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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區域 縣市別 醫院名稱 地址 開放提供外院所處方箋領取日期 聯絡方式

1 臺北區 基隆市
三軍總醫院基隆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

處
基隆市中正區正榮街100號B1藥庫 2022/6/1

1.電話: 02-2463-3330分機79861
2. https://wwwv.tsgh.ndmctsgh.edu.tw/news/196/50000/16544/7900

2 臺北區 基隆市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222號1樓藥局 即日起
1.電話: 02-24313131分機2196
2.https://www.cgmh.org.tw/tw/News/Info/A/202205130007

3 臺北區 基隆市
醫療財團法人臺灣區煤礦業基金會臺灣

礦工醫院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29號 2022/6/1

1.電話: 02-24579101分機243或244
2. http://twmgh.com/News/Single/251

4 臺北區 基隆市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基隆市信二路268號藥庫 2022/5/20
1.電話: 02-24292525分機5108
2. https://www.kln.mohw.gov.tw/?aid=301&pid=0&page_name=detail&iid=3885

5 臺北區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7號 2022/5/13

1. 電話:
(02)23123456#265076(白天早上9:00-下午5：00)
(02)23123456#262667(假日及晚上)
2. https://www.ntuh.gov.tw/ntuh/News.action?q_type=-1&q_itemCode=11066

6 臺北區 臺北市 臺北榮民總醫院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201號 2022/5/16
1.電話: (02)28757282
2. https://wd.vghtpe.gov.tw/pharm/Index.action

7 臺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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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111號B1藥品管
理組

2022/5/18
周一至周五下午 2:00~5:00

1.電話: (02)29307930 #1138
2. https://www.wanfang.gov.tw/p2_news_detail.aspx?dd=819
(1) 由親友代持口服抗病毒藥物處方箋及病人健保卡至門診藥局諮詢櫃檯檢視處方箋
(2) 再由親友代持處方箋及病人健保卡至批價第 12 櫃臺掛號、批價及過卡
(3) 憑院外處方箋至門診藥局諮詢櫃檯領藥

8 臺北區 臺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臺北市士林區雨聲街105號(B1藥庫) 2022/5/17

開放民眾持他院所釋出之口服抗病毒藥物Paxlovid處方箋領藥：
一、可由非居家隔離中的親友需持下列資料，至門診批價窗口領號碼牌排隊，說明緣由。

1. 他院之處方箋正本。
2. 病人健保卡。
3. 病人及代理者，填寫治療同意書。
二、醫事課批價人員進行無掛批，於處方箋蓋章證明，繳交病人同意書。

三、再請親友持處方至藥局說明緣由，領取藥品Paxlovid。
四、電話：(02)2835-3456
五、連結網址：
https://tpech.gov.taipei/mp109181/News_Content.aspx?n=81ACC3C1FCD869B7&sms=78D644F
2755ACCAA&s=BD5C7C0C8B949F57

9 臺北區 臺北市
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

處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路131號 已開放

1.電話: (02)27656673(一~五 8:00~17:00)
2. https://wwwv.tsgh.ndmctsgh.edu.tw/news/193/20102/26621/8064

Paxlovid配賦醫院提供持釋出處方箋民眾領取藥物之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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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臺北區 臺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0號 2022/5/17

(一)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08:00-12:00; 下午13:00-16:30; 不含假日)。
(二)   請由非居家隔離、非居家檢疫、非自主防疫期間之親友代領，確診者本人請勿到院親
領。

(三)   需攜帶資料：
1、  處方箋(確認內容只有Paxlovid，無其他藥品才可領) 。
2、  確診者本人之健保卡。
3、  病人治療同意書由原開立醫療機構留存，不需攜帶。
(四)   領藥流程：
1、  至一樓批價櫃檯抽號碼牌，說明緣由並出示處方箋及確診者本人之健保卡，批價人員
無掛批後在處方箋上核章並寫上領藥號；

2、  再請親友持核章過之處方箋至一樓門診藥局依領藥號領藥，並註記代領者姓名及聯絡
電話。

(五)   連結網址：https://reurl.cc/g2aqgb
(六)   諮詢專線：1999或2709-3600轉(日)3149；(夜)3146

11 臺北區 臺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臺北市大同區鄭州路145號b1藥庫 2022/5/17

一、服務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08:00-12:00; 下午13:00-16:30; 不含假日)。
二、請由非居家隔離、非居家檢疫、非自主防疫期間之親友代領。

三、病人治療同意書由原開立醫療機構留存，不需攜帶。

四、需攜帶資料：

1. 處方箋(內容只有Paxlovid，無其他藥品)；
2. 處方病人之健保卡。
五、領藥流程：

1. 至一樓批價櫃檯抽號碼牌，批價人員進行無掛批後在處方箋上核章並寫上領藥號。
2. 攜帶處方箋至一樓門診藥局依領藥號領藥。
六、

1. (02)25523234#3172(白天早上8:00-下午5：00)
2. (02)25523234#6106(假日、晚上、急診)
3. (02)25523234#3074、3076(臨床)
七、連結網址：
https://tpech.gov.taipei/mp109141/News_Content.aspx?n=4A86E5870975D903&sms=78D644F27
55ACCAA&s=F7FBE2E387FAE00B

12 臺北區 臺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3號 2022/5/17

1.電話: (02)2388-9595 、(02)2391-6470
2.
https://tpech.gov.taipei/mp109161/News_Content.aspx?n=846957C2D9AFCAEB&sms=78D644F
2755ACCAA&s=E074EC5006859C56

13 臺北區 臺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87號 2022/5/17

1.服務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08:00-12:00; 下午13:00-16:30; 不含假日)。
2.請由非居家隔離、非居家檢疫、非自主防疫期間之親友代領。
3.需攜帶資料：(1)處方箋(內容只有Paxlovid，無其他藥品)；(2)處方病人之健保卡。
4.領藥流程：
(1)攜帶處方箋及健保卡至二樓櫃檯批價 ；
(2)攜帶批價後的處方箋至一樓門診藥局領藥。
非服務時間，請民眾利用提供Paxlovid領藥之社區藥局領取。
5.電話: (02)2786-1288
6.
https://tpech.gov.taipei/mp109171/News_Content.aspx?n=8CDE4D6B57ECBB8E&sms=78D644F
2755ACCAA&s=038FD554F4C4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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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臺北區 臺北市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二段325號 2022/5/16

1. 電話: (02)8792-3311#16616
2.
https://www2.ndmctsgh.edu.tw/newwebreg/Register/Doctors?pos=B&DeptCode=401&DeptGroup
=5

15 臺北區 臺北市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臺北長庚紀念醫院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99號B1藥庫 2022/5/13
1. 電話:(02)27135211#3360
2. https://www.cgmh.org.tw/tw/News/Info/A/202205130007

16 臺北區 臺北市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

院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二段424號 2022/6/1

1. 電話: (02)27718151
2. https://www.tahsda.org.tw/news/news_detail.php?id=1516

17 臺北區 臺北市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280號藥品管理
組第1分館B2

2022/5/16
1. 電話: (02)27082121
2.https://www.cgh.org.tw/ec99/rwd1320/news.asp?newsno=680

18 臺北區 臺北市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

偕紀念醫院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92號 2022/5/18

1. 電話: (02)2543-3535
2. https://www.mmh.org.tw/news_view.php?id=7430

19 臺北區 臺北市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臺北市士林區文昌路95號藥劑部 2022/5/13
1.電話: (02)28332211#2922
2. https://www.skh.org.tw/skh/newsDetail.html?newsId=1142

20 臺北區 臺北市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臺北市北投區振興街45號第一醫療大樓
B1藥庫

週一~週五 12:00-13:00 (限20位病人)

資料準備:處方簽 (開立 Paxlovid 處方簽)、 病人健保卡、代理人身分證/護照/駕照
領藥時間、地點：週一~週五 12:00-13:00 (限20位病人)、 第二醫療大樓入口處 (藥來速)
領取藥品：代領人填寫 「 Paxlovid 代領單」、 病人健保卡查詢: 雲端藥歷比對、 藥師發藥
及衛教

