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 否

1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北榮民總醫院

感染科門診時段

 週一至週六上午門診時段08:30-12:00，週一至週五下午門診時段13:30-17:30，

週一、週三夜間門診時段18:30-20:30 V

2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感染科門診時段

 周一、二、三、五早上0830~1200、週二、四、五下午1400~1700 V

3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感染科門診時段

週一至週五上午門診時段8:30-12:00

週二至週五下午門診時段13:30-17:00

週一夜間門診時段18:00-20:00" V

4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辦理

週一、週二、週三、週四、週五(教學門診)、週六上午門診時段9:00-12:00

 週二、週四、週五下午門診時段13:30-17:00

 週二、週四夜間門診時段18:00-21:00 V

5 新光醫療社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感染科門診時段

週一至週五上午門診時段8:30-12:00

週二至週五下午門診時段14:00-17:00

週一夜間門診時段18:00-20:00" V

6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感染科門診時段

週一、週二、週五上午門診時段9:00~12:30

週三夜診門診時段18:00-21:30" V

7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一般內科(感染科)

 週一、三、四上午門診時段

 週二、三、四、五下午門診時段

 週三夜診 V

8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感染科門診時段

週一至週五上午門診時段8:30~11:30

週一至週五下午門診時段13:30~16:30

週三、週四夜間門診時段18:00-21:00" V

9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院區

一般內科：

週二、三、五上午門診時段，週四、五下午門診時段

特約門診：

週三、四、五上午門診時段

週二、三、四下午門診時段

週二夜間門診" V

10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

"感染科門診時段

週一至週六上午9:00-12:00

週一、三、四、五下午14:00-17:00

夜間門診

週一到週五18:00-21:00" V

11 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

感染科門診時段

週一至週六上午9:00-12:00

週一至週五下午14:00-17:00

夜間門診

週一、週三、週五18:00-21:00 V

12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臺北長庚紀念醫院

感染科門診時段 週三、四上午8:30-11:30

 週一至週五下午13:30-16:30 V

13 和煦診所

週一至四0900-1200、1400-1700、1730-1930

週六0900-1200 V

台北市

台北市

「非職業暴露愛滋病毒後預防性投藥」之醫療院所名單

NO 醫院名稱 門診提供時間

急診是否提供該項服務

所在縣市別



是 否

「非職業暴露愛滋病毒後預防性投藥」之醫療院所名單

NO 醫院名稱 門診提供時間

急診是否提供該項服務

所在縣市別

14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感染科門診時段

 週二、週四上午9:00-12:00

 週三夜間門診時段18:30-21:00

 週三、週五下午14:00-17:00 V

15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林武甫醫師門診時間：

 週一下午門診時段下午1:30~4:30

 週二四上午門診時段8:30~11:30

 週五晚上門診時段18:00~20:00 V

16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感染科門診時段

 週一至週五上午門診時段8:30~11:30

 週一至週五下午門診時段13:30~16:30

 週三、週四夜間門診時段18:00-21:00 V

17 馬偕紀念醫院淡水院區

感染科門診時段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五上午門診時間9點到12點、下午門診14點到17點。

 星期三和星期六 上午9點到12點。 V

18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金山分院 週二、週四、週五上午門診0900-1200 V

19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感染科 彭銘業主任門診時段 每週一、三、五 下午 14:00~17:00

 洪伯斌醫師門診時段 每週二、六 上午 08:30~12:00(自五月始，門診才恢復) V

20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感染科門診時段

 李宜謙醫師、董紹賢醫師

 週二、三、四、五早上

 週一、二 下午

 週四晚上 V

21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療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週一、週三、週四、週五上午門診時段

 週一、週二、週四下午門診時段

 週二、週四夜間門診時段

 諮詢電話02-7728-1848 V

22 張必正診所

週一至週五

 AM08:30-11:00

 PM18:30-21:00

 週六

 AM08:30-11:00 V

基隆市 23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感染科門診時段

 週一至週五上午門診時段9:00~12:00

 週二夜間門診時段18:00-20:30 V

24 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羅東聖母醫院 週二、週四上午門診時段上午9:00~12:00 V

25 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週一、週三、週四、週五上午門診時段8:30-12:00

