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露愛滋病毒前預防性投藥(PrEP)之服務機構資訊(自費)
本表僅供參考，請以各機構實際公告時間為準！
縣市

醫事機構代碼

0401180014

0501110514

0601160016

台北市

0101090517

服務機構名稱

醫師
劉旺達
黃于珊
洪健清
胡婉妍

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
*醫師約診時段請先至本院匿名篩檢確認陰
性，醫師同意後才能協助掛號，匿名篩檢預
約電話：02-23123456#67552，請於星期 孫幸筠
謝思民
一到五上午九點到下午五點來電。
鄭琬豑
林冠吟
羅一鈞
王甯祺
三軍總醫院
林德宇
王復德
鄭乃誠
巫炳峰
黃祥芬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北榮民
阮志翰
總醫院
林邑璁
陳昕白
陳夙容
顧文瑋
王建淳
洪毓澤
顏永豐
張雅媛
黃士澤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院區
賴新豪
王登鶴
顧文瑋
衛漢庭
陳裕雄
王登鶴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黃馨慧
陳淑廷
顏永豐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賴新豪
顧文瑋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張雅媛

門診時間
[可網路掛號] 星期一 0900-1130、 星期六(雙週)0900-1130
[僅醫師約診] 星期六(雙週)0900-1130
[可網路掛號] 星期二 0900-1130
[僅醫師約診] 星期二 1300-1600、星期四0900-1130
[可網路掛號] 星期二 1330-1600
[僅醫師約診] 星期三 0900-1130
[可網路掛號] 星期四 1330-1600
[僅醫師約診] 星期四 0900-1130
[可網路掛號] 星期四 1330-1600
[可網路掛號] 星期五 1330-1600
[僅醫師約診] 星期六(單週) 0900-1130
星期二0900-1200
星期五1400-1700
星期一0830-1200
星期二0830-1200
星期二1330-1700、星期五1330-1700、星期三1800-2100
星期三0830-1200
星期二0830-1200、星期五0830-1200
星期一0830-1200、星期四0830-1200
星期一0830-1200、星期五0830-1200
星期一1330-1700、星期四0830-1200
星期一1800-2100
(一般內科)星期二0900-1200、星期三0900-1200、星期四1330-1630、星期五0900-1200
(一般內科)星期五1330-1630
(特約門診)星期一1400-1630
(特約門診)星期二1330-1630
(特約門診)星期二1800-2030
(特約門診)星期三0900-1200
(特約門診)星期三1330-1630
(特約門診)星期四1330-1630
(心身醫學科)星期二0900-1200、星期五1330-1630
(心身醫學科)星期三0900-1200、星期三1400-1600、星期五1800-2030
(感染科)星期一1330-1630、星期二0900-1200、星期五1330-1630
(感染科)星期一0900-1200、星期四1330-1630、星期五0900-1200
(感染科)星期四0900-1200
(感染科)星期三0900-1200、星期五1330-1630
(感染科)星期二1330-1630、星期四0900-1200
(一般內科)星期二1330-1630
(一般內科)星期三1330-1630、星期四0900-1200

暴露愛滋病毒前預防性投藥(PrEP)之服務機構資訊(自費)
本表僅供參考，請以各機構實際公告時間為準！
縣市

醫事機構代碼
1301170017

1101010012

1101100011

1101020018
3501196080

1331040513

1131010011

新北市
1131100010

1131050515
1231050017
3531025469
0131060029

服務機構名稱

醫師
劉欣怡
李垣樟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莊涵琄
楊靖慧
葉峻甫
黃柏諺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臺北長庚紀念醫院
蘇庭儀
黃景泰
鄭鈞文
劉昌邦
曾祥洸
郭建峯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紀念社會事 黃增裕
業基金會馬偕紀念醫院
巫映蓉
林志錚
鄭明偉
李聰明
黃瑞湘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陳立羣
和煦診所
洪毓澤
劉永慶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李繼宏
李美慧
楊家瑞
劉佳穎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 蔡茂松
念醫院
林惠紋
蔡欣諺
陳泓恩
黃增裕
曾祥洸
馬偕紀念醫院淡水分院
巫映蓉
鄭明偉
彭銘業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洪伯斌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劉彥宏
張必正診所
張必正
林武甫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林威佑

