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區 里別 醫療院所名稱 設站或提供服務地點 接種日期 星期 預定接種時段 預計接種時間

八里區

大崁里

埤頭里

頂罟里

八里區衛生所 大埤頂活動中心 106/10/21 六 上午 10:00~12:00

八里區 米倉里 八里區衛生所 米倉里媽祖廟後方 106/10/22 日 上午 9:00~12:00

八里區 龍源里 八里區衛生所 龍米活動中心 106/10/25 三 上午 9:00~12:00

三芝區
後厝里

三芝區衛生所
後厝里活動中心(後厝里北勢子

20-6號)
106/10/16  一 上午 10:00~12:00

三芝區 橫山里 三芝區衛生所 阿玉姐餐廳(橫山里大坑23-1號) 106/10/21  六 上午 9:00~12:00

三芝區 新庄里 三芝區衛生所 水口民主公廟(新庄里57-1號) 106/10/22  日 上午 10:00~12:00

三芝區 八賢里 三芝區衛生所 八賢里八連溪41號 106/10/22  日 上午 10:00~12:00

三芝區 錫板里 三芝區衛生所 智成堂B1(錫板里5鄰海尾17號) 106/10/26  四 上午 10:00~12:00

三芝區 店子里 三芝區衛生所 店子里-農會倉庫 106/10/27  五 上午 10:00~12:00

三重區 溪美、福隆 三重區衛生所 溪尾街73號(第二戶政大樓1樓) 106/10/16 一 上午 09:00~10:00

三重區 溪美、福隆 三重區衛生所
溪尾街73號5樓(溪美老人日間托

育中心)
106/10/16 一 上午

10:00~10:30

三重區 溪美、福隆 三重區衛生所 溪尾街73號5樓(松年大學) 106/10/16 一 上午 10:30~11:00

三重區
五谷、德厚、谷王、

(中興、頂崁)
三重區衛生所 五谷王北街77號(先嗇宮) 106/10/16 一 下午 14:00~16:00

三重區 碧華里 保順聯合診所 慈化活動中心 106/10/17 二
下午

13:30~16:30

三重區 慈化里 保順聯合診所 慈化活動中心 106/10/17 二
下午

13:30~16:30

三重區 長福 三重區衛生所 長壽街192號(長福里辦) 106/10/18 三 上午 9:00~10:00

三重區 富貴里 保順聯合診所 富貴里辦公室\碧華街452號 106/10/19 四 下午 2:00~4:00

三重區 富貴里 保順聯合診所 富貴里辦公室(碧華街452號) 106/10/19 四
下午

14:00~16:00

三重區 中央、文化、錦通 三重區衛生所
信義西街1巷-(老人會-信義公

園)
106/10/19 四 上午 9:00~11:00

三重區 長生里 保順聯合診所
長生里辦公室(三合路二段12-1

號2F)
106/10/20 五

下午
14:00~16:00

三重區 厚德里 重仁診所 厚德里活動中心 106/10/20 五 下午 14:30~17:00

三重區 中興里 重仁診所 興德祠(中興北街臨40-2號) 106/10/27 五 下午 14: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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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區 成福里 三峽區衛生所 里民活動中心 106/10/16 一 下午 1:30~2:50