 週二、週五下午門診時段13:30-16:30 V

26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隔週一下午門診時段14:00-17:00

 每週三上午門診時段09:00-12:00

 

 109 年 7 月 16 日起

 每週二及每週四上午門診時段09:00-12:00(依醫院公告為主) V

新北市

宜蘭縣



是 否

「非職業暴露愛滋病毒後預防性投藥」之醫療院所名單

NO 醫院名稱 門診提供時間

急診是否提供該項服務

所在縣市別

27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感染科門診時段

 週一至週五上午門診時段8:30~11:30

 週一至週五下午門診時段下午1:30~4:00

 請先連繫個管師0975-367981

V

 只提供非門診時間

28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週一至週五上午感染科門診時段8:30-12:00

 週一至週五下午感染科門診時段14:00-17:00

 週一、週二、週五夜間感染科門診時段18:00-20:30

 (非門診時段請至急診就醫) V

29 天晟醫院

週二上午門診時段8:00-12:00

  週三下午門診時段13:30-17:00 V

30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新屋分院

感染科門診時段

  每月單周五上午門診時段9:00~12:00

  (依照每月門診公告時間為主) V

31 明仁診所 鍾智明醫師/星期一、五 0800-1200、星期三、六16:00-21:00 V

32 台大醫院新竹分院

週一、週五早上9:00-12:00

 週二、週四下午14:00-17:00 V

33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馬偕醫院新竹分院

18歲以上感染科門診：週三、週四、週五、隔週六上午門診時段9:00-12:00

 週一、隔週三、週四下午門診時段14:00-17:00

 隔週一、週二夜間門診時段17:30-20:30

 18歲以下小兒感染科門診：週五上午門診時段9:00-12:00

 週一下午門診時段14:00-17:00、週三夜間門診時段17:30-20:30、週四夜間門診時段17:30-20:30 V

34 永美陳志閔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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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35 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

感染科門診:

 週一、週二、週四下午門診時段14:00~17:00

 週五夜間門診時段18:30~21:30 V

36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台大分院生醫醫院

週一、週二:下午14:00-17:00

 週三、週五:上午09:00-12:00 V

苗栗縣 37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週一、週四上午門診時段8:30-12:00 V

新竹縣

新竹市

桃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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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臺中榮民總醫院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12:00、下午13:30~17:00感染科門診時段

 星期二、星期四18:00~21:00感染科門診時段 V

39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週一至週六上午感染科門診時段8：30-12：00

 週一至週五下午感染科門診時段13：30-17：00

 週一、週二、週三夜間感染科門診時段18：00-21：00 V

40 中山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星期一至四上午8:30-12:00、

 星期二下午14:00-17:00、

 星期三下午1400-1700、

 星期三晚上18:00-21:00 V

41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週一、週三感染科門診時段9:00-11:00

 週三感染科門診時段18:00-20:30

 週四感染科門診時段14:00-16:30 V

42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台中分院

週一至週五上午門診時段8：30-12：00

 週一至週四下午門診時段13：30-17：00(星期四為特約診)

 週三、週四夜間門診時段18：00-21：00（輪流隔週看）

 星期六上午門診時段8：30-12：00 V

43 衛生福利部台中醫院

星期一、星期三、星期四上午8:30-11:30、

 星期一、星期二夜間18:30-20:30、

 星期三、星期五下午13:30-16:30 V

44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感染科門診時段

 週三上午9:00-12:00 V

45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紀念醫院

感染科門診時段

 週一上午、下午及夜間門診

 週二上午、下午及夜間門診

 週三上午及夜間門診

 週四上午、下午及夜間門診

 週五上午門診 V

46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感染科門診時段

 沙鹿院區：週一、週二、週四、週五下午門診時段13:30~17:30

 大甲院區：週四上午門診時段08:00~12:00；

 週一、週二、週五下午門診時段13:30~17:30；週五夜間門診時段18:00-21:00 V

47 安昱診所

禮拜一到禮拜六早上9：00--13：00

 禮拜一到禮拜五下午15：00--20：00 V

48 瑞和診所

星期一、星期三至星期日早上0900-1200

 星期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1500-1800、夜間1800-2100

 (每週二公休) V

49 林修名診所

星期一0900-1200、1500-1730、1900-2100、

 星期二1500-1730、1900-2100、

 星期三0900-1200

 星期四1500-1730、1900-2100

 星期五0900-1200、1500-1730

 星期六0900-1200 V

50 大里仁愛醫院

黃怡菁醫師

 星期二上午門診時段

 星期四下午門診時段

 星期五上午門診時段 V台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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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週一至週五上、下午門診時段