來院前可至本院藥學部網頁查詢或電話詢問藥品剩餘量

1.電話: (02)28264400#5604(一~五 8:00~17:00/六 8:00~12:00)
2. http://5600.depts.chgh.org.tw/Subject_news_detail.aspx?ArticleID=MjAyMjA1MTcwMDAz

21 臺北區 臺北市
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

心醫院
臺北市北投區立德路125號 已開放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函(肺中指字第
1113800215號)指示，提供民眾持他院釋出之Paxlovid處方箋領藥流程：
一、領取流程

1. 確診者將它院(所)所開立之Paxlovid處方箋及本人身分證/健保卡交付親友。
2. 確診者或親友先以電話聯繫本院醫院病人服務中心窗口(28970011轉分機3931)，確認本院
藥物存量是否足夠提供，並提供確診者基本資料及代領親友之姓名和連絡電話，且約定領

藥時間。

3. 受委託親友依據約定領藥時間，至本院病人服務中心中央櫃檯(地下一樓)，出示雙方身分
證件正本及健保卡，填寫受委託人代領Paxlovid藥品切結書，及讀(健保)卡和批價繳費。
4. 持切結書及批價完畢之處方箋至藥局領藥
二、電話：(02)28970011#3931
三、網址：https://www.kfsyscc.org/m/archives/category/news

22 臺北區 臺北市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2號 2022/5/18
1. 電話: (02)2738-0032
2. https://www.tmuh.org.tw/news/info/6499
請民眾在官網上預約，並且到戶外遠距領藥櫃檯領藥

23 臺北區 臺北市 西園醫療社團法人西園醫院 台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二段270號 每周二三五下午1400-1700

1.電話:02-2307-6968
2.http://www.westgarden.com.tw/2022/05/20/covid-19-
%e3%80%90%e8%97%a5%e7%89%a9%e9%96%80%e8%a8%ba%e3%80%91%e9%9d%9e%e6
%9c%ac%e9%99%a2paxlovid%e8%99%95%e6%96%b9%e7%ae%8b-
%e8%a6%aa%e5%8f%8b%e4%bb%a3%e9%a0%98%e6%9c%8d%e5%8b%99/

24 臺北區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癌醫中心

分院
台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三段155巷57號 2022/5/23

1.電話:(02)23220322#37307
2. https://www.ntucc.gov.tw/ntucc/News.action?q_type=-1&q_itemCode=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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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臺北區 臺北市
臺北市立關渡醫院―委託臺北榮民總醫

院經營
台北市北投區知行路225巷12號1樓藥局 星期一到五9:00-12:00，13:30-16:30

1.電話:02-28587000#2116
2.
https://www.gandau.gov.tw/News1/%E5%8F%A3%E6%9C%8D%E6%8A%97%E7%97%85%E6
%AF%92%E8%97%A5%E7%89%A9Paxlovid%E9%99%A2%E5%A4%96%E8%99%95%E6%9
6%B9%E9%A0%98%E8%97%A5%E6%B5%81%E7%A8%8B.htm

26 臺北區 新北市 瑞芳礦工醫院 新北市瑞芳區一坑路71-2號 已開放
1.電話:02-24974101#109
2.http://www.xn--est231c6ldo0lrzs6og.tw/index.html

27 臺北區 新北市 豐榮醫院 新北市新店區安德街26巷3號 已開放

1.電話:02-22122111#1105
2.https://frhosp.rghealth.com.tw/%e6%b0%91%e7%9c%be%e6%8c%81%e5%85%b6%e4%bb%9
6%e9%86%ab%e7%99%82%e9%99%a2%e6%89%80%e9%87%8b%e5%87%ba%e4%b9%8b%
e5%8f%a3%e6%9c%8d%e6%8a%97%e7%97%85%e6%af%92%e8%97%a5%e7%89%a9paxlovi
d%e8%99%95%e6%96%b9/

28 臺北區 新北市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127號藥庫 2022/5/16
1.電話:02-22765566分機2129或2122
2.https://www.tph.mohw.gov.tw/?aid=501&pid=0&page_name=detail&iid=253

29 臺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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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21號

2022/5/18起
星期一至五 14:00~16:00
(國定假日除外)

1.電話:02-77382525
2.於指定時間持他院Paxlovid處方箋，
至本院1樓藥物諮詢室由藥師受理調劑。
(https://www.femh.org.tw/research/news_detail?NewsNo=93&Class=5 )

30 臺北區 新北市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北慈濟醫院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289號B2藥庫 2022/5/16

1.電話:02-66289779分機2150
2.https://taipei.tzuchi.com.tw/%e9%98%b2%e7%96%ab%e5%bf%ab%e8%a8%8a%ef%bc%9aco
vid%e5%8f%a3%e6%9c%8dpaxlovid%e4%bb%96%e9%99%a2%e9%87%8b%e5%87%ba%e8%
99%95%e6%96%b9%e9%a0%98%e8%97%a5%e6%b5%81%e7%a8%8b/

31 臺北區 新北市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附設醫

院
新北市太山區貴子路69號B1藥庫 2022/5/16

1.電話:02-8512-8801
2.https://www.hospital.fju.edu.tw/Med/Content?CID=2022051301

32 臺北區 新北市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

水馬偕紀念醫院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45號 2022/5/18

1.電話:02-28094661分機2535
2.https://www.mmh.org.tw/webpage.php?id=250

33 臺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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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二段6號 2022/5/18
1.電話:02-22630588轉2822
2.https://www.cgmh.org.tw/tw/News/Info/A/202205130007

34 臺北區 新北市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3號 已開放
1.電話:02-29829111
2.https://www.ntch.ntpc.gov.tw/home.jsp?id=b0ad357ae42d3857&act=be4f48068b2b0031&datase
rno=a019f16df8800c97ebf710569f27d785&mserno=7c92934ee9eb055eca953e8c6540447c

35 臺北區 新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金山分院 新北市金山區五湖里玉爐路7號 已開放
1.電話:02-24989898
2.https://www.js.ntuh.gov.tw/NewsContent.aspx?id=55812&type=101

36 臺北區 新北市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

院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399號B1藥劑科 2022/5/16

1.電話:02-26723456轉7028
2.https://www.eck.org.tw/covid19/

37 臺北區 新北市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59巷2號?B1?藥庫 已開放
1.電話:02-26482121轉2381
2.https://sijhih.cgh.org.tw/ec99/rwd102/news.asp?newsno=327

38 臺北區 新北市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 新北市永和區中興街80號 2022/5/17 1.電話:0266206000

39 臺北區 新北市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2號 2022/5/18
1.電話:(02)2219-3391
2.https://www.cth.org.tw/?aid=401&page_name=detail&iid=942

40 臺北區 新北市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安康

院區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2號 2022/5/18

1.電話:請諮詢新店總院(02)2219-3391
2.https://www.cth.org.tw/?aid=401&page_name=detail&iid=942

41 臺北區 新北市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
學興建經營)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B1藥庫 2022/5/17
1.電話:02-22489211
2.https://www.shh.org.tw/page/NewsDetail.aspx?seq_no=2022051613402299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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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臺北區 新北市 新泰綜合醫院 新北巿新莊區新樹路176號 2022/5/23
1.電話:02-29962121#1000
2.http://www.sthosp.com.tw/index.php/news_detailed/index/606

43 臺北區 新北市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一段50巷2號藥庫 已開放
1.電話:02-82006600分機2175
2.http://www.lslp.mohw.gov.tw/web/news/news_in.jsp?np_no=NP1652945512553&lang=tw

44 臺北區 新北市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 新北市八里區華富山33號 2022/5/13
1.電話:02-26101660分機2503
2.https://www.bali.mohw.gov.tw/web/news/news_in.jsp?np_no=NP1652422781555&lang=tw

45 臺北區 宜蘭縣 宜蘭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宜蘭仁愛醫院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二段260號

