005

北京惠民中醫兒童醫院 北京市東城區珠市口東大街 4號

北京固生堂中醫醫院 北京市東城區六鋪炕迤北（北京教育學院中軸
路校區對面）

北京炎黃中醫醫院 北京市東城區天壇路 55號元隆大廈 5層

北京正安五四中醫診所 北京市東城區五四大街 42號

北京體總弘道運動醫學診所 北京市東城區體育館路甲 2號 北京體育館
2層

北京漢和口腔診所 北京市東城區東直門外大街 48號東方銀座
C座 6D/E室

北京瑞爾齒科 -方寸診所 北京市東城區金寶街 88號金寶匯購物中心
四層 420號

北京瑞爾齒科 -東方廣場診所 北京市東城區東長安街 1號東方廣場東方新天
地商場平臺層 P-Eapt（02）號 100006

佳美口腔 -工體診所 北京市東城區新中街 68號 7號樓 28號

佳美口腔 -東方廣場診所 北京市東長安街 1號東方廣場 C3座
E-(F1-F3)層

顧氏珺康診所有限公司 北京市東城區南竹杆胡同 2號銀河 SOHOA座
10117（1至 -1層）

顧氏優寶兒科診所有限公司 北京市東城區南竹杆胡同 2號銀河 SOHOA座
50102（1至 -1層）

北京協和醫院國際醫療部 北京市東城區帥府園 1號北京協和醫院內科樓
1段 2層

海澱 北京和睦家五道口診所 北京市海澱區王莊路 1號清華同方科技廣場
D座 1層

北京怡德醫院 北京市海澱區昆明湖南路 51號 E座

北京美中宜和婦兒醫院萬柳院區 北京市海澱區萬柳中路 7號

北京寶島婦產醫院 北京市海澱區新街口外大街 1號

北京熙仁醫院 北京市海澱區靜淑苑東裡 10號院

北京德爾康尼骨科醫院 北京市海澱區阜石路 19號院

北京上醫林中醫門診 北京市海澱區頤和園路達園賓館 1號

孔醫堂五棵松館 北京市海澱區西四環中路 16號院 7號樓 1層

北京博愛堂中醫門診部 北京市海澱區中關村南大街 19號院

固瑞齒科 -遠大診所 北京市海澱區遠大路 1號金源燕莎 4層 4076B

北京瑞爾齒科 -融科診所 北京市海澱區中關村科學院南路 2號
融科資訊中心 A座 308室

北京瑞爾齒科 -翠微診所 北京市海澱區復興路 29號翠微廣場 4層

北京瑞爾齒科 -凱德診所 北京市海澱區翠微路 12號凱德MALL  1層

愛雅仕口腔 -中關村門診 北京市海澱區海澱中街 15號遠中悅來酒店 1層

愛雅仕口腔 -西直門門診 北京市海澱區北下關交大東路 66號鑽河中心
底商 107-109室

佳美口腔 -蘇州街診所 北京市海澱區蘇州街西屋國際 C座 203B室

佳美口腔 -白石橋診所 北京市海澱區白石橋路甲 48號 2號樓

佳美口腔 -清華科技園診所 北京市海澱區中關村東路 1號院 8號樓
清華科技園 A座 102室

佳美口腔 -魏公村診所 北京市海澱區中關村南大街 18號北京國際
大廈 B座 2層

佳美口腔 -永定路診所 北京市海澱區永定路 70號 517-1號

佳美口腔 -紫竹橋診所 北京市海澱區紫竹院路 88號紫竹院 D座 102號

石景山 北京英智京西康復醫院 北京市石景山區楊莊北區 29棟

經濟技術
開發區

北京愛育華婦兒醫院 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景園南街 2號

西城 北京健宮醫院 北京市西城區菜市口南大街儒福裡 6號

北京泓華匯康診所 北京市西城區豐盛胡同 22號豐銘國際大廈
A座 1層

北京新世紀兒童醫院 北京市西城區南禮士路 56號

首都醫療優合復興門診所 北京市西城區金融大街 27號投資廣場 A座 4層

北京瑞爾齒科 -金融街診所 北京市西城區金城坊街 2號樓金融街購物中心
3層 322號

五月花口腔 -金融街診所 北京市西城區金城坊街 2號樓金融街購物中心
3層 322號  100032

佳美口腔 -月壇診所 北京市西城區月壇南街 9號金幣總公司對面

佳美口腔 -阜成門診所 北京市西城區阜成門外 15號樓 11號

佳美口腔 -金融街診所 北京市西城區金融大街 27號投資廣場 B座 4層

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 北京市西城區北線閣 5號

北京和睦家復興門診所 北京市西城區太平橋大街 109號

豐台 北京新里程腫瘤醫院 北京市豐台區萬豐路 69號

北京安太婦產醫院 北京市豐台區嘉園路星河苑 1號院 18號樓

北京祥雲京城皮膚病醫院 北京市豐台區馬家堡路 69號院 1號樓 2號樓

北京博愛堂中醫醫院 北京市豐台區開陽路一號瀚海花園大廈 1層地商

順義 北京和睦家順義診所 北京市順義區順義天竺開發區榮祥廣場 818號

北京和睦家順義牙科診所 北京市順義區順義天竺開發區榮祥廣場 818號

北京新世紀榮和兒科門診部 北京市順義區順義天竺鎮麗苑街榮和商業中心
19號樓 K-01

固瑞齒科 - 歐陸診所 北京市順義區天竺鎮裕翔路 99號歐陸廣場
LB107

北京瑞爾齒科 -順義榮和診所 北京市順義區天竺鎮林蔭路榮和廣場
31號樓 104室

上海 奉賢 拜博南爾口腔 -南橋門診部 上海市奉賢區奉賢區南橋路 366號

寶山 拜博寶爾口腔 -寶山寶蓮府邸
門診部

上海市寶山區牡丹江路 1272號 6樓

拜博康爾口腔 -寶山綠地門診部 上海市寶山區共和新路 5000號 3樓

拜博康乾口腔 -康乾門診部 上海市寶山區殷高西路 510號

徐匯 上海第六人民醫院國際部 上海市徐匯區宜山路 600號門診樓 13層

上海博愛醫院國際醫療部 上海市淮海中路 1590號 7樓

上海博愛醫院日本部 上海市淮海中路 1590號 2樓

上海仁愛醫院國際醫療部 上海市徐匯區漕溪路 133號

上海禾新醫院 上海市徐匯區欽江路 102號

上海禾新醫院國際部 上海市徐匯區欽江路 102號

上海美華婦兒醫院 上海市徐匯區宋園路 155號

上海永惠華門診部 上海市華山路 800弄 6號 4樓

上海瑞和門診部 上海市徐匯區虹梅路 1801號 A區 201-204室

上海遠大心胸醫院國際部 上海市徐匯區龍漕路 218號

上海怡東門診部 上海市徐匯區淮海中路 1325號愛美高大廈
304-309室

上海紅楓國際婦兒醫院 上海市徐匯區淮海中路 1209號

上海宏恩眼科門診部 上海市徐匯區永嘉路 570號永嘉庭 4號樓
42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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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鼎瀚中醫門診部 上海市徐匯區中山西路 1602號宏匯國際廣場
B座 101室

