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愛滋匿名篩檢醫療院所名冊

縣市別 一站式院所 院所名稱 聯絡人 預約方式
服務時段

時段 開放日期 備註

臺北市 ◎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昆明院區

台北市萬華區昆明街100號4樓
王少平

電話：
LINE：

0979-306-875
kmat7908

08:00~12:00
週一～週六

13:00~17:00

18:00~20:00 週一、週三

臺北市 ◎

臺大醫院

台北市中正區常德街1號五東三樓

諮詢篩檢辦公室

張藍心 電話：
02-2312-3456#67552
0978-195-151

09:00~12:30
13:30~19:00

週一～週五

臺北市 ◎
臺北榮民總醫院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2段201號中正樓13樓
江柏賢

網頁： (點我前往)
09:00~12:00

週一～週五13:30~17:00

電話：02-2875-1997 17:30~21:00

臺北市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2號

洪慧彤
舒敬媛

電話：

0970-405-473
08:30~11:30
13:00~16:30

週一～週六
週一～週五

週六(09:00-11:30)
0970-405-471

臺北市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111號
黃毓萱

電話：
電郵：

02-2930-7930#1722
103307@w.tmu.edu.tw

09:00~17:00 週一～週五

新北市
天主教耕莘醫院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2號
姜之翎

網頁： (點我前往)

15:00~20:00 週一～週五電話：02-22193391#66214

電郵： icn62146007@yahoo.com

新北市
新泰綜合醫院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176號
陳枝城 電話：02-29962121#2302

08:30~11:30
14:00~16:30

週一～週六
週一～週五

新北市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

鍾宛蓉
廖梓婷

電話：02-2249-0088#(8191/8174)
09:00~11:30
13:30~16:30

週一～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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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基隆市麥金路222號
田怡紋

電話：02-2431-3131#2302
08:30~12:00
13:30~17:00

週一～週五
週一、週二、週四

0917-500-301

電郵：kdps10201020@gmail.com

桃園市 ◎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1492號
曾鈺薇

網頁： (點我前往)
(桃園醫院首頁-->預約醫療服務)

08:00~12:00
13:00~17:00

週一～週五

電話：03-369-9721#3255 17:00~20:00
週一、週二、週四、
週五

桃園市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5號
袁芳雪 電話：

03-328-1200#5205
0975-367-981

09:00~12:00
13:30~16:30

週一～週四

新竹市 ◎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690號
吳崇豪

網頁： (點我前往) 08:00~12:00 週三～週六

電話：03-611-9595#(2936/2938) 13:30~17:00 週一～週六

LINE：@jsq3061k(採預約制以安排匿篩順序) 17:00~21:00 週一、週二

新竹市
臺大醫院新竹分院

新竹市北區經國路一段442巷25號
彭安婷 電話：

03-532-6151#2026
0972-155-170

09:00~12:00
14:00~17:00

週一、周三~週五
週一~週五

新竹縣
東元綜合醫院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二路69號

劉美辰
網頁： (點我前往) 08:00~11:30 週二～週六 週六(08:00~11:30)

電話：03-552-7000#1396 13:00~16:00 週一～週五 週三(13:00~15:00)

0900-216-233 16:00~19:00 週一、週四、週五

苗栗縣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苗栗縣苗栗市為公路747號
劉念韋

電話：
電郵：

037-261920#1111
81824@mil.mohw.gov.tw

08:30~11:30
13:30~16:00

週一~週五 免預約(隨到隨驗)

苗栗縣
為恭紀念醫院

苗栗縣頭份市信義路128號
黃吟慈 電話：

03-767-6811#83253
0983-643-937

08:00~12:00
13:00~17:00

週一~週五

臺中市 ◎
臺中榮民總醫院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1650號
余思樺

網頁：(點我前往)

08:30~12:30
13:30~17:30

週一~週五
週六(不定期提供服

務)

電話：04-2359-2525#3111

0975-351-221

電郵：yjc82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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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童綜合醫院

台中市梧棲區台灣大道八段699號
陳苡婧

電話：
電郵：

04-2658-1919#58260
t10246@ms.sltung.com.tw

08:30~17:00 週一~週五

臺中市
光田綜合醫院(沙鹿總院)

台中市沙鹿區沙田路117號
林逸琄

網頁：(點我前往)

14:00~16:30
週一、週二、週四、
週五

電話：04-2636-5000#2133

0978-306-845、0978-307-098

電郵： infection@ktgh.com.tw

臺中市
光田綜合醫院(大甲院區)

台中市大甲區經國路321號
賴幸慧

網頁：(點我前往)

09:00~11:30
14:00~16:30

週四
週一、週二、週五

電話：04-2688-5599#1241

0978-306-677

電郵： infection@ktgh.com.tw

臺中市
林新醫院

台中市惠中路三段36號
陳韻喬 電話：04-22586688#1606、0975-901-822

09:00~11:00 週一、週三

免預約(隨到隨驗)14:00~16:30 週四

18:00~20:30 週三

臺中市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台中市西區三民區一段199號
邱毓慧

網頁：(點我前往)