三峽區 成福里 三峽區衛生所 里長辦公室 106/10/16 一 下午 3:10~4:30

三峽區 嘉添里 三峽區衛生所 禪光寺 106/10/16 一 下午 1:30~2:30

三峽區 嘉添里 三峽區衛生所 仁愛活動中心 106/10/16 一 下午 3:00~4:30

三峽區 大埔里 三峽區衛生所 維多利亞社區 106/10/17 二 下午 3:10~4:30

三峽區 溪東里 三峽區衛生所 西蓮淨苑 106/10/19 四 下午 2:30~3:30

三峽區 龍恩里 三峽區衛生所 鼎上食府 106/10/20 五 上午 10:30~1:30

三峽區 安溪里 三峽區衛生所 中華路100號後側 106/10/21 六 上午 10:30~1:30

三峽區 龍學里 三峽區衛生所 北大派出所 106/10/21 六 全日 9:00~4:30

三峽區 溪南里 三峽區衛生所 溪南活動中心 106/10/21 六 上午 10:30~1:30

三峽區 溪北里 三峽區衛生所 溪北活動中心 106/10/22 日 下午 3:10~4:30

三峽區 永館里 三峽區衛生所 三峽國小 106/10/22 日 上午 9:00~1:10

三峽區 鳶山里 三峽區衛生所 峇里島社區 106/10/23 一 下午 1:30~3:30

三峽區 龍埔里 三峽區衛生所 教育研究院 106/10/23 一 下午 2:00~3:30

三峽區 大埔里 三峽區衛生所 寶珠姐家 106/10/24 二 下午 4:30~5:00

三峽區 弘道里 三峽區衛生所 里活動中心 106/10/25 三 下午 1:30~2:30

三峽區 鳶山里 三峽區衛生所 三鶯稅捐處 106/10/25 三 下午 3:00~4:30

三峽區 龍恩里 三峽區衛生所 三峽客家園區 106/10/28 六 下午 2:40~4:40

土城區 學成里 土城區衛生所 學成路97巷8號1樓(活動中心) 106/10/16 一 上午 8:30~10:00

土城區 平和里 土城區衛生所 延和路105巷8弄7號(活動中心) 106/10/17 二 上午 8:30~10:00

土城區 延壽里 土城區衛生所 延和路125巷28號(里辦公處) 106/10/17 二 上午 10:30~12:00

土城區 永寧里 土城區衛生所
永寧路32巷10弄10號 (活動中

心)
106/10/18 三 上午 8:30~10:30

土城區 大安里 土城區衛生所
中華路二段200巷4號（大安土地

公廟）
106/10/19 四 上午 8:30~10:00

土城區 青雲里 土城區衛生所 仁愛路2號(台灣小吃館) 106/10/20 五 上午 11:00~12:00

土城區 金城里 廣益診所
明德路一段29巷2號 (明華園交

誼廳)
106/10/21 六 上午 9:00~11:00

土城區 清和里/清化里 土城區衛生所 青雲路368號(活動中心) 106/10/23 一 上午 8:30~9:40

土城區 清溪里 土城區衛生所 清水路243之1號(活動中心) 106/10/23 一 上午 10:00~12:00

土城區 埤林里 裕安診所 裕民路147號(三元宮) 106/10/24  二 下午 3:00~4:30

土城區 學府里 土城區衛生所
學府路1段155巷巷口(巡守隊崗

哨)
106/10/26 四 上午 8:30~9:30

土城區 復興里 土城區衛生所 廣明街23巷12號 106/10/26 四 上午 10:00~12:00

土城區 永富里 土城區衛生所 延吉街296巷8號 106/10/27 五 下午 1:30~3:00

土城區 學士里 土城區衛生所 學士路2號 106/10/28 六 上午 8:30~10:30

土城區 員仁里 土城區衛生所 中華路二段257號(古都餐廳) 106/10/28 六 上午 11:00~12:00

土城區 沛陂里 土城區衛生所 福安街15號(金安宮) 106/10/29 日 上午 10:00~12:00

中和區 崇南里 中和區衛生所
市民活動中心(景新街496巷26弄

2號)
106/10/16 一 下午 2:00~3:30



中和區 頂南里 中和區衛生所
市民活動中心(興南路2段159巷

28號)
106/10/16 一 下午 4:00~5:30

中和區 內南里 中和區衛生所 里集會所(興南路2段242巷5號) 106/10/16 一 下午 6:00~7:15

中和區 安順里 中和區衛生所 里辦公室(保健路106巷67號) 106/10/17 二 下午 2:00~3:30

中和區 秀仁里 中和區衛生所 里辦公室(大勇街43巷8號) 106/10/17 二 下午 4:00~5:30

中和區 秀義里 中和區衛生所 里辦公室(秀朗路3段76巷1號) 106/10/17 二 下午 6:00~7:15

中和區 泰安里 中和區衛生所 里辦公室(保健路2巷15號) 106/10/18 三 下午 2:00~4:00

中和區 秀水里 中和區衛生所 里活動中心(大仁街20巷底廣場) 106/10/18 三 上午 5:00~7:00

中和區 明穗里 中和區衛生所 市民活動中心(民享街114巷9號) 106/10/19 四 下午 2:30~4:15

中和區 民有里 中和區衛生所 民享藝文特區(自治街67號) 106/10/19 四 下午 5:15~7:15

中和區 景新里 中和區衛生所 里辦(興南路一段56巷32號) 106/10/20 五 下午 2:00~4:00