自5/16起
週一至週六

早上 08:00-12:00
下午 2:00-5:00
晚上 6:00-9:00

1.電話:03-9321888分機1151、1152
2.http://www.jen-ai.org.tw/info/info.php?q=7&id=201

46 臺北區 宜蘭縣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 宜蘭市校舍路169號
星期一至五 9:00-21:00
星期六 9:00-12:00
111/5/23開始領取

1.電話:
(03)9325192轉11021
(03)9325192轉11161
2.https://www.hosp.nycu.edu.tw/

47 臺北區 宜蘭縣 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 宜蘭縣蘇澳鎮蘇濱路一段301號 自5/13起
1.電話:03-9905106#3602
2.https://www.savh.gov.tw/savh/index.php?mo=NewsInfo&ac=news1_show&sn=3930&num=6&n
g=1

48 臺北區 宜蘭縣 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 宜蘭縣員山鄉內城村榮光路386號 自5/13起
1.電話:03-9222141#3602
2.https://www.ysvh.gov.tw/ysvh/index.php?mo=NewsInfo&ac=news1_show&sn=7104

49 臺北區 宜蘭縣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

院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160號 星期 一~五 8:00-21:00 六:8:00-12:00

1.電話:
03-9544106#6123(上班時段)
03-9544106#6120(值班時段)

2.http://www.smh.org.tw/2014/?q=content/%E2%80%BB%E3%80%8A%E5%85%AC%E5%91%
8A%E3%80%8B%E7%BE%85%E6%9D%B1%E8%81%96%E6%AF%8D%E9%86%AB%E9%
99%A2-paxlovid-
%E4%BB%96%E9%99%A2%E8%99%95%E6%96%B9%E9%A0%98%E8%97%A5%E6%B5%
81%E7%A8%8B

50 臺北區 宜蘭縣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宜蘭縣羅東鎮南昌街83號
自5/16起
週一至週五 08:00-20:00
週六 08:00-12:00

1.電話:03-9543131#3157
2.https://www.pohai.org.tw/medical_detail.php?PKey=1520#sidebar_1

51 臺北區 金門縣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復興路2號(藥庫) 2022/5/18
1.電話: 082-332546分機11291
2.請持COVID-19口服抗病毒藥劑處方箋於門診時段至本院掛號室批價完成後於藥局領藥。
https://www.kmhp.mohw.gov.tw/?aid=301&page_name=detail&iid=1771

52 臺北區 連江縣 連江縣立醫院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217號 2022/5/12
1.電話:0836-23995#2102
2.https://www.matsuh.gov.tw/medical/content/A84FDAC59CF5C3CA6C3B7032C646EFC3

53 北區 桃園市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5號 已開放

1.03-3281200轉2674
2.首頁 >長庚體系>關於長庚 >醫院訊息>最新消息>公告民眾持他院釋出之Paxlovid處方箋至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下各醫院之領藥流程說明
https://reurl.cc/6Z7x5O

54 北區 桃園市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 桃園市桃園區龍壽街71號藥庫 已開放

1.03-3698553分機:2505或2506
2.首頁>訊息專區>最新消息>為提升Covid-19確診民眾取得Paxlovid口服抗病毒藥物之可近性
，本院提供民眾持他院釋出之Paxlovid處方箋至本院領藥。
https://reurl.cc/p1rA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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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北區 桃園市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1492號-門診大樓B1
藥庫

111/5/13

1.林小姐、鄭先生03-3699721 #2012)(非上班時間0919-961117
0989-092021)
2.首頁>訊息專區>最新消息>【防疫訊息】COVID-19公費口服抗病毒Paxlovid藥物領取
https://reurl.cc/9GQ54d

56 北區 桃園市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新屋分院
桃園市新屋區新屋里14鄰新福二路六號1F
藥庫

已開放

1.謝藥師03-4971989 #5142(非上班時間0963-083350)
2.首頁>訊息專區>最新消息【防疫訊息】COVID-19公費口服抗病毒Paxlovid藥物領取
https://reurl.cc/A74Y4E

57 北區 桃園市 國軍桃園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168號 已開放

1.周藥師03-4799595*325542(非上班時間0975-021955)
2.首頁>最新消息>本院公告>國軍桃園總醫院covid-19-他院釋出處方至本院之領藥流程
https://reurl.cc/Lm62m4

58 北區 桃園市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桃園市成功路三段一百號B1藥局 已開放

1.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09:00-12:00; 下午13:30-16:30; ) ；星期六(上午 09:00-
12:00)。
2.先以電話聯繫 03-3384889-2132，確認服務時段及領取流程。請由親友代領，確診者本人
請勿到院親領。

3.需攜帶資料：處方箋(只限 Paxlovid，無其他藥品才可領)、確診者本人之健保卡。
4.領藥流程：至本院醫療大樓一樓藥局出示處方箋及確診者本人之健保卡，藥師過卡調劑後
發藥，並進行用藥指導。 https://reurl.cc/2Zv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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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桃園區建新街123號 已開放

1.黃藥師03-3773320(非上班時間0975-838899)
2.上班日週一至週五0800-1800，周六0800-1600，例假日0800-1200
親友持外院Paxlovid處方箋(處方箋限只有Paxlovid一項)及病患健保卡至本院藥來速窗口領
藥。 https://reurl.cc/0pRDOK

60 北區 桃園市 敏盛綜合醫院 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168號B3藥劑科 已開放

1.親友可持病患公費口服抗病毒藥物處方籤至本院領藥
2.領藥時間: 星期一~五 : 09:00~21:00、星期六 : 09:00-13:00
3.領取地點 : 一樓發藥櫃檯
4.領藥流程 : 持健保卡及其他醫療院所處方箋正本（不接受影印本）至1樓住出院櫃檯入資
料過卡→再持處方箋至藥局領藥依領藥號領藥
 https://www.e-ms.com.tw/Message/MessageContents.aspx?MessageID=11354
5.連絡電話:江藥師03-3179599#7309(非上班時間0986-033033)

61 北區 桃園市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155號 已開放

1.謝藥師03-4629292#22528(非上班時間0921189669)
2.首頁>最新消息>公告COVID-19 公費口服抗病毒Paxlovid藥物領取方式
http://www.tcmg.com.tw/service/news_detail.php?No=&Key=1613

62 北區 桃園市 天成醫院 桃園市楊梅區中山北路一段356號 已開放

1.(03)4782350轉62531、62530、62523
2.首頁>最新消息>公告COVID-19 公費口服抗病毒Paxlovid藥物領取方式
https://www.tcmg.com.tw/ym/service/news_detail.php?No=&Key=1215

63 北區 桃園市 怡仁綜合醫院 桃園市楊梅區楊新北路321巷30號 2022/5/17
1.吳藥師03-4855566*1205或1206(非上班時間03-4855566#1206)
2.首頁>最新消息>自5/17起持公費口服抗病毒藥物處方籤至本院領藥流程
http://www.yeezen.com.tw/yzNewsContent.aspx?r=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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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北區 桃園市 聯新國際醫院
桃園市平鎮區廣泰路77號門診大樓B3藥
庫

已開放

聯新國際醫院

公費口服抗病毒Paxlovid藥物領取流程
1.親友可持公費口服抗病毒藥物處方箋至本院領藥
 領取時段 :
 星期一至星期五 09:00 - 22:00
 星期六 09:00 - 13:00
 領取地點 : 門診大樓一樓藥局
2.需攜帶證件 : 病人健保卡、處方箋、代領者證件
3.領藥流程 : 持健保卡及處方箋→門診大樓2樓批價櫃檯過卡→依領藥號領藥
4.連絡電話:03-494-1234分機2191

65 北區 桃園市 中美醫院 桃園巿中壢區中美路95號
平日周一至周五

上午8:30-11:30
下午13:00-16:00

1.03-4266222#103(上班時間)
2.親友可持公費口服抗病毒藥物處方箋至本院領藥，請確認為處方箋上僅有Paxlovid單一品
項 領取時段：
星期一至星期五 星期六
上午08:30 - 11:30 / 下午13:30 - 16:30 上午08:30 - 11:30
領取地點 : 一樓藥局
攜帶證件 : 病人健保卡、處方箋、代領者證件
領藥流程 : 持健保卡及處方箋→批價櫃檯過卡→依領藥號領藥 https://e-zm.com.tw/