08:30~17:00
週一、週二、週三、
週五

週二、週五
(13:00~17:00)

電話：04-2229-4411#(3058/3059)

電郵：taic8034914@gmail.com

臺中市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台中市豐原區安康路100號
黃秋滿 電話：04-25271180#1782、0919-542-659 08:30~11:30 週二、週四

臺中市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台中市北區育德路2號
張珮芝

電話：04-2208-1937
09:00~12:00
13:30~17:00

週一~週五0975-681-072

電郵：gigichang215@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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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林書帆

網頁：(點我前往)
08:00~12:00
13:30~17:30

週一~週五電話：04-2473-9595#38922

電郵：cshn591@csh.org.tw

臺中市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966號
簡瓊如 電話：04-2463-2000#55287

09:00~12:00
14:00~16:00

週一、週四
週一～週五

臺中市
台中慈濟醫院

台中市潭子區豐興路一段88號
張尹箏 電話：04-3606-0666#5101

08:00~12:00
13:30~17:00

週一~週五

彰化縣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二段80號
莊佳慧 電話：04-8298686#3303

09:00~12:00 週一、週三、週五

13:30~17:00 週四

18:00~21:00 週二

彰化縣
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一段542號
吳麗鴻 電話：047-256166#85609

09:00~12:00
13:00~16:00

週一～週五

彰化縣
員林基督教醫院

彰化縣員林市莒光路456號
黃春雅

電話：04-838-1456#1935 09:00~12:00                
13:30~17:00     

週一～週六
週六(每個月第2週

及第4週
08:00~12:00)電郵：1520642@cch.org.tw

彰化縣
彰化基督教醫院

彰化市旭光路235號
程家怡

電話：0983-145-043

08:30~12:00
13:30~17:30

週一~週五04-723-8595#4090

電郵：148288@cch.org.tw

南投縣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478號
李雅琴

電話：049-223-1150#2261

13:30~16:30
18:30~21:30

週一、週三、週四、
週五
週一

0932-686-934

電郵：n68354@nant.mohw.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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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
竹山秀傳醫院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二段75號
李玉惠

電話：049-262-4266#36768
08:30~12:00
14:00~17:00

週二、週三
週二、週四

免預約(隨到隨驗)
電郵：cs22354@csshow.org.tw

南投縣
埔里基督教醫院

南投縣埔里鎮鐵山路1號
吳相諪

電話：049-291-2151#2882
09:00~12:00
14:00~17:00

週一～週五
電郵：3c85@mail.pch.org.tw

南投縣
台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

南投縣埔里鎮榮光路1號
林孟柔 電話：049-2990833#6110 08:00~17:00 週一～週五

雲林縣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79號

陳怡君
李美玲

電話：

05-537-3427(斗六院區)
08:00~12:00
13:00~17:00

週一～週五
05-633-0912(虎尾院區)

雲林縣
若瑟醫院

雲林縣虎尾鎮新生路74號
林維貞

電話：05-6337333#8282
09:00~12:00
14:00~17:30

週一～週六
週一～週五

0940-252-329

電郵：momo@mail.stjoho.org.tw

嘉義市
嘉義基督教醫院

嘉義市東區忠孝路539號
金子涵

電話：05-276-5041#2733

08:00~12:00
13:30~17:30

週一～週五
0905-203-695

0972-951-768
電郵：11773@cych.com.tw

嘉義市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嘉義市西區世賢路二段600號
陳如惠

網頁：(點我前往)
09:00~12:00
14:00~17:00

週一～週五電話：05-235-9630#2505

0966-607-701

嘉義縣
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

嘉義縣朴子市永和里42-50號
何蕙妏

電話：05-379-0600#(297/500)
08:30~12:00
13:30~17:30

週一～週五05-370-1875

電郵：nic@puzih.mohw.gov.tw

嘉義縣
大林慈濟醫院

嘉義縣大林鎮民生路2號
鄭雅菁

網頁：(點我前往)

14:00~16:00 週三、週四
電話：05-2648000#5931

嘉義縣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6號
侯晴芸 電話：

05-3621000#3803
10:00~12:00
14:00~16:00

週一～週五
0975-353-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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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 成大醫院

台南市勝利路138號
毛琳文

電話：06-235-3535#4100 09:00~12:00

週一～週六
週一～週五、週日
週一～週五、週日

週一～周五可免預
約

週六(09:00~11:00)
免預約

週日(14:00~22:00)
需預約

0910-279-225 13:00~18:00

電郵： linwen4100@gmail.com 18:00~21:00

臺南市

◎ 奇美醫院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
辛祈諠

08:00~21:00 週一～週六
週六(08:00~14:00)
國定假日及例假日

無抽血服務電話：06-281-2811#53689

奇美醫院(樹林院區)