上海贇動康復醫學門診部 上海市徐匯區嘉善路 118號明園商務中心
B座 a501 

上海臻視眼科門診部 上海市徐匯區宜山路 333號 1幢 109室

上海睿醫小櫻桃門診部有限公司 上海市徐匯區斜土路 2899號 2幢 101 / 105室

上海健高兒科門診部 上海市徐匯區華石路 99-103號

上海締矢口腔門診 上海市徐匯區淮海中路 1325號愛美高大廈
B1-05室

上海締林口腔門診 上海市徐匯區蒼梧路 39號

拜博浦爾口腔 -中星城門診部 上海市徐匯區浦北路 9號中星城 4樓

拜博瑞吉爾口腔 -瑞吉爾門診部 上海市徐匯區龍華中路 596號綠地中心 1樓

上海瑞爾齒科 -徐家匯診所 上海市徐家匯天平路 245號巾幗園 2樓

上海周斐斐口腔 上海市衡山路 922號 3001B室

普陀 上海市兒童醫院特診部
-普陀新院

上海市普陀區瀘定路 355號

上海瑞爾齒科 -古北診所 上海市普陀區大渡河路 196號長風景畔廣場
5-02B

松江 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一人民
醫院國際醫療保健中心

上海市松江區新松江路 650號

上海拜爾松爾口腔門診部 上海市松江區光星路 1572號

楊浦 睿寶兒科新江灣診所 上海市楊浦區國安路 758弄 10-11號星匯廣場

上海嘉尚門診部 上海市楊浦區江灣城路 99號 3幢 1-2層

上海嘉會國際醫院 上海市徐匯區桂平路 689號

拜博六和口腔 -和平公園門診部 上海市楊浦區大連路 1192號

拜博翔爾口腔 -翔爾門診部 上海市楊浦區翔殷路 1088號凱迪金融大廈
2層 01室

拜博虹爾口腔 -瑞紅門診部 上海市虹口區天寶路 280弄 17號

浦東新區 上海浦東新區浦南醫院國際
醫療中心

上海市浦東新區臨沂路 289號

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東院
國際部

上海市浦東新區紅楓路 525號 1樓 B區

上海東方醫院特需門診部 上海市浦東新區即墨路 150號

上海東方醫院南院特需門診部 上海市浦東新區雲台路 1800號東方醫院
南院門診 3樓特需部

上海東方國際醫院 上海市浦東南路 551號

上海瑞東醫院特需部 上海市浦東新區錦繡東路 120號

百匯醫療集團金橋醫科及
齒科中心

上海市浦東新區金橋碧雲路 997號

百匯醫療集團匯星金茂門診部 上海市浦東新區世紀大道 88號金茂大廈
裙房 1樓

上海眾康門診部 上海市浦東新區世紀大道 100號上海環球
金融中心商場 212室

上海國際醫學中心 上海市浦東新區康新公路 4358號

上海沃德醫療中心 上海市浦東新區世紀大道 777號

上海東和邦道門診部 上海市浦東新區錦康路 5號

上海觀諾兒科門診部 上海市浦東新區花園石橋路 66號東亞銀行
金融大廈 302室

上海開元骨科醫院 上海市浦東新區荷澤路 88號 

上海身浦佳中醫門診部 上海市浦東新區民生路 1518號含笑路 80號
B幢 1303室

上海恩寶兒科門診部                         上海市浦東新區花木路 1743-1747號禦翠園

上海艾兒貝佳婦產科醫院 上海市浦東新區居家橋路 595號

上海締浦口腔門診 上海市浦東新區浦電路 438號雙鴿大大廈
101-103室

拜博柏爾口腔 -浦東聯洋門診部 上海市浦東新區迎春路 1275號 201-204室

拜博奧華口腔 -世紀大道門診部 上海市浦東新區東方路 170號湯臣金融大廈

拜博喆爾口腔 -花木門診部 上海市浦東新區梅花路 1099號 221-222室

拜博達爾口腔 -周浦萬達門診部 上海市浦東新區周浦鎮滬南公路 3439弄
25-29號

拜博皓星口腔 -皓星門診部 上海浦東新區浦建路 727號浦建雅居 1樓

上海德真會齒科金橋診所
（德清診所）

上海市浦東藍桉路 160號

上海德真會齒科聯洋診所
（德申診所）

上海市浦東丁香路 1198號

上海藍博口腔門診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東新區浦城路 172號 2樓

上海瑞爾齒科 -時代診所 上海市浦東新區張楊路 500號華潤時代廣場
417室

上海瑞爾齒科 -正大診所 上海市浦東新區陸家嘴西路 168號正大廣場
地下一層 F16室

上海瑞爾齒科 -宏嘉診所 上海市浦東新區福山路 388號宏嘉大廈
