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付医疗网络医院列表
（含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美国、加拿大）
注：以下信息仅供参考，若有变动，以医院发布信息为准。
北京市
爱康齿科（6家）
爱康国宾（2家）
爱康君安北京标准生命分院
爱琴海诊所
爱雅仕口腔（3家）
拜博口腔（17家）
北京爱尔英智眼科医院
北京爱康君安门诊部有限公司
北京爱育华妇儿医院
北京按摩医院（特需门诊部）
北京宝岛妇产科医院有限公司
北京北大医疗康复医院
北京朝阳公园诊所
北京崔玉涛育学园儿科诊所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北京大族都安诊所
北京德尔康尼骨科医院
北京东方美华医院
北京东区儿童医院有限公司
北京东文中医诊所
北京二十一世纪医院
北京凤凰联和诊所（3家）
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
北京复华大望诊所有限公司
北京富来康门诊部
北京富乐康门诊部
北京固瑞齿科（6家）
北京固生堂中医医院有限公司
北京顾氏诊所（2家）
北京光亮诊所有限公司
北京汉典中医医院
北京汉和齿科
北京行知堂中医诊所（2家）
北京皓康美齿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北京禾普诊所
北京和美妇儿医疗集团（2家）
北京和润诊所有限公司
北京恒和医院
北京弘道运动医学诊所有限公司 （北京盈辉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家）
北京弘医堂（2家）
北京泓华诊所（3家）

北京荟聚诊所
北京惠民儿童中医医院
北京霍普医院
北京佳景爱小心门诊部
北京佳美口腔（9家）
北京佳亿家金源门诊部
北京迦华诊所
北京迦南门诊部有限公司
北京嘉树广渠诊所
北京京都儿童医院
北京精诚博爱康复医院
北京景新中医门诊部
北京久汇口腔诊所
北京军区总医院-特需医疗部
北京军颐中医医院
北京康博乐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北京科瓦口腔门诊部（2家）
北京老医药卫生工作者协会崇文龙潭湖门诊部
北京量衡快线全科诊所（有限合伙）
北京领医小禾妇儿门诊部（2家）
北京玛丽妇婴妇儿医院
北京麦瑞骨科医院
北京美尔目定慧医院有限公司（2家）
北京明经堂中医门诊部（3家）
北京明哲诊所
北京南加门诊部
北京欧培德康复诊所有限公司
北京帕森国际医疗中心
北京平心堂中医门诊部（2家）
北京企鹅门诊部
北京仁泰门诊部有限公司
北京瑞尔（14家）
北京瑞蕾腔门诊部（3家）
北京瑞泰口腔（9家）
北京善方医院
北京上医林中医门诊
北京生命汇
北京圣宝妇产医院有限公司
北京圣马克医院
北京施今墨中医馆
北京世真堂中医诊所有限公司
北京市健宫医院有限公司（特需医疗部）
北京首大耳鼻喉医院
北京太和妇产医院
北京泰和国医中医诊所
北京天坛医院-特需门诊