中和區 建和里 中和區衛生所
里活動中心/籃球場(連城路263

巷4號)
106/10/20 五 下午 5:00~7:00

中和區 興南里 中和區衛生所 市民活動中心(信義路41巷12號) 106/10/21 六 上午 9:00~10:15

中和區 和興里 中和區衛生所  北聖宮(板南路123-1號) 106/10/21 六 上午 10:30~12:00

中和區 中山里 中和區衛生所 里辦公室(錦和路196巷4弄5號) 106/10/21 六 下午 1:30~3:00

中和區 吉興里 中和區衛生所 里辦公室(南山路315巷7號) 106/10/21 六 下午 3:30~5:00

中和區 外南里 中和區衛生所
土地公廟前廣場(南山路236巷巷

口)
106/10/21 六 下午 530~7:00

中和區 中興里 中和區衛生所
復興國小(中和區復興路301巷6

號)
106/10/22 日 上午 9:00~10:45

中和區 華新里 中和區衛生所 里辦公處 (華新街145號) 106/10/22 日 下午 2:00~4:00

中和區 連和里 中和區衛生所 四知新城(連城路148號) 106/10/22 日 下午 4:30~5:30

中和區 連和里 中和區衛生所 里辦公處(連城路54號) 106/10/22 日 下午 6:00~7:00

中和區 忠孝里 雙怡診所 忠孝里辦公室(華新街73號) 106/10/23 一 上午 9:00~11:30

中和區 福美里 中和區衛生所
山北社區活動中心(莊敬路49巷

29弄2號)
106/10/23 一 下午 1:30~4:45

中和區 福和里 中和區衛生所
福和市民活動中心(中山路二段

131巷6號)
106/10/23 一 下午 5:30~7:00

中和區 錦中里 中和區衛生所 里辦公室(圓通路294巷13號) 106/10/24 二 下午 2:00~3:45

中和區 信和里 中和區衛生所
八府龍鳳宮(員山路148巷23弄15

號)
106/10/24 二 下午 5:00~6:45

中和區 正行里 中和區衛生所 里辦公室(圓通路141巷35弄2號) 106/10/24 二 下午 7:00~8:00

中和區 復興里 中和區衛生所
復興公園管理室(復興路280巷6

號)
106/10/25 三 下午 2:00~3:30



中和區 景安里 中和區衛生所 里辦公室(景新街212號) 106/10/25 三 下午 4:30~7:00

中和區 德行里 中和區衛生所
里活動中心(中正路211巷13弄4

號)
106/10/26 四 上午 10:00~12:00

中和區 正南里 中和區衛生所
華新人形廣場 巡守隊公園旁(興

南路2段79巷)
106/10/26 四 下午 2:00~3:00

中和區 福南里 中和區衛生所
B1地下室投票所(興南路二段34

巷57弄12號)
106/10/26 四 下午 4:00~5:30

中和區 東南里 中和區衛生所 金門新村(興南路1段85巷35號) 106/10/26 四 下午 6:00~7:30

中和區 瓦瑤里 中和區衛生所 臨時集會所(保平路289號) 106/10/27 五 下午 2:00~4:00

中和區 連城里 中和區衛生所 安邦綠苑(連城路171巷2號A棟)
106/10/27

五 下午 4:30~6:00

中和區 華南里 中和區衛生所 飛駝活動中心(忠孝街48號) 106/10/27 五 下午 7:00~8:15

中和區 錦盛里 中和區衛生所
市民活動中心(圓通路335巷37弄

12號) 106/10/28
六 上午 9:00~10:30

中和區 錦昌里 中和區衛生所
國防部中和新莊眷村(圓通路365

號) 106/10/28
六 上午 11:00~12:30

中和區 中正里 中和區衛生所 碧河宮(連城路249巷2號) 106/10/28 六 下午 2:00~3:30

中和區 中正里 中和區衛生所
里辦公室(連城路347巷16弄41

號) 106/10/28
六 下午 4:30~6:30

中和區 景福里 中和區衛生所 市民活動中心(和平街164巷2號) 106/10/29 日 上午 9:00~11:00

中和區 錦和里 中和區衛生所 里辦公室(圓通路369巷2號) 106/10/29 日 下午 2:00~4:00

中和區 福真里 中和區衛生所
市民活動中心(中山路2段312巷

33弄29號旁)
106/10/30 一 下午 2:30~4:00

五股區 民義里 五股區衛生所
里長辦公室(民義路一段126巷2

號)
106/10/18 三 上午 9:00~11:30

五股區 成州里 五股區衛生所 成州活動中心(西雲路267號) 106/10/20 五 上午 9:00~11:00

五股區 成泰里 五股區衛生所 成泰里巡守隊(御史路1-5號) 106/10/20 五 下午 2:00~4:00

五股區 五股里 五股區衛生所 五股立體停車場(工商路3號) 106/10/23 一 上午 9:00~11:30

五股區 更寮里 五股區衛生所 更新活動中心(更洲路47號) 106/10/25 三 上午 9:00~10:00

五股區 興珍里 五股區衛生所 興珍活動中心(四維路2號) 106/10/25 三 上午 10:20~11:30

五股區 觀音里 五股區衛生所
觀音活動中心(交流道下方-凌雲

路三段17-2號)