206-208室

上海科瓦口腔門診部 上海市浦東新區世紀大道 88號金茂大廈
時尚生活中心 3樓

上海諾亞口腔門診部                                 上海市浦東新區柳杉路 39號 2樓

上海優仕美地門診部 上海浦東新區芳甸路 1398號 B1-1樓

上海艾兒貝佳浦濱兒童醫院 上海市自由貿易試驗區濱江大道 1616號

君康綜合醫院（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東新區北艾路 1195號

盧灣 百匯醫療集團盧灣門診部及
住院中心

上海市淡水路 170號 2-3樓

上海百瑞腫瘤中心 上海市盧灣區淡水路 170號

拜博博爾口腔 -東方天地旗艦
門診部

上海市盧灣區徐家匯路 338號

拜博金爾口腔 -上海廣場門診部 上海市盧灣區 淮海中路 138號上海廣場 4樓

上海思邁登口腔門診 上海市黃浦區合肥路 215號 4樓

上海瑞爾齒科 -新天地診所 上海市盧灣區湖濱路 202號企業天地商業中心
2號樓 2樓

虹口 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一人民
醫院國際醫療保健中心

上海市虹口區海甯路 100號

上海曲陽醫院特需部 上海市虹口區玉田路 333號

拜博龍爾口腔 -虹口龍之夢
門診部 

上海市虹口區江灣路 388號凱德龍之夢購物
中心 B座 4樓

虹橋 上海德西門診部 上海市延安西路 2558號 B座 5層

長寧 百匯醫療集團虹橋醫科中心 上海市虹橋路 2258號

上海和睦家醫院 上海市長寧區仙霞路 1139號

上海和睦家泉口診所 上海市長寧區泉口路 8號

上海天壇普華醫院 上海市長寧區紅寶石路 388號

上海瑞林診所 上海市長寧區仙霞路 88號太陽廣場東塔 1樓

上海愛爾眼科醫院特需部 上海市長寧區虹橋路 1286號

上海櫻華門診部 上海市長寧區延安西路 2558號

上海平和門診部 上海市長寧區古北路 1078號 2樓

曜影醫療 - 上海商城診所 上海市南京西路 1376號上海商城 601室

上海藤和門診部 上海市長寧區榮華東道 88號 3樓

上海東和門診部 上海市長寧區天山路 1111號 3樓

上海和德門診部 上海市長寧區紅寶石路 396號

上海華普康兒科門診部
唯兒諾 -上海古北門診部

上海市長寧區富貴東道 199號

上海康匯門診部 上海市長寧區虹橋路 1286號

上海康匯門診歐美部 上海市虹橋路 1286號

上海普慈口腔門診部 上海市法華鎮路 15號

拜博拜爾口腔 -長寧龍之夢
門診部 

上海市長寧路 1018號龍之夢購物中心 5樓

拜博鉑爾口腔 -天山百盛門診部 上海市長寧區天山路 789號天山百盛 3FB

拜博美科口腔 -美科門診部 上海市古北新區水城南路 33號

上海德真會齒科虹橋診所
（德真診所）

上海市興義路 8號萬都中心 3樓

上海德真會齒科高島屋診所 上海市長寧區虹橋路 1438號高島屋百貨 5樓

上海藍盾口腔門診有限公司 上海市長寧區天山路 308號

上海藍華口腔門診有限公司 上海市長寧區華山路 800弄 6號 2樓

上海永顏口腔門診部 上海市長寧區水城南路 55號六月匯廣場 5樓

上海康怡口腔 上海市長寧區虹橋路 2293號 1號樓 2層

上海瑞爾齒科 -虹橋診所  上海市長寧區延安西路 2111號揚子中心 1樓

上海麗德口腔門診部 上海市長寧區虹橋路 1452號 A座 101室

上海賢美口腔門診部 上海市長寧區江蘇路 828號尚聯大廈 7樓

上海聖貝口腔門診部 上海市長寧區虹橋路 1386號文廣大廈 2樓

上海國鴻口腔門診部                                 上海市長寧區富貴東路 129號

上海思美爾口腔門診部 上海市長寧區黃金城道 629號

閔行 上海和睦家閔行診所 上海市閔行區華漕鎮金豐路 555弄上海網球
俱樂部內

上海良遠健康門診部 上海市田林路 88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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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身閔佳門診部 上海市閔行區程家橋支路 211號

