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廠商提供現行國內供應自費MMR疫苗之醫療院所名冊 
(各院所之疫苗庫存時有變動，接種前請事先洽詢) 

縣市 單位 地址 電話 

基隆市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２６８號 02-24292525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 
臺北市常德街 1號 02-23123456 

臺北市 啟新診所 臺北市建國北路三段４２號５樓 02-25070723 
臺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４段１０號 02-27064544 
臺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 臺北市中華路二段３３號 02-23889595 
臺北市 臺北中山醫院 臺北市仁愛路四段１１２巷１１號 02-27081166 
臺北市 安東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２段９８之１號 02-27050066 
臺北市 健華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２段２５５號、２５７號４樓 02-27072990 
臺北市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臺北市文昌路 95號 02-28332211 
臺北市 協和婦女醫院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８５巷５號９３巷６號 02-25072222 
臺北市 高固廉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 607.613號 02-25323036 
臺北市 景德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和平東路２段１９１號 02-27091363 
臺北市 小禾馨小兒專科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 4號 02-23698833 
臺北市 博安家庭醫學科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麗水街３號 02-23567066 
臺北市 洪佑承小兒專科診所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四段 64之 2號 02-29364708 
臺北市 台北長庚紀念醫院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99號 02-27135211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保健中心 臺北市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４段１號 02-23630231 
新北市 劉乃豪診所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 90號 02-26086865 



縣市 單位 地址 電話 

新北市 吳婦產科診所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２段１７５號３樓 02-86926399 
新北市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２４１號 02-22490088 
新北市 永和耕莘醫院 新北市永和區中興街８０號 02-29251302 
新北市 耀安小兒科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３２４號１樓 02-29616781 
新北市 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４５號 02-28094671 
新北市 長榮耳鼻喉科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１５號 02-22823350 
新北市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５９巷２號 02-26482121 
新北市 王杰凱小兒科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２７５號１樓 02-29297717 
新北市 黃基家小兒科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４８５號 02-22485433 
新北市 羅林小兒科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８３號１樓．２樓 02-82733026 
新北市 亞東紀念醫院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 21號 02-29546200 
新北市 天給婦產科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６７０巷２弄２３號１Ｆ 02-29972608 
新北市 愛林鑫北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９６、９８號１樓 02-22883277 
新北市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

大學附設醫院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 69號 02-85128888 

新北市 莊豐如診所 新北市樹林區復興路１８號１樓 02-26830108 
新北市 馨生婦產科小兒科診所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二路２１５號、１１樓，２１５號之１、１１樓，

２１５號之２、１１樓 
02-26927666 

新北市 永愛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２８２之１號１樓 02-29258680 
新北市 柯盈賢小兒科診所 新北市樹林區樹新路 41號 1樓 02-26869185 
新北市 祐幼小兒科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２１號 02-22030993 



縣市 單位 地址 電話 

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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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 柚子小兒科診所 新北市樹林區學府路 362號 1樓 02-26803203 
新北市 恩主公醫院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 399號 02-26723456 
新北市 德祐小兒科診所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１１７之１號１樓 02-26945180 
新北市 新店慈濟醫院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 289 號 02-66289779 
新北市 永佳婦產專科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２段２５０號１、２樓 02-22645692 
新北市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１２７號 02-22765566 
桃園市 聖德診所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２段６９巷３號１樓 03-3587297 
桃園市 敏盛綜合醫院經國院區 桃園市經國路 168號 03-3179599 
桃園市 日康診所 桃園市蘆竹區興榮里桃園街 82號 1樓 03-3115270 
桃園市 歐小兒科診所 桃園市春日路２９９號 03-3324331 
桃園市 吉兒診所 桃園市民光東路１０７號 03-3339995 
桃園市 新長偕婦幼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 11號 1-2樓 03-4277123 
桃園市 壢新醫院 桃園市平鎮區廣泰路７７號 03-4941234 
桃園市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１４９２號 03-3698452 
桃園市 曹景雄小兒科診所 桃園市桃園區延平路１１３號 03-2183141 
桃園市 河助璽恒診所 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 2段 30號 1樓 03-4928699 
桃園市 國軍桃園總醫院 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１６８號 03-4799595 
桃園市 秉坤婦幼醫院 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二段１２９號 03-4025866 
桃園市 楊梅天成醫院 桃園市楊梅區中山北路一段３５６號 03-4852302 
桃園市 振興診所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５４３號 03-3332077 



縣市 單位 地址 電話 

桃園市 中壢天晟醫院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１５５號 03-4629696 
桃園市 東新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三段７２號 03-4375588 
桃園市 黃曉生小兒科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四一.四二號 03-4701200 
桃園市 吳鳳昕婦產科診所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８１６號 03-3635679 
桃園市 宋俊宏婦幼醫院 桃園市平鎮區民族路１９９號 03-4020999 
桃園市 佳音小兒科診所 桃園市蘆竹區中正路３５９號 03-3127553 
桃園市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５號 03-3281200 
桃園市 德信診所 桃園市蘆竹區奉化路１３８號１樓 03-2220718 
桃園市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新屋分

院 
桃園市新屋區新福二路６號 03-4971211 

桃園市 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桃園市龜山區舊路里頂湖路 123號 03-3196200 
新竹市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新竹分院 
新竹市北區金華里經國路一段４４２巷２５號 03-5326151 