106/10/25 三 下午 2:00~3:00

五股區 集賢里 五股區衛生所 集賢活動中心(天乙路3-1號) 106/10/25 三 下午 3:30~4:30

五股區 集福里 五股區衛生所
清水灣社區(全家超商前-成泰路

四段16號)
106/10/27 五 下午 2:00~4:00

五股區 五福里 五股區衛生所 五福集會所(五福路22巷25-1號) 106/10/30 一 上午 9:00~10:00

五股區 六福里 五股區衛生所 六福巡守隊(五福路116號對面) 106/10/30 一 上午 10:30~11:30

五股區 成德里 五股區衛生所 里民集會所(凌雲路一段32號) 106/10/30 一 下午 2:00~3:00

五股區 成功里 五股區衛生所 成功巡守隊(西雲路163號) 106/10/30 一 下午 3:30~4:30



五股區 德音里 五股區衛生所 德音里活動中心(蓬萊路1-5號) 106/11/1 三 上午 9:00~11:00

五股區 水碓里 五股區衛生所
水碓里巡守隊(自強路與水碓路

口)
106/11/3 五 上午 9:00~11:00

平溪區 石底里 平溪區衛生所 平溪區民活動中心 106/10/20 五 上午 9:00~12:00

平溪區 白石里 平溪區衛生所 三聖宮 106/10/20 五 晚上 5:00~8:00

平溪區 十分里 平溪區衛生所 十分老人活動中心 106/10/24 二 上午 9：00~12：00

平溪區 南山里 平溪區衛生所 南山活動中心 106/10/27 五 上午 9:00~12:00

永和區 雙和里 永和區衛生所 中和路389巷5號* 106/10/17 二 下午 2:30~4:00

永和區 大新里 永和區衛生所 大新街45巷1-1號 106/10/18 三 下午 2:30~4:00

永和區 保順里 永和區衛生所 仁愛路352巷122弄口 106/10/19 四 下午 2:30~4:00

永和區 秀林里 永和區衛生所 秀朗路二段116號 106/10/19 四 下午 5:00~6:30

永和區 信義里 永和區衛生所 信義路23號 106/10/20 五 上午 9:00~11:00

永和區 後溪里 永和區衛生所 信義路23號 106/10/20 五 上午 9:00~11:00

永和區 保安里 永和區衛生所 保生路22巷19弄42號1樓 106/10/21 六 上午 9:00~11:00

永和區 潭墘里 捷安診所 君國社區得和路1號 106/10/21 六 下午 3:00~5:00

永和區 上溪里 永和區衛生所 仁愛路18號1樓(守衛室) 106/10/24 三 下午 2:30~4:00

永和區 永成里 永和區衛生所 新生路89號 106/10/24 二 下午 5:00~6:30

永和區 永貞里 永和區衛生所 永利路72-1號5樓 106/10/26 四 下午 2:30~4:00

永和區 仁愛里 永和區衛生所 文化路113巷16號 106/10/27 五 上午 9:00~11:00

永和區 永福里 永和區衛生所 國中路118號 106/10/27 五 下午 2:30~4:00

永和區 光復里 永和區衛生所 博愛街36號 106/10/28 六 上午 9:00~11:00

永和區 復興里 永和區衛生所 博愛街36號 106/10/28 六 上午 9:00~11:00

永和區 大同里 永和區衛生所 保福三段2-1號 106/10/28 六 下午 2:00~4:00

永和區 新生里 永和區衛生所 保福三段2-1號 106/10/28 六 下午 2:00~4:00

永和區 忠義里 永和區衛生所 保福三段2-1號 106/10/28 六 下午 2:00~4:00

永和區 文化里 永和區衛生所 保福三段2-1號 106/10/28 六 下午 2:00~4:00

永和區 秀得里 永和區衛生所 成功路二段60號 106/10/31 二 下午 2:30~4:00

石門區 尖鹿里 石門區衛生所 石門英芳飯店 106/10/20 五 上午 10:00~12:00

石門區 德茂里 石門區衛生所 北觀處德茂里活動中心b1 106/10/21 六 上午 10:00~12:00

石門區 富基里 石門區衛生所 富基里活動中心 106/10/24 二 上午 10:00~12:00

石門區 老梅里 石門區衛生所 老梅里老人活動中心 106/10/25 三 上午 10:00~12:00

石門區 草里里 石門區衛生所 草里里活動中心 106/10/26 四 上午 10:00~12:00

石門區 石門里 石門區衛生所 石門英芳飯店 106/10/27 五 上午 10:00~12:00

汐止區 長青里 汐止區衛生所 國家公園別墅活動中心 106/10/16 一 下午 1:45~2:30

汐止區 湖興里 汐止區衛生所 第五代活動中心 106/10/16 一 下午 3:00~4:30

汐止區 茄苳里 汐止區衛生所 茄苳市民活動中心 106/10/17 二 下午 1:30~2:30

汐止區 仁德里 汐止區衛生所 仁德市民活動中心 106/10/17 二 下午 3:00~4:30

汐止區 興福里 汐止區衛生所 興福市民活動中心 106/10/18 三 下午 1:30~2:30

汐止區 湖光里 汐止區衛生所 湖光市民活動中心 106/10/18 三 下午 3:00~4:30

