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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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疫苗施打特別

門診

週一至週五

13:30-16:30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99號 02-27135211#3333 https://register.cgmh.org.tw/Department/1/10990D

臺北市 北投區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COVID-19疫苗施打特別

門診

週一至週五

 下午13:30-16:30

15:00前報到

臺北市北投區振興街45號

02-28264558 02-2826-4400

轉2570

服務時間:週一 ~週五

08:00~17:00

臺北市 中正區 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COVID-19疫苗專責門診

(家庭醫學部第6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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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eg.ntuh.gov.tw/WebAdministration/NewDoct

orTableForSpecificDept.aspx?x=RABlAHAAdAA9AEYA

TQAmAEgAbwBzAHAAPQBUADAAJgBSAGUAZwA9A

CYAUwB1AGIARABlAHAAdABDAG8AZABlAD0AJgBpA

HMAUwB1AGIARABlAHAAdAA9AE4AJgB3AGUAZQBr

AD0AMQAmAFMAbwByAHQAPQA1

臺北市 士林區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內科/家醫科COVID-19疫

苗接種門診

週一至週五

 下午13:30-14:30

(請14:30前報到)

臺北市士林區文昌路95號

02-2833-3000

(人工預約掛號，週一至週五

07:30~17:30)

https://www.skh.org.tw/skh_regis/#/register/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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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疫苗專責門診

週一至週五

 下午13:30-17:00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111號 02-29307930#1234 https://wanfang.one/covid19

臺北市 北投區 臺北榮民總醫院
其他科

COVID-19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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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6.vghtpe.gov.tw/reg/c19vaccAnn.do

臺北市 信義區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其他科

COVID－19疫苗專責門診

週一、三、五(對外)

下午13:30-16:00

週二、四(限員工)

下午13:30-16:00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2號 02-27372181#9 https://www.tmuh.org.tw/service/regist/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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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內科(暫訂)

1.院內：

週一、週五

上午10:00-12:00

週二、週四

下午15:00-17:00

臺北市北投區立德路125號

02-2897-0011轉1674

服務時間 週一~週五

09:00~17:00

週六、日請洽總機9

臺北市 中正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
社區醫療

COVID-19疫苗特別門診

週一至週五

上午9:00-11:30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2段33號 02-23889595#2125

https://webreg.tpech.gov.tw/RegOnline1_2.aspx?ZCo

de=H&DeptCode=0100&deptname=COVID-

19%e7%96%ab%e8%8b%97%e7%89%b9%e5%88%a

5%e9%96%80%e8%a8%ba

COVID-19疫苗接種院所

縣市
鄉鎮

市區
醫療院所名稱 掛號科別 接種時間 地址 洽詢電話 預約網址



臺北市 中山區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

醫院

COVID-19疫苗門診（家

醫科、胸腔內科）

週一至週五

 下午14:00-17:00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92號

1.預約掛號02-25215291

服務時間 週一~週五

08:00~17:00

2.藥劑部藥物諮詢中心提供疫苗

諮詢服務

電話：02-25433535#2243

服務時間:

週一~週五09:00-17:00

週六 09:00-12:00

網路電子信箱︰

mmh1180@mmh.org.tw

https://www.mmh.org.tw/register_divide.php?depid=

234

臺北市 內湖區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公費covid-19疫苗門診

(一)

週一至週五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2段325號 02-87923311#88017
https://www2.ndmctsgh.edu.tw/newwebreg/Register

/Doctors?pos=B&DeptCode=11A&DeptGroup=4

臺北市 大安區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COVID-19疫苗專責門診

週一、三、五

上午9:00-12:00

週二、四

下午14:00~17:00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280號 02-2708-2121轉1286 https://reg.cgh.org.tw/tw/reg/main.jsp

臺北市 松山區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COVID-19疫苗注射

週一至週五

下午14:00-17:00

下午14:00報到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二段424號 02-2771-8151#2838 https://www.tahsda.org.tw/Register/add_dept.php#