66 北區 桃園市 居善醫院 桃園市大園區大觀路910號 一、二、三、四、五

1.電話:03-3866511#1810郭先生(上班時間)
2.門診時間：週一至週五，下午14:00~17:00。 
掛號方式：來電03-3866511預約，並加LINE ID：@350hwgym 將「快篩試劑」及「健保
卡」之合照傳至官方LINE以完成預約。
視訊看診結束後，須由未染疫之家人或朋友攜帶病人之健保卡至本院批價領藥。

本院亦提供其他未配賦新冠肺炎抗病毒口服藥(Paxlovid)之醫療院所釋出處方箋領藥服務，
領藥時間同門診時間。 http://www.jushan.com.tw/news2.asp?sn=1157

67 北區 新竹縣 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 新竹縣竹東鎮中豐路一段81號 已開放

1.電話:03-5962134分機502
2.首頁>COVID專區 相關公告資訊>Paxlovid口服抗病毒藥物外院處方箋領取流程
http://www.vhct.gov.tw/web/b04_covid19/covid-19_main.htm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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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縣竹東鎮至善路52號 已開放

1.首頁>訊息專區>最新消息>Paxlovid-處方箋領藥流程
https://www.hch.gov.tw/?aid=501&page_name=detail&iid=199

69 北區 新竹縣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

分院生醫醫院竹北院區
新竹縣竹北市生醫路一段2號 已開放

1.首頁>訊息專區>最新消息>Paxlovid-處方箋領藥流程
https://www.hch.gov.tw/?aid=501&page_name=detail&iid=199

70 北區 新竹縣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 新竹縣竹北市興隆路一段199號 已開放
1.首頁>最新消息>其他院所釋出之Paxlovid處方箋 領取口服抗病毒藥物之 領藥程序
http://www.cmu-hch.cmu.edu.tw/NewsInfo/NewsArticle?no=2139

71 北區 新竹縣 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二路69號 已開放

1.電話:03-5527000
2.首頁>最新資訊>本院自05/24起，接受民眾持其他醫療院所釋出處方箋代領COVID-19治療
用口服抗病毒藥物Paxlovid https://www.tyh.com.tw/b_news_s.php?new_id=3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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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北區 新竹縣 天主教仁慈醫療財團法人仁慈醫院 新竹縣湖口鄉忠孝路29號 已開放

1.電話:03-5993500
2.首頁>COVID-19專區>仁慈醫院接受外院輝瑞抗病毒藥物處方調劑作業
https://www.mercy.org.tw/?aid=66&pid=0&page_name=detail&iid=1063

73 北區 新竹縣 大安醫院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318巷6號 已開放

1.電話:03-5557188
2.1.首頁>最新消息>本院自6/6起，接受民眾代持其他醫療院所釋出處方箋領取"COVID-19"
口服抗病毒藥物Paxlovid，http://www.daanhosp.com.tw/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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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市經國路一段442巷25號藥庫 已開放

1.電話03-5326151分機524203
2.首頁>訊息專區>最新消息>Paxlovid-處方箋領藥流程
https://www.hch.gov.tw/?aid=501&page_name=detail&iid=199

75 北區 新竹市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新

竹馬偕紀念醫院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690號藥庫 已開放

1.電話03-6119595轉2243
2.首頁 非本院Paxlovid 處方箋預約領藥
https://www.hc.mmh.org.tw/webpage.php?id=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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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市北區武陵路3號 已開放

1.電話:03-5348181轉325873
2.首頁>消息>最新消息(COVID-19口服抗病毒藥物領藥預約平
台)https://813.mnd.gov.tw/news01/covid-
19%e5%8f%a3%e6%9c%8d%e6%8a%97%e7%97%85%e6%af%92%e8%97%a5%e7%89%a9%e
9%a0%98%e8%97%a5%e9%a0%90%e7%b4%84%e5%b9%b3%e5%8f%b0/
(google表單填寫預約:https://forms.gle/54jxdBbE4NHrmPbA9)

77 北區 新竹市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新竹國泰綜合醫院 新竹市東區中華路2段678號藥庫 已開放

1.電話:03-5278999 轉5555或6666
2網路預約-新竹國泰綜合醫院官網>網路掛號>防疫門診專區>非本院Paxlovid處方箋預約領
藥https://reg.cgh.org.tw/tw/reg/COVID_08.jsp?area=3

78 北區 苗栗縣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苗栗市為公路747號 2022/5/14
1.電話:037-261920分機2011
2.首頁>訊息專區>最新消息><月14日開始實施他院釋出Paxlovid處方箋之領藥流程!!
https://www.mil.mohw.gov.tw/?aid=301&page_name=detail&iid=727

79 北區 苗栗縣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苑裡李綜合醫院 苗栗縣苑裡鎮和平路168號
已開始 1.電話:037-862387

2.首頁<covid19 paxlovid專區<paxlovid 院外處方領藥流程說明
http://www.leehospital.com.tw/網路掛號/Paxlovid院外處方領藥流程.pdf

80 北區 苗栗縣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苗栗縣頭份市信義路128號 已開放

1.電話:037676811 轉88310
2.首頁<訊息專區<防疫專區<【公告】2022/5/16起，開放外院所Paxlovi處方箋領藥流程
https://www.weigong.org.tw/?aid=322&page_name=detail&iid=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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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栗縣苗栗市新東街117號

82 北區 苗栗縣 大千綜合醫院 苗栗縣苗栗市恭敬路36號急診藥局 已開放

1.電話:(037)357125轉61009
2.首頁>最新消息>開放外院所-處方箋領取口服抗病毒藥物Paxlovid
http://www.dachien.com.tw/news_detail.php?id=582

83 北區 苗栗縣 通霄光田醫院 苗栗縣通霄鎮中山路88號 已開放

1.電話:037-759999轉153
2.首頁>最新消息> 開放外院所-處方箋領取口服抗病毒藥物Paxlovid
http://www.ts.ktgh.com.tw/

84 中區 臺中市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99號 2022/5/13
1.電話:04-22294411#3325
2. https://www.taic.mohw.gov.tw/?aid=301&page_name=detail&iid=6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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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中區 臺中市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966號 2022/5/16
1.電話:04-24632000#55285
2. https://ck.ccgh.com.tw/people_listDetail1248.htm

86 中區 臺中市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臺中市豐原區安康路100號 2022/5/16
1.電話:04-25271180 #1061
2. https://www.fyh.mohw.gov.tw/?aid=301&page_name=detail&iid=2537&pid=0

87 中區 臺中市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臺中市北區育德路2號B2西藥庫 2022/5/17

1.電話:04-22062121 #5434
2.代領家屬持 Paxlovid 處方箋及健保卡至立夫/急重症，批價櫃檯完成批價程序取得領藥號
至藥局領取

3. 流程告於本院藥劑部網頁 https://www.cmuh.cmu.edu.tw/Department/Detail?depid=105

88 中區 臺中市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2022/5/16
1.電話:04-24739595分機38211
2. http://web.csh.org.tw/web/csh/?p=20192

89 中區 臺中市 臺中榮民總醫院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1650號 2022/5/20
1.電話:04-23592525 #4605
2.公告於本院網頁
https://www.vghtc.gov.tw/UnitPage/UnitNewsContent?BreakingNewsID=b3261ef7-7394-4e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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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北區忠明路500號 2022/5/16

1.電話:04-22033178#525046
2. https://803.mnd.gov.tw/covid-19/國軍臺中總醫院口服抗病毒藥物paxlovid交付處方箋-領藥/

91 中區 臺中市 國軍臺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348號 2022/5/16
1. 電話:04-23933786
2. https://803.mnd.gov.tw/covid-19/國軍臺中總醫院口服抗病毒藥物paxlovid交付處方箋-領藥/

92 中區 臺中市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臺中市梧棲區臺灣大道八段699號B4藥劑
部辦公室

