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縣市別 醫院名稱 地址 諮詢服務電話 備註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268號 家醫科：(02) 24292525分機5110、5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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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24313131分機2196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臺北市北投區振興街45號 (02) 28264400分機2361
臺大醫院 臺北市常德街1號 (02) 23123456分機67614

三軍總醫院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二段325號 急診諮詢(02) 87927018

家醫部辦公室(02) 87923311分機88070或17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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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時間:每週一至週五
上午8:30-12:00、下午1:00-5:00。
(02) 23889595分機2107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臺北市鄭州路
145號

(02) 25523234分機3161
自108.05.01起，
始提供服務。

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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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25433535分機3124

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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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28094661分機2663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3號 (02) 29829111分機6110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板橋院區)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8號 (02) 22575151分機2101
亞東紀念醫院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21號 (02) 89667000分機 1321
雙和醫院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 (02) 22490088分機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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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24989898分機9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289號
(02) 66289779轉感管中心(非上班時間及例假日
請總機轉感管中心值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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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日:感管(02) 22193391分機66007
假日或夜間及外傷處理:急診(02) 22193391分機
65136
藥物詢問:藥局(平日)(02) 22193391分機15056

自108.09.01起，
始提供服務。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宜蘭縣宜蘭市校舍路169號 (03) 9325192分機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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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9543131分機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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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9544106分機6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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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金門縣金湖鎮復興路2號
外傷處理-急診外科：(082) 332546轉11831
疫苗-藥劑科：(082) 332546轉11354

連江縣 連江縣立醫院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217號 (0836) 23995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三段100號 (03)3384889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旅醫醫學合約醫院)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1492號 (03)3699721轉2006或2161

聯新國際醫院 桃園市平鎮區廣泰路77號 (03)4941234轉8239
聯新國際醫院桃園國際機場醫療中心
(旅醫醫學合約醫院)

桃園市大園區航站南路9號 (03)4941234轉8239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5號 (03)3281200轉2799
新竹市 臺大醫院(新竹分院) 新竹市經國路一段442巷25號 (03)5326151轉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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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993500轉2391
東元綜合醫院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二路69號 (03)5527000轉1129
臺大醫院(竹東分院) 新竹縣竹東鎮至善路52號 (03)5943248轉2107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苗栗縣苗栗市為公路747號 (03)726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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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7676811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藥劑科諮詢電話
白天:04-24739595轉38005
夜間與假日:04-24739595轉38216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臺中市北區育德路2號 (04)22062121轉3154

臺中榮民總醫院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1650
號

(04) 23741353(24小時諮詢專線)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台中市豐原區安康路100號 (04) 25271108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台中市西區三民路199號 (04) 22294411轉2125或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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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4819900轉11974或急診(分機11564)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臺中市霧峰區福新路222號 (04) 37061668轉1160或1162
和平區梨山衛生所 臺中市和平區梨山里中正路68號 (04) 25989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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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26581919分機6127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臺中市北區育德路2號 (04)22052121轉3154
自108.5.1起，始
提供服務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臺中市潭子區豐興路一段88號
急診諮詢04-36060666轉4181或4192
感染科諮詢04-36060666轉4260

自108.9.1起，始
提供服務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大甲李綜合醫院 臺中市大甲區平安里八德街2號 (04) 26862288轉3119或3199
自108.9.1起，始
提供服務

桃園市

新竹縣

苗栗縣

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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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臺中總醫院 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348號 (04)23934191#525434
自108.6.1起，始
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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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物諮詢電話：(04) 26625111分機2117
自108.6.1起，始
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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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物諮詢電話：(04) 26885599分機5141
自108.6.1起，始
提供服務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二段80號 (04) 8298686轉1712

彰化基督教醫院 彰化市南校街135號
(04) 7238595轉3157
(04) 7238595轉3265
(04) 7238595轉4079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一段542號 (04) 7256166轉81155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478號 (049) 2231150轉2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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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9) 2914223
竹山秀傳醫院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2段75號 (049) 2624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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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段579號 (05)5323911轉2001、2195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雲林縣北港鎮新街里新德路123號
(05)7826397
週二至週四亦可撥家醫科
(05)7837901轉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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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6337333轉8282、8275、8285

目前庫存4劑疫苗
，用罄即不進貨；
若有接種需求，請
先來電確認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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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648000轉5384
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 嘉義縣朴子市永和里42-50號 (05)3790600轉245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西路六號 (05)3621000轉2130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嘉義市忠孝路539號
(05)2765041轉2732，由感染管制室協助回答，
服務時間為每週一至週五上午8:30~12:00、下午
1:30~5:30。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嘉義市東區大雅路二段565號
(05)2756000轉3312，由4樓預防注射室協助回
答，服務時間為每週一至週六上午9:00~12:00、
每週一至週五下午13:30~17:00

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 嘉義市北港路312號
(05)2319090轉2322，由藥物諮詢櫃臺協助回答
，服務時間為每週一至週五上午8:30~12:00、下
午1:00~5:00。

雲林縣

彰化縣

南投縣

嘉義縣

嘉義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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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台南市北區勝利路138號 (06)2353535轉2517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 藥劑部：(06)2812811轉53102、53101、52533

柳營奇美醫院 台南市柳營區太康里太康201號 藥物諮詢專線(06)6226999轉73101、77119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976號
(07) 555-2565轉2122(藥劑科)
(07) 555-2565轉2105(感管室)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482號
上班時間：(07) 803-6783轉3370(感管室)
假日或夜間：(07)803-6783轉3119(急診室)
藥物諮詢：(07) 803-6783轉3325(藥劑科)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3 號 (07) 731-7123轉2204(急診藥局)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高雄市旗山區大德里中學路60號
(07) 661-3811轉1103(藥劑科)
(07) 661-3811轉1167、1168(客服)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270號 (08) 7363011轉2025
枋寮醫療社團法人枋寮醫院 屏東縣枋寮鄉中山路139號 (08) 8789991轉2119
衛生福利部恆春旅遊醫院 屏東縣恆春鎮恆南路188號 (08) 8892704轉1215  2105
屏東基督教醫院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路60號 (08) 7368686轉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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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8329966轉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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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9211116分機59119、59113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600號 (03) 8358141轉3119、3118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醫院 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3段707號 (03) 8561825轉13095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豐濱原住民分院) 花蓮縣豐濱鄉光豐路41號 (03) 8791385轉102
國軍花蓮總醫院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路163號 (03) 8260601轉815140
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 花蓮縣玉里鎮泰昌里新興街91號 (03) 8882267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玉里醫院 花蓮縣玉里鎮民權街1之1號 (03) 8882718轉112

臺北榮民總醫院鳳林分院 花蓮縣鳳林鎮中正路一段2號 (03)876-4539
自108.05.01起，
始提供服務。

衛生福利部台東醫院 臺東縣臺東市五權街1號 (089) 324112轉1016
馬偕紀念醫院台東分院 臺東市長沙街303巷1號 (089) 310150分機355(藥局)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關山慈濟醫院 臺東縣關山鎮和平路125之5號 (089) 814880轉151或152
衛生福利部台東醫院成功分院 臺東縣成功鎮中山東路32號 (089) 854748
臺東縣蘭嶼鄉衛生所 臺東縣蘭嶼鄉紅頭村36號 (089) 732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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