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行政區 院所名稱 地址 預約電話 預約網址

1 八里區 新北市八里區衛生所 八里區舊城里舊城路 16號 2610-2137
2 三芝區 新北市三芝區衛生所 三芝區中山路一段12號 2636-2007

3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衛生所 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1號
https://forms.gle/CAKxrv67mSEdY

kQK7

4 三重區 三重中興醫院 三重區中興北街21號
2995-9680分機301、

302 、303
https://www.cs-hospital.org.tw/

5 三重區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三重區新北大道1段3號 2982-9111分機3380 https://www.ntch.ntpc.gov.tw/
6 三峽區 新北市三峽區衛生所 三峽區光明路71號3樓 2671-1592

7 三峽區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

恩主公醫院
三峽區中山路258號 2672-3456分機8705

8 土城區 新北市土城區衛生所 土城區和平路26號 2260-3181
9 土城區 恩樺醫院 土城區中央路一段7-18號 2263-2110

10 土城區
新北市立土城醫院（委託長庚

醫療財團法人興建經營）
土城區金城路2段6號 2263-0588

11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衛生所 中和區南山路4巷3號
https://forms.gle/dsN4Q6CRfzKUx

yxE8
12 五股區 新北市五股區衛生所 五股區新城三路11號 2291-7717
13 平溪區 新北市平溪區衛生所 平溪區石底里公園街17號 2495-1015
14 永和區 新北市永和區衛生所 永和區秀朗路1段137號 3233-2780

15 永和區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

耕莘醫院
永和區中興街80號 https://reurl.cc/emWvKK

16 石門區 新北市石門區衛生所 石門區石門里中山路 28之1 號 2638-1007

17 石碇區 新北市石碇區衛生所 石碇區碇坪路一段82號 2663-1325
18 汐止區 新北市汐止區衛生所 汐止區新台五路1段266號 https://reurl.cc/vgm3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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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坪林區 新北市坪林區衛生所 坪林區坪林街104號 2665-6272
20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衛生所 板橋區英士路 192 號 https://reurl.cc/gzQkAQ

21 板橋區 中英醫療社團法人中英醫院 板橋區文化路一段196號 2256-3584分機131
https://covidreg.these.com.tw/093

1010016

22 板橋區 蕭中正醫院 板橋區南雅南路一段15之1號
https://www.beclass.com/rid=2546

4ef61518668c34df

23 板橋區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

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21號 8966-7000分機2123

24 林口區 新北市林口區衛生所 林口區忠孝二路55號1樓 2606-8760 https://reurl.cc/OkE7ND
25 金山區 新北市金山區衛生所 金山區中山路257號4樓 https://reurl.cc/1oZNZm
26 泰山區 新北市泰山區衛生所 泰山區全興路212號3樓 https://reurl.cc/q1ZzRq

27 泰山區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

學附設醫院
泰山區貴子路69號

http://www.hospital.fju.edu.tw/Ne

ws/Content?CID=1422

28 烏來區 新北市烏來區衛生所
烏來區忠治里新烏路五段109

號
2661-7200

29 貢寮區 新北市貢寮區衛生所 貢寮區仁愛路128號 2490-1431

30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衛生所 淡水區中山路158號
https://forms.gle/swsWF6eEZZGwJ

qEW7

31 淡水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

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淡水區民生里民生路45號 2809-9495

https://www.mmh.org.tw/webpage

-tam.php?id=226
32 深坑區 新北市深坑區衛生所 深坑區深坑街165號 2662-1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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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衛生所 新店區北新路一段 88 巷 11 號 https://xindian.health.ntpc.gov.tw/

34 新店區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

醫院
新店區中正路362號 https://www.cth.org.tw

35 新店區 同仁醫院 新店區民權路89號 2917-0201分機192

36 新店區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

濟醫院
新店區建國路289號 6628-9800

37 新莊區 新泰綜合醫院 新莊區新樹路176號 http://www.sthosp.com.tw
38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衛生所 新莊區中華路一段2號 2996-7123
39 新莊區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新莊區中正路794號 https://reurl.cc/WXqam9
40 新莊區 聯安診所 新莊區中正路330號 2998-6191
41 新莊區 鄭骨科耳鼻喉科診所 新莊區中港路263號 2994-1168
42 瑞芳區 新北市瑞芳區衛生所 瑞芳區明燈路3段1號 2497-2132 https://reurl.cc/NZG1Mk
43 萬里區 新北市萬里區衛生所 萬里區瑪鋉路157號 2492-1117 https://wanli.health.ntpc.gov.tw/
44 樹林區 新北市樹林區衛生所 樹林區樹新路40-7號 https://reurl.cc/2o8MR6
45 樹林區 仁愛醫院 樹林區文化街９號 https://reurl.cc/N5z6g6
46 雙溪區 新北市雙溪區衛生所 雙溪區新基南街 18 號 2493-1210
47 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衛生所 蘆洲區中央路58號 https://reurl.cc/yem19M
48 鶯歌區 新北市鶯歌區衛生所 鶯歌區文化路389號 2670-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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