上海閔寶兒科門診部 上海市閔行區都市路 3759號龍盛廣場 1樓
131室

上海世道中醫門診部                     上海市閔行區古美路 475號

上海百佳婦產醫院 上海市閔行區虹梅路 1045號

上海締華口腔門診 上海市閔行區華漕鎮幸樂路 388號

拜博吉爾口腔 -龍柏樂虹坊門診 上海市閔行區虹井路 288號樂虹坊 3樓

上海伊特美口腔門診部 上海市閔行區虹橋天地 3號樓蘇虹路 17號
夾層 01室

上海中醫藥大學固生堂
萬嘉中醫門診部

上海市閔行區吳中路 1100號炫潤國際大廈
1-2層

青浦 上海德達醫院 上海市青浦區徐涇鎮徐樂路 109號

上海締青口腔門診 上海市青浦區滬青平公路 1921號 5樓

靜安 復旦大學附屬華東醫院
特需醫療部

上海市延安西路 221號

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
國際醫療中心

上海市烏魯木齊中路 12號 1號樓 8樓

上海市兒童醫院特診部 上海市靜安區北京西路 1400弄 24號 7號樓
2層

百匯醫療集團波特曼醫科及
齒科中心

上海市南京西路 1376號上海商城西峰
203-204室

上海全康醫療（浦西） 上海市靜安區南京西路 1788號國際中心
303室

上海美華婦產醫院 上海市浦西華山路 800弄 6號丁香公寓
裙樓 3樓

上海徐向東中醫診所 上海市靜安區威海路 500號 6樓

上海百諾門診部                           上海市靜安區南京西路 1468號中欣大廈
2505室

上海嘉靜門診部 上海市虹漕路 88號越虹廣場 A座 9樓

上海瑞慈瑞鉑門診部 上海市靜安區江甯路 212號凱迪克大廈 4層

拜博靜爾口腔 -靜爾門診部 上海愚園路 68號晶品大廈 5-13（常德路）

上海德真會齒科靜安診所
（德誠診所）

上海市靜安區南京西路 555號 555大廈
2樓 218室

百年茂口腔門診部 上海市南京西路 1376號上海商城三樓 368室

上海君笑口腔診所 上海市靜安區南京西路 1038號梅龍鎮廣場
1206室

上海瑞爾齒科 -靜安診所 上海市靜安區延安中路 1440阿波羅大廈
102室

上海卡瓦口腔門診部 上海市靜安區成都北路 199號恒利國際大廈
11樓

上海和生堂中醫門診部 上海市靜安區萬航渡路 888號 1樓

黃浦 上海瑞鷹門診部 上海市南京西路 389號明天廣場裙房 4樓

曜影醫療歌斐中心門診部 上海市黃浦區蒙自路 757號 3層 305-306室

上海唯涵兒科門診部
（唯兒諾 -上海新天地門診部）

上海市湖濱路 202號領展企業廣場 2號樓
220室

上海身心佳中醫門診部 上海市西藏南路 760號安基大廈
1405室 -1406室

瑞視維景眼科醫院 上海市西藏南路 758號金開利廣場 2-3樓

上海三愛中醫門診部 上海市黃浦區建國東路 320號

上海萬達全程健康門診部 上海市黃浦區外馬路 974號倫達金融大廈
12樓

上海景康門診部有限公司 上海市黃浦區打浦路 398弄 4號

拜博樂爾口腔 -人民廣場門診部 上海市黃浦區西藏中路 559號雅居樂國際
廣場 302室

上海德真會格維診所 上海市黃浦區淮海中路 93號大上海時代廣場
辦公樓 4樓

上海瑞爾齒科 -名人診所 上海市黃浦區南京東路 300號恒基名人購物
中心 L404室

上海正安喜悅中醫門診部 上海市楊浦區隆昌路 586號 1樓 A8室 /
2樓 A6室

三亞 美蘭 海南省第三人民醫院 三亞市解放四路 1154號

南京 建鄴 環球醫生南京建鄴診所 南京市建鄴區水西門大街 283號

南京明基醫院國際醫療中心 南京市建鄴區河西大街 71號

南京華世佳寶婦產醫院 南京市建鄴區水西門大街文體西路 9號

南京科雅齒科診所 南京市河西萬達廣場寫字樓 E座 410-411室

棲霞 環球醫生南京仙林診所 南京市棲霞區仙隱北路 12號亞東商業廣場
B1樓

江甯 南京同仁醫院 南京市江寧經濟技術開發區吉印大道 2007號

浦口 丹德齒科江浦口腔診所 南京市浦口區文德路金浦廣場 5-2號

鼓樓 丹德齒科紫峰口腔診所 南京市鼓樓區中山北路 6號綠地廣場紫峰大廈
4樓

南通 港閘 南通小倉診所 南通市工農路 66號新通海大廈 207室

台州 黃岩 亞飛牙科 -台州旗艦店 台州市黃岩區西街 2-4號

呼和浩特 新城 亞飛牙科 -呼和浩特旗艦店 呼市新城區新華東街長安金座 B座 3號
觀光電梯 3樓

開發區 佳美口腔 -呼和浩特門診 呼和浩特市敕勒川大街 15號綠地藍海大廈
A座 5層

哈爾濱 南崗 哈爾濱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特需部

哈爾濱市南崗區郵政街 23號

