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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指定檢驗機構責任區 

                                                                                 110.06.03 

醫院 聯繫窗口 連絡電話 責任區 

疾病管制署昆陽實驗室 楊季融技正 02-27850513#887 支援各指定檢驗機構 

台北榮民總醫院 李嘉凌醫檢師 02-28712121#2113 院內檢體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 
何淑媛組長 02-23123456#65060 

院內檢體、台北市(其餘非列於責任

區內之台北市醫療院所)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 彭成立組長 02-87923311#88121 

院內檢體、新北市(瑞芳礦工醫院)、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三

軍總醫院汀洲院區 

亞東紀念醫院 湯惠斐主任 02-89667000#1152 院內檢體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

人耕莘醫院 
陳春蘭組長 02-22193391#15081 

院內檢體、新北市(耕莘醫院永耕院

區)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

吳火獅紀念醫院 
林志諺組長 02-28332211#2116 院內檢體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 陳儀桂組長 02-29307930#1425 
院內檢體、台北市(景美醫院、同仁院

醫療財團法人萬華醫院) 

恩主公醫院 溫力立主任 02-26723456#7301 院內檢體 

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林靜宜主任 02-28094661#2461 
院內檢體、新北市(台大金山、馬偕

紀念醫院) 

台美醫事檢驗所 李秀霞主任 02-22981887#332 

新北市(新北聯合醫院(板橋院區)及

其餘非列於責任區內之新北市醫療

院所)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台北慈濟醫院 
林植培主任 02-66289779#61700 院內檢體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

中醫昆明(昆明)院區 
李蘭蕙副主任 02-23703739-#1417 

院內檢體、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本部、

中興院區、和平婦幼院區、忠孝院

區、陽明院區及松德院區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

綜合醫院 
陳恩頌組長 02-27082121#3890 院內檢體 

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

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林麗雲組長 02-28974123#1488 院內檢體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蔡尹泰組長 02-22490088#1418 院內檢體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張慧文主任 02-27372181#8465 院內檢體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

院 
王智鴻技術長 02-85128888#28809 院內檢體 

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 何宗祐醫檢師 02-27601810 院內檢體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洪忠志主任 02-22765566#2230 院內檢體 

中一醫事檢驗所 楊宜芳主任 02-2961-0989#20 支援新北市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曹書瑋醫檢師 02-8200-6600#2125 院內檢體 

大安聯合醫事檢驗所 邱延慧副組長 02-27049977#522 支援台北市 

健安聯醫事檢驗所 何炳慶醫檢師 0956809709 支援台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

院區 
許瑋真副主任 02-27093600#5139 院內檢體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

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

醫院 

蔡坤洲組長 02-25433535#2234 院內檢體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蔡明學醫檢師 02-2982-9111#6011 院內檢體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

國泰綜合醫院 
陳婉萍副主任 02-26482121#2165 院內檢體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

醫院 
呂汶紋組長 02-28264400#5865 院內檢體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癌醫中心分院 
簡慈儀組長 02-23220322#38145 院內檢體 

臺北市立關渡醫院 洪伊人醫檢師 02-28587156 院內檢體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

院區 
蔡佩芳主任 02-25523234#3382 院內檢體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

院區 
王嘉莉主任 02-28353456#6366 院內檢體 

麗寶醫事檢驗所 許育華醫檢師 02-25031392#113 支援台北市 

杏聯醫事檢驗所 粘峰銘醫檢師 02-23661010 支援台北市 

新隆醫事檢驗所 章芙蓉小姐 02-22467799#862 支援新北市 

基隆長庚醫院 趙少文主任 02-24313131#2642 基隆市、院內檢體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杜琦超主任 02-24292525#5209 基隆市、院內檢體 

食品藥物管理署 許家銓科長 02-27877750 支援疾管署 

預防醫學研究所   支援疾管署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

長庚紀念醫院 
楊淑理組長 03-3281200#8354 院內檢體、台北長庚分院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張百齡主任 03-3699721#3226 
院內檢體、桃園市(部立桃園醫院新屋

分院) 

