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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北市 板橋大型社區篩檢(疫苗接種)站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新北市板橋區環河西路四段與華江七路口(江

子翠)

2 新北市 板橋亞東社區篩檢站 亞東醫院
亞東紀念醫院特約門診外(新北市板橋區南雅

南路二段21號)

3 新北市 三重聯醫篩檢站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

段3號)

4 新北市 泰山輔大社區篩檢站 輔大醫院 輔大醫院急診室旁(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69號)

5 新北市 臺北醫院社區篩檢站 臺北醫院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由思源路大門入)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127號)

6 新北市 雙和社區篩檢站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第二醫療大樓門口(新北

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

7 新北市 永和社區篩檢站 永和耕莘醫院
永和耕莘醫院急診前

(新北市永和區國光路123號)

8 新北市 土城社區篩檢站 新北市土城醫院
新北市立土城醫院(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2段6

號)

9 新北市 新店慈濟社區篩檢站 台北慈濟醫院
台北慈濟醫院大門左側(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

289號)

10 新北市 新店耕莘社區篩檢站 新店耕莘醫院
新店耕莘醫院A棟門口(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362號)

11 新北市 三峽中山社區篩檢站 恩主公醫院
恩主公醫院門診大樓外(新北市三峽區中山路

258號)

12 新北市
汐止國泰社區篩檢站(汐止體育場機

動快篩站)
汐止醫院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急診外空地(新北市汐止區

建成路59巷2號)

13 新北市 淡水馬偕社區篩檢站 淡水馬偕醫院
淡水馬偕醫院安寧示範中心旁停車場內(新北

市淡水區民生路45號)

14 新北市 中和景福機動篩檢站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新北市中和區和平街164巷2號(新北市景福市

民活動中心)

15 新北市 宏仁政義社區篩檢站 宏仁醫院
正義市民活動中心

（新北市三重區雙園街1號)

16 新北市 林口恩樺社區篩檢站 恩樺醫院
湖南市民活動中心後面空地

(新北市林口區民權路165號)

17 新北市 怡和積穗社區篩檢站 怡和醫院
積穗市民活動中心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455巷10號)

18 新北市 板中興海山社區篩檢站 板橋中興醫院
板橋中興醫院海山院區

(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一段32號)

19 臺北市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

篩檢站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99號

20 臺北市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

醫院篩檢站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

院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二段424號

21 臺北市 博仁綜合醫院篩檢站 博仁綜合醫院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66號

22 臺北市 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篩檢站 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3號

23 臺北市 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篩檢站 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臺北市大同區鄭州路145號

24 臺北市 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篩檢站 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87號

25 臺北市 康寧醫療財團法人康寧醫院篩檢站 康寧醫療財團法人康寧醫院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五段420巷26號

26 臺北市 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篩檢站 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臺北市士林區雨聲街105號

27 臺北市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篩檢站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2號

28 臺北市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篩檢

站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280號

29 臺北市 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篩檢站 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0號

30 臺北市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

馬偕紀念醫院篩檢站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

偕紀念醫院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92號

31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篩檢站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7號

32 臺北市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

北醫學大學辦理
萬芳醫院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111號

33 臺北市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篩檢

站
三軍總醫院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二段325號

34 臺北市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

院篩檢站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臺北市士林區文昌路95號

35 臺北市 臺北榮民總醫院篩檢站 臺北榮民總醫院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201號

36 臺北市 市立聯合醫院行動篩檢隊-1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機動篩檢無固定地址

37 臺北市 市立聯合醫院行動篩檢隊-2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機動篩檢無固定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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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臺北市 市立聯合醫院行動篩檢隊-3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機動篩檢無固定地址

39 臺北市 市立聯合醫院行動篩檢隊-4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機動篩檢無固定地址

40 臺北市 市立聯合醫院行動篩檢隊-5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機動篩檢無固定地址

41 臺北市 市立聯合醫院行動篩檢隊-6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機動篩檢無固定地址

42 臺北市 市立聯合醫院行動篩檢隊-7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機動篩檢無固定地址

43 臺北市 市立聯合醫院行動篩檢隊-8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機動篩檢無固定地址

44 臺北市 臺北市立關渡醫院篩檢站 關渡醫院 臺北市北投區知行路225巷12號

45 臺北市
三軍總醫院社區篩檢站B(急診室旁戶

外防疫專區門診)
三軍總醫院

46 臺北市 三軍總醫院急診戶外篩檢站 三軍總醫院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2段325號(急診旁防疫專

區門診)

47 臺北市
北士科快篩陽車來速(臺北市立聯合

醫院)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臺北市北投區承德路6段120號旁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快篩陽急

門診)

48 臺北市 臺北榮民總醫院社區篩檢站 臺北榮民總醫院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322號

(東院區孝威館)

1

49 臺北市 國泰綜合醫院急診社區篩檢站(新設) 國泰綜合醫院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280號

(急診綠色帳篷篩檢站)

50 臺北市
馬偕醫院新冠防疫門診社區篩檢站

(新設)
馬偕紀念醫院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92號

(戶外第二篩檢站旁，中山北路與嘉新大樓間)

51 桃園市 桃園中路社區篩檢站(外展) 敏盛醫院 桃園市桃園區正光路600號(中路運動公園旁)