臺北市 大同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社區醫療

COVID-18疫苗特別門診

週一至五

下午13:30-15:30

下午13:30-14:00至1樓高級健檢中心報到

臺北市大同區鄭州路145號 02-2552-3234#5862

https://webreg.tpech.gov.tw/RegOnline1_2.aspx?ZCo

de=G&DeptCode=0100&deptname=COVID-

19%e7%96%ab%e8%8b%97%e7%89%b9%e5%88%a

5%e9%96%80%e8%a8%ba

臺北市 大安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社區醫療

COVID-19疫苗特別門診

週一至週五

下午13：30-16：00

13:30前至家醫科5診報到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10號 02-2709-3600#1281

https://webreg.tpech.gov.tw/RegOnline1_2.aspx?ZCo

de=F&DeptCode=0100&deptname=COVID-

19%e7%96%ab%e8%8b%97%e7%89%b9%e5%88%a

5%e9%96%80%e8%a8%ba

臺北市 南港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社區醫療

COVID-20疫苗特別門診

週一至週五

下午13:30-15:00

14:00前報到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87號 02-2786-1288#8672

https://webreg.tpech.gov.tw/RegOnline1_2.aspx?ZCo

de=Q&DeptCode=0100&deptname=COVID-

19%e7%96%ab%e8%8b%97%e7%89%b9%e5%88%a

5%e9%96%80%e8%a8%ba

臺北市 士林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社區醫療

COVID-21疫苗特別門診

週一至週五

上午10:00-11:00

上午10:30報到

臺北市士林區雨聲街105號
02-2835-3456 轉5131或5132

https://webreg.tpech.gov.tw/RegOnline1_2.aspx?ZCo

de=M&DeptCode=0100&deptname=COVID-

19%e7%96%ab%e8%8b%97%e7%89%b9%e5%88%a

5%e9%96%80%e8%a8%ba

新北市 新店區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特殊照護門診

COVID-19疫苗接種特別

門診

週一至週五

8:30-11:30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289號 02-66289800 https://reurl.cc/qm39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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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門診

COVID-19疫苗診預約

週一至週五 14:00-17:00

16:00前需完成報到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里民生路45號 02-28094661 https://reurl.cc/jq2D5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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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預約疫苗診

週一至週五

9:00-12:00

14:00-17:00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21號 02-77382525 https://reurl.cc/bzg9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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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12:00

13:30-17:00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 02-22490088 https://reurl.cc/V3qGpn

新北市 三峽區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 家醫科、骨科

週一、週二、週四

8:30-12:00

週三、週五

14:00-17:00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399號

02-26723456#7129(電話預

約)

02-26723456#7056、

7058(藥物諮詢)

https://reurl.cc/yn4orD

新北市 泰山區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COVID-19疫苗接種專責

門診

週一至週五

9:00-11:30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69號 02-85128800

新北市 新莊區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新冠肺炎疫苗注射專診
週一至週五

13:30-16:00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127號 02-22765566#2655 https://reurl.cc/bzyZ5d

新北市 汐止區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專責門診
週一 14:00-17:00

週二至五 上午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59巷2號 02-26482121#7056

新北市 新店區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家醫科

週一至週五

9:00-12:00

14:00-17:00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2號 02-22193391

新北市 三重區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家醫科

週一至週五

8:30-9:30

13:00-14:00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1段3號 02-29829111 https://reurl.cc/bzg9kE

桃園市 桃園區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COVID-19疫苗專責門診 週一、三、四、五(下午1診)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1492號 03-3699721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wk8gv

GMz0XmlbS2O2dOM5P_s3SeTJ0MA5MJrmLE9dXwin

qQ/viewform

桃園市 桃園區 敏盛綜合醫院 COVID-19疫苗專責門診 週二(上午1診)、五(下午1診) 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168號 03-3179599#9

http://www.e-

ms.com.tw/Message/MessageContents.aspx?Messag

eID=11108

桃園市 龍潭區 國軍桃園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小兒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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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三、五 (上午1診) 桃園市平鎮區廣泰路77號 03-4923030

桃園市 龜山區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COVID-19疫苗專責門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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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egister.cgmh.org.tw/Department/3/30990D

桃園市 桃園區 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聖保祿醫院 家醫科 週一至週五(上午1診) 桃園市桃園區建新街123號 03-3613141
https://rms.sph.org.tw/RMSTimeTable.aspx?dpt=S11