國軍桃園總醫院 林孟德技術長 03-4799595#325581 院內檢體 

聯新國際醫院 翁麗秋組長 03-4941234#3014 院內檢體 

敏盛綜合醫院 劉佳欣組長 03-3179599#7213 院內檢體 

台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

院 
彭曉婷醫檢師 03-3384889#2237 院內檢體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

醫院 
林慶元主任 03-4629292#22110 院內檢體、天成醫院 

怡仁綜合醫院 陳添瑞副主任 03-4855566#8216 院內檢體 

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

療財團法人聖保祿醫院 
李元民主任 03-3773306 院內檢體 

福又達醫事檢驗所 余芳蘭醫檢師 03-3992998 支援桃園市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胡耀峰主任 03-6119595#2923 
院內檢體、新竹縣(其餘非列於責任區

內之新竹縣醫療院所)、新竹市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

醫院 
張麗禎組長 03-5580558#1428 院內檢體、大安醫院 

台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

院 
楊婉華主任 03-5962134#519 院內檢體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新竹分院 
蕭雅一組長 03-5326151#3611 

院內檢體、臺大醫院新竹生醫園區分

院 

國軍新竹地區醫院 張雅琪技術長 03-5348181#325232 院內檢體 

居禮醫事檢驗所 陳蓓芳醫檢師 03-5787998#802 支援新竹縣 

新竹捐血中心 吳和生組長 03-5556111#3251 支援新竹縣 



東元綜合醫院 陳怡妙主任 03-5527000#2211 院內檢體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生

醫醫院 

郭瓊惠主任 03-5943248#1180 院內檢體 

天主教仁慈醫療財團法

人仁慈醫院 
葉沂瑄主任 03-5993500#2016 院內檢體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新竹

國泰綜合醫院 
蔡建志主任 03-5278999#2830 院內檢體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生

醫醫院(竹北院區) 

田克蓮組長 03-6677600#532681 院內檢體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湯永城主任 03-7261920#1131 院內檢體、苗栗縣 

大千綜合醫院 余文發主任 037-357125#52000 院內檢體、苗栗縣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

紀念醫院 
陳建志主任 037-676811#88507 院內檢體、苗栗縣 

疾病管制署中區實驗室 廖盈淑技正 04-24755118#511 支援專案檢驗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謝明昌組長 04-24739595#32201 

院內檢體、台中市(澄清綜合醫院、國

軍臺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中清分院) 

芮弗士醫事檢驗所 孫韻雯組長 04-23509091 
台中市(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大甲李

綜合醫院)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林彩秀組長 
04-22052121#1202 

-304 
院內檢體、苗栗縣 

台中榮民總醫院 張鈞智醫檢師 04-23592525#4557 院內檢體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余志強主任 04-37061668#1297 院內檢體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台中慈濟醫院 
何承懋主任 04-36060666-3150 院內檢體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

綜合醫院 
黃碧標主任 04-26581919#4591 院內檢體 

國軍台中總醫院 吳健瑋組長 04-2393-4191#525399 院內檢體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林榮展主任 04-22294411#2201 院內檢體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陳嘉文主任 04-25271180#2150 院內檢體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

仁愛醫院 
林月美組長 04-24819900#12202 院內檢體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

醫院 
曾美斐品質主管 04-22586688#6217 院內檢體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

綜合醫院 
李淑華副主任 04-26625111#2184 院內檢體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烏日

林新醫院 
黃秋媚總技師 04-23388766#6252 院內檢體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吳敏華主任 04-24632000#55221 院內檢體 

澄清醫院平等院區 廖雅玲課長 04-24632000#66147 院內檢體 

清泉醫院 許宏彰主任 04-25605600#2126 院內檢體 

彰化基督教醫院 龔芳彥醫檢師 04-7238595#5940 
院內檢體、彰化縣(彰化基督教醫院兒

童醫院)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游雅言主任 04-8298686#1301 
院內檢體、彰化縣(員榮醫院、卓醫

院、道周醫院、道安醫院、宏仁醫院)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童耀申副組長 04-7256166#81025 院內檢體 