南崗開發區 哈爾濱和美婦兒醫院 哈爾濱市南崗開發區贛水路 13號

大連 中山 大連壹舟名仕綜合門診部 大連市中山區港灣街 20號名仕財富 A座 1樓

大連維特奧人民路診所 大連市中山區人民路 66號香格里拉公寓
樓 1層

大連維特奧南山路診所 大連市中山區南山路 108-1號

大連維特奧國際醫院 大連市中山區南山路 108-1號

大連小倉昆明街診所 大連市中山區昆明街 208號

沙河口 大連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
特需門診

大連市沙河口區中山路 467號

甘井子 大連滕洋口腔 大連市甘井子區文體南街 57號

西崗 大連百佳婦產醫院 大連市西崗區勝利路 98號

大連西崗許日燮診所 大連市西崗區風光街 33號鞍鋼大廈 1層

開發區 大連保稅區醫院紅星海門診
國際醫療部

大連市開發區紅星海世界觀 A區物業服務
中心東門 2層

大連小倉開發區診所 大連市經濟開發區黃海西路 195-30號

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許慶華診所 大連市經濟技術開發區遼河西路 14-3北歐
假日 1樓

天津 南開 天津第一中心醫院國際診療中心 天津市南開區複康路 24號

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國
醫堂 VIP門診

天津市南開區鞍山西道 314號 A座 1層

天津美中宜和婦兒醫院 天津市南開區水上公園東路 21號

和平 天津新世紀兒童醫院 天津市和平區赤峰道 33號

天津愛齒口腔門診部 天津市和平區西康路 72-74號雲翔大廈 4層

天津瑞爾齒科 -國際大廈診所 天津市和平區南京路 75號天津國際大廈 302室

河西 天津和睦家醫院 天津市河西區潭江道天瀟園 22號

天津河西坤如瑪麗婦產醫院
有限公司

天津市河西區解放南路 488號

開發區 天津華衛門診部 天津市開發區第二大街展望路加孚園 1層

天津泰達普華醫院 天津市經濟技術開發區第三大街 61號

寧波 北侖 寧波開發區中心醫院涉外
特需門診

寧波市北侖華山路 666號

常州 新北 常州市第四人民醫院
國際部門診部

常州市新北區紅河路 68號

廈門 思明 廈門思明高揚來福西醫內科診所 廈門市西堤別墅 1-123號

廈門德真會齒科中心 廈門市思明區禾祥西路 881號國貿廣場 2樓

廈門瑞爾齒科 -國際銀行大廈
診所

廈門市思明區鷺江道 8號國際銀行大廈 3層

廊坊 燕郊經濟技 河北燕達陸道培醫院 廊坊市燕郊經濟技術開發區思菩蘭路

廣州 天河 中山大學附屬第六醫院雅和醫療 廣州市天河區員村二橫路 26號

廣州複大腫瘤醫院 廣州市天河區棠德西路 2號 (北院區）/ 
廣州市海珠區聚德中路 91-93號（南院區）                                                                            

卓正醫療珠江新城醫療中心 廣州市天河區華夏路富力盈凱大廈 1205-1207
單元

廣州環球醫生 廣州市天河區林和中路 136號天譽花園 2期
D座 1樓

廣州東西方醫療門診部 廣州市天河區天河北路 233號中信廣場寫字樓
14樓 1401室

廣州威利斯門診部 廣州市林和東路 200號

廣州大都會牙科診所 廣州市天河北路 183號大都會廣場 6樓
603-604室

廣州心藝牙科 -龍口西旗艦店 廣州市天河區龍口西路龍口花苑臨街商鋪 34號

廣州瑞爾齒科 -高德診所 廣州市珠江新城珠江東路 11號高德置地廣場
F座 606室

廣州貝利爾醫療中心 廣州市天河區天河北路 28號時代廣場東座
6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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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生堂中醫廣州駿景花園分院 廣州市天河區中山大道西 190號駿景花園駿
景路 9號 2層

廣州現代醫院 廣州市天河區濂泉路 42號

廣州正安花城中醫診所 廣州市天河區花城大道 88號珠江新城高德匯
2座 1樓 130A室

番禹 祈福醫院 廣州市番禹區鴻福路 3號

廣州心藝牙科 -番禹市橋分店 廣州市番禺區市橋德興路 279號

廣州正安康澤中醫門診部 廣州市番禺區南村鎮海順路 2-6號 101商鋪

白雲 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 廣州市大道北 1838號 ,廣州市白雲區江高鎮
夏花三路 490號