北京天卫诊所有限公司
北京通州北苑施今墨门诊
北京微医全科诊所
北京维世达诊所
北京维特奥医院有限公司
北京维元诊所
北京五月花齿科诊所（3家）
北京五洲妇儿医院
北京西典门诊部
北京希玛林顺潮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北京晞景北苑儿童诊所
北京熙仁医院
北京霄云口腔门诊部
北京新德恒门诊部
北京新里程肿瘤医院
北京新视野眼科医院
北京雅和亚运村妇儿门诊部
北京嫣然天使医院
北京燕化医院
北京耀东门诊部（新世界）
北京医珍堂中医诊所有限公司
北京怡德医院有限公司
北京怡健殿诊所
北京宜健门诊部
北京英智康复医院有限公司（2家）
北京优联门诊部（2家）
北京优翔诊所有限公司
北京尤迈医学诊所
北京御源堂中医诊所
北京裕和中西医结合康复医院
北京正安中医诊所（3家）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庇利积臣北京医疗中心
博爱堂中医医院（3家）
泓华国际医疗控股有限公司
嘉和口腔（5家）
孔医堂中医馆（3家）
美中宜和医疗集团（7家）
浦京口腔门诊部（北京）
首都医科大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国际医疗部（2家）
同仁熙康健康管理中心
英智奥体运动康复诊所
优合诊所（3家）
优和维尔门诊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特需医疗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国际医疗部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国际医疗部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特需医疗部
中日友好医院-国际医疗部
上海市
DDS口腔集团（5家）
拜博口腔（32家）
慈禄健康信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德伦口腔门诊部
德真会齿科集团（6家）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第一诊疗部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特需门诊部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外宾部 - 逸仙医院
康怡口腔（上海康怡口腔门诊部）
名伊堂（上海）中医门诊部
仁爱国际医院
瑞尔齿科（4家）
睿宝儿科医疗集团（6家）
上海阿特蒙医院有限公司
上海艾儿贝佳妇产科医院有限公司
上海艾丽特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艾玛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爱齿口腔
上海爱尔眼科医院
上海爱康国宾名门门诊部
上海爱满地口腔门诊部
上海安达医院-国际部
上海百佳妇产医院
上海百年茂口腔门诊部
上海百诺门诊部
上海宝中堂中医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碧云诊所
上海铂颂锦安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博爱医院
上海成力德中医诊所有限公司
上海澄心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慈皓堂中医门诊部
上海慈源康复医院
上海大宁诊所
上海德贝口腔医院
上海德达医院有限公司（2家）
上海登士德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鼎瀚中医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东和邦道门诊有限公司
上海冬雷脑科医院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特诊部
上海芙艾东银门诊部有限公司（3家）
上海广慈纪念医院有限公司
上海广誉远中医门诊部
上海国际医学中心
上海国信春田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国医馆中医门诊部
上海含笑儿中医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皓齿口腔门诊部
上海皓准口腔门诊部
上海禾新医院-国际部（2家）
上海和德门诊部
上海和泓口腔门诊部
上海和生堂中医门诊部
上海宏恩眼科
上海沪齿口腔门诊
上海华齿口腔（7家）
上海华开口腔门诊部
上海华茂口腔门诊部
上海华美医疗美容医院
上海华顺医院有限公司（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国际医疗中心）（2家）
上海集益口腔门诊部
上海济爱老码头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济德正兴中医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佳齿口腔门诊部（2家）
上海嘉会国际医院（3家）
上海健齿口腔门诊部
上海健高儿科门诊部
上海健维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VIP部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特需医疗保健中心（3家）
上海近博中医诊所有限公司（6家）
上海景康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景贤口腔门诊部
上海静和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君康医院
上海君笑口腔门诊部
上海俊维寓（上海寓医馆）体检中
上海开元骨科医院
上海凯尔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康汇门诊部
上海康威医疗中心
上海科瓦齿科门诊有限公司（2家）
上海快验保门诊部
上海览海门诊部有限公司（2家）
上海乐汇儿科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乐静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丽洁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联和医疗门诊部
上海良远健康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美华妇儿医院（3家）
上海美年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美学诊所
上海美兆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美中嘉和肿瘤门诊部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名范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名嘉口腔门诊部
上海明皓口腔门诊部
上海沐良诚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2家）
上海浦滨儿童医院
上海浦东新区浦南医院国际医疗中心
上海曲阳医院-VIP门诊
上海全景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瑞慈瑞铂门诊部
上海瑞东医院国际医疗部
上海瑞尔齿科（10家）
上海瑞泰口腔（2家）
上海睿臻迈门诊部
上海三爱中医门诊部
上海上工坊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上慧健康管理中心
上海申德医院
上海身闵佳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生命汇
上海圣安儿科门诊部有限公司（3家）
上海圣贝国际牙科连锁
上海世道中医门诊部（2家）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国际医疗中心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国际医疗保健中心十二号楼（2家）
上海市东方医院-特需门诊（2家）
上海市儿童医院泸定路分院（2家）
上海市黄浦区香山中医医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上海市浦东医院
上海市七巧瑞健保健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市同仁医院（原上海市长宁区中心医院-特需门诊）
上海曙康口腔门诊部
上海泰申中医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藤和门诊部
上海天麦宜糖内科诊所有限公司
上海万博口腔门诊有限公司