 週六上午門診時段 V

52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週二三四上午門診08:30-12:00；

 週一二三下午門診

 14:00-17:00

53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督教醫院

感染科門診時段

 週一 下午14:00-17:00

 週四早上08:30-12:00

 每個月第二、四週週六 早上9:00-12:00 V

54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星期一 夜間門診 18:00~21:00

 星期三 上午門診 10:00~12:00

 星期三 下午門診 14:00~16:00

 星期五 下午門診 14:00~17:00 V

55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週一上午、週二夜診、週三上午、週四下午 V

56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

每周二下午14:00-17:00

 每周二夜間19:00-21:00

 每周三下午14:00-17:00

 每周六早上08:30-12:00 V

57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

感染科門診時段：

 週二下午14:00-17:00

 週五上午09:00-12:00 V

58 竹山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竹山秀傳醫院

星期二 早上8:30-12:00 下午14:00-17:00

  星期三 早上8:30-12:00

  星期四 下午14:00-17:00 V

59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週三、四下午門診時段

 週一夜間門診時段 V

60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斗六院區

週二上午門診時段08:30-11:00、

 週四下午門診時段13:30-16:00 V

61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虎尾院區 週三下午門診時段13:30-16:00 V

62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 感染科門診時間為星期二上午09:00-12:00 V

63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雲林長庚紀念醫院 感染科門診時間週四早上 08:30-11:30 (隔周四) V

64 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

感染科門診時段：週一、週二、週四上午09:00-12:00

 家庭醫學科門診時段：週三下午14:00-17:00

 泌尿科門診時段：週一、週五下午14:00-17:00 V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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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賴重彰:星期二0830-1200、星期四0830-1200

 黃建賓:星期一上午8:30-12:00、星期三下午14:00-1730 V

66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週一、週二下午感染科門診時段13:30-16:30

 週四、週五上午感染科門診時段8:30-11:30 V

67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感染科莊茜醫師：星期三上午08:30~11:30，星期四上午08:30~11:30(產假12/6~2/28)

 感染科劉伯瑜醫師：隔周星期二上午08:30~11:30 V

68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許國忠醫師:星期一上午診(09:00-12:00)、星期二下午診(14:00-1700)

 洪冬哲醫師:星期四上午為特約診*(09:00-12:00)、星期五下午診(14:00-17:00)

  *特約診需聯繫個管師0905-203-695,0972-951-768 V

69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星期一、二、三、四、五感染科門診09:00~12:00

 星期一、二、四、五感染科門診14:00~17:00

 星期一、三感染科門診18:00~21:00 V

70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感染科/預防性投藥諮詢門診時段

 週一至週五上午門診時段9:00-12:00

 週二、週三、週四下午門診時段13:30-16:30 V

71 吳鴻均泌尿科診所

吳鴻均醫師

  門診時間:

  星期一 9:00-12:00 15:30-17:30 18:00-21:00

  星期二 9:00-12:00 15:30-17:30 18:00-21:00

  星期三 9:00-12:00 18:00-21:00

  星期四 9:00-12:00 18:00-21:00

  星期五 9:00-12:00 15:30-17:30 18:00-21:00

  星期六 9:00-12:00 V

72 廖健良診所

廖健良醫師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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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輪診)

  蔡銘駿醫師

  星期一 1500~1800

  星期二 0800~1200 1500~1800 1900~2100

  星期三 1500~1800

  星期四 0800~1200 1500~1800 1900~2100

  星期五 1500~1800

  星期六 0800~1200 1900~2100

  星期日 0900~1200 (輪診)

  連假及國定假日 請打診所電話 062252983 以確認門診開診 V台南市

嘉義縣

嘉義市



是 否

「非職業暴露愛滋病毒後預防性投藥」之醫療院所名單

NO 醫院名稱 門診提供時間

急診是否提供該項服務

所在縣市別

73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感染科門診時段

 週一至週五上午門診時段9:00~12:00; 週一至週四下午門診時段13:30~16:30 V

74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經營)

