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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關確診者親友前往醫院代為看診及評估使用抗病毒藥物之措施，

自即日起調整為不限定由開設防疫門診且配賦 Paxlovid口服抗病毒藥物之

醫院，各級醫療機構(含衛生所)均可辦理。請民眾就醫前請事先查詢該

醫療機構是否有相關門診及掛號、看診方式，並依照該院流程進行掛號看

診。 

二、 以下提供有開設防疫門診之醫院名單，供各界利用參考。 

 

縣市 醫院名稱 

基隆市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基隆市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基隆市 醫療財團法人臺灣區煤礦業基金會臺灣礦工醫院 

新北市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新北市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新北市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 

新北市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板橋) 

新北市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新北市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新北市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 

新北市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縣市 醫院名稱 

新北市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新北市 新北市立土城醫院(委託長庚醫療財團法人興建經營) 

新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金山分院 

新北市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新北市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新北市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新北市 新泰綜合醫院 

新北市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 

新北市 樹林仁愛醫院 

新北市 瑞芳礦工醫院 

台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台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台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台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台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台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癌醫中心醫院 

台北市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台北市 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縣市 醫院名稱 

台北市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台北市 臺北榮民總醫院 

台北市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 

台北市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台北市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台北市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台北市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辦理 

台北市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台北市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台北市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台北市 西園醫療社團法人西園醫院 

台北市 博仁綜合醫院 

台北市 臺北市立關渡醫院-委託臺北榮民總醫院經營 

台北市 北士科車來速(新光醫院與聯合醫院) 

台北市 木柵機廠車來速(萬芳醫院) 

台北市 中正紀念堂車來速(臺北榮總) 

桃園市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桃園市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新屋分院 



縣市 醫院名稱 

桃園市 國軍桃園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桃園市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桃園市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桃園市 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聖保祿醫院 

桃園市 敏盛綜合醫院 

桃園市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 

桃園市 天成醫院 

桃園市 怡仁綜合醫院 

桃園市 聯新國際醫院 

新竹縣 天主教仁慈醫療財團法人仁慈醫院 

新竹縣 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 

新竹市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新竹醫院 

新竹市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新竹國泰綜合醫院 

新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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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軍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 

苗栗縣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苗栗縣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苑裡李綜合醫院 

苗栗縣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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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醫院名稱 

苗栗縣 大千綜合醫院 

苗栗縣 通霄光田醫院 

苗栗縣 大順醫院 

台中市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台中市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台中市 國軍臺中總醫院中清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台中市 國軍臺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台中市 臺中榮民總醫院 

台中市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烏日林新醫院 

台中市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台中市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台中市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台中市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台中市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台中市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台中市 長安醫院 

台中市 澄清綜合醫院 

台中市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縣市 醫院名稱 

台中市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台中市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大甲李綜合醫院 

台中市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大甲院區 

台中市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沙鹿總院 

台中市 清泉醫院 

台中市 東勢區農會附設農民醫院 

彰化縣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彰化縣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彰化縣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兒童醫院 

彰化縣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縣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督教醫院 

彰化縣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二林基督教醫院 

彰化縣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縣 道周醫療社團法人道周醫院 

南投縣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南投縣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 

南投縣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 

南投縣 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 



縣市 醫院名稱 

南投縣 竹山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竹山秀傳醫院 

雲林縣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雲林縣 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 

雲林縣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雲林長庚紀念醫院 

雲林縣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雲林縣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雲林基督教醫院 

嘉義縣 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 

嘉義縣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嘉義縣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嘉義縣 臺中榮民總醫院灣橋分院 

嘉義市 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 

嘉義市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嘉義市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嘉義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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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市 陽明醫院(嘉義市) 

嘉義市 盧亞人醫院 

嘉義市 仁德醫療社團法人陳仁德醫院 

嘉義市 祥太醫院 



縣市 醫院名稱 

嘉義市 安心醫院 

嘉義市 趙善楷診所 

台南市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台南市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台南市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新化分院 

台南市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台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台南市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台南市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台南新樓醫院 

台南市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台南市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台南市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麻豆新樓醫院 

台南市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台南市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台南市 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 

高雄市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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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市 醫院名稱 

高雄市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高雄市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高雄市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高雄市 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高雄市 高雄榮民總醫院 

高雄市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高雄市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癌治療醫院 

高雄市 高雄市立鳳山醫院（委託長庚醫療財團法人經營） 

高雄市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高雄市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高雄市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高雄市 高雄市立旗津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高雄市 健仁醫院 

高雄市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 

高雄市 大東醫院 

高雄市 建佑醫院 

屏東縣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屏東縣 高雄榮民總醫院屏東分院 



縣市 醫院名稱 

屏東縣 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建醫院 

屏東縣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潮州安泰醫院 

屏東縣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屏東縣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屏東縣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屏東縣 國仁醫院 

屏東縣 南門醫療社團法人南門醫院 

屏東縣 枋寮醫療社團法人枋寮醫院 

宜蘭縣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 

宜蘭縣 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 

宜蘭縣 宜蘭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宜蘭仁愛醫院 

宜蘭縣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院 

宜蘭縣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花蓮縣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花蓮縣 國軍花蓮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花蓮縣 臺北榮民總醫院鳳林分院 

花蓮縣 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 

花蓮縣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縣市 醫院名稱 

花蓮縣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花蓮縣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玉里慈濟醫院 

台東縣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 

台東縣 東基醫療財團法人台東基督教醫院 

台東縣 臺北榮民總醫院臺東分院 

台東縣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關山慈濟醫院 

澎湖縣 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 

澎湖縣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金門縣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