上海万嘉中医门诊有限公司
上海希玛瑞视眼科医院有限公司（2家）
上海熙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仙林瑞慈水仙妇儿医院
上海现代口腔门诊
上海新虹桥和诺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新视界中兴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上海鑫鑫口腔门诊部
上海伊特美口腔门诊部
上海伊咏儿科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医杏门诊部
上海壹信儿科门诊部有限公司（2家）
上海怡东门诊部
上海宜心中医门诊部
上海樱华门诊部
上海应象中医门诊部
上海永惠华门诊部
上海永颜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永致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永致口腔门诊部
上海优复康复医学门诊部（3家）
上海优仕美地巨富里医院（2家）
上海元化门诊有限公司
上海远大心胸医院
上海悦心综合门诊部
上海闸新中西医结合医院有限公司
上海长康口腔门诊部
上海真爱女子医院
上海臻景门诊部
上海臻视眼科门诊部
上海正安喜悦中医门诊部
上海置略马泷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中和堂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特需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浦东分院-特需中心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浦西名医诊疗部
上海尊然中医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特需诊疗科
唯儿诺儿科医疗集团（6家）
维乐口腔（7家）
我立德医院
现代齿科门诊有限公司
信华堂中医门诊部
星齿科（2家）
徐向东中医门诊部
悦和堂中医馆（上海悦和堂中医门诊部有限公司）
正清中医诊所有限公司

福建省
拜博口腔-福建厦门思明医院
福州固生堂综合门诊有限公司（西湖店）（2家）
福州马泷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福州熙康健康管理中心
厦门弘爱医院
厦门莲花医院
厦门瑞尔国际银行大厦诊所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特需医疗服务区
厦门思明高扬来福西医内科诊所
厦门长庚医院Vip贵宾门诊
广东省
爱海门诊部
爱康齿科（2家）
爱康齿科广州环市东分院
拜博口腔（28家）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特诊门诊部
贝利尔（广州）国际诊所
鼎丰中医馆
东莞爱尔眼科医院国际医疗部
东莞百佳玛丽亚妇亚妇产医院
东莞东华医院
东莞光华医院
东莞南城嘉宝诊所
东莞市人民医院（万江院区）
佛山固生堂中医门诊部有限公司（南海店）（2家）
广东广州成康门诊
广东省人民医院协和高级医疗中心
广东育医林医院有限公司
广州艾玛妇产医院
广州爱贝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3家）
广州爱博恩妇产医院（2家）
广州爱尔眼科医院国际医疗部
广州大都会国际牙科中心
广州皓康口腔门诊部（珠江新城诊所）
广州加美医疗中心
广州康辰医疗门诊（2家）
广州瑞尔齿科-高德诊所
广州市东西方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
广州市固生堂岭南中医馆有限公司（5家）
广州市海珠区生命汇医疗门诊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科技新奥美嘉医疗门诊部
广州万治内科门诊部有限公司
广州威利斯医疗门诊
广州维尔口腔门诊有限公司
广州维艺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广州熙康健康管理中心
广州宜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3家）
广州樱华医疗门诊部
广州佑儿门诊部有限公司
广州正安康泽中医门诊部（2家）
广州置略马泷口腔门诊部（华南旗舰中心）
广州中石化诊所
广州中医药大学祈福医院（广东祈福医院）
广州卓正医疗集团（3家）
环球医生-东莞
环球医生-广州
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VIP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企鹅医生广州眼科诊所
企鹅医生深圳眼科诊所（2家）
前海人寿（广州）总医院
瑞尔齿科广州天河城诊所
瑞尔齿科卓越世纪中心诊所
深圳爱尔眼科医院国际医疗/VIP部
深圳固生堂中医（5家）
深圳国之瑰宝中医馆
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有限公司
深圳美中宜和妇儿科医院
深圳企鹅门诊部
深圳瑞尔齿科门诊（6家）
深圳瑞小兔诊所
深圳市爱马齿科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族都安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泰然门诊部
深圳市德瑞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瑞思口腔门诊部分公司
深圳市德瑞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置略口腔门诊部
深圳市友睦医院管理策划有限公司
深圳市正安中医馆
深圳万治优先门诊
深圳唯尔诺门诊部有限公司（3家）
深圳维世达胜凯医疗有限深圳维世达胜凯门诊部
深圳希玛林顺潮眼科医院
深圳新元素门诊部
深圳医信海德儿科门诊部
深圳怡禾佳门诊部（2家）
深圳远东妇产医院
深圳云杉云里医院（3家）
深圳正安翡翠明珠中医馆（2家）
深圳志浩综合门诊部
深圳卓正医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6家）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国际医疗中心
徐琳爱海门诊部

