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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 松山區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臺北長庚紀念醫院 內科、家醫科
週一至週五

13:30-16:30 臺北市松山區敦化北路199號 02-27135211#3333

臺北市 北投區 振興醫療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內科
週一至週五

下午13:30-16:00
臺北市北投區振興路45號 02-28264400#5604

臺北市 中正區 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內科、家醫科、兒科

週一至週五

上午9:00-12:00
下午13:30-16:00

臺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7號 02-23123456#66699

臺北市 士林區 新光醫療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念醫院 兒科
週三、週四

下午14:00-16:00
臺北市士林區文昌路95號 02-28332211#2620

臺北市 文山區 臺北市立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台北醫學大學辦理 內科
週一至五

下午13:30-17:00
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３段111號 02-29307930#1234

臺北市 北投區 臺北榮民總醫院 家醫科

週一至週五

上午8:30-11:00
下午13:30-16:00

臺北市北投區石牌路2段201號 02-28757459

臺北市 信義區 臺北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內科
週一、三、五

下午13:30-16:00
臺北市信義區吳興街252號 02-27372181#9

臺北市 北投區 醫療財團法人辜公亮基金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內科
週一

上午9:00-12:00
臺北市北投區立德路125號 02-28970011#1674

臺北市 中正區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和平院區 特別家醫科
週一至週五

上午9:00-11:00
臺北市中正區中華路2段33號 02-23889595#2732

新北市 新店區 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台北慈濟醫院 家醫科
週一至週五

早上08:30~11:30
新北市新店區建國路289號 02-66289800

新北市 淡水區 台灣基督長老教會馬偕醫療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念醫院 內科、家醫科 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2:00~5:00 新北市淡水區民生里民生路45號 02-28094661

新北市 板橋區 醫療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金會亞東紀念醫院 家醫科(疫苗診)
周一至週五上午 9:00-12:00
周一至週五下午 14:00-17:00

新北市板橋區南雅南路二段21號 02-77382525 

新北市 中和區 衛生福利部雙和醫院(委託臺北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感染科、家醫科
週一至週五，上午8:00-12:00、下午

13:00-17:00 新北市中和區中正路291號 02-22490088

基隆市 安樂區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基隆長庚紀念醫院 新冠疫苗接種 每週二、四上午診 基隆市安樂區麥金路222號 02-24313131#6119

桃園市 桃園區 衛生福利部桃園醫院 COVID-19疫苗專責門診 每週一、三、五 (上午1診下午1診)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路1492號 03-3699721

桃園市 桃園區 敏盛綜合醫院 感染科、兒科 每週一至三 下午1診 桃園市桃園區經國路168號 03-3179599#9

桃園市 龍潭區 國軍桃園總醫院附設民眾診療服務處 COVID-19疫苗專責門診 每週一至五 上午1診下午1診 桃園市龍潭區中興里中興路168號 03-4799595

桃園市 平鎮區 聯新國際醫院 COVID-19疫苗接種特診 每週一至六 下午1診 桃園市平鎮區廣泰路77號 03-4923030

COVID-19疫苗接種院所



桃園市 龜山區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林口長庚紀念醫院 內科 每週一至五 下午1診 桃園市龜山區公西里復興街5號 03-3281200#8175

新竹市 東區 台灣基督長老教會馬偕醫療財團法人新竹馬偕紀念醫院 家醫科 週二、三、五 上午9-12時 新竹市光復路二段690號 03-6119595

新竹市 北區 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新竹醫院 COVID專責門診 週一、三、四、五，下午2-5時 新竹市經國路一段442巷25號 03-5326151

新竹縣 竹北市 東元醫療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 內科.家醫科.感染科 每週一~六 上午下午晚上 新竹縣竹北市縣政二路69號 03-5527000

新竹縣 竹東鎮 臺北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 家醫科 每週一.三 下午 新竹縣竹東鎮中豐路一段81號 03-5962134

新竹縣 湖口鄉 天主教仁慈醫療財團法人仁慈醫院 家醫科 每周三下午2-4點 新竹縣湖口鄉忠孝路29號 03-5993500

新竹縣 竹北市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 家醫科.感染科 每週一~五 上午下午 新竹縣竹北市興隆路一段199號 03-5580558

苗栗縣 苗栗市 大千綜合醫院 內科.外科.兒科 周二、四，下午14:30-17:00 苗栗市恭敬路36號 037-357125

臺中市 西屯區 臺中榮民總醫院 特診
週一至五

09:00-16:30 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1650號 04-23592525