廣州市康辰醫療綜合門診部 廣州市珠江新城華利路 19號遠洋明珠大廈
北座首層

荔灣 廣州市伊莉莎白婦產醫院 廣州市荔灣區康王中路 484號負 2-8層及
902房

越秀 卓正醫療廣州淘金醫療中心 廣州市越秀區建設六馬路 33號宜安廣場
1401-1402 / 1413-1414單元

廣州加美國際醫療中心 廣州市環市東路 368號花園大廈 5樓

廣州和睦家越秀診所 廣州市越秀區大道中 301號人保大廈附樓首層

成都 武侯 中國人民解放軍成都軍區
總醫院特需醫療部

成都市榮都大道 270號

成都安琪兒婦產醫院 成都市武侯區高攀路 3號

四川華普醫院門診部 成都市二環路南三段新光路 1號

亞飛牙科 -雙楠店 雙楠路 9號置信廣場 4樓

亞飛牙科 -大世界店 武侯區新光路 1號觀南上域 5號樓 301號

成都茁悅口腔 成都市武侯區科華北路 62號 1棟 2層
17-21號

成都瑞泰口腔醫院 成都市武侯區人民南路四段 51號附 21號

金牛 成都西區安琪兒婦產醫院 成都市蜀漢路 532號

錦江 成都環球醫生診所 成都市武侯區科華北路 62號力寶大廈南區
2樓 9-11號

成都錦江裡奧診所 成都市錦江區通盈街 49號 2單元 1層 7號

亞飛牙科 -晶藍店 錦江區宏順街 147 / 151號

青羊 成都新世紀婦女兒童醫院 成都市青羊區包家巷 77號

成都和睦牙科 -青羊區診所 成都市青羊區青羊大道 16號附 23號

亞飛牙科 -騾馬市旗艦店 青龍街 18號羅馬國際大廈裙樓 2-3樓

亞飛牙科 -君悅店 清江西路 51號中大君悅廣場 3樓

亞飛牙科 -過街樓店 成都市青羊區過街樓街 32號

成都正安寬窄巷子中醫診所 成都市青羊區下同仁路 9號 2樓

高新 成都和睦牙科 -高新區診所 成都市高新區芳草西二路瑞名街 3號

昆明 五華 昆明第一人民醫院特需部 昆明市青年路 504號

昆明中英安琪兒婦產醫院 昆明市五華區滇緬大道 199號

官渡 昆明正安雲璽中醫診所 昆明市官渡區昌宏西路 6689號雲璽商業街
1棟 A102-A106室

西山 雲南瑞奇德醫院 昆明市北京路延長線尚都國際大廈 1-3層

昆明同仁醫院 昆明市西山區廣福路 1099號

杭州 上城 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
國際醫學部 - 解放路院區

杭州市上城區解放路 88號 7號樓 3樓

杭州美華婦兒醫院 杭州市中山中路 558號 ,郵編 310006   

杭州艾維口腔診所 -錢江門診 杭州市 上城區 飛雲江路 6號 春江花月底商

杭州艾維口腔診所 -鯤鵬門診 杭州市上城區鯤鵬路 246號

下城 杭州愛德醫院國際部 杭州市下城區東新路 509號門診大樓 3樓

瑞爾齒科 -杭州大廈診所 杭州市下城區環城北路 208號杭州大廈 C座
CZ501室

江幹 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
邵逸夫醫院國際醫療中心

杭州市慶春東路 3號

杭州艾維口腔診所
-西子國際門診

杭州市江幹區景曇路 9號全程國際醫療中心
T3B12樓

唯兒諾 -杭州慶春門診部 杭州市江幹區景曇路 9號全程國際健康醫療
中心 1502室

濱江 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
國際醫學部 - 濱江院區

杭州市濱江區江虹路 1511號 7樓

杭州樂天派英智康復醫院 杭州市濱江區長河街道濱文路 200號 2幢

杭州丁香綜合門診部 杭州市濱江區長河街道濱盛路半島水岸華庭
2311 / 2313 / 2315 / 2317室

蕭山 杭州明州醫院 杭州市蕭山區市心北路 590號

西湖 浙江醫院外賓診療中心 杭州市西湖區靈隱路 12號

浙江綠城心臟血管病醫院
國際醫療部                           

杭州市西湖區古墩路 409號

杭州艾瑪婦產醫院 杭州市西湖區古墩路 666號

杭州教工路西醫診所 杭州市西湖區教工路 26號世貿麗晶城
歐美中心 2號樓 G區 301室

杭州美中宜和婦兒醫院 杭州市西湖區古墩路 67號

杭州丁香泛美醫療門診部 杭州市西湖區蓮花街 333號蓮花商務中心
北樓 103 / 201-209室

杭州艾維口腔診所 -常春藤門診 杭州市西湖區天目山路 156號國際花園東 2樓

杭州艾維口腔診所 -皓欣門診 杭州市西湖區文二西路 97號

杭州艾維口腔診所 -古墩路門診 杭州市西湖區古墩路 671號申悅國際 4樓