52 桃園市
桃園火車站後站停車場(聖保祿醫

院)(新設)
聖保祿醫院 桃園火車站後站停車場

53 桃園市 中壢區公民會館(新國民醫院)(新設) 新國民醫院 桃園市中壢區公民會館(中壢區中平路115號)

54 桃園市 中壢中正公園站(外展) 天成社團法人天晟醫院 桃園市中壢區中美路86號

55 桃園市 龍岡天幕球場站(重啟)龍岡採檢站 醫院 桃園市中壢區游泳路旁

56 桃園市 黎明公園站(新設)(外展) 桃園榮民醫院 桃園市中壢區同慶路300號

57 桃園市 蘆竹東溪路停車場站(重啟) 敏盛醫院 桃園市蘆竹義美棒壘球場旁

58 桃園市 北區客家會館(新設) 中美醫院 桃園市八德區崁頂路60號

59 桃園市
八德綜合大樓(聖保祿醫院)(新

設)(外展)
聖保祿醫院 桃園市八德區福國北路220號1樓

60 桃園市 金湖市民活動中心 醫院 桃園市桃園市觀音區桃87鄉道

61 桃園市 幼獅站(4/22重啟) 復興衛生所 桃園市楊梅區獅二路2號

62 桃園市 大潭發電廠 醫院 桃園市觀音區電廠路1號

63 桃園市 東勢國小 醫院 桃園市平鎮區平東路一段185號

64 桃園市 中原大學 醫院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200號

65 桃園市 復旦高中 醫院 桃園市平鎮區復旦路二段122號

66 桃園市 53工兵群 醫院 桃園市大溪區介壽路389號

67 桃園市 丸紅公司 醫院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168號

68 桃園市 文昌休閒公園天幕採檢站 醫院 桃園市八德區文昌街與金和街口

69 桃園市 蘆竹山腳里集會採檢站 醫院 桃園市蘆竹區山外路513號

70 桃園市 八德大宏市民活動中心 聖保祿醫院 桃園市公園路139號

71 桃園市 瑞興市民活動中心社區篩檢站 聖保祿醫院 桃園市八德區豐田路250號

72 桃園市 龍岡社區篩檢站
國軍桃園醫院

聯新國際醫院
桃園市中壢區龍岡里游泳路

73 桃園市 蘆竹灣頭仔市民活動中心 醫院 桃園市蘆竹區山外路117號

74 桃園市 大園客運園區社區篩檢站 大園客運園區(桃園市大園區文治路20號)

75 桃園市 龍潭社區篩檢站 (圖書館站)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680號

76 基隆市 市醫社區篩檢站(重啟) 市醫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路282號

77 基隆市 中船社區篩檢站(長庚) 長庚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162號

78 基隆市 部基社區篩檢站 部基醫院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26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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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基隆市 中正社區篩檢站（舊公車處修理廠） 新昆明醫院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162號

80 基隆市 田寮社區篩檢站 基隆市立醫院 基隆市中正區信一路181號

81 基隆市 基隆車站社區篩檢站 衛福部基隆醫院 基隆市仁愛區港西路5號

82 基隆市 外寮社區篩檢站 基隆長庚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129巷6號

83 基隆市 七堵社區篩檢站 基隆市立醫院 基隆市七堵區光明路21-1號

84 基隆市 孝忠社區篩檢站 基隆市立醫院 基隆市信義區深溪路8號

85 基隆市 通化社區篩檢站 基隆市立醫院 基隆市中山區復旦路10號

86 基隆市 暖暖社區篩檢站 基隆市立醫院 基隆市暖暖區碇內街100號

87 臺中市 豐原醫院停車場旁社區篩檢站(重啟)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臺中市豐原區安康路100號

88 臺中市 豐原醫院停車場向日葵檢查站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臺中市豐原區安康路100號

89 臺中市 台中慈濟醫院社區篩檢站 台中慈濟醫院 臺中市潭子區豐興路一段66、88號

90 臺中市 台中慈濟醫院74橋下篩檢站 台中慈濟醫院

91 臺中市 大甲李綜合醫院篩檢站(重啟) 大甲李綜合醫院篩檢站 臺中市大甲區八德街2號

92 臺中市
光田醫院救護組後側廣場(大甲院

區)(重啟)
光田醫院(大甲院區) 臺中市大甲區經國路321號

93 臺中市

童綜合醫院急診旁停車場快篩站(5-8

月)

童綜合醫院急診旁親子公園

篩檢站(9-12月)(重啟)

童綜合醫院(梧棲院區) 臺中市梧棲區臺灣大道八段699號

94 臺中市 客家樂活園區篩檢站 童綜合醫院 臺中市東勢區圓樓街1號

95 臺中市
沙鹿光田門診大樓中庭戶外社篩站

(重啟)
沙鹿光田醫院 臺中市沙鹿區大同街39號

96 臺中市
烏日林新醫院篩檢站(重啟)

烏日林新醫院 臺中市烏日區榮和路168號

97 臺中市 大里仁愛醫院戶外篩檢站 大里仁愛醫院 臺中市大里區東榮路483號

98 臺中市 國軍臺中總醫院戶外社區篩檢站 國軍臺中總醫院 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348號

99 臺中市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後方74號橋下停車

場篩檢站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臺中市霧峰區福新路222號

100 臺中市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篩檢站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966號