知贝儿科（2家）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雅和医疗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凤凰国际医疗中心
中山市固生堂中医门诊有限公司（西区）
广西省
广西首益医疗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莱茵湖畔综合门诊部
河北省
拜博口腔（2家）
湖北省
拜博口腔-湖北随州舜井大道医院
湖北省人民医院
平安好医襄阳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
企鹅医生武汉眼科诊所
武汉爱尔眼科医院国际医疗部
武汉百佳妇产医院
武汉北斗星儿童医院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干部保健处
武汉光谷医院
武汉熙康健康管理中心
武汉真爱医院（妇产科）
武汉正安中医门诊部
湖南省
拜博口腔（3家）
郴州瑞泰口腔-科尔雅口腔医院飞虹分院
湖南仁术熙康健康管理中心
湖南旺旺医院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国际医疗部
长沙百佳玛丽亚妇产医院
长沙瑞泰口腔-科尔雅口腔医院（9家）
长沙腾康汇医眼科门诊有限公司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国际医疗部
江苏省
拜博口腔（9家）
常熟牙博士口腔门诊部有限责任公司
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新北院区）
常州市中医医院VIP门诊
德真会齿科集团（2家）
德真会齿科集团-无锡诊所
环球医生-南京（2家）
江苏瑞泰江阴美嘉欣口腔门诊部
江苏瑞泰靖江门诊
江阴市牙博士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昆山健安诊所
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绿卡门诊
昆山牙博士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昆山宗仁卿纪念医院

马泷齿科•南京德基口腔门诊部
明基医院（苏州）
南京丹德齿科医疗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紫峰诊所
南京鼓楼医院特需部
南京华世佳宝妇产医院
南京江宁顾泽门诊部有限公司
南京明基医院-国际医疗中心尊荣门诊
南京宁西门诊部有限公司
南京市第一医院特需门诊
南京杏仁门诊部有限公司
南京玄武马泷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南京指南者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科雅诊所
企鹅医生南京眼科诊所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苏州九龙医院特需VIP医疗中心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高级门诊中心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特需门诊国际部
苏州德盛会口腔诊所（苏州新区）
苏州工业园区舒迪凯口腔诊所
苏州工业园区新宁诊所有限公司（3家）
苏州姑苏区固生堂老东吴中医诊所有限公司
苏州森茂诊疗所
苏州市立医院特诊室
苏州苏哈医院有限公司
苏州桃花坞中医门诊部有限公司
苏州牙博士口腔（2家）
苏州眼视光医院
泰康仙林鼓楼医院
无锡百佳妇产医院
无锡固生堂葆元春中医院有限公司（2家）
无锡海曼诊所
无锡康德汇综合门诊部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普仁国际医疗保健中心
无锡市锡山友谊门诊部
兴化英智德美康复医院有限公司（2家）
牙博士口腔品牌连锁南京机构
盐城朝聚眼科医院
张家港中心医院-VIP门诊
辽宁省
拜博口腔（9家）
大连百佳妇产医院
大连富怡门诊部有限公司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许庆华诊所
大连马泷口腔门诊部（大连恒隆诊所）
大连美琳达妇儿医院
大连全好口腔诊所
大连瑞泰口腔（3家）