台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442號

0911-787-672
08:30~11:00
13:00~16:30

週一～週五
免預約(隨到隨驗)
國定假日及例假日

無抽血服務電郵：cmh54001@mail.chimei.org.tw

臺南市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25號
宋麗娟 電話：06-220-0055#3128

08:00~12:00
13:30~17:30

週一～週六
週一～週五

週一～週五可免預
約

週六需預約

高雄市 ◎

高雄榮民總醫院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386號醫療大樓10樓-

感染症諮詢及篩檢中心

陳怡靈

網頁：(點我前往) 09:00~12:00
週一～週六
週一～週五
週一～週四

可免預約(隨到隨驗)
週六(08:00~12:00)
週六下午時段不定

期外展

電話：07-346-8299 13:00~17:30

電郵：yiling7814@gmail.com 18:00~21:00

高雄市 ◎
義大醫院

高雄市燕巢區義大路1號
吳宏欣

網頁：(點我前往)

08:00~12:00
13:30~17:00

週一～週五 週六不定時外展
電話：07-615-0011#5562

0972-745-551

電郵：soul123424@hotmail.com

高雄市 ◎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100號
陳仰秀

網頁：(點我前往)
09:00~12:00
13:30~17:30
18:30~20:30

週一～週五
電話：07-321-4227

0965-076-209
電郵：kmuhredribbon@gmail.com

高雄市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482號
蕭伊珊

電話：0981-916-101
09:00~17:00
14:00~21:00

週二、週四、週五
週一、週三

07-803-6783#3275

電郵： id.kmhk@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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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68號
詹棋絜

網頁：(點我前往)

電話：
07-291-1101#8071
0989-363-530
0972-978-185

08:00~12:00
週一～週五

13:30~17:30
18:30~20:30 週二

高雄市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4號感染控制室2樓
巴韋茜 電話：

07-751-1131#(4091/8010)
0972-815-069

14:00~17:00 週一～週五

高雄市
阮綜合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162號
吳孟函

電話：
LINE：

07-3351121#2295
08:30~12:00
13:30~17:30

週三～週六
週一～週五

週六(每個月第1週
及第3週

08:30~12:00)
y6248

高雄市
鳳山李嘉文泌尿科診所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266號
林淑溶 電話：07-7659229

09:00~12:00 週一~週六
14:30~17:30 週一、週三

19:00~21:00
週一、週二、週四、
週五

高雄市
杏生婦產科診所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290號
高嘉伶

電話：
電郵：

0986-801-538
Qaz4063888@gmail.com

09:00~12:00

週一～週六15:00~18:00

19:00~21:30

高雄市
小港高美泌尿科診所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121號
張美玉 電話：07-8064899

09:00~12:00
週一、週二、週四
~週六

14:00~17:00
週二、週三、週五

18:00~20:00

澎湖縣
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10號
林恒梅 電話：06-926-1151#50306

09:00~12:00
14:30~17:00

週一～週六

屏東縣
屏東基督教醫院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路60號
高至瀅

電話：08-738-5909、05-2648000#5931 09:00~12:00 週一、週四、週五

0970-679-218 13:00~17:00
週一、週二、週三、
週五

電郵：06516@ptch.org.tw 17:00~21:00 週二

屏東縣
安泰醫院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一段210號
王雅虹

電話：
電郵：

08-832-9966#3055
a094297@mail.tsmh.org.tw

09:00~12:00
14:00~17:00

週三、週五
週二～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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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愛滋匿名篩檢醫療院所名冊

縣市別 一站式院所 院所名稱 聯絡人 預約方式
服務時段

時段 開放日期 備註

屏東縣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270號
簡妙容

電話：
電郵：

08-736-3011#2708
miao@pntn.mohw.gov.tw

08:30~11:30
13:30~16:30

週一～週五

宜蘭縣
羅東聖母醫院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160號
葉淑瑗

網頁：
電話：

(點我前往)
03-9544106#5535

08:00~12:00
13:30~17:00

週一～週五

花蓮縣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600號
王美婷

電話：
03-835-8141#1215

08:00~12:00
13:30~17:30

週一～週五03-831-1066

電郵：myliang@hwln.mohw.gov.tw

花蓮縣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三段707號
吳藝文 電話：03-8561825#12290

08:30~12:00
14:00~17:30

週一～週五
週一、週二、週四

花蓮縣
門諾醫院

花蓮縣花蓮市民權路44號
林葦萍

電話：03-824-1455
09:00~12:00
14:00~17:00

週一～週五0972-187-209

電郵：matida22@mch.org.tw

臺東縣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

台東縣台東市五權街1號
呂虹瑩 電話：089-324-112#1336

08:00~12:00
13:30~17:30

週一～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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