101 臺中市 林新醫院旁走道篩檢站 林新醫院 臺中市南屯區三段惠中路36號 (SKY大廳外)

102 臺中市 臺中醫院急診停車場旁篩檢站 臺中醫院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99號

103 臺中市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社區篩檢站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戶外篩檢站

(重啟)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臺中市北區育德路2號

104 臺中市 臺中榮民總醫院門診旁戶外篩檢站 臺中榮民總醫院 臺中市臺灣大道四段1650號

105 臺中市
中山附醫內科大樓篩檢站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急診戶外採檢

站(重啟)

中山附醫 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106 臺中市
澄清綜合醫院(平等院區)

澄清醫院(平等院區)急診室篩檢站

(重啟)

澄清綜合醫院(平等院區) 臺中市中區平等街139號

107 臺中市 長安醫院篩檢站 長安醫院 臺中市太平區永平路一段9號

108 臺中市 台中慈濟醫院新社高中社區篩檢站 台中慈濟醫院 臺中市新社區中和街三段國中巷10號

109 臺中市 台中慈濟醫院東新國小社區篩檢站 台中慈濟醫院 臺北市南港區興南街62號

110 臺中市 童綜合醫院客家樂活園區社區篩檢站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臺中市東勢區圓樓街1號

111 臺中市 豐原醫院東新國小社區篩檢站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臺北市南港區興南街62號

112 臺中市
東勢區農會附設農民醫院騎樓社區篩

檢站
農民醫院 臺中市東勢區豐勢路297號

113 臺南市 永康區衛生所 (重啟) 永康區衛生所 臺南市永康區文化路51號

114 臺南市 新營區衛生所(重啟) 新營區衛生所 臺南市新營區三民路72號

115 臺南市 鹽水區衛生所 鹽水區衛生所 臺南市鹽水區武廟路1號

116 臺南市 白河區衛生所 白河區衛生所 臺南市白河區國光路5號

117 臺南市 新化體育場篩檢站(重啟) 衛生所 臺南市新化區公園路110號



製表日期：111.5.19

資料來源：各縣市政府衛生局提報

(各站開設時間由各縣市政府自行調配)

編號 縣市 社區篩檢站名稱 負責單位 地址

  全國22縣市社區篩檢站明細表          

118 臺南市 歸仁區社區篩檢站 衛生所
歸仁區看西里活動中心(711台南市歸仁區仁愛

南街288號)

119 臺南市 三明里大莊天月宮 新營醫院 臺南市鹽水區大莊里8鄰24號

120 臺南市 秀祐里舉人宮廟廣場篩檢站 白河區衛生所 臺南市白河區頂秀祐80號

121 臺南市 柳營區衛生所 衛生所 臺南市柳營區54-5號

122 臺南市 新營體育場篩檢站 衛生所 臺南市新營區長榮路2段78號

123 臺南市 新營區太子宮篩檢站 新營區衛生所 臺南市新營區太子宮45-8號

124 臺南市 新營圖書館篩檢站 衛生所 臺南市新營區45之8號(太子宮對面

125 臺南市 三洽宮 新營醫院 臺南市麻豆區北勢寮17號

126 臺南市 山西宮 吉安醫院 臺南市關廟區正義街37號

127 臺南市 松柏育樂中心 (重啟) 奇美醫院 臺南市南區南門路263號

128 臺南市 臺南遠東香格里拉篩檢站 衛福部臺南醫院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西段89號

129 臺南市 安南國中 吉安醫院 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三段252號

130 臺南市 光陽應用材料公司篩檢站 吉安醫院 臺南市安南區工業三路1號

131 臺南市 汫水里護安宮 鹽水區衛生所 臺南市鹽水區9鄰22號

132 臺南市 歡雅里永安宮 鹽水區衛生所 臺南市鹽水區歡雅里歡雅901號

133 臺南市 鹽水區衛生所旁停車場 鹽水區衛生所 臺南市鹽水區武廟路1號旁停車場

134 臺南市 看西里活動中心 歸仁區衛生所 臺南市歸仁區仁愛南街288號

135 臺南市 營新醫院篩檢站 台南市新營區隋唐街228號

136 高雄市 前鎮漁港採檢站(新設) 衛生所 高雄市前鎮漁港西岸碼頭

137 高雄市 高醫社區快篩站(重啟) 高醫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00號，啟川大樓北側

騎樓

138 高雄市 高榮社區快篩站 高榮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386號，門診大樓戶外

防疫門診

139 高雄市 高雄長庚社區快篩站(重啟) 高雄長庚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123號，戶外防疫門診

140 高雄市 義大醫院社區快篩站(重啟) 義大醫院 高雄市燕巢區角宿里義大路1號，急診旁

141 高雄市 市立小港醫院社區快篩站 市立小港醫院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里山明路482號B1-10樓，急

診旁第一停車場帳篷區

142 高雄市 國軍左營醫院社區快篩站 國軍左營醫院 高雄市左營區軍校路553號，健檢中心旁

143 高雄市 市立大同醫院社區快篩站 市立大同醫院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68號，急診旁戶外停車

場

144 高雄市 阮綜合醫院社區快篩站(重啟) 阮綜合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四路136、166號，C棟一樓