汐止區 福山里 汐止區衛生所 福山里龍泉宮土地公廟 106/10/19 四 下午 1:30~2:30



汐止區 橫科里 汐止區衛生所 橫科市民活動中心 106/10/19 四 下午 3:00~4:30

汐止區 福德里 楊內兒科診所 福德市民活動中心 106/10/20 五 下午 2:00~3:00

汐止區 中興里 汐止區衛生所 忠興市民活動中心 106/10/20 五 下午 2:00~4:00

汐止區 新昌里 汐止區衛生所 虎形山福德宮 106/10/21 六 上午 8:30~11:30

汐止區 烘內里 汐止區衛生所 烘內市民活動中心 106/10/21 六 下午 2:30~3:30

汐止區 山光里 汐止區衛生所 福安宮土地公廟 106/10/23 一 下午 1:30~2:30

汐止區 厚德里 汐止區衛生所 厚德里辦公處 106/10/23 一 下午 3:00~4:30

汐止區 保安里 汐止區衛生所 保安市民活動中心 106/10/24 二 下午 1:30~3:00

汐止區 保長里 汐止區衛生所 保長市民活動中心 106/10/24 二 下午 3:30~4:30

汐止區 樟樹里 汐止區衛生所 樟樹市民活動中心 106/10/25  三 下午 1:30~2:30

汐止區 忠孝里 汐止區衛生所 忠孝市民活動中心 106/10/28  六 上午 9:00~11:00

汐止區 拱北里 汐止區衛生所 北港國小 106/10/28  六 夜間 6:00~8:00

坪林區 大林里 坪林區衛生所 天佛禪寺 106/10/28 六 上午 8:00~12:00

坪林區 漁光里 坪林區衛生所 南山寺 106/11/5 日 上午 8:00~12:00

板橋區
五權里、和平里、廣福

里
板橋區衛生所

板橋區廣權路130號1樓(五權公

園活動中心)
106/10/16 一 下午 2:00~4:00

板橋區
仁愛里、大豐里、廣德

里、重慶里
板橋區衛生所

板橋區重慶路245巷32弄18號(重

慶公園活動中心)
106/10/18 三 下午 2:00~4:00

板橋區

流芳里、挹秀里、

留侯里、黃石里、新興

里、赤松里

蕭中正醫院 板橋區府中路81號   慈惠宮 106/10/19 四 上午 9:00~11:00

板橋區 堂春里 陳敏玲診所
板橋區溪北公園土地公廟(福德

宮)
106/10/19 四 下午 2:00~4:00

板橋區 福德里 翰生診所
板橋區忠孝路忠義巷9弄1號 (福

泰社區活動中心)
106/10/19 四 下午 1:30~4:00

板橋區

雙玉里、廣新里、光仁

里、玉光里、振興里、

振義里

板橋區衛生所
板橋區永豐街124號(永豐公園活

動中心)
106/10/19 四 下午 2:00~4:00

板橋區 大豐里 翰生診所
板橋區忠孝路48巷5弄4號 (大豐

里市民活動中心)
106/10/20 五 下午 1:30~4:00

板橋區

永安里、埤墘里、莊敬

里、華江里、莒光里、

華翠里、忠翠里

板橋區衛生所
板橋區雙十路一段25號(永安公

園活動中心)
106/10/20 五 下午 2:00~4:00



板橋區

文翠里、青翠里、嵐翠

里、松翠里、松柏里、

文聖里、龍翠里、懷翠

里、福翠里、港嘴里

板橋區衛生所 板橋區大同街70號(音樂公園) 106/10/23 一 下午 2:00~4:00

板橋區 香雅里 蕭中正醫院 板橋區南雅西路二段307號 106/12/23 一 下午 9:00~11:00

板橋區 東安里 翰生診所 板橋區長安街331巷5弄12號旁 106/10/25 三 下午 1:30~4:00

板橋區

景星里、後埔里、國泰

里、福祿里、福德里、

福星里

板橋區衛生所 板橋區重慶路157號(後埔國小) 106/10/25 三 下午 2:00~4:00

板橋區 崑崙里 陳敏玲診所
板橋區大觀路三段240號(崑崙公

園活動中心)
106/10/26 四 下午 2:00~4:00

板橋區

自立里、自強里、光華

里、光榮里、社後里、

黃石里、挹秀里、留侯

里、赤松里、流芳里、

新興里、湳興里

板橋區衛生所
板橋區府中路30號(板橋區公所6

樓)
106/10/26 四 下午 2:00~4:00

板橋區

純翠里、江翠里、文化

里、聯翠里、溪頭里、

柏翠里

板橋區衛生所
板橋區吳鳳路50巷93號 (潮和

宮)
106/10/27 五 下午 2:00~4:00

板橋區

光復里、埔墘里、富貴

里、長壽里、居仁里、

福壽里、九如里、正泰

里、東丘里

板橋區衛生所
板橋區三民路二段31號1樓 (板

橋家樂福)
106/10/30 一 下午 2:00~4:00

林口區 西林里 林口區衛生所 林口區公所 106/10/17 二 下午 1:30~3:30

林口區 下福里 林口區衛生所 市民活動中心 106/10/26 四 下午 2:30~3:30

林口區 下福里 林口區衛生所 林口發電廠 106/10/26 四 下午 3:40-4:10

林口區 嘉寶里 林口區衛生所 嘉寶國小 106/11/2 四 下午 2:00-3:00

林口區 仁愛里 林口區衛生所 公園路192號 106/11/4 六 上午 8:00-11:00

林口區 湖南里 林口區衛生所 遠雄未來市社區 106/11/7 二 下午 1:30~2:30

林口區 湖南里 林口區衛生所 新北郡社區 106/11/9 四 下午 2:00-4:00