員生醫院 胡云繻副組長 04-8383995#3011 院內檢體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

人二林基督教醫院 
蔡宗華主任 04-8952031#8264 院內檢體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

人員林基督教醫院 
吳美慧組長 04-8381456#1045 院內檢體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

人鹿港基督教醫院 
黃瓊雪課長 04-7779595#7075 院內檢體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

秀傳紀念醫院 
陳麗花副組長 04-7813888#71211 院內檢體 

員榮醫療社團法人員榮

醫院 
林泰嶽組長 04-8326161 院內檢體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

基督教醫院 
林奇勇主任 049-2912151#1120 院內檢體、南投縣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陳怡靜主任 049-2231150#1262 院內檢體、南投縣 

竹山秀傳醫院 黃忠彥主任 049-2624266#33206 院內檢體、南投縣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

院 
蔡瓊慧主任 049-2990833#3761 院內檢體、南投縣 



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

醫院 
劉瑋蓉主任 049-2358151#1225 院內檢體、南投縣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

人南投基督教醫院 
吳嘉哲課長 049-2225595#3200 院內檢體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雲林分院 
謝月貞主任 05-5323911#2167 院內檢體、雲林縣 

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

人若瑟醫院 
胡美黛主任 05-6337333#2812 院內檢體、雲林縣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

醫院 
何文育主任 05-7837901#1244 院內檢體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

人雲林基督教醫院 
劉梅秋主任 05-5871111#2900 院內檢體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斗六分院 
傅麗玲組長 05-5332121#7608 院內檢體 

嘉義基督教醫院 林彥棻組長 05-2765041#5219 

院內檢體、嘉義市(天主教聖馬爾定醫

院、嘉義基督教醫院、部立嘉義醫

院、台中榮總嘉義分院-單週檢驗)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大林慈濟醫院 
李奇聰主任 05-2648000#5310 

院內檢體、嘉義縣(臺中榮總灣橋分

院)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

長庚紀念醫院 
潘琳琳主任 05-3621000-2264 

院內檢體、嘉義縣(朴子醫院)、嘉義

市(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嘉義基督教

醫院、部立嘉義醫院、台中榮總嘉義

分院) 

聖馬爾定醫院 高智雄主任 05-2756000#3900 

院內檢體、嘉義市(天主教聖馬爾定醫

院、嘉義基督教醫院、部立嘉義醫

院、台中榮總嘉義分院-雙週檢驗) 

台中榮總嘉義分院 劉全喜副主任 05-2359630#2723 院內檢體 

祐健醫事檢驗所 陳小梅主任 05-2256977 支援嘉義市 

陽明醫院(嘉義市) 簡春桂主任 05-2252000#1561 院內檢體 

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 饒旎可醫檢師 05-2319090#2677 院內檢體 

奇美醫院 楊于萱主任 06-2812811#53681 
院內檢體、台南市醫院(麻豆新樓、新

營醫院)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 
蔡慧頻組長 06-2353535#2653 

院內檢體、台南市醫院(衛生福利部臺

南醫院新化分院) 

現代醫事檢驗所 陳玉芬主任 06-6332100 新營醫院、營新醫院 

郭綜合醫院 李文琮主任 06-2221111#2309 院內檢體、台南市中西區檢體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趙珮岑主任 06-2200055#3065 院內檢體 

柳營奇美醫院 侯佳儀主任 06-6226999#77500 院內檢體 

台南市立醫院 王淑貞主任 06-2609926#21162 院內檢體 

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 宋克強組長 06-2705911#3114 院內檢體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

醫療財團法人台南新樓

醫院 

蔡耀隆主任 06-2748316#1077 院內檢體 

台南市立安南醫院 倪子洊組長 06-3553111#1261 院內檢體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

院 
傅曉婷醫檢師 06-3125101#61502 院內檢體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

奇美醫院 
廖瀅榕組長 06-7263333#33280 院內檢體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陳宗鴻醫檢師 06-6357716#609 支援台南市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新