00F

桃園市 中壢區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 內科 週二、四(下午1診)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155號 03-4629292#22632

http://www.tcmg.com.tw/register/register_1_detail.ph

p?deptID=0089&deptName=Covid-

19%E7%96%AB%E8%8B%97%E6%8E%A5%E7%A8%

AE%E9%96%80%E8%A8%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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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3741353 http://regws.vghtc.gov.tw/COVID19VaccR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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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muh.cmu.edu.tw/Service/OnlineAppoin

tment

臺中市 南區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特診
週一至五

14:00-15:00
臺中市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04-24739595

http://sysint.csh.org.tw/CSHVaccine/CSHEmployeeVa

ccin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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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rg.sltung.com.tw/EM/QLogin.aspx

臺中市 沙鹿區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沙鹿院區 家醫科
週一至五

13:30-16:00
臺中市沙鹿區沙田路117號 04-26625111

http://www.ktgh.com.tw/Reg_Covid_19.asp?CatID=48

&ModuleType=Y&Area=1

臺中市 西區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家醫科
週一至五

14:00-16:00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99號 04-22294411

https://www03.taic.mohw.gov.tw/OINetReg/OINetRe

g.Reg/Reg_RegTable.aspx?HID=F&Way=Dept&DivDr

=01CC&Date=&Noon=

臺中市 潭子區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家醫科(COVID-19疫苗接

種特別門診)

週一至五

14:00-17:00
臺中市潭子區豐興路一段66、88號 04-25363315

http://app.tzuchi.com.tw/tchw/OpdReg/SecList_TC.as

px

臺中市 西屯區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家醫科

週一

09:00-11:30

週二至五

14:00-16:00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966號 04-24632000
http://www.ccgh.com.tw/html/webdetail.aspx?pagety

pe=2&otherkind=1&pageno=1&page=2

http://www.e-ms.com.tw/Message/MessageContents.aspx?MessageID=11108


臺中市 豐原區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COVID-19特診

週一至五

14:00-17:00

(最晚15:00報到)

臺中市豐原區安康路100號 04-25271180

http://web1.fyh.mohw.gov.tw/oinetregweb/OINetReg

.Reg/Reg_RegTable.aspx?HID=F&Way=Dept&DivDr=

0119&Date=&Noon=

臺中市 大里區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家醫科

週一至五

08:00-12:00(院內)

14:00-18:00(開放院外)

臺中市大里區東榮路483號 04-24819900
https://www.jah.org.tw/news/index-

1.asp?m=9&m1=7&m2=69&id=2771

臺中市 霧峰區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家醫科

週一至五

13:30-17:00

(最晚報到時間15:00)

臺中市霧峰區福新路222號 04-37061668 https://www.auh.org.tw/Service/OnlineAppointment

臺中市 大甲區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大甲院區 家醫科
週一至五

13:30-16:00
臺中市大甲區經國路321號 04-26885599

http://www.ktgh.com.tw/Reg_Covid_19.asp?CatID=48

&ModuleType=Y&Are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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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五下午1:30-4:30

COVID-19疫苗注射診
臺南市北區勝利路138號 06-2353535#2545

https://service.hosp.ncku.edu.tw/Tandem/MainUI.asp

x?Lang=&skv=EzNec8%2bb3ObBGuEQakq0QawPui

WkTewUO9FjEuW3Njo%3d

臺南市 永康區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疫苗注射特別門診

感冒特別門診

4/12-4/16

上午9:00-12:00

下午2:00-5:00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 06-2812811#52310
http://www.chimei.org.tw/opdschedule/index.aspx?ih

osp=10&lang=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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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疫苗接種診 週一~五下午1:30-4:30 臺南市安南區州南里12鄰長和路二段 66號 06-3553111#3640、2292
http://www.tmanh.org.tw/Service/OnlineAppointmen

t

臺南市 中西區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COVID-20疫苗門診 週一~六下午13:30-16:00 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25號 06-2200055#3062

https://tnweb.tnhosp.mohw.gov.tw/OINetReg/OINet

Reg.Reg/Reg_RegTable.aspx?HID=F&Way=Dept&Div

Dr=0172&Date=&Noon=

臺南市 柳營區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感染科 週一~五上午9:00-10:00 台南市柳營區太康里太康201號 06-6226999#72119
http://www.chimei.org.tw/opdschedule/index.aspx?ih