林口區 麗林里 林口區衛生所 麗林國小旁土地公廟 106/11/25 六 上午 9:00~12:00

金山區 大同里 金山區衛生所 金包里社區發展協會 106/10/19 四 下午 5:00~6:00

金山區 兩湖里 金山區衛生所 兩西社區發展協會 106/10/22 日 上午 9:00~12:00

金山區 大同里 金山區衛生所 兄弟食堂 106/10/26 四 上午 10:00~2:00

金山區 大同里 金山區衛生所 兄弟食堂 106/10/26 四 夜間 4:00~8:00

金山區 磺港里 金山區衛生所 承天宮 106/11/1 三 下午 5:00~6:00

泰山區 楓樹里/福泰里 泰山區衛生所
楓樹福泰活動中心(楓江路26巷

26號) 106/10/21
六 上午 8:30~11:30

泰山區 明志里 泰山區衛生所 頂泰山巖活動中心(應化街13號)
106/10/28

六 上午 8:30~11:30

貢寮區 美豐里 貢寮區衛生所 五美社區 106/10/19 四 下午 1:50~2:20

貢寮區 美豐里 貢寮區衛生所 土地公嶺街-林忠義家 106/10/19 四 下午 2:30~2:50

貢寮區 美豐里 貢寮區衛生所 福安廟 106/10/19 四 下午 3:00~3:30

貢寮區 龍崗里 貢寮區衛生所 貢寮國中風雨操場 106/10/19 四 上午 8:00~10:00

貢寮區 吉林里 貢寮區衛生所 吉林派出所前 106/10/20 五 下午 1:30~1:50

貢寮區 吉林里 貢寮區衛生所 里長家門口 106/10/20 五 下午 2:00~2:30

貢寮區 吉林里 貢寮區衛生所 內寮70-1號-蕭春益家 106/10/20 五 下午 3:00~3:30

貢寮區 吉林里 貢寮區衛生所 內寮74號-蕭阿福家 106/10/20 五 下午 3:40~4:00

貢寮區 仁里里 貢寮區衛生所 仁里老人會 106/10/27 五 上午 9:00~10:00

淡水區 鄧公里 淡水區衛生所 鄧公里【學府鄧公集會所】 106/10/16 一 上午 9:00~10:30

淡水區 學府里 淡水區衛生所 學府里【學府里集會所】 106/10/16 一 上午 11:00~12:00

淡水區 協元里 淡水區衛生所 淡水區衛生所 106/10/16 一 夜間 5:00~20:00

淡水區 沙崙里 淡水區衛生所 沙崙里【保安宮】 106/10/17 二 上午 9:00~10:00

淡水區 油車里 淡水區衛生所 油車里【油車市民活動中心】 106/10/17 二 上午 10:30~12:00

淡水區 竿蓁里 淡水區衛生所 竿蓁里【竿蓁市民活動中心】 106/10/17 二 下午 3:30~5:00

淡水區 新興里 淡水區衛生所 新興里【新興里辦公處】 106/10/20 五 下午 2:00~5:00

淡水區 協元里 淡水區衛生所 淡水區衛生所 106/10/21 六 上午 8:30~12:00

淡水區 崁頂里 淡水區衛生所 崁頂里【太子廟】 106/10/21  六 上午 9:00~12:00

淡水區 賢孝里 淡水區衛生所 賢孝里【賢孝市民活動中心】 106/10/22  日 上午 9:00~10:00

淡水區 屯山里 淡水區衛生所 屯山里【慈玄宮】 106/10/22  日 上午 10:30~12:00

淡水區 正德里 淡水區衛生所 正德里【正德里辦公室】 106/10/23  一 上午 9:00-10:30

淡水區 北新里 淡水區衛生所 北新里【北新里辦公室】 106/10/23  一 上午 11:00-12:00

淡水區 新民里 淡水區衛生所 新民里【新民里服務處】 106/10/23  一 下午 2:00-3:30

淡水區 新義里 淡水區衛生所 新義里【新義里辦公室】 106/10/23  一 下午 4:00-5:00

淡水區 中興里 淡水區衛生所 中興里【中興里活動中心】 106/10/24  二 下午 2:00~3:30

淡水區 幸福里 淡水區衛生所 幸福里【幸福里集會所】 106/10/24  二 下午 4:00~5:00

淡水區 水源里 淡水區衛生所 水源里【天元宮】 106/10/25  三 上午 9:00~10:00

淡水區 義山里 淡水區衛生所 義山里【義山里辦公室】 106/10/25  三 上午 10:30~12:00

淡水區 樹興里 淡水區衛生所 樹興里【樹興市民活動中心】 106/10/25  三 下午 2:00~3:30

淡水區 坪頂里 淡水區衛生所 坪頂里【坪頂市民活動中心】 106/10/25  三 下午 4:00~5:00

淡水區 水碓里 淡水區衛生所 水碓里【水碓市民活動中心】 106/10/27  五 下午 2:00-3:30



淡水區 協元里 淡水區衛生所 淡水區衛生所 106/10/27  五 夜間 5:00~8:00

淡水區 崁頂里 淡水區衛生所 淡水運動中心 106/10/28  六 上午 9:00~12:00

淡水區 民權里 淡水區衛生所 民權里【觀海極品社區】 106/10/29  日 上午 9:00~12:00

淡水區 長庚里 淡水區衛生所 長庚里【文宏喜宴廣場】 106/11/12  日 上午 9:00~12:00

淡水區 竹圍里 淡水區衛生所 長庚里【文宏喜宴廣場】 106/11/12  日 上午 9:00~12:00

淡水區 大庄里 淡水區衛生所 大庄里【淡海市民活動中心】 106/11/4  六 上午 8:30~10:20