門診時間
星期一0830-1200、星期二0830-1200、星期四1330-1700
星期一1800-2100、星期三1330-1700、星期六0830-1200
星期一1800-2100、星期二1330-1700、星期三0830-1200
星期五下午 1330-1700
星期一1330-1630
星期二1330-1630
星期三0830-1130
星期四1330-1630
星期五1330-1630
星期二0900-1200、星期三0900-1200
星期一1400-1700
星期四1400-1700、星期六0900-1200
星期一1800-2100
星期三1800-2100
星期一0900-1200、星期三1400-1700、星期四 0900-1200
星期五1800-2100
星期五0900-1200
星期一0900-1200、星期三1800-2100、星期四0900-1200
星期二0900-1200、星期五0900-1200
星期一至四0900-1200、1400-1700、1730-1930、星期六0900-1200
星期一0830-1130、星期二1330-1630、星期四1330-1630
星期二0830-1130、星期四0830-1130、星期四1800-2100、星期五1330-1630
星期一1330-1630、星期三0930-1130、星期三1830-2100、星期五0930-1130
星期二1400-1700、星期二1730-2030、星期五0830-1200
星期一0830-1200、星期四0830-1200
星期一1400-1700、星期四1730-2030
星期二1730-2030、星期三0830-1200
星期一0830-1200、星期四1400-1700
星期三1400-1700、星期五1400-1700
星期一0900-1200、星期四 1400-1700、星期五0900-1200
星期四0900-1200
星期二0900-1200、星期五1400-1700
星期一1400-1700、星期三0900-1200、星期六0900-1200
星期一1400-1700、星期三1400-1700、星期五1400-1700
星期二0830-1200、星期六0830-1200
星期二0900-1200、星期三1400-1700、星期三1830-2100、星期四0900-1200、星期五1400-1700
星期五1830-2100 (每月門診仍以該院網路公告為主)
(感染科)星期一1330-1600、星期二0830-1130、星期四0830-1130、星期五1800-2000
(泌尿科)星期二0830-1130、星期三1330-1600、星期四1330-1600、星期四1800-2000

暴露愛滋病毒前預防性投藥(PrEP)之服務機構資訊(自費)
本表僅供參考，請以各機構實際公告時間為準！
縣市
基隆市

宜蘭縣

醫事機構代碼
1111060015
1134020028

服務機構名稱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羅東聖母醫院

0434010518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

1134020019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1132070011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0132010014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3532040415
1532100049
0932020025
0933050018

明仁診所
聯新國際醫院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
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
林玉春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台大分院 郭柏賢
生醫醫院
黃怡嘉

桃園市

新竹縣
0433050018

醫師
黃協賢
林聖一
黃士澤
張雅媛
林聖一
李怡頡
黃蕾
黃景泰
鄭鈞文
呂學重
蘇庭儀
葉峻甫
李明勳
吳丁樹
謝顯森
葉忠智
江秉誠
黃柏諺
陳南伃
吳彥穆
林仲甫
林宜君
陳正斌
鄔豪欣
鄭舒倖
鄭健禹
鍾智明
林芸合
張家榮

門診時間
星期二1330-1630、星期五1330-1630
星期二0900-1200、星期四0900-1200
星期二0900-1200、星期四0900-1200
隔週一1400-1700 (自110年06月28日起提供服務)
星期三0900-1200
星期一1330-1630、星期四0830-1200、星期五1330-1630
星期二1330-1630、星期三0830-1200、星期五0830-1200
星期一 0830-1130
星期一 1330-1630
星期一 0830-1130、星期二 0830-1130
星期二 0830-1130、星期四 1400-1700
星期二 1330-1630
星期三 0830-1130、單周星期五 1400-1700
星期三 1330-1630、星期四 0830-1130
星期四 0830-1130
星期四 1330-1630
星期四 1330-1630
星期五 0830-1130
星期五 1330-1630
星期一 1330-1630、星期五 1400-1700
雙周星期三 1330-1630
星期一 0830-1200、星期五 0830-1200、星期五 1400-1700
星期一 1400-1700、星期二 0830-1200、星期二 1800-2100
星期一 1800-2100
星期二 1400-1700、星期四 0830-1200、星期四 1400-1700
星期三 0830-1200、星期三 1400-1700、星期四1800-2100
鍾智明醫師/星期一、五 0800-1200、星期三、六16:00-21:00
星期二0900-1230、星期三0900-1230、星期五0900-1230
星期二0830-1200
星期一1400-1700、星期二1400-1700、星期四 1400-1700、星期五1830-2130
週一下午14:00-17:00、週五上午09:00-12:00
週二下午14:00-17:00、週三上午09:00-12:00