大连市中山海昌诊所
大连维特奥健康管理有限公司（2家）
大连西岗许日燮诊所
大连熙康健康管理中心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国际医疗部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际医疗部（A区1层）
丹东熙康健康管理中心
辽宁省金秋医院
全好口腔（30家）
沈阳和平爱海综合门诊部
沈阳和平宏瑞综合门诊部
沈阳滑翔熙康健康管理中心
沈阳马泷齿科（2家）
沈阳美德因全科医疗服务有限公司（3家）
沈阳沈河杏方综合门诊部
沈阳世茂熙康健康管理中心
沈阳维特奥医院
瓦房店市第三医院
中一东北国际医院
山东省
拜博口腔（5家）
滨州百佳妇产医院
德州百佳妇婴医院
济南艾玛妇产医院
企鹅医生青岛眼科诊所
青岛贝利尔诊所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国际医疗部
青岛妇婴医院
青岛合泰马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市南口腔门诊部
青岛嘉宝医疗服务有限公司（2家）
青岛瑞泰口腔（4家）
青岛市立医院
青岛市中心医院
全好口腔（7家）
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
山东瑞泰口腔-山东省口腔医院济东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迎泽口腔医院有限公司高新区分公司
陕西省
拜博口腔（7家）
环球医生-西安
西安爱尔眼科医院名医门诊
西安都安全门诊部有限公司
西安高新医院国际部
西安瑞泰口腔（6家）
西安市高新区杏仁门诊部有限公司

四川省
拜博口腔（6家）
成都爱迪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成都安琪儿妇产医院
成都安生美医疗高新诊所
成都东区爱尔眼科医院国际医疗部
成都高新企鹅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都高新卓健门诊部（卓正医疗高新店）
成都顾连康复医院特需门诊
成都锦江里奥诊所
成都锦江置略马泷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都青羊正安中医诊所
成都瑞泰口腔（5家）
成都武侯固生堂中医诊所有限公司
环球医生-成都
青阳爱海斯门诊
天津市
爱康齿科天津南京路分院
拜博口腔-天津和平医院
天津爱齿口腔医疗中心
天津华卫门诊部
天津美津宜和妇儿医院有限公司 （天津院区）
天津瑞尔齿科国际大厦诊所
天津泰达医院特需部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国际诊疗中心）
天津御源堂中医诊所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国医堂（南院）门诊
浙江省
拜博口腔（11家）
慈林医院有限公司
杭州艾玛妇产医院
杭州丁香健康管理有限公司（2家）
杭州乐天派英智康复有限公司
杭州马泷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杭州美华妇儿医院
杭州美中宜和妇儿医院有限公司
杭州普利复健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企杏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
杭州全程健康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
杭州全景麒麟门诊部有限公司（2家）
杭州瑞尔齿科（2家）
杭州市妇产科医院国际医疗部
杭州唯欣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
杭州牙科医院
杭州置略马泷口腔门诊部（远洋乐堤港诊所）
宁波海曙固生堂中医门诊有限公司