淡水區 沙崙里 淡水區衛生所 大庄里【行忠宮】 106/11/4  六 上午 10:30~11:30

深坑區 昇高里 深坑區衛生所 舜德農莊(文山路一段62巷35號)
106/10/22

 日 上午 10:00~12:00

新店區 安和里 新店區衛生所 安和市民活動中心(安興路67號) 106/10/16 一 下午 1:30~3:30

新店區 雙城里 新店區衛生所 安康衛生室 106/10/17 二 下午 2:00~4:00

新店區 香坡里 新店區衛生所 安康衛生室 106/10/17 二 下午 2:00~4:00

新店區 德安里 新店區衛生所 安康衛生室 106/10/17 二 下午 2:00~4:00

新店區 安昌里 護康診所 護康診所 106/10/19 四 下午 2:00~4:00

新店區 明城里 新店區衛生所 黎明清境活動中心(黎明路9號) 106/10/24 二 下午 1:30~2:40

新店區 德安里 新店區衛生所
德安活動中心(安康路二段183巷

13號之四1F)
106/10/24 二 下午 3:20~4:00

新店區 香坡里 新店區衛生所 安康衛生室 106/10/24 二 下午 2:00~4:00

新店區 達觀里 新店區衛生所
達觀A2社區管理中心前(達觀路

14巷3號B1)
106/10/25 三 下午 1:30~2:30

新店區 員潭里 新店區衛生所
員潭里辦公處(北宜路二段222

號)
106/10/25 三 下午 3:10~4:00

新店區 中央里 新店區衛生所
中央里活動中心川堂(中央五街

60號)
106/10/26 四 下午 1:30~2:30

新店區 下城里 新店區衛生所
下城市民活動中心(安康路一段

281巷6號)
106/10/26 四 下午 3:00~4:00

新店區 日興里 新店區衛生所 錦秀管委會(錦秀路22號B1) 106/10/27 五 下午 1:40~2:30

新店區 香坡里 新店區衛生所 綠灣社區(安祥路97巷1號) 106/10/27 五 下午 3:00~4:00

新店區 屈尺里 烏來區衛生所
屈尺市民活動中心(屈尺路125

號)
106/10/30 一 下午 1:30~2:20

新店區 粗坑里 新店區衛生所
花園新城長青會活動中心(花園

一路一段2號)
106/10/30 一 下午 2:40~3:20

新店區 粗坑里 新店區衛生所
粗坑里長興宮活動中心(新烏路

一段89號)
106/10/30 一 下午 3:40~4:10

新店區 小城里 新店區衛生所
台北小城服務中心(僑信路63號2

樓)
106/10/31 二 下午 1:30~2:30

新莊區 雙鳳里
衛生福利部樂生

療養院
雙鳳里辦公室 106/10/16  一 上午 9:00~11:00

新莊區 四維里 輔大聯合診所 四維里里長辦公室 106/10/17  二 上午 9:00~12:00



新莊區 中隆里
衛生福利部樂生

療養院
中隆里辦公室 106/10/17  二 下午 2:00~4:00

新莊區 祥鳳里
衛生福利部樂生

療養院
祥鳳里辦公室 106/10/18  三 夜間 6:30~20:30

新莊區 梅花里
衛生福利部臺北

醫院
行政院 106/10/19  四 上午 8:00~12:00

瑞芳區  吉慶里 瑞芳區衛生所 吉慶里辦公處 106/10/16 一 上午 8:30~11:30

瑞芳區    吉安里 瑞芳區衛生所 宏祈安養院 106/10/18 三 上午 9:00~9:40

瑞芳區    吉安里 瑞芳區衛生所 吉安市民活動中心 106/10/18 三 上午 11:10~12:00

瑞芳區    傑魚里 瑞芳區衛生所 福德宮 106/10/20 五 上午 10:25~11:00

瑞芳區    傑魚里 瑞芳區衛生所 傑魚活動中心 106/10/20 五 上午 11:20~12:00

瑞芳區    龍興里 瑞芳區衛生所 瑞芳第一市場 106/10/21 六 上午 9:00~10:00

瑞芳區    龍興里 瑞芳區衛生所 老人會 106/10/21 六 上午 10:00~12:00

瑞芳區    龍川里 瑞芳區衛生所 頤瑞長期照顧中心 106/10/24 二 上午 8:20~9:20

瑞芳區    海濱里 瑞芳區衛生所 福龍宮 106/10/24 二 上午 9:40~11:30

瑞芳區    瑞濱里 瑞芳區衛生所 阿美家園活動中心 106/10/24 二 上午 10:20~10:40

瑞芳區    傑魚里 瑞芳區衛生所 佰龍機械公司 106/10/26 四 上午 9:00~9:40

瑞芳區    瑞濱里 瑞芳區衛生所 瑞濱活動中心 106/10/26 四 上午 10:00~11:50

萬里區 大鵬里 萬里區衛生所 大鵬榮民休閒活動中心 106/10/18 三 下午 1:20~2:00

萬里區 大鵬里 萬里區衛生所 加投活動中心 106/10/18 三 下午 2:10~3:30

萬里區 萬里里 萬里區衛生所 萬里區衛生所 106/10/21 六 上午 8:00~11:00

萬里區 大鵬里 萬里區衛生所 加投活動中心 106/10/21 六 下午 3:00~4:30

萬里區 中幅里 萬里區衛生所 忠福宮 106/10/22 日 上午 11:00~12:00

萬里區 (金山區) 萬里區衛生所 金山食堂 106/10/25 三 上午 10:00~12:00