復健科外騎樓

145 高雄市 國軍高雄總醫院社區快篩站 國軍高雄總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建軍路5號，急診室戶外籃球場

146 高雄市 聖功醫院社區快篩站(重啟) 聖功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352號，急診篩檢站

147 高雄市 市立民生醫院社區快篩站 市立民生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4號，急診篩檢站

148 高雄市 市立聯合醫院社區快篩站 市立聯合醫院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976號，急診後方員工

停車場

149 高雄市 義大大昌醫院社區快篩站(重啟) 義大大昌醫院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305號，急診外採檢站

150 高雄市 杏和醫院社區快篩站(重啟) 杏和醫院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389號、470號1樓，戶

外走道

151 高雄市 大東醫院社區快篩站(重啟) 大東醫院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171-2號，後門騎樓處

152 高雄市 市立鳳山醫院社區快篩站 市立鳳山醫院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42號，鳳山醫院員工停車

場

153 高雄市 市立旗津醫院社區快篩站 市立旗津醫院
高雄市旗津區旗港路33號，急診戶外社區採檢

站

154 高雄市 旗津醫院社區快篩站(新設) 　高雄市立旗津醫院 高雄市旗津區旗港路33號

155 高雄市 長庚醫院社區篩檢站(新設) 高雄長庚 高雄市旗津二路255號

156 高雄市 旗津福壽宮社區快篩站(新設) 醫院 高雄市旗津三路954巷11之1號

157 高雄市 健仁醫院社區快篩站 健仁醫院
高雄市楠梓區楠陽路136號朝明路130巷7弄1號

1-5樓，一樓戶外防疫門診

158 高雄市 國軍岡山醫院社區快篩站 國軍岡山醫院 高雄市岡山區大義二路1號，急診室外車棚

159 高雄市 市立岡山醫院社區快篩站 市立岡山醫院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路12號，急診大門口外

160 高雄市 旗山醫院社區快篩站 旗山醫院 高雄市旗山區中學路60號，旗山醫院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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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高雄市 義大癌治療醫院社區快篩站 義大癌治療醫院 高雄市燕巢區角宿里義大路21號，急診外

162 高雄市 建佑醫院社區快篩站 建佑醫院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360、362號、364巷10

號、399號、407巷7號，本院戶外採檢站

163 高雄市 高雄展覽館社區篩檢站 阮綜合醫院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806號(新光公有停車

場)

164 高雄市 巨輪路社區篩檢站 義大醫院 高雄市岡山區巨輪路跟通校路交叉口

165 高雄市 協利街社區篩檢站 阮綜合醫院 高雄市鳳山區光華路和協利街口

166 高雄市 立德棒球場社區篩檢站 市立大同醫院 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217號

167 高雄市 高醫同盟公園社區篩檢站 高醫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一路(高醫大正對面)

168 高雄市 楠梓射箭場社區篩檢站 健仁醫院 高雄市楠梓區旗楠路160號

169 高雄市 小港森林公園社區篩檢站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高雄市小港區松園三路上(小港森林公園)

170 宜蘭縣 長榮站(新設)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

院
宜蘭縣礁溪鄉健康路77號(不同側)

171 宜蘭縣 礁溪國中站(新設)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四段23號

172 宜蘭縣 礁溪劇場站(重啟)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 宜蘭縣礁溪鄉公園路16號

173 宜蘭縣 碧候多功能籃球場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

院
宜蘭縣南澳鄉碧候村信義路陽明巷57號旁

174 宜蘭縣 金六結站A(重啟) 宜蘭縣宜蘭市衛生所 宜蘭縣宜蘭市環河路30號

175 宜蘭縣 陽大站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 宜蘭市校舍路169號

176 宜蘭縣 中山國小站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 宜蘭縣宜蘭市崇聖街4號

177 宜蘭縣 新生國小站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 宜蘭縣宜蘭市大坡路100號

178 宜蘭縣 聖母站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

院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160號

179 宜蘭縣 廣興站(重啟)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

院
宜蘭縣冬山鄉梅花路255巷22弄33號

180 宜蘭縣 綠博站(新設)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

院
宜蘭縣冬山鄉冬山路2段172號

181 宜蘭縣 羅東國中風雨操場篩檢站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宜蘭縣羅東鎮中華路99號

182 宜蘭縣 博愛社區篩檢站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宜蘭縣羅東鎮南昌街83號

183 宜蘭縣 宜蘭縣立武術館站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

院
宜蘭縣羅東鎮中華路99號

184 宜蘭縣 永和社區活動中心站(新設)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 宜蘭縣員山鄉永和村溫泉路62-1號

185 宜蘭縣 員山國中停車場站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 宜蘭縣員山鄉溫泉路92號

186 宜蘭縣 凱旋小站(重啟)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 宜蘭市凱旋路130號

187 宜蘭縣 宜蘭高中活動中心站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 宜蘭市復興路3段8號

188 宜蘭縣 宜蘭高中育德堂站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宜蘭市復興路3段8號(鄰近宜中路)

189 宜蘭縣 宜中站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宜蘭仁愛醫院 宜蘭市復興路三段8號

190 宜蘭縣 宜蘭縣政府站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 宜蘭市縣政北路1號

191 宜蘭縣 龍德造船廠站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

院
宜蘭縣冬山鄉德興五路15號

192 宜蘭縣 清溝國小活力館站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

院
宜蘭縣冬山鄉永清路靠近永安路

193 宜蘭縣 清溝國小籃球場站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宜蘭縣冬山鄉永清路369號