宁波海曙太学眼科门诊部有限公司
宁波开发区中心医院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医院国际医疗中心
宁波市第二医院病员服务中心
宁波市第一医院国际医疗保健中心
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
企鹅医生杭州眼科诊所
全好口腔（3家）
台州百佳东方妇产医院
太学医疗投资管理（浙江）有限公司
温州百佳东方妇产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国际保健中心）（2家）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国际部
浙江绿城医院
浙江医院-外宾部
诸暨艾玛妇产医院
重庆市
拜博口腔（10家）
环球医生-富乐诊所
企鹅医生重庆眼科诊所
重庆环球医生希尔顿诊所
重庆瑞泰口腔（13家）
重庆生命汇
重庆市渝中区企杏门诊部有限公司
重庆五洲女子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庆亿佰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安徽省
拜博口腔（3家）
阜阳百佳妇产医院
合肥高新区平安好医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
合肥京东方医院有限公司
合肥熙康健康管理中心
六安百佳妇产医院
宿州百佳妇产医院
贵州省
拜博口腔（3家）
贵阳嘉宝乐乐儿童医院有限公司（2家）
遵义嘉宝康乐儿科诊所有限公司
海南省
拜博口腔（3家）
海南博鳌生命汇
海南马泷乐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熙康健康管理中心
河南省
拜博口腔（9家）

河南省人民医院-国际医疗中心
河南整形美容医院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
拜博口腔（4家）
哈尔滨爱尔眼科
哈尔滨和美妇儿医院
黑龙江和美妇儿医院
吉林省
爱康齿科长春亚泰鸿城西域分院
拜博口腔（12家）
江西省
拜博口腔（7家）
环球医生-南昌门诊部
江西百佳艾玛妇产医院
南昌平安好医综合门诊部
新疆省
新疆佳音医院城北分院
新疆佳音医院妇产分院胡姬花健康管理中心(全科中心)
云南省
拜博口腔（10家）
昆明嘉宝康乐儿童医院有限公司（2家）
昆明正安云玺中医门诊部
香港特区
SC日间手术中心，尖沙咀
SC日间手术中心，中环
创健医疗中心
楷和医疗集团，中环
联合医务，中环
联合医务中心，尖沙咀
联合医务中心，佐敦
浅水湾OT&P医务中心
西贡OT&P医务中心
香港仁安医院
香港希玛林顺潮眼科中心，观塘
香港希玛林顺潮眼科中心，沙田
香港希玛林顺潮眼科中心，铜锣湾
香港希玛林顺潮眼科中心，旺角
香港希玛林顺潮眼科中心，元朗
香港希玛林顺潮眼科中心，中环
香港卓健医疗服务中心
盈健医疗
臻萃医疗有限公司
中环OT&P医务中心
中环OT&P专科诊所
仲坚医疗中心
卓正楷和有限公司

澳门特区
澳门科大医院
卓健医疗
台湾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Chung Ho Memorial Hospital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Shuang Ho Hospital
Taiwan Adventist Hospital
日本
JCHO东京新宿医疗中心
Japan Community Healthcare Organization Tokyo Shinjuku Medical Center
爱育医院
Aiiku Hospital
东京慈惠会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The Jikei University Hospital
东京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Hospital
东京女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Tokyo Women’s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东京医科齿科大学附属医院
Tokyo Medical And Dental University Hospital
东京医科大学医院
Tokyo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虎门医院
Toranomon Hospital
庆应义塾大学病院
Keio University Hospital
日本红十字会医疗中心
Japanese Red Cross Medical Center
日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Nippon Medical School Hospital
圣路加国际医院
St.Luke’s International Hospital
顺天堂大学医学部附属顺天堂医院
Juntendo University Hospital
新加坡
Alexandra Hospital
Asia Health Partners
AsiaMedic
Changi General Hospital
Concord International Hospital
Farrer Park Hospital
Healthway Medic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Johns Hopkins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Medical Centre
Khoo Teck Puat Hospital