暴露愛滋病毒前預防性投藥(PrEP)之服務機構資訊(自費)
本表僅供參考，請以各機構實際公告時間為準！
縣市

新竹市

醫事機構代碼

服務機構名稱

0412040012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

1112010519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醫師
郭漢岳
楊睿璿
邊建榮
黃崧溪
劉柏滉
曾政尹

3512010993

永美陳志閔診所
陳志閔
施智源
林育蕙

蔡哲安

0617060018

臺中榮民總醫院

劉伯瑜

林詩萍
陳永峻

1317050017

中國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曾建豪
何茂旺
王任賢
齊治宇
盧敏吉
周家卉
林伯昌
鄭孟瑜

門診時間
星期三1400-1700、星期四1800-2000
星期二1400-1700、星期五1400-1700
星期一0900-1200、星期二0900-1200
星期二1800-2000、星期五0900-1200
星期一1730-2030(隔週)、星期三1400-1700(隔週)、星期四1400-1700、星期五0900-1200、星期六09001200(隔週)
星期三 0900-1200、星期四 0900-1200
星期一至星期五0900-1200、1430-1730 、1830-2130、(星期四1430-1730休診)
星期六0900-1200
星期日休診
星期三8:30~12:00、
部分星期二輪值18:00~21:00(因人數眾多採預約制，初次評估與開藥限制3人)
星期一8:30~12:00、星期二8:30~12:00、星期四8:30~12:00、
星期五8:30~12:00、
星期三13:30~17:00、
星期四13:30~17:00、
部分星期四台中基地門診輪值13:30~17:00 (需事先預約)、
部分星期二輪值18:00~21:00(因人數眾多採預約制，初次評估與開藥限制3人)
星期三8:30~12:00、
星期五8:30~12:00、
部分星期四台中基地門診輪值13:30~17:00 (需事先預約)、
部分星期二輪值18:00~21:00(因人數眾多採預約制，初次評估與開藥限制3人)
星期一8:30~12:00、
星期四8:30~12:00、
星期二13:30~17:00、
部分星期四台中基地門診輪值13:30~17:00 (需事先預約)、
部分星期二輪值18:00~21:00(因人數眾多採預約制，初次評估與開藥限制3人)
星期二8:30~12:00、
星期五13:30~17:00、
部分星期二輪值18:00~21:00(因人數眾多採預約制，初次評估與開藥限制3人)
星期一13:30~17:00、
星期四13:30~17:00、
星期四18:00~21:00
星期一上午、星期二及星期四下午
星期一下午及晚上、星期二上午
星期一及星期三下午、星期四上午
星期一下午及晚上、星期二上午
星期二、星期四及星期五下午
星期三及星期五及星期六上午
星期二晚上、星期六上午

暴露愛滋病毒前預防性投藥(PrEP)之服務機構資訊(自費)
本表僅供參考，請以各機構實際公告時間為準！
縣市

台中市

醫事機構代碼

服務機構名稱

1317040011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0917070029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1136090519
1517061032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台中分院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0936060016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紀念醫院

0936050029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沙鹿總院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大甲院區

0117030010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醫師
李原地
李鑒峯
王唯堯
曹世明
翁青筠
王瑞興
黃銘義
何承懋
黃禹銘
許哲瀚
陳志銘
高智泉
林國璽
楊清鎮
陳俊志
陳宗家
曾婷玉
梁麗穎