194 宜蘭縣 三星站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

院
宜蘭縣三星鄉三星路二段265巷100號附近

195 宜蘭縣 新光巷站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宜蘭縣大同鄉寒溪村新光巷口

196 宜蘭縣 枕山站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 宜蘭縣員山鄉枕山路117號

197 宜蘭縣 蘇澳中山站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

院
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一段366號

198 宜蘭縣 中央公園站(重啟)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

台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
宜蘭縣宜蘭市縣政北路1號旁

199 宜蘭縣 南澳多功能籃球場站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

院
宜蘭縣南澳鄉蘇花路三段139巷1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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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宜蘭縣 羅東中山站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宜蘭縣羅東鎮中山西路四段360號

201 宜蘭縣 羅東復興站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 宜蘭縣羅東鎮復興路三段579號

202 宜蘭縣 羅東仁愛站 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 宜蘭縣羅東鎮復興路三段579號旁

203 宜蘭縣 五分站(重啟)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

院(4/27)

宜蘭縣三星鄉五分路二段60號

204 宜蘭縣 女中站 宜蘭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宜蘭仁愛醫院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二段260號

205 宜蘭縣 員山內城站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

院
宜蘭縣員山鄉復興路39號

206 宜蘭縣 蘭女圖書館站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

院
宜蘭市女中路2段355號

207 宜蘭縣 蘭女體育館站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宜蘭市女中路2段355號

208 宜蘭縣 蘭女科學大樓站 台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 宜蘭市女中路2段355號

209 宜蘭縣 武塔多功能籃球場站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

院
宜蘭縣南澳鄉武塔村

210 宜蘭縣 聖嘉民站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

院
宜蘭縣三星鄉三星路二段265巷100號附近

211 宜蘭縣 成功小站(重啟)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宜蘭縣羅東鎮東南路100號

212 宜蘭縣 羅東東光站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

院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南路201號

213 宜蘭縣 羅東國華站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

院
宜蘭縣羅東鎮國華街101號

214 宜蘭縣 羅東小站(重啟)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宜蘭縣羅東鎮民族路1號

215 宜蘭縣 五結小站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

院
宜蘭縣五結村五結中路二段

216 宜蘭縣 育英小站 台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 宜蘭縣蘇澳鎮福德路134號

217 宜蘭縣 利澤小站 台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 宜蘭縣五結鄉利寶路101號

218 宜蘭縣 學進小站 宜蘭仁愛醫寮財團法人宜蘭仁愛醫院 宜蘭縣五結鄉學進國小

219 宜蘭縣 五結鄉幼站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宜蘭縣五結鄉親河路一段50號

220 宜蘭縣 金岳多功能籃球場站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

院
宜蘭縣南澳鄉金岳路2號對面

221 宜蘭縣 金洋多功能籃球場站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

院
宜蘭縣南澳鄉金洋路7號旁

222 宜蘭縣 大溪站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 宜蘭縣頭城鎮大溪里外大溪路375號

223 宜蘭縣 澳花多功能籃球場站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宜蘭縣南澳箱中央路18號之3對面

224 宜蘭縣 光武站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

院
宜蘭縣礁溪鄉武暖路10-3號

225 宜蘭縣 冬山鄉幼站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

院
宜蘭縣冬山鄉東山路98號

226 宜蘭縣 四結小站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 宜蘭縣礁溪鄉育英路46號

227 宜蘭縣 惠民站 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 宜蘭縣蘇澳鎮隘界路290巷11號

228 宜蘭縣 安農新村站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

院

宜蘭縣三星鄉拱照村三星路三段365巷農安新

村1號

229 宜蘭縣 創世站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博愛醫

院
宜蘭縣羅東鎮民族路32號

230 宜蘭縣 礁溪杏和醫院社區篩檢站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礁溪杏和醫

院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四段129號

231 新竹縣 生醫站(重啟) 芎林衛生所 新竹縣竹北市生醫路一段2號

232 新竹縣 中醫大站(新設) 新竹縣竹北市興隆路一段199號 新竹縣竹北市興隆路一段199號

233 新竹縣 東元站(新設)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二路69號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二路69號

234 新竹縣
台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機動篩檢隊

(重啟)
台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 無固定地址、指定快篩地點

235 新竹縣
天主教慈醫醫療財團法人仁慈醫院機

動篩檢隊(重啟)
天主教慈醫醫療財團法人仁慈醫院 無固定地址、指定快篩地點

236 新竹縣 大安醫院機動篩檢隊(重啟) 大安醫院
無固定地址、指定快篩地點

明新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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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新竹縣 北榮站(新設) 醫院 新竹縣竹東鎮中豐路一段81號

238 新竹縣 仁慈站(新設) 醫院 新竹縣湖口鄉忠孝路29號

239 新竹縣 新仁站(新設) 醫院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331號

240 新竹縣 大安站(新設) 醫院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318巷6號

241 新竹縣 新仁醫院機動篩檢隊(新設) 新仁醫院 無固定地址、指定快篩地點

242 苗栗縣
慈祐竹南鎮大厝里活動中心社區篩檢

站(修正)
慈祐醫院 苗栗縣竹南鎮真如路560號

243 苗栗縣 大千社區篩檢站(修正) 大千綜合醫院

大千綜合醫院急診外停車場空間(苗栗縣苗栗

市恭敬路36號)