KK Women's and Children's Hospital
Mount Alvernia Hospital
National Cancer Centre Singapore
National Dental Centre of Singapore
National Healthcare Group Polyclinics
National Heart Centre of Singapore
National Neuroscience Institute
National Skin Centre
National University Hospital
Ng Teng Fong General Hospital
Pacific Healthcare
Parkway Shenton
Radlink
Raffles Medical Group
Sengkang General Hospital
Singapore General Hospital
Singapore Medical Group
Singapore National Eye Center (SNEC)
Surgeon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Medical Group
Tan Tock Seng Hospital
Thomson Medical Centre
澳大利亚
CALVARY WAKEFIELD HOSPITAL
EDEN REHABILITATION CENTRE
FIONA STANLEY HOSPITAL
KATHERINE HOSPITAL
PERTH CHILDREN'S HOSPITAL
QUEENSLAND CHILDREN'S HOSPITAL
TOOWOOMBA SURGICENTRE
WOLPER JEWISH HOSPITAL
新西兰
Ascot White Cross Accident and Medical Clinic
Auckland City Hospital
Canterbury District Health Board
Ipc Health Clinic
Mercy Ascot Greenlane, Ascot Hospital
OneHealth General Practice and Urgent Care
Shorecare Northcross - Urgent Care Clinics
Southern Cross Hospitals
Wakefield Hospital
Wellington Accident and Urgent Medical Centre
Wellington Regional Hospital Nga Puna Walora
英国
Nuffield Health Bournemouth Hospital
Nuffield Health Brighton Hospital
Nuffield Health Cambridge hospital

Nuffield Health Ipswich Hospital
Nuffield Health Ipswich Hospital
Nuffield Health Plymouth Hospital
Nuffield Health Plymouth Hospital
Nuffield Health The Grosvenor Hospital Chester
Nuffield Health Wessex Hospital
Onebody Clinic
OneWelbeck Digestive Health
Opal Clinic Ltd
OTL Clinic - Orthopaedic and Trauma London
Parkside Hospital
Parkside Suite Frimley
patient billing Ltd
Peter Rhys-Evans
Phoenix Hospital Group
Physio.co.uk
Physiotherapy London (Marble Arch & Canary Wharf)
Pixie and Sera
Plymouth Hospitals NHS Trust
Princess Alexandra Hospital, Harlow
Private Midwives
Prof Kefah Mokbel
Prof Michael Hanna
Prof Simon Redwood
Prof. Onn Min Kon
Prof. R.S. Dhillon
Prof. Sudipta Purkayastha
Professional Medical Management Services
Professional Medical Management Services Ltd
Professor Andrew Tutt PhD MRCP FRCR
Professor Diana Gorog
Professor Dr. Jamie Cavenagh
Professor Eric Jauniaux
Professor Francisco Vega-Lopez
Professor George Santis
Professor Jaspal S Kooner MD FRCP FMedSci
Professor Jeremy Sanderson
Professor Julian Teare
Professor Malcolm H A Rustin
Professor Marcus Reddy
PROFESSOR NADEY HAKIM
Professor Neil S. Tolley, Private ENT Ltd.
美国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疗中心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
克利夫兰诊所

麻省总医院
梅奥诊所
密歇根大学医院
纽约长老会医院
斯坦福医院
西大赛奈医疗中心
约翰霍普金斯医院
加拿大
BARRHEAD HEALTH CENTRE
CHUM HOSP SAINT-LUC
COLLINGWOOD GENERAL & MARINE HOSPITAL
GUELPH GENERAL HOSPITAL
HALIBURTON HIGHLANDS HEALTH SERVICES
HUNTSVILLE DISTRICT MEMORIAL HOSPITAL
HURON PERTH HEALTHCARE
KINGSTON GENERAL HOSPITAL
LANGLEY MEMORIAL HOSPITAL
RIDGE MEADOWS HOSPITAL
ST BONIFACE GENERAL HOSPITAL
ST JOSEPH'S HOSPITAL
UNIVERSITY OF ALBERTA HOSPITAL
WHISTLER MEDICAL CLIN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