2022/5/13

1.電話:04-26581919#4608
2.流程:
W1~W5 09:00~21:00；W6 09:00~12:00
(1)持處方箋與健保卡
(2)至梧棲院區地下一樓批價櫃檯批價
(3)至B1藥局領藥

93 中區 臺中市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中慈濟醫院 臺中市潭子區豐興路一段88號 2022/5/16
1.電話:04-36060666#3531
2.服務時段：週一至週五上午9點至下午5點；週六上午9點至12點
健保卡、處方箋(Paxlovid單獨開立處方箋)，第一院區一樓藥來速領藥。

94 中區 臺中市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臺中市大里區東榮路483號 2022/5/13
1.電話: 04-24819900-11137
2.https://www.jah.org.tw/news/index-1.asp?m=9&m1=7&m2=69&id=2976

95 中區 臺中市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臺中市霧峰區福新路222號 2022/5/16

1.電話:04-37061668#1144
時段: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至下午5:00；星期六上午8:30-12:00
2.流程:
(1) 民眾持A.其他醫療院所處方箋(僅開立Paxlovid)、B.健保卡 至醫院櫃臺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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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中區 臺中市 澄清綜合醫院 臺中市中區平等街139號 2022/5/17
1.電話:04-24632000#66106
2.周一至周五 下午14：00~17：00
https://pt.ccgh.com.tw/people_listDetail726.htm

97 中區 臺中市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臺中市南屯區惠中路三段36號 2022/5/16

1.電話:04-22586688-1713
2.
http://www.lshosp.com.tw/%E6%9C%80%E6%96%B0%E6%B6%88%E6%81%AF/paxlovid%E8
%99%95%E6%96%B9%E7%AE%8B%E9%A0%98%E8%97%A5%E6%B5%81%E7%A8%8B/

98 中區 臺中市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大甲李綜合醫院 臺中市大甲區八德街2號 2022/5/18

1.電話: 04-26862288#2177
2.週一~週五 14:00-17:00
http://www.leehospital.com.tw/%E7%B6%B2%E8%B7%AF%E6%8E%9B%E8%99%9F/medicin
e.html

99 中區 臺中市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大甲院

區
臺中市大甲區經國路321號 2022/5/16

1.電話: 04-26885599
2. https://www.ktgh.com.tw/News_Look.asp?NewsID=1646

100 中區 臺中市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沙鹿總

院
臺中市沙鹿區沙田路117號B1藥庫 2022/5/16

1.電話: 04-26625111#2081
2.於公告服務時段至本院批價櫃檯完成批價建檔，由批價人員將領藥號手寫於處方箋
https://www.ktgh.com.tw/News_Look.asp?NewsID=1646

101 中區 臺中市 清泉醫院 臺中市大雅區雅潭路4段80號 2022/5/16
1.電話: 04-25605600*2012
2. https://www.ching-chyuan.com.tw/?aid=108&page_name=detail&iid=147

102 中區 臺中市 東勢區農會附設農民醫院 臺中市東勢區豐勢路297號 2022/5/25
1.電話: 04-25771919#160
2. http://www.fh.org.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783:covid-
19&catid=39:2012-03-06-13-50-47&Itemid=162

103 中區 臺中市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烏日林新醫院 臺中市烏日區榮和路168號 2022/5/27(需先電話預約)
1.電話: 04-23388766 #1711
2. https://wlshosp.org.tw/最新消息/他院確診病人至烏日林新領公費covid-19口服抗病毒藥物
流程/

104 中區 臺中市 長安醫院 臺中市太平區永平路一段9號 2022/5/16 1.電話: 04-36113611#3121
2. http://www.everanhospital.com.tw/news/news_content.php?news_id=566

105 中區 臺中市 澄清復健醫院 臺中市西屯區敬德街8之1號 111/5/27 1.電話: 04-24612366#81117
2. https://www.ccrh.com.tw/news-detail.php?news_id=67

106 中區 彰化縣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

院
彰化縣彰化市光南里南校街135號 2022/5/17

1.電話:04-7238595#3158
2.醫院網站公告，https://pharm.cch.org.tw/

107 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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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5/16

1.電話: 04-8298686#1733
2.醫院網站公告，https://www.chhw.mohw.gov.tw/?aid=319&page_name=detail&iid=975
週一至週五08:00~17:00，週六8:00~12:00
持處方箋及健保卡到藥局辦理

108 中區 彰化縣 惠來醫療社團法人宏仁醫院 彰化縣員林市惠來街89號 2022/5/16
1.電話:04-8375878#1165
2.https://www.hongren.com.tw/news/3/337

109 中區 彰化縣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路6號藥學部 2022/5/13

1.電話: 04-7813888#71257
2.醫院網站公告、FB公告，
https://www.cbshow.org.tw/changbin/shownews_detail.aspx?Kind=4&Type=1&No=7945
週一至週五下午開放領取

提供專線，持處方箋、健保卡到院辦理

110 中區 彰化縣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督教醫

院
彰化縣員林市莒光路456號 2022/5/16

1.電話: 04-8381456#1930
2.醫院網站公告，https://bc.cch.org.tw/news_detial.aspx?cID=1&Key=499
週一至週五08:30~17:00，週六8:30~12:30
民眾持處方箋及健保卡在醫院得來速窗口辦理領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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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中區 彰化縣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二林基督教醫

院
彰化縣二林鎮大成路一段558號 2022/5/18

1.電話: 04-8952031#8178
2.醫院網站公告，https://erhlin.cch.org.tw/news_detial.aspx?cID=1&Key=155
週一至週五14:00~16:30
電話確認藥品，戶外慢性處方箋得來速窗口領藥及登入健保卡

112 中區 彰化縣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市南平街61巷51號南平大樓二樓藥局 2022/5/16

1.電話: 04-7256166 #88255、88256
2.醫院網站公告、FB公告，
https://www.show.org.tw/Shownews_detail.aspx?Kind=3&Type=2&No=7948
週一至週五下午開放領取

提供專線，可以直接在延平大樓領藥

113 中區 彰化縣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督教醫

院
彰化縣鹿港鎮埔崙里中正路480號 2022/5/16

1.電話:04-7779595#7150
2.醫院網站公告、跑馬燈，http://www.rc.cch.org.tw/news_detial.aspx?cID=1&Key=2468
週一至週五14:00~16:00

114 中區 彰化縣 道周醫療社團法人道周醫院 彰化縣和美鎮和光路180號 2022/5/16
1.電話:04-7566995#110
2. http://www.farlinhospital.com/msg/msg183.html
週一至週六15:00~17:00

115 中區 彰化縣 卓醫院 彰化縣北斗鎮中山路一段311號 2022/5/14
1.電話:04-8882995
2.https://www.chohp.com.tw/?aid=101&page_name=detail&iid=69

116 中區 彰化縣 員榮醫院員生院區 彰化縣員林市莒光路359號 2022/5/16
1.電話:04-8326161#2134
2.https://www.ysh.org.tw/?p=7236

117 中區 彰化縣 員林何醫院 彰化縣員林市民族街33號 於醫院網站公告
1.電話: 04-8343838分機101
2.於醫院網站公告，http://www.ho-lin.com.tw/

118 中區 彰化縣 員郭醫院 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大道六段51號 於醫院網站及APP公告
1.電話: 04-8312889分機1125
2. 於醫院網站及APP公告
  http://www.yuankuo.com.tw/民眾持其他院所釋出covid-19-抗病毒藥：paxlovid處方箋至本院/

119 中區 南投縣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 南投縣草屯鎮玉屏路161號 2022/5/13
1.電話: 049-2550800#2401
2.上班時間： (周一至周五) 08:30~16:30 (不含例假日)
https://www.ttpc.mohw.gov.tw/?aid=301&pid=0&page_name=detail&iid=6006

120 中區 南投縣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478號 2022/5/16
1.電話:049-2231150#1253
2.星期一至五 AM8:00~PM9:00
https://www.nant.mohw.gov.tw/?aid=301&pid=0&page_name=detail&iid=668