4/11急診室旁採檢站

244 苗栗縣 大順社區篩檢站(修正) 大順醫院 大順醫院騎樓(苗栗縣大湖鄉中正路48-5號)

245 苗栗縣 協和新冠肺炎快篩站(重啟) 協和醫院
協和醫院急診室外的採檢站(苗栗縣苗栗市中

正路1367號)

246 苗栗縣 弘大新冠肺炎快篩站(重啟) 弘大醫院
弘大醫院簡易帳篷(苗栗縣苗栗市新東街125

號)

247 苗栗縣 李綜合社區篩檢站(修正)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苑裡李綜合醫院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苑裡李綜合醫院醫院旁

(苗栗縣苑裡鎮和平路168號)

248 苗栗縣 苑裡苗40-1國道高架橋下新冠肺炎快篩站(新設)苑裡鎮衛生所 苗栗縣苑裡鎮苗40-1鄉道47號高架橋下

249 苗栗縣 通霄光田社區篩檢站(修正) 通霄光田醫院
通霄光田醫院簡易帳篷(苗栗縣通霄鎮中山路

88號357)

250 苗栗縣 為恭社區篩檢站(修正)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復健大樓1樓

停車場(苗栗縣頭份市仁愛路125號)

急診室旁採檢站

251 苗栗縣 重光社區篩檢站(修正) 重光醫院 重光醫院(苗栗縣頭份市中華路1039號)

252 苗栗縣
重光新冠肺炎快篩站停車場採檢站

(新增)
重光醫院 苗栗縣中華路1039號

253 苗栗縣 大眾新冠肺炎快篩站(重啟) 大眾醫院
大眾醫院院外通風之開放場所(苗栗縣竹南鎮

光復路304號)

254 苗栗縣 慈祐社區篩檢站(修正) 慈祐醫院

竹南運動公園籃球場(苗栗縣竹南鎮公園路55

號)

苗栗縣竹南鎮民治街17號

4/11醫院門口旁採檢站

255 苗栗縣 為恭新冠肺炎快篩站2(信義路)(重啟)為恭醫院 苗栗縣頭份市信義路128號

256 苗栗縣 為恭大厝里活動中心社區篩檢站(修正)為恭醫院
大厝里活動中心

苗栗縣竹南鎮真如路560號

257 苗栗縣 重光南庄鄉東河社區篩檢站 醫院 東河國小戶外走廊

258 苗栗縣 汶水國小社區篩檢站 醫院 泰安鄉汶水國小附設幼兒園門外

259 苗栗縣 重光造橋慈聖宮社區篩檢站 醫院 造橋鄉慈聖宮前廣場

260 苗栗縣 泰安象鼻活動中心社區篩檢站 衛生局 泰安鄉象鼻村1鄰7號

261 苗栗縣 大眾竹南鎮社區篩檢站 大眾醫院
大厝里活動中心

苗栗縣竹南鎮真如路560號

262 苗栗縣 苗栗社區篩檢站 大千綜合醫院 苗栗市恭敬路36號

263 苗栗縣 苑裡鎮社區篩檢站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苑裡李綜合醫院
苑東南北里活動中心旁停車場

苗栗縣苑裡鎮中正路133-3號

264 彰化縣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站

(彰化醫院精神科大門外)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二段80號

265 彰化縣 員生醫院站 員生醫院 彰化縣員林市莒光路359號

266 彰化縣 東陽幼兒園快篩站 醫院 彰化縣和美鎮東陽路7號

267 彰化縣 二基第3停車場篩檢站 醫院

268 彰化縣 武漢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篩檢站 醫院 彰化縣和美鎮東谷路126號

269 彰化縣 彰化醫院戶外篩檢站 彰化醫院 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二段80號

270 南投縣 地利風雨球場山站 信義鄉衛生所 南投縣信義鄉光復巷8號

271 南投縣 部立南投醫院急診室外空地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478號

272 南投縣 信義鄉人和村風雨球場社區篩檢站 信義鄉衛生所 南投縣信義鄉光復巷8號

273 南投縣
信義鄉愛國活動中心籃球場社區篩檢

站
信義鄉衛生所 南投縣信義鄉愛國村愛國巷114號

274 南投縣
仁愛鄉互助村衛生室戶外廣場社區篩

檢站
仁愛鄉衛生所 南投縣仁愛鄉互助村原名路3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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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南投縣 南投醫院戶外社區篩檢站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478號

276 南投縣 南投基督教醫院戶外社區篩檢站 南投基督教醫院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870號

277 南投縣 佑民醫院戶外社區篩檢站 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 南投縣草屯鎮太平路一段200號

278 南投縣 惠和醫院戶外社區篩檢站 惠和醫院 南投縣草屯鎮平等街140號

279 南投縣 竹山秀傳戶外社區醫院篩檢站 竹山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竹山秀傳醫院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二段75號

280 南投縣 東華醫院戶外社區篩檢站 東華醫院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三段272巷16號

281 南投縣 埔里基督教醫院戶外社區篩檢站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 南投縣埔里鎮愛蘭里鐵山路1號

