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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Paxlovid

1.

二、 Molnupiravir

1.

2.

3.

三、

NO. 區域 縣市別 醫院名稱

1 台北區 基隆市 三軍總醫院基隆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2 台北區 基隆市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3 台北區 基隆市 醫療財團法人臺灣區煤礦業基金會臺灣礦工醫院

4 台北區 基隆市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5 台北區 臺北市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6 台北區 臺北市 臺北榮民總醫院

7 台北區 臺北市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辦理

8 台北區 臺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9 台北區 臺北市 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10 台北區 臺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11 台北區 臺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12 台北區 臺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請醫師於開立處方箋後登錄健保卡，並於24小時內比照現行處方藥品資料上傳方式將健保卡

就醫資料上傳（Paxlovid之藥品項目代碼為「XCOVID0001」、Molnupiravir藥品項目目代碼

為「XCOVID0002」）。

Paxlovid與Molnupiravir配賦醫院名單

由病例親友代持Paxlovid口服抗病毒藥物處方箋，就近前往存放藥物醫院領取者，請先以電

話聯繫醫院，確認服務時段及領取流程等資訊後，再行前往。

Molnupiravir目前無法採取釋出處方箋方式提供，須由開立處方箋院所填寫領用切結書及病

人名單，向存放藥品醫院領取後，再與病人或領藥者約定提供方式，將藥物提供病人進行治

療。

請申領藥品之院所需事先聯絡存放藥品醫院，確認該院存有藥品及申領方式後，再前往領

用。

請存放藥品醫院應將領用數量、申領機構名稱等資訊登錄於「智慧防疫物資管理資訊系統（

SMIS）」，領用切結書與領用病人名單正本應留存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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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區域 縣市別 醫院名稱

13 台北區 臺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14 台北區 臺北市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15 台北區 臺北市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

16 台北區 臺北市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17 台北區 臺北市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18 台北區 臺北市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19 台北區 臺北市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20 台北區 臺北市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21 台北區 臺北市 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22 台北區 臺北市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23 台北區 臺北市 西園醫療社團法人西園醫院

24 台北區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癌醫中心分院

25 台北區 臺北市 臺北市立關渡醫院─委託臺北榮民總醫院經營

26 台北區 新北市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27 台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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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台北區 新北市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29 台北區 新北市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30 台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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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台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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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台北區 新北市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

33 台北區 新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金山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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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台北區 新北市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

35 台北區 新北市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36 台北區 新北市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

37 台北區 新北市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38 台北區 新北市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安康院區

39 台北區 新北市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40 台北區 新北市 新泰綜合醫院

41 台北區 新北市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42 台北區 新北市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

43 台北區 新北市 瑞芳礦工醫院

44 台北區 新北市 豐榮醫院

45 台北區 宜蘭縣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

46 台北區 宜蘭縣 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

47 台北區 宜蘭縣 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

48 台北區 宜蘭縣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院

49 台北區 宜蘭縣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50 台北區 宜蘭縣 宜蘭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宜蘭仁愛醫院

51 台北區 金門縣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52 台北區 連江縣 連江縣立醫院

53 北區 桃園市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54 北區 桃園市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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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北區 桃園市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56 北區 桃園市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新屋分院

57 北區 桃園市 國軍桃園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58 北區 桃園市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59 北區 桃園市 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聖保祿醫院

60 北區 桃園市 敏盛綜合醫院

61 北區 桃園市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

62 北區 桃園市 天成醫院

63 北區 桃園市 怡仁綜合醫院

64 北區 桃園市 聯新國際醫院

65 北區 桃園市 中美醫院

66 北區 桃園市 居善醫院

67 北區 新竹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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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北區 新竹縣 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

69 北區 新竹縣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生醫醫院竹東院區

70 北區 新竹縣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

71 北區 新竹縣 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

72 北區 新竹縣 天主教仁慈醫療財團法人仁慈醫院

73 北區 新竹縣 大安醫院

74 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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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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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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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北區 新竹市 國軍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77 北區 新竹市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新竹國泰綜合醫院

78 北區 苗栗縣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79 北區 苗栗縣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苑裡李綜合醫院

80 北區 苗栗縣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81 北區 苗栗縣 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桃園仁愛之家附設苗栗新生醫院

82 北區 苗栗縣 大千綜合醫院

83 北區 苗栗縣 通霄光田醫院

84 中區 臺中市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85 中區 臺中市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86 中區 臺中市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87 中區 臺中市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88 中區 臺中市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89 中區 臺中市 臺中榮民總醫院

90 中區 臺中市 國軍臺中總醫院中清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91 中區 臺中市 國軍臺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92 中區 臺中市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93 中區 臺中市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94 中區 臺中市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95 中區 臺中市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96 中區 臺中市 澄清綜合醫院