121 中區 南投縣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 南投縣埔里鎮榮光路一號 2022/5/20
1.電話: 049-2990833#3050
2.https://www.pulivh.gov.tw/PageView/RowView?WebMenuID=431b2c08-bd4a-49de-9208-
fd057f830d59

122 中區 南投縣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 南投縣埔里鎮鐵山路1號 2022/5/20

1.電話: 049-2914223
2.週一至週五14:00~17:00
親友代持口服抗病毒藥物處方箋與病人健保卡，至埔里基督教醫院藥來速窗口領取抗病毒

藥物(Paxlovid)
 https://www.pch.org.tw/

123 中區 南投縣 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 南投縣草屯鎮太平路一段200號 2022/5/18
1.電話: 049-2358151 #1123
2. http://www.yumin.com.tw/newsdetail_tw.php?id=5624

124 中區 南投縣 竹山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竹山秀傳醫院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二段75號 2022/5/18
1.電話: 049-2624266
2. http://www.csshow.org.tw/new_convenient/convenient_16.asp

125 南區 雲林縣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79號
週一至週五，上午8:00~12:00；下午
13:00~17:00

1.電話: 05-5323911#2001
2.https://www.ylh.gov.tw/?aid=115

126 南區 雲林縣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 雲林縣斗六市莊敬路345號 已開放

1.電話: 05-5332121#6511
2.https://d6www.hosp.ncku.edu.tw/actnews/1110601-成大醫院斗六分院Paxlovid之院外處方箋
至本院領藥流程（民眾版）V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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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南區 雲林縣 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 雲林縣虎尾鎮新生路74號 週一至週五，08:30-16:30例假日除外
1. 05-6337333 #2150或05-6335410
2. http://www.stjoho.org.tw/www2012/news.aspx?newsno=21512

128 南區 雲林縣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雲林長庚紀念醫院 雲林縣麥寮鄉中興村工業路1500號 2022/5/16

1. 請民眾先以電話聯繫本院藥局(05- 6915151轉2130)，確認藥品庫存、服務時段等相關事宜
再前往本院。

2. 請民眾持口服抗病毒藥物處方箋先至門診藥局櫃檯，確認處方箋正確性後依指示領藥；
發藥後處方由藥局集中留存。

129 南區 雲林縣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雲林縣北港鎮新德路123號 2022/5/17 開放
1.電話: (05)783-7901#1185
2. http://www2.bh.cmu.edu.tw/

130 南區 雲林縣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雲林基督教醫

院
雲林縣西螺鎮市場南路375號 2022/5/16

1.電話: 05-5871111-5151
2. 病人可持其他院所交付Paxlovid口服抗病毒藥物處方箋至本院收費櫃台批價，並至門診藥
局領藥。

131 南區 嘉義縣 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 嘉義縣朴子市永和里42-50號 2022/5/12

1. 電話: 05-3620600轉分機214
2. 視訊看診後，親人憑PAXLOVID 處方箋至朴子醫院領取，需留相關資料，即可領取，惟
不論開立數量，一概以一個療程算，一個療程為1盒30粒5天用量。
https://www.puzih.mohw.gov.tw/?aid=304&pid=56&page_name=detail&iid=2236

132 南區 嘉義縣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8號 2022/6/1
1. 電話: 05-3621000 #2130
2. https://www.cgmh.org.tw/tw/News/Info/A/202205130007

133 南區 嘉義縣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嘉義縣大林鎮民生路2號 2022/5/17
1. 電話: 05-2648000 分機:5356，值班時間請聯繫諮詢專線 (分機:5384)
2.https://dalin.tzuchi.com.tw/news/3642

134 南區 嘉義縣 臺中榮民總醫院灣橋分院 嘉義縣竹崎鄉灣橋村石麻園38號 2022/5/23起

1. 電話: (05)2791072 轉分機 7107 或 7109 
2. https://www.vhwc.gov.tw/Module/BreakingNewsContent?BreakingNewsID=7d9c243c-b1a1-
4408-a41c-4a22fb03d1a3&UnitID=fbb1c734-f7d0-41c4-93d8-
261f32f1db04&WebMenuID=c47a00fc-ee22-4871-b6ec-5dc557ec27b3

135 南區 嘉義市 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 嘉義市北港路312號B1藥庫 2022/5/13
1.電話:05-2319090
2.https://www.chyi.mohw.gov.tw/page.asp?mainid={BFBACF0B-94EC-41FE-A243-
8EFA0B8A5D5F}

136 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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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於2022/5/23開始領取，實際領用時間依公
布為準

1.電話:(05)2359630 轉分機 1801 或 1805
2.本院首頁→訊息專區→最新公告→公費 COVID-19外院處方箋領藥公告
http://www.vhcy.gov.tw/Module/BreakingNewsContent?BreakingNewsID=8f2e2a0d-06b3-4395-
b954-48a774ade30a&UnitID=fbb1c734-f7d0-41c4-93d8-261f32f1db04&WebMenuID=c47a00fc-
ee22-4871-b6ec-5dc557ec27b3

137 南區 嘉義市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嘉義市東區忠孝路642號B1 2022/5/16
1.電話:05-2764994
2.https://www.cych.org.tw/cychweb/cych3/picindex_content.aspx?b_id=297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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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市大雅路2段565號B1藥庫 週一至週五：下午13:00-17:00

1.電話:05-2756000轉3102
2.http://www.stm.org.tw/new/web/covid19/d03.asp

139 南區 嘉義市 陽明醫院 嘉義市東區吳鳳北路252號B1藥庫 2022/5/18
1.電話:05-2252000 轉1703
2.領取流程詳情公布於官網
http://www.ymhospita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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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南區 嘉義市 慶昇醫療社團法人慶昇醫院 嘉義市新榮路339之1號 2022/5/18
1.電話:05-2229191 轉108
2.領取流程詳情公布於官網
http://www.cycsh.org.tw/

141 南區 嘉義市 仁德醫療社團法人陳仁德醫院 嘉義市林森西路285號1樓藥局 2022/5/13
1.電話:05-2258279 轉113
2.https://www.jdhc.org.tw/article_d.php?lang=tw&tb=10&cid=8&id=1314

142 南區 嘉義市 盧亞人醫院 嘉義市民權路406號 2022/5/12
1. 05-2248347 轉317
2.週一至週五
http://www.luyaren.com.tw/news_content.aspx?id=58

143 南區 嘉義市 祥太醫療社團法人祥太醫院 嘉義市西區延平街490號
5/31起開放
每周二、四 下午時段:14:00~1500(不含周六、
週日、國定假日)

1.電話:05-2230398#217
2.祥太醫院FB
https://www.facebook.com/215404565144608/photos/a.1275622705789450/5498537950164550/

144 南區 臺南市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 預計2022年5月20之後
1.電話: 06-281-2811
2.奇美醫院網頁首頁公告
http://www.chimei.org.tw/index.html

145 南區 臺南市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25號 自2022/5/16起開放外院所Paxlovid處方箋領取

1.電話: 0975005307
2.領取流程公告在本院網頁最新消息
https://www.tnhosp.mohw.gov.tw/page.asp?mainid={F428BFA4-8EF9-4E21-A491-
1D7D08254D10}

146 南區 臺南市 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 臺南市仁德區中山路864號
2022/5/16起，週一至週五上午09:00-11:30，下
午13:00-16:30，國定例假日除外。

1. 電話: 06-270-5911
2. https://www.ccd.mohw.gov.tw/public/news/news/1db35197a084af2905a85f13fd85ed62.jpg

147 南區 臺南市 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 臺南市仁德區裕忠路539號 自2022/5/17起開放外院所Paxlovid處方箋領取
1.電話: 06-279-5019
2.領取流程公告在本院網頁最新消息
https://www.cnpc.mohw.gov.tw/public/news1/1002/2d806d15e0c66e316b46fcda3f0196ea.pdf

148 南區 臺南市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臺南市新營區信義街73號 2022/5/16起
1.電話: 06-635-1131
2. https://www.syh.mohw.gov.tw/public/news/b96cc06641801b3e0a57285198dbe880.jpg