osp=13&lang=CH

臺南市 麻豆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麻豆新樓

醫院
感染科

週二、五

下午1:30~4:00
臺南市麻豆區埤頭里苓子林20號 06-5702228#5475

臺南市 佳里區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疫苗注射特別門診

週一、二下午1:00-2:00

週三、四上午8:00-9:00

週五下午4:00-5:00

臺南市佳里區佳興里佳里興606號 06-7263333
http://www.chimei.org.tw/opdschedule/index.aspx?ih

osp=10&lang=CH

臺南市 東區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內科
週二下午14:00~17:00

週五上午9:00~12:00
臺南市東區崇德路670號 06-2609926#26301



臺南市 東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台南新樓

醫院
Covid-19疫苗施打門診

週一、五上午9:30~11:30

週二~四下午14:00~~16:00
台南市東區東門路一段57號 06-2748316

http://class.sinlau.org.tw/mode02.asp?m=202104100

907442&t=sub

高雄市 鳥松區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COVID-19疫苗特別門診
週一至五 下午1診

週六 上午1診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123號 07-7317123 https://register.cgmh.org.tw/Department/8/80990D

高雄市 左營區 高雄榮民總醫院 COVID-19疫苗特別門診
週一至五 上午1診、下午1診

每週六 上午1診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386號 07-3422121 https://reurl.cc/nnAk4e

高雄市 燕巢區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COVID-19疫苗特別門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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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eurl.cc/V3go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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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疫苗特別門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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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kmsh.org.tw/web/BookVaccineSysInter

高雄市 三民區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COVID-19疫苗特別門診
週一至五

上午1診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00號 07-312-1101 https://www.kmuh.org.tw/web/BookVaccineSysInter

高雄市 苓雅區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COVID-19疫苗特別門診 週一至五 下午1診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4號 07-7511131 https://www.kmsh.gov.tw/vaccine_reg/

高雄市 岡山區 高雄巿立岡山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COVID-19疫苗特別門診 週一至五 下午1診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路12號 07-6222131 https://reurl.cc/e9goZW

高雄市 鼓山區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COVID-19疫苗特別門診 週一至五 上午1診；下午1診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ㄧ路976號 07-5552565 https://reg.kmuh.gov.tw/netReg/DeptUI.aspx

高雄市 旗山區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COVID-19疫苗特別門診 週一至五 下午1診 高雄市旗山區大德里中學路60號  07-6613811 https://reurl.cc/kV2W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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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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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三、五 下午 新竹縣竹東鎮中豐路一段81號 03-5962134
https://ws.vhct.gov.tw/limesurvey/index.php/485363?

lang=zh-Hant-TW



新竹縣 湖口鄉 天主教仁慈醫療財團法人仁慈醫院 家醫科 週一、三、五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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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二、三、五 上午下午 新竹縣竹北市興隆路一段199號 03-5580558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Rta8N

-

7HbvTxGdqx0iwCR3loix9fbTeljWd0dTdNvCN50yA/vie

wform?fbzx=-2011635673925390668

新竹縣 竹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生

醫醫院(竹北院區)
內科 每週一~四 下午 新竹縣竹北市生醫路一段2號(竹北院區) 03-6677600

彰化縣 彰化市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成人健檢科
週一~五

9:00~16:00
彰化縣彰化市旭光路235號6樓健檢中心

1.電話預約04-7225132

2.網路掛號預約

https://www1.cch.org.tw/opd/service-

e.aspx?id=1900&Page=11&#p

彰化縣 埔心鄉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家醫科
週一~五

9:00~16:00
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二段80號(B1健檢中心)

電話預約04-8298686

分機2411

https://reg.chhw.mohw.gov.tw/OINetReg/Default.asp

x

彰化縣 彰化市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外科
週一~五

9:00~16:00
彰化市南瑤里中山路一段542號 電話預約04-7220133

彰化縣 鹿港鎮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督教醫院 家醫科
每週一~五

9:00~16:00
彰化縣鹿港鎮中正路480號 04-7779680 http://www.rc.cch.org.tw/rcrg/opd/Service-e.aspx

彰化縣 二林鎮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二林基督教醫院 家醫科
週一~五

9:00~16:00
彰化縣二林鎮大成路一段558號

04-8952031

分機8111

https://erhlin.cch.org.tw/20rg/opd/service-

e.aspx?id=7700&Page=11&#p

彰化縣 員林市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督教醫院 家醫科
週一~五

9:00~16:00
彰化縣員林市莒光路456號B1 社區健康中心 04-8383900

https://bc.cch.org.tw/bcrg/opd/service-

e.aspx?id=7700&Page=11&#p

彰化縣 鹿港鎮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家醫科
週一~五

9:00~16:00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路6號 04-7813888 https://www.cbshow.org.tw/changbin/Default.aspx