第 5 頁，共 11 頁



NO. 區域 縣市別 醫院名稱

97 中區 臺中市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98 中區 臺中市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大甲李綜合醫院

99 中區 臺中市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大甲院區

100 中區 臺中市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101 中區 臺中市 清泉醫院

102 中區 臺中市 東勢區農會附設農民醫院

103 中區 臺中市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烏日林新醫院

104 中區 臺中市 長安醫院

105 中區 臺中市 澄清復健醫院

106 中區 彰化縣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107 中區 彰化縣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108 中區 彰化縣 惠來醫療社團法人宏仁醫院

109 中區 彰化縣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110 中區 彰化縣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督教醫院

111 中區 彰化縣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二林基督教醫院

112 中區 彰化縣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113 中區 彰化縣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督教醫院

114 中區 彰化縣 道周醫療社團法人道周醫院

115 中區 彰化縣 卓醫院

116 中區 彰化縣 員榮醫院員生院區

117 中區 彰化縣 員林何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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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中區 彰化縣 員郭醫院

119 中區 南投縣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

120 中區 南投縣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121 中區 南投縣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

122 中區 南投縣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

123 中區 南投縣 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

124 中區 南投縣 竹山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竹山秀傳醫院

125 南區 雲林縣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126 南區 雲林縣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

127 南區 雲林縣 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

128 南區 雲林縣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雲林長庚紀念醫院

129 南區 雲林縣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130 南區 雲林縣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雲林基督教醫院

131 南區 嘉義市 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

132 南區 嘉義市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133 南區 嘉義市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134 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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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南區 嘉義市 陽明醫院

136 南區 嘉義市 慶昇醫療社團法人慶昇醫院

137 南區 嘉義市 仁德醫療社團法人陳仁德醫院

138 南區 嘉義市 盧亞人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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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南區 嘉義市 祥太醫療社團法人祥太醫院

140 南區 嘉義縣 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

141 南區 嘉義縣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142 南區 嘉義縣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143 南區 嘉義縣 臺中榮民總醫院灣橋分院

144 南區 臺南市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145 南區 臺南市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146 南區 臺南市 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

147 南區 臺南市 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

148 南區 臺南市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149 南區 臺南市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新化分院

150 南區 臺南市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151 南區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152 南區 臺南市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153 南區 臺南市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154 南區 臺南市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台南新樓醫院

155 南區 臺南市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156 南區 臺南市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麻豆新樓醫院

157 南區 臺南市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158 南區 臺南市 郭綜合醫院

159 南區 臺南市 永川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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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高屏區 高雄市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161 高屏區 高雄市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162 高屏區 高雄市 高雄榮民總醫院

163 高屏區 高雄市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164 高屏區 高雄市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165 高屏區 高雄市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

166 高屏區 高雄市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167 高屏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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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高屏區 高雄市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169 高屏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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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高屏區 高雄市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171 高屏區 高雄市 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172 高屏區 高雄市 國軍高雄總醫院岡山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173 高屏區 高雄市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癌治療醫院

174 高屏區 高雄市 高雄市立鳳山醫院（委託長庚醫療財團法人經營）

175 高屏區 高雄市 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人聖功醫院

176 高屏區 高雄市 健仁醫院

177 高屏區 高雄市 大東醫院

178 高屏區 高雄市 建佑醫院

179 高屏區 高雄市 生安婦產小兒科醫院

180 高屏區 高雄市 安泰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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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高屏區 高雄市 吳昆哲婦產小兒科醫院

182 高屏區 高雄市 邱外科醫院

183 高屏區 高雄市 顏威裕醫院

184 高屏區 屏東縣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185 高屏區 屏東縣 高雄榮民總醫院屏東分院

186 高屏區 屏東縣 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建醫院

187 高屏區 屏東縣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潮州安泰醫院

188 高屏區 屏東縣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189 高屏區 屏東縣 恆基醫療財團法人恆春基督教醫院

190 高屏區 屏東縣 衛生福利部恆春旅遊醫院

191 高屏區 屏東縣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192 高屏區 屏東縣 國仁醫院

193 高屏區 屏東縣 南門醫療社團法人南門醫院

194 高屏區 屏東縣 枋寮醫療社團法人枋寮醫院

195 高屏區 屏東縣 國軍高雄總醫院屏東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196 高屏區 屏東縣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197 高屏區 屏東縣 大新醫院

198 高屏區 澎湖縣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199 高屏區 澎湖縣 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

200 東區 花蓮縣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201 東區 花蓮縣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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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東區 花蓮縣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203 東區 花蓮縣 國軍花蓮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204 東區 花蓮縣 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

205 東區 花蓮縣 臺北榮民總醫院鳳林分院

206 東區 花蓮縣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玉里慈濟醫院

207 東區 花蓮縣 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

208 東區 臺東縣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

209 東區 臺東縣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210 東區 臺東縣 東基醫療財團法人台東基督教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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