149 南區 臺南市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新化分院 臺南市新化區那菝里牧場72號 已開放

1.電話: 06-591-1929
2.週一至週五 上午 08:30-12:00；下午 01:30-05:00
因疫情及藥品供應狀況隨時可能異動，如有更新流程或配合事項將直接於本院最新消息公

告
https://www.tnhosp.mohw.gov.tw/page.asp?mainid={F428BFA4-8EF9-4E21-A491-
1D7D08254D10}

150 南區 臺南市
臺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
經營)

臺南市東區崇德路670號 週一至週五9:00-18:00 週六9:00-12:00
1.電話:06-260-9926
2.週一至週五9:00-18:00 週六9:00-12:00
請持處方箋及健保卡至醫院大門口藥來速辦理掛號,批價過卡及領藥

151 南區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南市北區勝利路138號(藥劑部藥庫) 2022/5/16
1.電話: 06-235-3535
2. https://www.hosp.ncku.edu.tw/External/2019-nCoV/newsItem.aspx?SeqNO=148

152 南區 臺南市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臺南市永康區復興路427號 2022/5/13開始
1.電話: 06-312-5101
高榮臺南分院 covid 19 專區 https://reurl.cc/k1QnYx

153 南區 臺南市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臺南市佳里區佳興里佳里興606號 預計2022年5月20之後
1.電話: 06-726-3333
2.奇美醫院網頁:http://www.chimei.org.tw/
(與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一致)

154 南區 臺南市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臺

南新樓醫院
臺南市東區東門路一段57號

周一~周五 上午時段:09:00~12:00(不含周六、
週日、國定假日)

1.電話: 06-274-8316
2.預約時間-W1~W5 08:00~11:00
http://class.sinlau.org.tw/mode02.asp?m=202205131409461&t=sub

155 南區 臺南市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臺南市柳營區太康里太康201號藥劑部 2022/5/20
1.電話: 06-622-6999 #73101
2.奇美醫院網頁:http://www.chimei.org.tw/
(與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一致)

156 南區 臺南市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麻

豆新樓醫院
臺南市麻豆區麻佳路一段207號 5/16起  W1-W5 09:00-12:00

1.電話: 06-570-2228
2.網路預約掛號08:00-11:00/現場掛號領藥
http://class.sinlau.org.tw/mode02.asp?m=202104121711171&t=sub&d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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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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安南區長和路二段66號B1 已開放
1.電話: 06-355-3111
2. http://www.tmanh.org.tw/NewsInfo/NewsArticle?no=2215

158 南區 臺南市 郭綜合醫院 臺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二段22號(B1藥庫) 每週四下午14：00~16：30
1.電話:06-2221111#1131或#2152
2.確診者家屬(未被匡列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持確診者健保卡及原院所開立paxlovid處方
箋至本院批掛初診櫃臺→憑原院所開立paxlovid處方箋+本院處方箋至藥局領藥。

159 南區 臺南市 永川醫院 臺南市中西區成功路169號
每週一-五上午09:00~12:00
(不含周六、週日、國定假日)

1.電話:06-2245771、06-2234055-轉藥局
2.永川醫院網頁首頁http://www.ychospital.org/service.php
3.可加LINE ID做詢問0978-089-180

160 高屏區 高雄市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4號 2022/5/13
1.電話:07-7511131#2127
2.https://kmsh.kcg.gov.tw/News_Content.aspx?n=2D7927BEC0BE677D&sms=CD05222C623902
E8&s=C8678541C04FAB2C

161 高屏區 高雄市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高雄市旗山區中學路60號 2022/5/13
1.電話:07-6613811#1103
2.https://www.chis.mohw.gov.tw/?aid=301&page_name=detail&iid=3725

162 高屏區 高雄市 高雄榮民總醫院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386號 2022/5/17
1.電話:領取諮詢:07-3422121轉78326、客服中心07-3468079
2.https://www.vghks.gov.tw/News_Content.aspx?n=E8B390B9BE5D0E7E&sms=182760718EAA
9D72&s=E42F32657AD4AF19

163 高屏區 高雄市 建佑醫院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360號 2022/5/16
1.電話:07-6437901#150、151
2.http://www.chien-yu.com.tw/news_detail.php?id=4131

164 高屏區 高雄市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123號 2022/5/13
1.電話:(07)7317123#2130
2.每周一到五  08:00～17:30
https://www.cgmh.org.tw/tw/News/Info/A/202205130007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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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100號 2022/5/13

1.電話:07-3121101#7194
2.https://www.kmuh.org.tw/Web/MedBookingSys

166 高屏區 高雄市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162號 2022/5/13
1.電話:07-3351121#1369、1631
07-3351121#2210
2.http://www.yuanhosp.com.tw/NewsDetail.php?ContentNo=129

167 高屏區 高雄市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高雄市燕巢區義大路1號 2022/5/13

1.電話:07-6150011#2000
2.每周開放領取的時間:  每周一至五 上午09:00～12:00下午14:00～17:00、週末及例假日暫
停受理
https://www.edah.org.tw/month/shownews.asp?id=1926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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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482號 2022/5/13
1.電話:07-8036783#3325、3151
2.https://www.kmsh.org.tw/news/post_data.asp?P_classify=1&P_id=14653

169 高屏區 高雄市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976號 2022/5/13
1.電話:07-5552565轉2082或2123或2135
2.週一至週五上午08:30-11:30、下午13:30-17:00、夜間18:00-20:30
https://www.kmuh.gov.tw/NewsDetail.aspx?d7aMNhWtKTRLcLJkDYUyFA==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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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68號 2022/5/13
1.電話:07-2911101 #8375
2.https://www.kmtth.org.tw/Web/MedBookingSys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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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左營區軍校路553號 2022/5/16

1.電話:(07)581-7121#2136、2003
2.本院門診服務時間：
(1)週一至週五：上午0830~1130時、下午1300~1630時。
(2)夜間僅週一、週二、週四：1730~2000時。
(3)週六：0800~1100時。
(4)週日無提供旨揭服務。
https://806.mnd.gov.tw/index.php?page=news&NID=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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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高屏區 高雄市 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2號 2022/5/16

1.電話:07-7496730、07-7490633
2.https://802.mnd.gov.tw/DetailP00135.ShowItemDetailState.do?StateEvent=GetNewsEvent&Mas
terRecord.CreateDate=2022-05-13%2017:02:01

https://802.mnd.gov.tw/DetailP00135.ShowItemDetailState.do?StateEvent=GetNewsEvent&Maste
rRecord.CreateDate=2022-05-13%2017:02:48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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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岡山區大義2路1號 2022/5/13

1.電話:07-6250919#1082
2.https://814.mnd.gov.tw/DetailP00135.ShowItemDetailState.do?StateEvent=GetNewsEvent&Mas
terRecord.CreateDate=2022-05-13%2014:18:47

174 高屏區 高雄市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癌治療醫院 高雄市燕巢區角宿里義大路21號 2022/5/13

1.電話:07-6150022分機 6200
2.每周開放領取的時間:  每周一至五 上午09:00～12:00下午14:00～17:00，週末及例假日暫
停受理
https://www.edch.org.tw/month/shownews.asp?id=1926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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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42之1號 2022/5/13

1.電話:077418151#3383
2.鳳山院區,協調執行方式如下:
院外新冠口服抗病毒藥品處方院內領用瓣法

(1)自20220513開始
(2)民眾準備資料：健保卡，處方箋(有醫師章)。
(3)批價地點：鳳山醫院批價櫃檯。
(4)領藥地點：鳳山醫院門診藥局。
(5)批價領藥時間：配合鳳山醫院門診開放時間，W1~W5：08:30~17:00；W6；W7：不開
放。

176 高屏區 高雄市 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人聖功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352號 2022/5/19
1.07-2288153#2122
2.http://web.joseph.org.tw/page_69_2262.htm

