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縣市別 鄉鎮市區別 診所名稱 診所地址 診所電話

1 北投區 黃正宏診所 臺北市北投區西安街一段359號 02-28217076

2 大安區 劉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151巷27號 02-27546060

3 南港區 李文珍小兒科診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74號 02-26511871

4 信義區 陳世卿診所 臺北市信義區莊敬路435號1樓 02-87803565

5 三重區 介壽耳鼻喉科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255號 02-29810089

6 淡水區 黃秋陽診所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7號 02-26229596

7 蘆洲區 本一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43-1號 02-22836622

8 土城區 羅林小兒科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83號1、2樓 02-82733026

9 中和區 凱程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150-8號1樓 02-22231868

10 板橋區 和安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四維路313號
02-22578133

02-22579249

11 三峽區 北大小兒科診所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87號2樓 02-26718080

12 中壢區 黃曉生小兒科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41、43號 03-4552725

13 龜山區 朱永恆診所 桃園市龜山區中興路353號 03-3508182

14 蘆竹區 佳音小兒科診所 桃園市蘆竹區中正路359號 03-3127553

15 龍潭區 黃啟昌小兒科診所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286號 03-4798466

16 桃園區 曹景雄小兒科診所 桃園市桃園區延平路113號 03-2183141

17 中壢區 聯心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五段310號 03-4205017

18 東區 謝德貴兒童診所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360-2號 03-6686666

19 北區 林敬堯親子診所 新竹市北區湳雅街120號 03-5350123

20 竹北市 艾兒診所 新竹縣竹北市福興東路二段140號 03-6586699

21 竹東鎮 崇光小兒專科診所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三段188號1樓 03 -5959878

22 湖口鄉 朱先營診所 新竹縣湖口鄉中正路一段27號 03-5998325

23 苗栗縣 頭份市 祥安診所 苗栗縣頭份市中華路928號 037-664486

24 西區 曾憲彰耳鼻喉科診所 臺中市西區五權西路一段275號 04-23786066

25 豐原區 吳志修耳鼻喉科診所 臺中市豐原區中山路347號 04-25120295

26 北區 張右川診所 臺中市北區興進路211-2號 04-22329988

27 太平區 建志耳鼻喉科診所 臺中市太平區中興路110號 04-22766899

28 清水區 陳振昆診所 臺中市清水區中山路127號 04-26225205

29 南屯區 張家強診所 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490號 04-22591683

30 東勢區 長頸鹿小兒科診所 臺中市東勢區豐勢路418號 04-25773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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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大甲區 力倫診所 臺中市大甲區蔣公路246號 04-26805889


32 東區 華幼診所 臺中市東區進化路211號 04-23600099

33 烏日區 德昌小兒科診所 臺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一段335號 04-23372686

34 南區 陳鉉煒小兒科診所 臺中市南區臺中路156號 04-22861566


35 大村鄉 黃建成診所 彰化縣大村鄉茄苳路一段235號 04-8524074

36 社頭鄉 景新診所 彰化縣社頭鄉社頭村清水岩路333號 04-8721227

37 員林市 慈安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員林市光明街163號 04-8369578


38 鹿港鎮 宏文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鹿港鎮龍山里中山路3-1號 04-7779489

39 溪湖鎮 許立德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溪湖鎮培英路42號 04-8856518

40 彰化市 許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信義里中正路一段452號1樓 04-7222279

41 田中鎮 中英診所 彰化縣田中鎮員集路2段342號 04-8762021

42 埔里鎮 陳宏麟診所 南投縣埔里鎮南昌街221號 049-2900303

43 南投市 陳加偉耳鼻喉科診所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109號 049-2200679

44 虎尾鎮 偉哲內小兒科診所 雲林縣虎尾鎮中山里仁愛路67號
05-6323409

05-6328683

45 西螺鎮 茂杉診所 雲林縣西螺鎮正興里福興路141號 05-5862213

46 嘉義市 東區 葉弘貴小兒科診所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253號 05-2253863

47 民雄鄉 賴政友診所 嘉義縣民雄鄉東榮村和平路9號 05-2266550

48 中埔鄉 台大佳醫診所 嘉義縣中埔鄉金蘭村頂山門34-51號 05-2399199

49 安平區 吳國堯小兒科診所 臺南市安平區文平路438號 06-2933358

50 中西區 李朝泰小兒科診所 臺南市中西區成功路319號 06-2256618

51 安南區 陳本全家庭醫學科診所 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三段41號1樓 06-2558673

52 永康區 德安小兒科診所 臺南市永康區永大路二段1538號 06-2032000

53 北區 劉伊薰小兒科診所 臺南市北區北安路一段259號 06-2832111

54 永康區 蔡尚均小兒科診所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675之1號 06-3020188

55 前金區 大郭診所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412號 07-2412233

56 前鎮區 劉志明耳鼻喉科診所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482號 07-3363311

57 前鎮區 南隆小兒科診所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391號 07-3382967

58 苓雅區 王勇智耳鼻喉科診所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247號 07-7253460

59 苓雅區 信君耳鼻喉科診所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196號 07-7168385

60 楠梓區 郭士彰耳鼻喉科診所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862-1號 07-3683235

高雄市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嘉義縣

臺南市

臺中市



序號 縣市別 鄉鎮市區別 診所名稱 診所地址 診所電話

配合辦理發放公費COVID-19家用快篩試劑社區定點診所名單

61 左營區 楊宜璋耳鼻喉科診所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362號 07-5591007

62 大寮區 郭其靈內兒科耳鼻喉診所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541號 07-7823335

63 鳳山區 陳重志聯合診所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一段139號 07-7427329

64 三民區 范雅修小兒科診所 高雄市三民區平等路163號 07-3876366

65 三民區 儲昭仁耳鼻喉科診所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854號 07-3890470

66 三民區 蕭瑞榮小兒科診所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533號 07-3867121

67 鳳山區 陳柏蒼耳鼻喉科診所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480號 07-7775388

68 東港鎮 宋耳鼻喉科診所 屏東縣東港鎮光復路二段88號 08-8353681

69 潮州鎮 黃志忠診所 屏東縣潮州鎮中山路33號 08-7884486

70 屏東市 梁宏志診所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379-4號 08-7364494

71 屏東市 張俊智診所 屏東縣屏東市博愛路215號 08-7667010

72 馬公市 周明河小兒科診所 澎湖縣馬公市陽明路33號 06-9264080

73 馬公市 江明儒耳鼻喉科診所 澎湖縣馬公市大勇街65號 06-9276768

74 光復鄉 光復鄉衛生所 花蓮縣光復鄉大馬村中學街158號 03-8701114

75 花蓮市 佳佳診所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142之7號 03-8337437

76 玉里鎮 里安診所 花蓮縣玉里鎮復興街28號 03-8883232

77 秀林鄉 秀林鄉衛生所 花蓮縣秀林鄉秀林村12鄰秀林路88號 03-8612122

78 吉安鄉 福田耳鼻喉科診所 花蓮縣吉安鄉建國路一段65號 03-8577823

79 花蓮市 郭乃瑜耳鼻喉科診所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654-1號 03-8563601

80 玉里鎮 啟光診所 花蓮縣玉里鎮中華路74號 03-8880468

81 台東市 尤憲明內科小兒科診所 臺東縣臺東市中華路一段396號 089-323306

82 金峰鄉 金峰鄉衛生所 臺東縣金峰鄉賓茂村14號 089-77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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