瑞爾齒科 -杭州歐美中心診所 杭州市西湖區教工路 18號世貿麗晶城歐美
中心 2號樓商業街 2樓 F203室

東莞 東城 環球醫生東莞診所 東莞市東城區星河傳說 IEO國際街區
28號 1樓

桂林 象山 桂林市人民醫院 桂林市文明路 12號

武漢 武昌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特需部 武漢市武昌東湖路 169號

環球醫生武漢診所 武漢市武昌區彭劉楊路 241號武漢同仁醫院
門診樓 7樓

武漢正安華僑城中醫診所 武漢市武昌區東湖風景區街道歡樂大道
166號華僑城東方裡商業街 S3棟 2層

武漢光穀醫院 武漢市東湖新技術開發區魯巷綠化廣場東南側
光谷廣場 5樓

江岸 武漢百佳婦產醫院 武漢市江岸區建設大道 1091號

深圳 南山 深圳正安南山中醫診所 深圳市南山區金雞路田廈翡翠明珠花園
1棟 2層 S2號

深圳加美國際醫療中心 深圳市蛇口南海大道 1033號

深圳和美婦兒科醫院 深圳市南山區深南路 12018號

深圳瑞爾齒科 -恒裕中心診所 深圳市南山區登良路 19號恒裕中心 A座
201室

深圳瑞爾齒科 -歡樂海岸診所 深圳市南山區白石路 8號歡樂海岸藍楹國際
商務中心 4層 14單元

卓正醫療海岸城醫療中心 深圳市南山區天利中央商務廣場 C座
901-903單元

卓正醫療蛇口醫療中心 深圳市南山區南海大道和工業四路交匯處
萬融大廈 A座 5層

卓正醫療蛇口專科中心 深圳市南山區南海大道與工業四路交匯處
萬融大廈 A座 5C室

深圳維世達勝凱門診部 深圳市南山區學府路深圳軟體產業基地 4棟
C座群樓 4層

固生堂深圳南山分院 深圳市南山區南山大道南海大廈 1111號 B座
3樓

深圳仁濟中西醫結合醫院門診部 深圳市南山區常興路田廈統建樓 6棟

深圳美中宜和婦兒科醫院 深圳市南山區南新路 2059號

環球醫生深圳診所 深圳市南山區科華路五洲醫院環球醫生醫療
中心 3層

深圳唯兒諾門診部 
（唯兒諾 -深圳海岸城門診部）

深圳市南山區海德三路 199號天利商務廣場
A座 2001室

深圳唯兒諾門診部 
（唯兒諾 -深圳蛇口門診部）

深圳市南山區招商街道工業四路四號母嬰城
8號鋪

寶安 深圳唯兒諾雙門診部
（唯兒諾 -深圳寶安門診部）

深圳市寶安區新安街道熙龍灣花園商業辦公樓
（國際西岸商務大廈）101B

福田 深圳正安書城中醫診所 深圳市福田區福中一路中心書城 S169號

深圳瑞爾齒科 -諾德診所 深圳市福田區福中二路 1006號諾德金融中心
2層 A單元

深圳瑞爾齒科 -東海診所 深圳市深南大道 7888號東海國際中心 B座 7樓

深圳福田志浩門診 深圳市福田區福華一路國際商會大廈 B座 201
單元

卓正醫療會展中心診所 深圳市福田區福華三路國際商會中心
0219-0220單元

深圳固生堂同善中醫門診部 深圳市福田區竹子林四路與紫竹六道交匯處
2-3層

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國際醫療中心 深圳市福田區海園一路 1號香港大學
深圳醫院 V棟

羅湖 深圳瑞爾齒科 -地王診所 深圳市羅湖區深南東路 5002號信興廣場
地王商業中心 G3&G4層 2單元

深圳遠東婦兒科醫院國際健康
服務中心

深圳市羅湖區深南東路 2097號 3層

卓正醫療地王醫療中心 深圳市羅湖區深南東路 5002號地王商業中心
商業大樓北翼 G4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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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保單由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AXA 安盛」)承保，AXA 安盛已獲香港保險業監管局授權並 
受其監管。AXA 安盛將負責按保單條款為您提供保險保障以及處理索償申請。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有限公司乃根據保險業條例 (香港法例第 41章 )註冊為 AXA 安盛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分銷一般 
保險產品之授權保險代理商。