177 高屏區 高雄市 健仁醫院 高雄市楠梓區楠陽路136號 2022/5/16
1.電話:07-3517166 分機1123或1120
2.http://www.jiannren.org.tw/jiannren/news_detail.php?id=729

178 高屏區 高雄市 大東醫院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171-2號 2022/5/13
1.電話:07-7463762#102
2.週一至週五 0900-2100
http://www.da-dong.com.tw/content-73.html

179 高屏區 高雄市 生安婦產小兒科醫院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路177號 2022/5/23 1.電話:07-5223138#216
2.http://www.sanhospital.com.tw/ActNews.asp?newsid=838

180 高屏區 高雄市 安泰醫院 高雄市小港區學府路111號 2022/6/1 1.電話:07-8017856#轉109
2.http://www.antai.tw/news_info.asp?id=453

181 高屏區 高雄市 吳昆哲婦產小兒科醫院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430號 2022/5/23 1.電話:07-3319611#112、113
2.https://www.drwuhospital.com.tw/news_page.php?id=171

182 高屏區 高雄市 邱外科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137號 2022/6/1 1.電話:07-3335140
2.http://www.chiuhospital.com.tw/

183 高屏區 高雄市 顏威裕醫院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826號 2022/6/1 1.電話:07-3639053
2.https://www.facebook.com/100648232689340/posts/100678862686277/

184 高屏區 澎湖縣 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10號 2022/5/16
1.電話:06-9261151#50110-2
2.每周開放領取的時間: 每周一到周五，上午08:30～12:00、下午14:30～17:30
https://www.pngh.mohw.gov.tw/?aid=503&page_name=detail&iid=94

185 高屏區 澎湖縣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

處
澎湖縣馬公市前寮里90號 2022/5/18

1.電話:06-9211116#59102
06-9211116#15969
2.https://wwwv.tsgh.ndmctsgh.edu.tw/news/195/40000/16277/7886

186 高屏區 屏東縣 衛生福利部恆春旅遊醫院 屏東縣恆春鎮恆南路188號 2022/5/13
1.電話:08-8892704#2105
2.https://www.hcth.mohw.gov.tw/?aid=301&page_name=detail&iid=2603

187 高屏區 屏東縣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270號 2022/5/11
1.電話:08-7363011#2169
2.https://www.pntn.mohw.gov.tw/?aid=301&page_name=detail&iid=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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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高屏區 屏東縣 高雄榮民總醫院屏東分院 屏東縣內埔鄉昭勝路安平1巷1號 2022/5/11
1.電話:08-7704115 #81402、81404、81405、81409
2.https://www.vhlc.gov.tw/News_Content.aspx?n=7D31E142AEA47026&sms=F49D72A99FF01E
6D&s=F0B246C666D85D07

189 高屏區 屏東縣 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建醫院 屏東縣屏東市中山路123號 2022/5/13
1.電話:08-7665995#1351、1352
2.http://www.paochien.com.tw/twuse(最新消息)

190 高屏區 屏東縣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潮州安泰醫院 屏東縣潮州鎮四維路162號 2022/5/12
1.電話:08-7800888分機2130
2.https://www.tsmh.org.tw/sites/web_cz/show_web_page.php?edsno=2

191 高屏區 屏東縣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路60號 2022/5/11
1.電話:08-7368686#1110、1111
2.https://www.ptch.org.tw/images/%E9%A0%98%E8%97%A5%E9%A0%88%E7%9F%A5.jpg

192 高屏區 屏東縣 恆基醫療財團法人恆春基督教醫院 屏東縣恆春鎮恆西路21號 2022/5/11
1.電話:08-8892293#415
2.http://medical.hcch.org.tw/news-1110511.html

193 高屏區 屏東縣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屏東縣東港鎮中山路5號 2022/5/16
1.電話:08-8323146 分機1268
2.http://www.fy.org.tw/page.php?m=403&s=1343
http://www.fy.org.tw/page.php?m=403&s=1344

194 高屏區 屏東縣 國仁醫院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東路12-2號 2022/5/12
1.電話:08-7223000#106、7228
2.http://www.golden-hospital.com.tw/4_News_4-1_HospitalNewsDetail.php?id=217

195 高屏區 屏東縣 南門醫療社團法人南門醫院 屏東縣恆春鎮南門路10號 2022/5/13
1.電話:08-8894568#205
2.https://www.nanmen.org.tw/?aid=305&page_name=detail&iid=50

196 高屏區 屏東縣 枋寮醫療社團法人枋寮醫院 屏東縣枋寮鄉中山路139號 2022/5/13
1.電話:08-8789991#2119
2.https://www.flgh.org.tw/news2.asp?cat=1351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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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縣屏東市大湖路58巷22號 2022/5/12

1.電話:08-7560756#256
2.https://802.mnd.gov.tw/DetailP00135.ShowItemDetailState.do?StateEvent=GetNewsEvent&Mas
terRecord.CreateDate=2022-05-12%2009:10:35

198 高屏區 屏東縣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一段210號 2022/5/16
1.電話:08-8329966#1353
2.https://www.tsmh.org.tw/sites/web_dg/show_doc.php?ap_key=4807

199 高屏區 屏東縣 大新醫院 屏東縣高樹鄉長榮村興中路208號 已開放
1.電話:08-796-2033#107
2.http://www.mashup.com.tw/dasin/?page=product_shop&p_id=553538

200 東區 花蓮縣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600號 已開放
1.電話:03-8358141#3210
2.https://www.hwln.mohw.gov.tw/?aid=301&page_name=detail&iid=3916

201 東區 花蓮縣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三段707號 已開放
1.電話:03-8574349，信箱:pharmacy@tzuchi.com.tw
2.https://hlm.tzuchi.com.tw/drug/index.php

202 東區 花蓮縣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

院
花蓮縣花蓮市民權路44號 已開放

1.電話:03-8241163
2.http://www.mch.org.tw/News/8742/Default.aspx

203 東區 花蓮縣 國軍花蓮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村嘉里路163號 已開放
1.電話:03-8263151
2.https://805.mnd.gov.tw/news01/%e3%80%8a%e5%85%ac%e5%91%8a%e3%80%8b%e6%9c%
ac%e9%99%a2%e6%9b%b4%e6%96%b0%e6%8e%a1%e6%aa%a2%e6%99%82%e6%ae%b5-2/

204 東區 花蓮縣 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 花蓮縣玉里鎮泰昌里新興街41號 已開放
1.電話:03-8883141#5001
2.http://www.vhyl.gov.tw/index.php?mo=NewsInfo&ac=news1_show&sn=3595

205 東區 花蓮縣 臺北榮民總醫院鳳林分院 花蓮縣鳳林鎮鳳信里中正路1段2號 已開放
1.電話:03-8764539＃304
2.http://www.flvh.gov.tw/index.php?mo=NewsInfo&ac=news1_show&sn=1074

206 東區 花蓮縣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玉里慈濟醫院 花蓮縣玉里鎮民權街1之1號 已開放
1.電話:03-8882718#111
2.https://yuli.tzuchi.com.tw/index.php/2016-03-07-09-20-00/555-paxlovid

207 東區 花蓮縣 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 花蓮縣玉里鎮981中華路448號 已開放 電話:03-8886141

208 東區 臺東縣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 臺東縣臺東市五權街1號 星期一至星期五08:00-17:30
1.電話:掛號諮詢窗口電話：089-324112轉1155
口服抗病毒藥物諮詢電話：089-324112轉1121、1122
2.https://www.tait.mohw.gov.tw/

209 東區 臺東縣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臺

東馬偕紀念醫院
臺東縣臺東市長沙街303巷1號 2022/5/17

1.電話:口服抗病毒藥物諮詢089-310150轉355
2.本院首頁https://ttw3.mm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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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東區 臺東縣 東基醫療財團法人臺東基督教醫院 臺東縣臺東市開封街350號 已開放

1.電話:掛號諮詢窗口電話：089-960888轉1233
口服抗病毒藥物諮詢：089-960888轉1146
2.https://www.tch.org.tw/TchWeb/ArticleContent.aspx?UniqueID=4313&Category_D_ID=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