萬里區 野柳里 萬里區衛生所 保健站 106/10/25 三 上午 11:00~12:00

萬里區 野柳里 萬里區衛生所 保健站 106/10/26 四 上午 11:00~12:00

萬里區 大鵬里 萬里區衛生所 聖安宮 106/10/27 五 上午 10:00~12:00

萬里區 大鵬里 萬里區衛生所 加投活動中心 106/10/28 六 上午 8:00~11:00

萬里區 大鵬里 萬里區衛生所 大鵬榮民休閒活動中心 106/11/15 三 上午 1:20~2:00

萬里區 大鵬里 萬里區衛生所 加投活動中心 106/11/15 三 上午 2:10~3:30

萬里區 大鵬里 萬里區衛生所 大鵬榮民休閒活動中心 106/12/13 三 上午 1:20~2:00

萬里區 大鵬里 萬里區衛生所 加投活動中心 106/12/13 三 上午 2:10~3:30

樹林區 潭底里 部立臺北醫院 潭底活動中心 106/10/16 一 下午 2：00~4：30

樹林區 圳生里 樹林區衛生所 競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6/10/17  二 上午 9：00~12：00

樹林區 育英里 樹林區衛生所 台灣鐵路局 106/10/17  二 下午 1：30~4：30

樹林區 圳安里 輔大診所 圳安松鶴會館 106/10/21  六 上午 9：00~11：00

樹林區 圳生里 輔大診所 圳安松鶴會館 106/10/21  六 上午 9：00~11：00

樹林區 圳民里 輔大診所 圳安松鶴會館 106/10/21  六 上午 9：00~11：00

樹林區 備內里 莊豐如診所 大安庇護工廠 106/10/25  三 下午 1：30~4：30

樹林區 南園裡 莊豐如診所 新北市私立佛教中道淨苑 106/10/25  三 下午 1：30~4：30

樹林區 東山里 樹林區衛生所 老人共餐味王街廟宇 106/10/27  五 上午 10：30~1：30



雙溪區 上林里 雙溪區衛生所 雙溪火車站 106/10/22 日 上午 9:00~12:00

雙溪區 外柑里 雙溪區衛生所 雙溪火車站 106/10/28 六 上午 9:00~12:00

雙溪區 長源里 雙溪區衛生所 雙溪火車站 106/10/29 日 上午 9:00~12:00

蘆洲區
永樂里

成功里
華安診所 里辦公處(永樂街38巷19弄6號) 106/10/16 一 上午 09:00~12:00

蘆洲區 光華里 華安診所 里辦公處(光華路46巷24號) 106/10/17 二 上午 09:00~12:00

蘆洲區 延平里 蘆洲區衛生所
永安市民活動中心(永安南路二

段134號)
106/10/17 二 上午 09:00~11:30

蘆洲區 永安里 蘆洲區衛生所 里辦公處(九芎街49號) 106/10/18 三 上午 09:00~11:30

蘆洲區 恆德里 華安診所
里辦公處(中山一路120巷7弄3

號)
106/10/19 四 上午 09:00~12:00

蘆洲區 仁愛里 弘一診所 里辦公處(民權路82巷5弄6號) 106/10/19 四 上午 09:00~12:00

蘆洲區 福安里 德興診所 福安宮(民權路70號) 106/10/20 五 上午 09:00~12:00

蘆洲區 保佑里 華安診所 保佑宮(中正路192巷8號) 106/10/21 六 上午 09:00~12:00

蘆洲區 得仁里 蘆洲區衛生所
民生市民活動中心(民生街129巷

14，16號)
106/10/21 六 上午 09:00~12:00

蘆洲區
水湳里

保新里
華安診所 仁愛廣場(仁愛國小對面公園) 106/10/21 六 下午 14:00~17:00

蘆洲區 玉清里 弘一診所
里辦公處(信義路222巷43弄2號1

樓)
106/10/21 六 下午 13:30~15:50

蘆洲區 復興里 蘆洲區衛生所 里辦公處(復興路197號) 106/10/22 日 上午 09:30~12:30

蘆洲區 中華里 蘆洲區衛生所
中路市民活動中心(光華路107巷

11號)
106/10/22 日 下午 13:30~16:00

蘆洲區 水湳里 蘆洲區衛生所
水湳市民活動中心(民族路426巷

17號)
106/10/23 一 上午 11:00~13:00

蘆洲區 中路里 詠贊診所
中路市民活動中心(光華路107巷

11號)
106/10/25 三 上午 09:00~11:30

蘆洲區 仁德里 華安診所 里辦公處(三民路26巷31弄12號) 106/10/25 三 上午 09:00~12:00

蘆洲區 九芎里 蘆洲區衛生所 里辦公處(長安街22巷35號) 106/10/28 六 上午 09:00~12:00

鶯歌區 北鶯里 鶯歌區衛生所 宏德宮 106/10/16 一 下午 1:30~4:00

鶯歌區
東湖里、中湖里 鶯歌區衛生所

中湖活動中心 106/10/17 二 下午 1:30~4:00

鶯歌區 西鶯里 鶯歌區衛生所 西鶯活動中心 106/10/18 三 下午 1:30~3:20

鶯歌區 南鶯里 鶯歌區衛生所 南興宮 106/10/18 三 下午 3:40~4:30

中和區 力行里 中和區衛生所 里辦公室(中正路250號) 106/10/30 一 下午 4:30~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