由安盛保險有限公司刊發

濟南 曆下 山東省千佛山醫院 -國際醫療部 濟南市曆下區經十路 16766號

濟南市中心醫院 -國際保健中心 濟南市曆下區解放路 105號新綜合病房樓
2樓東南角

濟南艾瑪婦產醫院 濟南市曆下區窯頭路 1號

瀋陽 大東 瀋陽德濟醫院國際門診部
仁美國際醫療

瀋陽市大東區滂江街 54號德濟醫院 3樓

沈河 遼寧省金秋醫院醫務科 瀋陽市沈河區小南街 317號

瀋陽維特奧醫院 瀋陽市沈河區文藝路 19號地王國際大廈

渾南 中一東北國際醫院有限公司 瀋陽市渾南區天賜街 2-3號

皇姑 瀋陽美德因婦兒醫院 瀋陽市皇姑區泰山路 15號

烏魯木齊 天山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醫院
特需部

烏魯木齊市天山區天池路 91號

無錫 南長 德真會齒科無錫新加坡
工業園區診所

江蘇省無錫市新加坡工業園區行創六路 8號
6-7歐陸風情廣場 B樓 1  

梁溪 無錫百佳婦產醫院 無錫市梁溪區南湖大道 618號

無錫新 無錫虹橋醫院 無錫市市長江北路 150號

錫山 無錫和睦家醫療保健中心 無錫市錫山區華夏中路 10號

煙臺 高新 煙臺綠葉鮑巴斯康復醫院 煙臺市高新區海博路 8號

蘇州 園區 普慈醫療保健診所 蘇州市工業園區金雞湖路 8號 1B111號

百匯醫療集團蘇州園匯診所 蘇州市蘇州工業園區李公堤路 1號 10棟 203室

蘇州新世紀兒童醫院 蘇州市工業園區鐘南街 92號

德真會齒科蘇州診所 蘇州市工業園區中新大道西 88號蘇信大廈
101單元

蘇州工業園區舒迪凱口腔診所 蘇州市工業園區金雞湖大道 1355號
國際科技園四期商業配套樓 2樓

蘇州九龍醫院 蘇州市工業園區萬盛街 118號

姑蘇 蘇州大學附屬第二醫院高級門診 蘇州市姑蘇區三香路 1055號

新區 普慈蘇州診所 蘇州市獅山路新港名城花園 67棟 206室

蘇州森茂診所 蘇州市獅山路 199號新地中心 8層

蘇州明基醫院國際醫療中心 蘇州市高新區竹園路 181號

德真會蘇州新區診所 蘇州市高新區長江路 436號綠寶廣場 3樓

西安 高新 西安儷人醫院 西安市高新區科技路 30號

重慶 九龍坡 華西口腔重慶門診
-南方花園門診

重慶市九龍坡區科園二街朝陽花園

華西口腔重慶門診 -巴國城門診 重慶市九龍坡區火炬大道 13號

久悅齒科 -萬象城門診 重慶市九龍坡區謝家灣萬象城購物中心 3樓

兩江新區 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金山醫院門診

重慶市兩江新區金渝大道 50號

重慶環球醫生診所分院 重慶市兩江新區金開大道 343號 3樓 2號

北部新區 久悅齒科 -汽博門診 重慶市北部新區汽博中心複地複城國際 2樓

南岸 華西口腔重慶門診 -南 CBD門診 重慶市南岸區彈子石中海國際社區

江北 美格爾齒科 -江北店 重慶江北區北城天街 62-3號

華西口腔重慶門診 -江北門診 重慶市江北區塔坪興隆路 36-4號

重慶綠葉好未來口腔門診 重慶市江北區紅盛路 28號負 1-4號至
負 1-21號

沙坪壩區 華西口腔重慶門診 -大學城門診 重慶市沙坪壩區大學城中路 20號附 39號
（龍湖睿城）

渝中 重慶市急救醫療中心
重慶市第四人民醫院診療中心

重慶市渝中區健康路 1號

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診療中心

重慶市渝中區袁家崗友誼路 1號

美格爾齒科 -時代店 重慶市渝中區龍湖時代天街 B館 304室

重慶環球醫生診所 重慶市渝中區中山三路 139號希爾頓飯店
商務樓 701房

久悅齒科 -解放碑英利門診 重慶市渝中區解放碑英利國際購物中心 3樓

渝北 美格爾齒科 -龍湖店 重慶市渝北區新南路 162號晶酈館 3-B/C

華西口腔重慶門診 -龍湖門診 重慶市渝北區新牌坊新南路 119號

久悅齒科 -黃泥磅門診 重慶市渝北區黃泥磅紅黃路 309號中央香寓

長春 朝陽 吉林百合口腔 長春市朝陽區同志街 336號

長沙 芙蓉 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 長沙市人民中路 139號

環球醫生長沙診所 長沙市芙蓉中路三段 427號湖南省第二人民
醫院門診大樓 4樓

湖南旺旺醫院 長沙市芙蓉區人民東路 318號

開福 中南大學湘雅醫院國際醫療部 長沙市湘雅路 87號

泰和醫院 長沙市開福區芙蓉北路 529號

青島 嶗山 青島和睦家醫院 青島市嶗山區香港東路 319號的石老人社區

市北 青島市中心醫院 青島市市北區四流南路 127號門診大樓 3樓 /
青島市中心醫院國際醫療門診

市南 青島市市立醫院（東院） 青島市市南區東海中路 5號

青島婦嬰醫院 青島市市南區中山路 19路

青島市普惠診所 青島市南區彭化路 1號銀都花園 10號樓 1F  

青島貝利爾國際醫療中心 青島市市南區彰化路 1號銀都花園 49號
別墅樓

青島湛山國際醫療中心 青島市市南區東海一路 25號院 10號樓

黃島 青島湛山國際醫療 - 
黃島楊彩玲內科診所

青島市黃島區武夷山路 118號海灣新城南
第 7網點

台灣 台北 國泰綜合醫院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280號 

台北長庚紀念醫院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99號

中山醫院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112巷 11號 

康寧醫院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五段 420巷 26號 

馬偕紀念醫院台北院區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92號 

馬偕紀念醫院淡水院區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 45號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7號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 111號 

臺北榮民總醫院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201號 

臺安醫院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二段 424號

台中 澄清醫院 (中港院區 )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966號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台中市北區育德路 2號 

童綜合醫院 台中市梧棲區台灣大道八段 699號 

台東 馬偕紀念醫院台東分院 台東縣台東市長沙街 303巷 1號

台南 奇美醫院 佳里院區 台南市佳里區興化里佳里興 606號 

奇美醫院 柳營院區  台南市柳營區太康里太康 201號 

奇美醫院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901號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台南市北區勝利路 138號 

嘉義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 6 號 / 8號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嘉義市大雅路二段 565號 

基隆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 222 號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情人湖院區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 208 巷 200 號

屏東 屏東基督教醫院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路 60號 

彰化 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市中山路一段 542號 

新竹 馬偕紀念醫院新竹院區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 690號 

桃園 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桃園市龜山區頂湖路 123號 

敏盛醫院經國院區 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 168號 

羅東 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
羅東聖母醫院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 160號 

花蓮 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號

高雄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3號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 100號 

阮綜合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 16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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