3503280736

安昱診所
吳哲安

3503281206

瑞和診所

曾任偉

門診時間
禮拜二0830-1200、禮拜二1400-1700、星期三1800-2100、星期四0830-1200
星期一0830-1200、星期三0830-1200
星期一1400-1700、星期三1400-1700
星期三1400-1700
星期一0830-1200、星期三0830-1200、星期三1800-2130、星期四1400-1730
星期一夜間、星期二上午、星期四下午、星期五上午
星期一下午、星期二下午、星期三上午、星期四上午和夜間
星期一上午、星期三下午
星期二下午、星期四下午、星期五上午、星期六上午
星期三0900-1200
星期二及星期四上午、星期三晚上
星期一及星期三上午、星期四晚上
星期一晚上、星期二下午、星期五上午
星期一0830-1200、星期二0830-1200、星期四0830-1200、星期五0830-1200
星期一1330-1730、星期二1330-1730、星期四0830-1200、星期五1330-1730、星期五1830-2130
星期一、星期三上午8:30-11:30
星期二夜間18:30-20:30、
星期五下午13:30-16:30
星期一夜間18:30-20:30、
星期三下午13:30-16:30
星期四上午8:30-11:30、
(泌尿科)
星期一0900-1300、星期一1500-2000、
星期二0900-1300、星期二1500-2000、
星期三0900-1300、星期三1500-2000、
星期四0900-1300、星期四1500-2000、
星期五0900-1300、星期五1500-2000、
星期六0900-1300
(泌尿科)
星期一0900-1200、1500-1800、1800-2100
星期三0900-1200、1500-1800、1800-2100
星期四0900-1200、1500-1800、1800-2100
星期五0900-1200、1500-1800、1800-2100
星期六0900-1200、1500-1800、1800-2100
星期日0900-1200、1500-1800、1800-2100

暴露愛滋病毒前預防性投藥(PrEP)之服務機構資訊(自費)
本表僅供參考，請以各機構實際公告時間為準！
縣市

醫事機構代碼

服務機構名稱

3503010163

林修名診所

3503271611

陳冠宇皮膚科診所

3503190317

鉑思診所

3517042164

袁上雯皮膚科診所

3505350231

維新診所

1137010024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1137050019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督教醫院

1137020511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3537014068

張志鵬泌尿科診所

0138010027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1538041101

竹山秀傳醫院

1139030015

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0439010518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斗
六院區

醫師

門診時間
星期一0900-1200、1500-1730、1900-2100
星期二1500-1730、1900-2100
星期三0900-1200、1500-1730、1900-2100
林修名
星期四1500-1730、1900-2100
星期五0900-1200、1500-1730
星期六0900-1200
星期一0900-1200、1900-2130、
星期二0900-1200、
星期三1500-1800、
星期四0900-1200、
星期五1500-1800、1900-2130、
星期六0900-1200
陳冠宇
週二1900-2130
週六0900-1200
吳一德
週一至週六
袁上雯 鍾麗玲 曾驛翔
蔡俊毅0900-1200、1500-1800、1820-2100
蔡萱憓
(泌尿科)
星期一、五及六 0900-1150
星期一、二、四及五 1430-1650
星期二、三及四 1830-2020
周欣霈
劉尊榮
星期一早上、星期四下午
李育霖
星期二下午、星期五下午
陳昶華
星期一下午、星期三上午
許瑛敉
星期五早上、星期六(隔週)上午
劉元孟
星期二上午、星期四上午
陳賢孟
星期二晚上、星期三下午
星期一14:30-17:30、星期四08:30-12:00、每月第二及第四週六0900-1200，每個月第三週三下午14:00張志演
17:00
黃梅
星期一1400-1730、星期三1800-2100、星期五1400-1730
星期一、二、三、四、五、六 上午0900-1200
張志鵬
星期一、三、四、五
下午1530-1800
星期一、三、四、五
晚間1800-2030
李原地
星期一及星期五下午
廖嘉宏
星期一晚上、星期三及星期四下午
王健宇
星期二上午0830-1200、星期三08:30~12:00、星期四14:00~17:00
李聰明
星期二上午0900-1200
陳賢孟
星期四上午0900-1200
張純誠
星期五下午1400-1700(每月第一週、第三週、第五週)
林綺英

星期四1300-1600

暴露愛滋病毒前預防性投藥(PrEP)之服務機構資訊(自費)
雲林縣
縣市

本表僅供參考，請以各機構實際公告時間為準！
醫事機構代碼
0439010518

服務機構名稱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虎
尾院區

醫師

門診時間

林綺英

星期三1300-1600

暴露愛滋病毒前預防性投藥(PrEP)之服務機構資訊(自費)
本表僅供參考，請以各機構實際公告時間為準！
縣市
嘉義縣

嘉義市

醫事機構代碼

服務機構名稱

1140010510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1140030012
0622020017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1122010012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1141310019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醫師
黃琮輿
林皇伸
賴重彰
林玉佳
許國忠
洪冬哲
李健明
湯宏仁
蘇柏安
杜漢祥
陳宏睿
張純誠
柯文謙