282 南投縣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戶外社區篩

檢站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 南投縣埔里鎮榮光路1號

283 南投縣 竹山秀傳醫院社區篩檢站 竹山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竹山秀傳醫院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二段75號

284 雲林縣 若瑟社區篩檢站 虎尾鎮衛生所 雲林縣虎尾鎮新生路74號

285 雲林縣 中國北港附醫社區篩檢站 中國北港附醫 雲林縣北港鎮新德路123號

286 雲林縣 成大社區篩檢站 斗六市衛生所 雲林縣斗六市莊敬路345號

287 雲林縣 雲基行政篩檢站 西螺鎮衛生所 雲林縣西螺鎮市場南路373號

288 雲林縣 虎尾穎川社區篩檢站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

院、雲林基督教醫院、天主教若瑟醫院

私立揚子高級中學活動中心(雲林縣虎尾鎮林

森路二段541號)

289 雲林縣 斗六嘉東社區篩檢站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雲林縣斗六市鎮南路1110號

290 嘉義縣 大林慈濟篩檢站 慈濟醫院 嘉義縣大林鎮民生路2號

291 嘉義縣 嘉義長庚篩檢站 長庚醫院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6號

292 嘉義縣 嘉義長庚醫院東側門篩檢站 長庚醫院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6號

293 嘉義縣 朴子醫院篩檢站 朴子醫院 嘉義縣朴子市永和里42-50號

294 嘉義縣 署立朴子醫院篩檢站 署立朴子醫院 嘉義縣朴子市42之50號

295 嘉義縣 秀林國小篩檢站

"111.3.19番路鄉、溪口鄉、梅山鄉衛

生所

111.3.20太保市、東石鄉、六腳鄉衛生

所"

嘉義縣民雄鄉北斗村北勢仔17號

296 嘉義縣 運動公園篩檢站

"111.3.19民雄鄉、水上鄉、大林鎮衛

生所

111.3.20中埔鄉、竹崎鄉、布袋鎮衛生

所"

嘉義縣民雄鄉西安路130-1號

297 嘉義縣 東營大將軍廟篩檢站
六腳鄉衛生所

臺中榮民總醫院灣橋分院
嘉義縣六腳鄉六南村167-1號

298 嘉義縣 阿里山鄉(香林衛生室旁) 阿里山鄉衛生所 嘉義縣阿里山鄉達邦村達邦85號

299 嘉義縣 大林過溪里崎頂社區 大林慈濟醫院 嘉義縣大林鎮過溪里崎頂

300 嘉義縣 梅山鄉立幼兒園篩檢站 慈濟醫院 嘉義縣梅山鄉社教路62巷30號

301 嘉義縣 五安宮社區篩檢站
六腳鄉衛生所

臺中榮民總醫院灣橋分院
嘉義縣六腳鄉蒜頭村187之20號

302 屏東縣 潮州社區篩檢站(重啟)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潮州鎮中山公園

303 屏東縣 國仁醫院附設社區篩檢站(重啟) 國仁醫院 屏東市民生東路29號1樓

304 屏東縣 南門醫院附設社區篩檢站(重啟) 南門醫療社團法人南門醫院 恆春鎮南門路10號

305 屏東縣 茂隆骨科醫院附設社區篩檢站(重啟) 茂隆骨科醫院 屏東縣潮州鎮朝昇路322號

306 屏東縣 琉球鄉衛生所社區篩檢站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小琉球三隆宮( 929屏東縣琉球鄉中山

路45號)

307 屏東縣 恆春鎮衛生所社區篩檢站 枋寮醫療社團法人枋寮醫院 屏東縣恆春鎮文化路78號

308 屏東縣 恆春旅遊醫院社區篩檢站 衛生福利部恆春旅遊醫院 屏東縣恆春鎮恆南路188號

309 屏東縣 恆春基督教醫院社區採檢站 恆基醫療財團法人恆春基督教醫院 屏東縣恆春鎮恆西路21號

310 屏東縣 屏東基督教醫院附設社區篩檢站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屏東縣屏東市瑞光路三段96號

311 屏東縣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附設社區篩檢站-2醫院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270號對面

312 屏東縣 琉球鄉三隆宮 輔英醫院承接 屏東縣琉球鄉中山路45號

313 屏東縣 屏東醫院附設社區篩檢站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27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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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屏東縣 安泰醫院附設社區篩檢站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一段210號

315 臺東縣 臺東市衛生所社區篩檢站(原名：臺東市衛生所快篩站)臺東市衛生所

台東縣台東市大同路51號

外展：02/17桂田酒店快篩站、4/16臺東縣政

府大樓停車場、4/25藝文中心廣場

316 臺東縣 臺東縣衛生局(機場COVID-19快篩站)(重啟)臺東縣衛生局 臺東縣臺東市民航路1100號

317 臺東縣 台東火車站(新設) 衛生所 台東縣台東市岩灣路101巷598 號

318 臺東縣 卑南鄉衛生所快篩站 卑南鄉衛生所

臺東縣卑南鄉太平村和平路132號

111/3/27設於卑南鄉初鹿國小前(954台東縣卑

南鄉梅園路97號)