臺中市 北區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家醫科

週一至六

08:30-12:00
週一至五

13:30-17:00

臺中市北區育德路2號 04-22052121

臺中市 南區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特診
週一至三

08:30-10:30 臺中市建國北路一段110號 04-24739595

臺中市 梧棲區 童綜合醫療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特診

週一至五

09:00-11:00
14:00-16:00

臺中市梧棲區臺灣大道八段699號 04-26581919

臺中市 沙鹿區 光田醫療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感染科、家醫科

週一至五

08:30-12:00
13:30-16:30

臺中市沙鹿區沙田路117號 04-26625111

臺中市 西區 衛生福利部臺中醫院 家醫科

週一 、週三至周五

08:30-11:30
14:00-17:00
週二

14:00-17:00

臺中市西區三民路一段199號 04-22294411

彰化縣 彰化市 彰化基督教醫療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家醫科 週一至五  下午門診時段 彰化市南校街135號 04-7238595#4352

彰化縣 埔心鄉 衛生福利部彰化醫院 感染科 週一至五  上午及下午門診時段 彰化縣埔心鄉中正路二段80號 04-8298686轉1422

南投縣 埔里鎮 臺中榮總埔里分院 胸腔科/感染科 週五  13:30-17:30 南投縣埔里鎮榮光路一號 049-2990833

南投縣 竹山鎮 竹山秀傳醫院 COVID-19專責門診 週四 09:00-11:00 週五 14:00-16:00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路2段75號 049-2623966

雲林縣 斗六鎮 國立臺灣大學附設醫院雲林分院 內科 星期五下午1:30-3:30 雲林縣斗六巿雲林路二段579號 05-5323911#2129



嘉義市 東區 戴德森醫療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家庭醫學科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五下午14:00-
17:00 嘉義市忠孝路539號 05-2756910

嘉義縣 朴子市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念醫院 感染科/家醫科 星期二下午1:30-4:00 嘉義縣嘉朴路西段8號 05-3621000

臺南市 北區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COVID-19疫苗注射診
星期一~五下午14:00-16:00
COVID-19疫苗注射診

臺南市北區勝利路138號 06-2353535#2545

臺南市 永康區 奇美醫療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感冒特別門診

感冒特別門診

星期一~六上午9:00-11:00
                  下午14:00-16:00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路901號 06-2812811#52310

臺南市 安南區 臺南市立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家醫科 星期一~六早上9:00-11:00 臺南市安南區州南里12鄰長和路二段 66號 06-3553111#3640、2292

臺南市 中西區 衛生福利部臺南醫院 家醫科 星期一~六下午14:00-16:00 臺南市中西區中山路125號 06-2200055#3062

高雄市 鳥松區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念醫院 內科；家醫科；兒科 每週一至五 上午1診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路123號 07-7317123

高雄市 左營區 高雄榮民總醫院 家醫科 每週一至五 上午1診；下午1診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路386號 07-3422121

高雄市 燕巢區 義大醫療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內科；家醫科 每週一至五 上午1診；下午1診 高雄市燕巢區義大路1號 07-6150011

高雄市 小港區 高雄市立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立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內科
每週一至五 上午1診；下午1診
每週六 上午1診；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路482號 07-8036783

屏東縣 屏東市 屏基醫療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家醫科 每週一-五 09:30-15:30 屏東市大連路60號 08-7368686#1120

屏東縣 屏東市 衛生福利部屏東醫院 新冠疫苗專責門診

星期一至五上午8:30~11:30、下午

13:30~16:30
(星期二上午、星期四下午不看診)

屏東市自由路270號 08-7363011#2102

宜蘭縣 宜蘭市 國立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 家醫科 每周二、四上午(蘭陽院區) 宜蘭市校舍路169號
03-9698255
03-9698314

宜蘭縣 羅東鎮 天主教靈醫會醫療財團法人羅東聖母醫院
家庭醫學科

感染科
星期一至四上午、下午 宜蘭縣羅東鎮中正南路160號 03-9544106#5040～5042

臺東縣 台東市 台灣基督長老教會馬偕醫療財團法人台東馬偕紀念醫院 內科 W2.W4早上 台東市長沙街303巷1號 089-310195

花蓮縣 花蓮市 臺灣基督教門諾會醫療財團法人門諾醫院 家醫科 週一、三、五 下午2:00-4:30 花蓮市民權路44號 03-8241051

花蓮縣 花蓮縣 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花蓮慈濟醫院
家醫科、感染科   (專責門

診)
週一、三、五上午09:00-11:00(實際開診

則會依照民眾預約狀態滾動式調整)
花蓮市中央路三段707號 03-8578600

金門縣 金湖鎮 衛生福利部金門醫院 專診 週三、週五上午診 金門縣金湖鎮新市里復與路2號 082-332546#11263

連江縣 南竿鄉 連江縣立醫院 新冠疫苗門診 星期一上午0800-1200 連江縣南竿鄉復興村217號 0836-23995

澎湖縣 馬公市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附設民眾診療服務處 內科、家醫科
週一下午14:00-16:00及週五下午14:00-
16:00 澎湖縣馬公市前寮里90號 06-9211116#159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