新竹市 清華診所 新竹市建功一路６４號４樓 03-5735050 
新竹市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690號 03-6119595 
新竹市 廖明厚小兒科診所 新竹市東區民族路１３０號 03-5316665 
新竹市 陳志成耳鼻喉科診所 新竹市北區民富里西大路６１９號 03-5258626 
新竹市 康德診所 新竹市東區新莊里光復路一段３６２－２號 03-5788282 
新竹縣 東元綜合醫院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２路６９號 03-5527000 
苗栗縣 苗栗大千綜合醫院 苗栗市恭敬路３６號 037-357125 
苗栗縣 祥安診所 頭份市中華路９２８號 037-667985 



縣市 單位 地址 電話 

苗栗縣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苗栗市為公路７４７號 037-261920 
臺中市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臺中市育德路 2號 04-22052121 
臺中市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１９９號 04-22294411 
臺中市 鄭俊智診所 臺中市北區漢口路４段５０號 04-22957083 
臺中市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臺中市建國北路一段１１０號 04-22015111 
臺中市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臺中市霧峰區福新路２２２號 04-37007886 
臺中市 曾曉鐘小兒科診所 臺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 496號 1樓 04-27036888 
臺中市 中港澄清醫院 臺中市西屯區福順路 829號 04-24632000 
臺中市 臺安醫院進化總院 臺中市東區進化路２０３號 04-23602000 
臺中市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臺中市豐原區安康路１００號 04-25271180 
臺中市 陳振昆診所 臺中市清水區清水里中山路 127號 04-26225205 
臺中市 台中慈濟醫院 臺中市潭子區豐興路一段６６號 04-36060666 
臺中市 豐原惠生小兒科診所 臺中市豐原區圓環北路一段３１９－１號１樓 04-25289981 
彰化縣 彰化基督教醫院 彰化縣彰化市南校街１３５號 1樓 04-7238595 
彰化縣 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１段５４２號 04-7227116 
彰化縣 漢銘醫院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 1段 366號 04-7623456 
彰化縣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彰化縣埔心鄉舊館村中正路二段８０號 04-7225171 
彰化縣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路六號 04-7813888 
南投縣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南投縣南投市康壽里復興路４７８號 049-2231150 
南投縣 埔里基督教醫院 南投縣埔里鄉鐵山路 1號 049-2912151 
雲林縣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２段５７９號 05-5323911 



縣市 單位 地址 電話 

院雲林分院 

雲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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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7837901 
嘉義市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嘉義市東區短竹里大雅路二段 565號 05-2756000 
嘉義市 嘉義基督教醫院 嘉義市忠孝路５３９號 05-2765041 
嘉義縣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 6 號、8號 05-3621000 
臺南巿 成大醫院 臺南市北區勝利路１３８號 06-2353535 
臺南巿 臺南市立醫院 臺南市東區崇德路６７０號 06-2609926 
臺南巿 奇美醫院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９０１號 06-2822695 
臺南巿 柳營奇美醫院 臺南市柳營區太康里２０１號 06-2228116 
臺南巿 陳友二小兒科內科診所 臺南市東區青年路 362號 06-2373497 
臺南巿 李朝泰小兒科診所 臺南市中西區成功路３１９號 06-2256618 
臺南巿 彭亞萱小兒科診所 臺南市東區崇明路６５０號１樓 06-2899047 
臺南巿 新樓醫院 臺南市東區東門路一段 57號 06-2748316 
臺南巿 麻豆新樓醫院 臺南市麻豆區小埤里苓子林２０號 06-5702228 
臺南巿 呂品宜小兒科診所 臺南市東區崇明路 415號 06-2674333 
臺南巿 康庭小兒科診所 臺南市新營市三民路１０６–１２號 06-6331666 
臺南巿 璟馨婦幼醫院 臺南市永康區東橋里東橋七路 198號 06-2019188 
臺南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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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段６６號 06-3553111 

臺南巿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臺南市新營區信義街７３號 06-6351131 
高雄市 小貝貝小兒科診所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 25號 07-3383099 



縣市 單位 地址 電話 

高雄市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９７６號 07-5552565 
高雄市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 482號 07-8036783 
高雄市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

醫院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１００號 07-3121101 

高雄市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６８號 07-2618131 
高雄市 健仁醫院 高雄市楠梓區楠陽路１３６號 07-3517166 
高雄市 義大大昌醫院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３０５號 07-5599123 
高雄市 阮綜合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１６２號 07-3351121 
高雄市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１３４號 07-7511131 
高雄市 小太陽診所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１５０號 07-2267753 
高雄市 陳國俊小兒科診所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７３號 07-6297200 
高雄市 祐琳小兒科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 1180號 07-5551870 
高雄市 聖功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３５２號 07-2238153 
高雄市 彌馨診所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２８８號１樓 07-5586080 
高雄市 陳柏蒼耳鼻喉科診所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４８０號 07-7775388 
高雄市 義大醫院 高雄市燕巢區角宿村義大路 1號 07-6155352 
高雄市 高雄榮民總醫院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３８６號 07-3422121 
高雄市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１２３號 07-7317123 
高雄市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高雄市旗山區中學路 60號 07-6613811 
屏東縣 蔡長禧診所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路１７８之１號 08-7669868 
屏東縣 屏東基督教醫院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路６０號 08-7368686 



縣市 單位 地址 電話 

宜蘭縣 羅東聖母醫院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１６０號 03-9544106 
宜蘭縣 羅東博愛醫院 宜蘭縣羅東鎮南昌街 81、83號站前南路 61、63號 03-9543131 
宜蘭縣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宜蘭縣宜蘭市校舍路 169號 03-9325192 
花蓮縣 門諾醫院 花蓮縣花蓮市民權路 44號 03-8241097 
花蓮縣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三段７０７號 03-8561825 
臺東縣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 臺東縣臺東市五權街１號 089-324112 
(各院所之疫苗庫存時有變動，接種前請事先洽詢)                                              衛保組轉知提供 107.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