319 臺東縣 鹿野鄉衛生所快篩站 鹿野鄉衛生所 臺東縣鹿野鄉中華路1段418號

320 臺東縣 池上鄉衛生所快篩站 池上鄉衛生所 臺東縣池上鄉中山路104號

321 臺東縣 成功鎮衛生所社區篩檢站站(重啟/原名成功鎮衛生所快篩站)成功鎮衛生所
臺東縣成功鎮中山東路73號

台東縣成功鎮民富路(成功鎮海濱公園)

322 臺東縣 長濱鄉衛生所快篩站 長濱鄉衛生所 臺東縣長濱鄉長濱村7鄰中興路46號

323 臺東縣 綠島鄉衛生所社區篩檢站(重啟/原名綠島鄉衛生所快篩站)綠島鄉衛生所 臺東縣綠島鄉中寮1-1號

324 臺東縣 關山社區篩檢站快篩站 關山慈濟醫院 關山國小旁-仁愛路上

325 花蓮縣 富世多功能集會所篩檢站 衛生所 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97號

326 花蓮縣 部立花蓮醫院社區篩檢站 部立花蓮醫院
花蓮縣花蓮市明禮路4-2號(慈愛大樓旁停車

場)

327 花蓮縣 花蓮門諾醫院社區篩檢站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花蓮縣花蓮市民權路44號仁愛樓入口及周邊停

車場(民權路與民權九街交叉口)

328 花蓮縣 馬遠村多功能聚會所篩檢站 萬榮鄉衛生所 馬遠村2鄰40號

329 花蓮縣 萬榮鄉衛生所篩檢站 萬榮鄉衛生所 萬榮鄉1鄰16號

330 花蓮縣 鳳林鎮衛生所篩檢站 花蓮縣鳳林鎮衛生所 花蓮縣鳳林鎮鳳智里公正街8-1號

331 花蓮縣 奇美社區活動中心篩檢站 花蓮縣瑞穗鄉衛生所 花蓮縣瑞穗鄉奇美村3鄰16號

332 花蓮縣 國軍花蓮總醫院篩檢站 國軍花蓮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村嘉里路163號(國軍花蓮總

醫院醫療大樓側邊車道區-得來速車道)

333 花蓮縣 秀林鄉和中多功能活動中心篩檢站 花蓮縣秀林鄉衛生所
 花蓮縣秀林鄉和平村和中9鄰1號

334 花蓮縣 玉里春日篩檢站 花蓮縣玉里鎮衛生所

花蓮縣玉里鎮春日里11鄰神農74號(春日派出

所後方廣場)

335 花蓮縣 花蓮慈濟醫院篩檢站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三段707號(花蓮靜思堂前

廣場)

336 花蓮縣 吉安鄉黃昏市場篩檢站 吉安鄉衛生所
花蓮縣吉安鄉中山路三段2號(吉安鄉好客廣

場)

337 花蓮縣 北榮玉里醫院篩檢站 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 花蓮縣玉里鎮新興街91號

338 花蓮縣 部立豐濱分院機動篩檢隊

篩檢地點：

1.靜浦村村辦公室

2.港口村天主教堂籃球場

339 花蓮縣 玉里慈濟醫院社區篩檢站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玉里慈濟醫院 花蓮縣玉里鎮民權街1之1號

340 花蓮縣 慈濟合心樓社區篩檢站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3段711號(慈濟醫院合心樓南側)

341 新竹市 北區社區篩檢站(重啟) 北區衛生所，國泰、馬偕、國軍與南門醫院基隆市七堵區光明路21-1號

342 新竹市 東區社區篩檢站-3(新設) 馬偕醫院 新竹市東區自由路66號路口A側

343 新竹市 東區社區篩檢站-4(新設) 國軍桃園醫院新竹分院 新竹市東區自由路66號路口B側

344 新竹市 香山社區篩檢站-2 香山衛生所 新竹市香山區牛埔東路290號路口

345 新竹市 東區社區篩檢站-5(新設)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新竹馬偕紀念醫院新竹市東區工業東四路24-1號路口

346 新竹市 東區社區篩檢站-6(新設) 馬偕醫院 新竹市東區關東路53號路口

347 新竹市 東區社區篩檢站-7(新設) 國軍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89巷88號路口

348 新竹市 東區社區篩檢站-8(新設)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新竹馬偕紀念醫院新竹市東區柴橋路95號路口

349 新竹市 東區社區篩檢站-9(新設)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新竹馬偕紀念醫院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153號路口A側

350 新竹市 東區社區篩檢站-10(新設) 國軍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153號路口B側

351 新竹市 東區社區篩檢站-11(新設) 醫院 新竹市香山區牛埔東路290號路口)

352 金門縣 警光會館篩檢站 金門衛生局 金門縣金沙鎮環島北路斗門段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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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連江縣 縣立醫院戶外篩檢站(重啟) 連江縣立醫院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217號

354 連江縣 北竿衛生所戶外篩檢站(重啟) 北竿衛生所 連江縣北竿鄉塘岐村25號

355 連江縣 西莒衛生所戶外篩檢站(重啟) 西莒衛生所 連江縣莒光鄉青帆村14-1號

356 連江縣 東莒衛生所戶外篩檢站(重啟) 東莒衛生所 連江縣莒光鄉大坪村30-1號

357 連江縣 東引衛生所戶外篩檢站(重啟) 東引衛生所 連江縣東引鄉中柳村123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