彰化縣 員林市 惠來醫療社團法人宏仁醫院 家醫科
週一~五

9:00~16:00

彰化縣員林市惠來街89號

1樓注射室
04-8375878 https://www.hongren.com.tw/

彰化縣 員林市 員生醫院 家醫科
週一~五

9:00~16:00
彰化縣員林市莒光路359號 04-8383995分機3021



彰化縣 和美鎮 道周醫院 家醫科
週一~五

9:00~16:00
彰化縣和美鎮和光鹿180號 04-7566995分機201 http://www.farlinhospital.com/

彰化縣 北斗鎮 卓醫院 家醫科
週一~五

9:00~16:00
彰化縣北斗鎮中山路一段311號 04-8882995分機202 http://www.chohp.com.tw/

彰化縣 彰化市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漢銘基督教醫院 家醫科
週一~五

9:00~16:00
彰化縣中山路一段366號 04-7113456分機8002

雲林縣 斗六市 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雲林分院(斗六院區) 家醫科

週二、三、五請於下午13:30-14:00前報到

，疫苗注射截止時間16:30。

自4/12起週一、二、三、五下午13:30-

14:00前報到，疫苗注射截止時間16:30。

雲林縣斗六巿雲林路二段579號 05-5323911#2129

屏東縣 屏東市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家醫科
週一至週五 09:30-15:30

 (中午不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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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至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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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SMlEE

CFyekybZIbzwxRlyVXdbJMr-

XneuEV3pru8J4vexJw/viewform

屏東縣 枋寮鄉 枋寮醫療社團法人枋寮醫院 新冠疫苗專責門診 週一.三.五下午14:00~17:00 屏東縣枋寮鄉中山路169號 08-8787991#5130
https://mobile.flgh.org.tw/Covid19Reg/Covid19Reg.a

spx

屏東縣 屏東市 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建醫院 家醫科、內科及兒科

週二上午9:00-12:00

週四14:00-17:30

若其他天人數有到達會加開診

屏東市中山路123號 08-7665995 http://www.paochien.com.tw/twuse/covidNet

屏東縣 恆春鎮 恆基醫療財團法人恆春基督教醫院 家醫科

週二下午、週三早上、週五下午

早上8:45-11:30

下午14:00-17:00

屏東縣屏東縣恆春鎮恆西路21號 08-8892293

屏東縣 東港鎮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內科及兒科

週一至週五

上午10:00~12:00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一段210號 08-8329966-1362
https://www.tsmh.org.tw/apps/opdstatus/users/med

book

屏東縣 內埔鄉 高雄榮民總醫院屏東分院 家醫科及內科
週一至週五

下午14:00~16:30

屏東縣內埔鄉龍潭村昭勝路安平一巷1

號
08-7704115-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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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二、四上午診 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222號 02-24313131#6119 https://register.cgmh.org.tw/Department/2/20990B



基隆市 信義區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COVID19疫苗 週一、二、四、五下午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268號 02-24292525
https://netreg.kln.mohw.gov.tw/OINetReg/OINetReg.

Reg/Reg_NetReg.aspx

宜蘭縣 宜蘭市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 家醫科
週一至五上午(蘭陽院區)

9:00-12:00
宜蘭市校舍路169號

03-9698255

03-9698314

https://www.ymuh.ym.edu.tw/tw/index/message/760

4-covid-

19%E7%96%AB%E8%8B%97%E6%8E%A5%E7%A8%

AE%E6%B5%81%E7%A8%8B%E6%9A%A8%E6%B3%

A8%E6%84%8F%E4%BA%8B%E9%A0%85.html

宜蘭縣 羅東鎮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院

其他科

COVID-19預防接種預約

感染科

週一至週五

14:00-17:00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160號 03-9544106#5040～5042

http://netreg.smh.org.tw/OINetReg/OINetReg.Reg/R

eg_RegTable.aspx?HID=F&Way=Dept&DivDr=FJ&Da

te=&Noon=

宜蘭縣 羅東鎮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苗

接種

週一至週五

8:30-12:00

13:30-18:00

宜蘭縣羅東鎮南昌街83號 03-9543131

https://www.pohai.org.tw/register_detail.php?deptSy

sCode=A05&deptCode=A0501&deptChName=%E5

%9A%B4%E9%87%8D%E7%89%B9%E6%AE%8A%E5

%82%B3%E6%9F%93%E6%80%A7%E8%82%BA%E7

%82%8E%E7%96%AB%E8%8B%97%E6%8E%A5%E7

%A8%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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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二、三、四、五 下午2-5時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690號 03-6119595

https://hcreg.mmh.org.tw/DrSch.aspx?dept=O26A&d

r=O26A&drname=&Lan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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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hch.gov.tw/hch/hch_chinese.aspx