0421040011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薛伶珊
李佳雯
陳柏齡

3505310353

吳鴻均泌尿科診所

吳鴻均

台南市

廖健良
3521080065

廖健良診所
蔡銘駿

3505280083

啟仁診所

黃啟洲

門診時間
星期一下午、星期四上午
星期二下午、星期五上午
星期二0830-1200、星期四0830-1200
星期二1400-1700，星期三0830-1200
星期一0900-1200、星期二1400-1700
星期四0900-1200、星期五1400-1700
星期一及星期二上午、星期三晚上、星期五下午
星期二下午、星期四上午
星期二下午、星期五上午
星期一晚上
周三上午，周四下午
星期一下午
(一般內科)星期三1330-1630
(感染科)星期二0900-1200
星期一0900-1200、星期二9-12、星期四1330-1630
星期二1330-1630、星期四0900-1200
星期二1330-1630、星期四1330-1630
星期一0900-1200、星期一1530-1730、星期一1800-2100、星期二0900-1200、
星期二1530-1730、星期二1800-2100、星期三0900-1200、星期三1800-2100、
星期四0900-1200、星期四1800-2100、星期五0900-1200、星期五1530-1730、
星期五1800-2100、星期六0900-1200
自107年10月25日起提供服務
星期一0800-1200、星期一1900-2100、星期三0800-1200、星期三1900-2100
星期五0800-1200、星期五1900-2100、星期六1500-1800、星期日0900-1200(單數週-輪診)
星期一 1500-1800、星期二0800-1200、星期二 1500-1800、星期二1900-2100、
星期三 1500-1800、星期四0800-1200、星期四 1500-1800、星期四1900-210、
星期五1500-1800、星期六0800-1200、星期日0900-1200(單數週-輪診)
星期一0830-1200、1600-2030 、星期二0830-1200、1600-2030 、
星期三0830-1200、星期四0830-1200、1600-2030 、
星期五0830-1200、1600-2030 、星期六0830-1200

暴露愛滋病毒前預防性投藥(PrEP)之服務機構資訊(自費)
本表僅供參考，請以各機構實際公告時間為準！
縣市

醫事機構代碼

1142120001

1142100017

0102070020

0902080013

1302050014

高雄市

服務機構名稱

醫師
林蔚如
賴重旭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梁修豪
黃俊凱
林怡汎
李禎祥
劉建衛
李允吉
黃文琦
陳怡君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蔡青晏
郭弘頡
張以青
許睿琪
戴千翔
陳惇杰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 郭欣慧
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經營)
謝旻翰
羅世豪
謝効烝
蔡孟憲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
鄭宇辰
陳彥旭
盧柏樑
陳惇杰
林尚儀
張雅婷
財團法人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黃崇豪
李雋元
羅世豪
林俊祐
蔡毓德

門診時間
星期一0900-1200
星期一1330-1700、星期四1330-1700 星期五0900-1200
星期二1330-1700
星期二0900-1200 、星期四0900-1200
星期三 1330-1700
星期一0830-1200、星期二1330-1700、星期四0830-1200
星期二1330-1700、星期四0830-1200
星期二0830-1200、星期三1330-1700、星期五0830-1200
星期三0830-1200、星期四1330-1700
星期一1330-1700、星期四1330-1700
星期一1330-1700、星期五1330-1700
星期一1330-1700、星期五1330-1700
星期三0830-1200
星期五0830-1200
星期二0830-1200
星期一0830-1200、星期四1400-1730、星期二(隔週)1800-2130
星期二0830-1200、星期三1400-1730
星期四0830-1200
星期五0830-1200
星期三0830-1200、星期五1330-1730
星期一1330-1700、星期五0830-1200 星期三1730-1930(限醫師預約，醫師輪值)
星期二1330-1700、星期四0830-1200
星期三下午、星期五上午
星期二上午、星期五上午
星期三上午
星期二下午、星期四上午
星期二上午、星期三下午
星期一下午、星期五下午
星期一上午、星期六(單周)上午
星期二下午
星期四上午
星期一下午

暴露愛滋病毒前預防性投藥(PrEP)之服務機構資訊(自費)
本表僅供參考，請以各機構實際公告時間為準！
縣市
高雄市

醫事機構代碼

服務機構名稱

0602030026

高雄榮民總醫院

0502030015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1102110011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0102080017