化分院 
黃內苑醫檢師 06-5911929#3015 院內檢體 

疾病管制署南區實驗室 林建州技正 07-5570025#401 屏東縣，備援高雄市 

高雄榮民總醫院 黃采淑醫檢師 07-3422121#6024 院內檢體、高雄市(左海)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

紀念醫院 
 王珠鳳組長 07-3121101#7243 

院內檢體、高雄市(聯醫、安泰、大同、

旗津、義大大昌)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

醫院 
黃雅玲主任 07-6150011#5801 院內檢體、高雄市(義大癌治療醫院)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

長庚醫院 
趙采鈴組長 07-7317123#2161 

院內檢體、高雄市(鳳山、大東、杏和、

建佑) 

國軍高雄總醫院 黃信凱組長 07-7491013 院內檢體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

院 
李羽賀醫官 07-5812121#2151 院內檢體 

立人醫事檢驗所 葉大勤品質主管 07-3890011#215 支援高雄市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楊淵傑主任 07-5552565#2221 院內檢體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饒雅璇醫檢師 07-7511131#5103 院內檢體 



國軍高雄總醫院岡山分

院 
黃彩鳳醫檢師 07-6250919#1033 院內檢體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梁景超組長 07-8036783#3165 院內檢體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鄭鴻祥主任 07-6613811#1211 院內檢體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

綜合醫院 
楊慈玲組長 07-3351121#2904 院內檢體 

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

人聖功醫院 
陳盈岑主任 07-2238153#2211 院內檢體 

高雄市立岡山醫院 黃麗華組長 07-6222131#51169 院內檢體 

健仁醫院 張淑芬副主任 07-3517166#1209 院內檢體 

博田國際醫院 施秋絨組長 07-5562217#1128 院內檢體 

屏東基督教醫院 羅婌萓組長 08-7368686#1405 

院內檢體、國仁醫院、國軍高雄總醫

院附設屏東民眾診療服務處、大新醫

院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

醫院 
周正忠主任 08-8329966#1309 

院內檢體、枋寮醫療社團法人枋寮醫

院、安泰醫療社團法人潮州安泰醫院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劉雪嬌主任 08-8323146#1316 
院內檢體、恆基醫療財團法人恆春基

督教醫院、衛生福利部恆春旅遊醫院 

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建

醫院 
許嘉純主任 08-7665995#3033 院內檢體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林曉華主任 08-7363011#2128 院內檢體 

高雄榮民總醫院屏東分

院 
蘇惠甘主任 08-7704115#318 院內檢體 

南門醫療社團法人南門

醫院 

陳瑋婷感管護理

師 
08-8894568#218 院內檢體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

醫院 
林宜君醫檢師 03-9325192#12620 院內檢體、宜蘭縣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

法人羅東聖母醫院 
黃茂生主任 03-9544106#7314 院內檢體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花蓮慈濟醫院 
廖梅華研究助理 03-8561825#2090 院內檢體、花蓮縣、台東縣 

國軍花蓮總醫院 王之義組長 03-8263151#815110 院內檢體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

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劉菱窈主任 03-8241038 院內檢體、花蓮縣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林逸薇組長 03-8358141#5102 院內檢體、花蓮醫院豐濱分院 

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

院 
王詩如醫檢師 03-8883141#5300 院內檢體 

衛生福利部台東醫院 楊惠春主任 089-324112#1020 院內檢體、台東縣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廖秋珠主任 089-310150#297 院內檢體、台東縣 

東基醫療財團法人台東

基督教醫院 
鄧志敦主任 089-960888#1130 院內檢體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薛明哲主任 082-332546#11688 院內檢體、金門縣 

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 劉世昌主任 06-9261151#50115 院內檢體、澎湖縣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林嘉蓉醫檢師 06-9211116 #59230 院內檢體、澎湖縣 

連江縣立醫院 林慧婷醫檢師 0836-25114#2157 院內檢體、連江縣 

綠島鄉衛生所 林燕珍檢驗師 089-672511 綠島鄉 

蘭嶼鄉衛生所 巫家驊檢驗師 089-732575 蘭嶼鄉 

 

  備註：責任區劃分將視國內疫情滾動式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