苗栗縣 苗栗市 大千綜合醫院 內科.外科.兒科 週一至五 苗栗市恭敬路36號 037-357125 http://60.249.72.244//reg/WebRegISAPI.dll/$/start

苗栗縣 苗栗市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內科.兒科 週一至五 苗栗市為公路747號 037-261920

https://reg2.mil.mohw.gov.tw/OINetReg/OINetReg.R

eg/Reg_RegTable.aspx?HID=F&Way=Dept&DivDr=C

O02&Date=&Noon=

苗栗縣 苑裡鎮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苑裡李綜合醫院 感染科 週一至五 苑裡鎮和平路168號 037-862387
http://www.leehospital.com.tw/%E7%B6%B2%E8%B7

%AF%E6%8E%9B%E8%99%9F/Covid19.asp

苗栗縣 頭份市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感染科 週一至五 頭份市信義路128號 037-676811
https://app1.weigong.org.tw/WebReg/ym/reg/Docto

rList.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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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週二、週五下午14:00-17:00 嘉義市忠孝路539號 05-2756910

嘉義市 東區
天主教中華聖母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天主教聖

馬爾定醫院
家醫科

週一至五

下午13:00-15:30
600嘉義市大雅路二段565號 05-2756000#3312

https://flw.stm.org.tw/reg/Home/DrChoose?deptGro

uptID=CO&ra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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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二下午1:30-4:00 嘉義縣嘉朴路西段8號 05-3621000 https://register.cgmh.org.tw/Department/6/60990D

嘉義縣 大林鎮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家庭醫學科 週一~週三下午2:00-5:00 嘉義縣大林鎮民生路2號 05-2648000#5270 http://dl99.tzuchi-healthcare.org.tw/tchw/covidv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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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eg.mch.org.tw/Register/ShowPhySchedule?A

rea=M&SubjectClassId=&SubjectId=9007&phyId=

花蓮縣 花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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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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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hlm.tzuchi.com.tw/

花蓮縣 玉里鎮 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 家醫科 週一、四 下午3:00-5:00 花蓮縣玉里鎮新興街91號 03-888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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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科系-COVID-19疫苗門診

週二、四早上09:00-11:00(4/9起改為週

一、五同時段)
台東市長沙街303巷1號 089-310195

https://ttreg.mmh.org.tw/DrSch.aspx?dept=O26A&dr

=O26A&drname=&Lang=C

臺東縣 台東市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 COVID-19疫苗專診(不分科)
週二、四早上09:00-11:00(4/8起提供服

務)
台東市五權街1號 089-324112#1153、1155

https://netreg01.tait.mohw.gov.tw/OINetReg/OINetR

eg.Reg/Reg_NetReg.aspx

南投縣 埔里鎮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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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Srj5TAyLg5OoJVG

fgAN7FhWm_YDPo4lcM3ONZr97ypc/viewform?edit_r

equested=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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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sshow.org.tw/covid19res/

南投縣 南投市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疫苗專責門診
週二 14時-16時

週五 14時-16時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478號 049-2231150#1132

https://netreg01.nant.mohw.gov.tw/OINetReg/OINet

Reg.Reg/Reg_RegTable.aspx?HID=F&Way=Dept&Div

Dr=0219&Date=&N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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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門縣 金湖鎮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COVID-19疫苗專診
週三、週五

10:00-12:00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復與路2號 082-332546#11263

http://netreg.kmhp.mohw.gov.tw/OINetReg/OINetRe

g.Reg/Reg_RegTable.aspx?HID=F&Way=Dept&DivDr

=1047&Date=&Noon=

連江縣 南竿鄉 連江縣立醫院 新冠疫苗門診 週四 14:00-17:00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217號 0836-23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