3507330362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採預約制：請先撥打個
管師韋茜手機0972815069或加LINE：
hero4090協助掛號
七賢高美泌尿科診所

1502040021

健仁醫院

3507010838

鳳山李嘉文泌尿科診所

醫師
陳壵生
李欣蓉
蔡宏津
施正蓮
陳瑞光
曾鈺婷
周稚偵
翁雅為
林偉玫
巫奐儀
吳冠陞
林錫勳
蔡文正
林子超
張科
羅世豪
黃上霖
林俊祐
謝旻翰
陳光銘
林子超
陳怡君
鄭斌睿

門診時間
星期四上午
星期二上午、星期三上午
星期一上午、星期三上午
星期二上午、星期五上午
星期四上午、星期五上午
星期二上午、星期三上午
星期三上午、星期四上午
星期一上午、星期五上午
星期三下午
星期二上午
星期一上午、星期四上午
星期二下午、星期三上午
星期三0830-1200
星期二0830-1200
星期三1800-2100、星期四1330-1700
星期一1800-2100、星期三1330-1700
星期一1400-1700&1800-2030、星期二1400-1700、星期四0900-1200
星期二1400-1700(採預約制)、星期五0900-1200
星期二0800-1200、星期三1400-1700&1730-2000(採預約制)、星期五1400-1700
星期二1730-2000(採預約制)
星期四1400-1700
星期五1400-1700(採預約制)
星期一至五0900-1200、1430-1730、1900-2100、星期六0900-1200
感染科門診：週一14:00-17:00(王)、週二08:30-12:00/14:00-17:00(王)/18:00-20:30(林)、週四08:30王堯顯/林偉政 12:00(王)/14:00-17:00(林)、週五08:30-12:00(王)/14:00-17:00(林)、週六08:30-12:00(林)
連絡電話：0921-539366
星期一0900-1200、星期一1430-1730、星期一1900-2100、星期二0900-1200、星期二1900-2100、
李嘉文
星期三0900-1200、星期三1430-1730、星期四0900-1200、星期四1900-2100、星期五0900-1200、
星期五1900-2100、星期六0900-1200

暴露愛滋病毒前預防性投藥(PrEP)之服務機構資訊(自費)
本表僅供參考，請以各機構實際公告時間為準！
縣市

醫事機構代碼
3507350319
3507310217
1143010012

屏東縣

0943030019
0143010011

花蓮縣

1145010010
1145010038

台東縣

1146010014

金門縣

0190030516

澎湖縣

0544010031

服務機構名稱

醫師
陳思翰
大高田泌尿科診所
阮序承
楊凱富
蕭錫麟
杏美診所
梁修豪
屏東基督教醫院
吳怡慧
陳光銘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秦淳
郭政諭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洪子倫
王薪惠
鄭順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佛教慈濟綜合醫
黃妙慧
院
何愉懷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社團法人門諾醫院
繆偉傑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馬偕醫院臺東
林慧琼
分院
董毓蓉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胡逸帆
吳瑞欣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門診時間
星期一0900-1200、星期二1500-2100、星期四1500-1800、星期五0900-2100、星期六0900-1200
星期一1500-1800、星期二0900-1200、星期三0900-1200、星期四0900-1200
星期一、四、六0900-1200、星期二、三1500-2100、星期五1500-1800
星期一、三、四、六上午0900-1200；星期一、四、六1500-1800；星期一、四、六晚間1830-2130
星期二1800-1930、星期三0900-1200(隔週休)1400-1700
星期五0900-1200
星期二0900-1200、星期四0900-1200
星期三0900-1200、星期五1400-1700
星期一0830-1130、星期二1330-1630、星期五0830-1130
星期一1330-1630、星期三0830-1130、星期四0830-1130
星期二0900-1130、星期三1330-1630、星期四1330-1630
星期一1400-1730 星期四1400-1730
星期二1400-1730 星期三1400-1730
星期一0930-1200 星期三0900-1200、1400-1730
星期二0900-1200、星期四0900-1200、星期五上午0900-1200
(專診)星期四0900-1200
(感染科)星期一1330-1600、星期三0900-1200 (每月門診仍以該院網路公告為主)
(感染科)星期二0900-1200、星期四1330-1600、星期五0900-1200 (每月門診仍以該院網路公告為主)
每週三、週四上午門診時段(依醫院公告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