感染科門診

 週一、週二、週四、週五上午門診時段

 週一、周三、週四、週五下午門診時段

 每月隔週週二夜診時段 V

75 財團法人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周一~周五，上下午診皆可

 週六，每月單周

 休診時間以網路公告為主 V

76 高雄榮民總醫院

週一至週五感染科門診時段，週二、三下午感染科門診，及週三上午感染科特別門診

  (週三上午感染科門診3診不提供此項服務) V

77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感染內科每周一、三夜診18:00-21:00；每周三、四下午13:30-16:30 V

78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

感染科：週三、四、五上午門診時段08:30~12:00

 感染科：週一、二、五下午門診時段08:30~12:00 V

79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週二上午0830-1200、林子超醫師

 週三下午1330-1700、林子超醫師

 週四上午0830-1200、蔡文正醫師 V

80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感染科門診時段

 週一至週五上午感染科門診時段8:30-12:00

 週一至週五下午感染科門診時段13:30-17:00 V

81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感染科門診：星期二、四下午14：00-17：00

 HERO藥愛療癒中心特別門診(採預約制)：星期二夜診17：30-20：30、星期五下午14：00-17：00 V

82 七賢高美泌尿科診所

鄭斌睿醫師門診

  週一、二、三、五、六早上9:00-12:00(周四早上休息)

  週一、三、四下午14:30-17:30

  週一、三、四、五晚上19:00-21:00(週二晚上休息) V

83 健仁醫院

感染科門診：週一14:00-17:00、週二08:30-12:00及18:00-12:30、週四08:30-12:00、週五08:30-12:00、週六08:30-12:00

 內科門診：週一～週六08:30-12:00 V

84 鳳山李嘉文泌尿科診所

李嘉文醫師門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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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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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請事先撥打電話

 0921-539366

85 小港高美泌尿科診所

張美玉醫師門診

 星期一0900-1200、星期二0900-1200、星期二1400-1700、星期二1800-2000、星期三1400-1700、星期三1800-2000、星期四0900-

1200、星期五0900-1200、星期五1400-1700、星期五1800-2000、星期六0900-1200 V

86 大高田泌尿科診所

陳思翰醫師

 週一早上門診時段0900-1200、週二下午門診時段1500-18:00及晚上門診時段18:30-2100、週四下午門診時段1500-1800、週五早上門診

時段0900-2100、週六早上門診時段0900-1200

 張幼誠醫師

 週一、週四晚上門診時段1830-2100

 阮序承醫師

 週一下午門診時段1530-1800、週二及週三及周四早上門診時段0900-1200

 楊凱富醫師

 週一早上門診時段0900-1200、週二下午門診時段1500-18:00及晚上門診時段1830-2100、週三下午門診時段1500-1800及晚上門診時段

18:30-21:00、週四早上門診時段0900-1200、週五下午門診時段1500-1800、週六早上門診時段0900-1200 V

高雄市



是 否

「非職業暴露愛滋病毒後預防性投藥」之醫療院所名單

NO 醫院名稱 門診提供時間

急診是否提供該項服務

所在縣市別

87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週一至週五上午家醫科門診時段9：00~12：00

 週一至週五下午家醫科門診時段14：00~17：00

 週二 夜間感染科門診時段18：00~21：00 V

88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星期一至星期四上午門診時段(星期二09：00看診)

 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門診時段

 星期一黃昏門診時段 V

89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週二、週四上午門診時段9:00-12:00 V

90 財團法人花蓮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感染科門診時段週一～週四

 上午09：00~12：00（週一09：30~12：00）

 下午14:00~17:30

 以及每月第一週週五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30 V

91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社團法人門諾醫院 感染科門診為週二、週四、週五上午時段9:00-12:00 V

台東縣 92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馬偕醫院臺東分院 星期一、四、五上午門診時段 V

金門縣 93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內科(感染科)董毓蓉、胡逸帆醫師

 週一、四下午(13:30-16:00)

 週二、三、五上午(09:00-12:00)

 以上門診時間詳見每月本院官網公告。 V

澎湖縣 94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每週三、週四上午門診時段(依醫院公告為主) V

屏東縣

花蓮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