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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鄉鎮市區 醫療院所名稱 地址 預約電話 預約網址

1 三重區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1段3號
https://reg.ntch.ntpc.gov.tw:44

43/VaccineWeb/

2 三重區 明安耳鼻喉科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54號 02-29862228

3 三重區 洋基耳鼻喉科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288號1樓 02-898109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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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三重區 保順聯合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5號、重新

路2段13號8號1樓
02-29710719

6 三重區 高柏森耳鼻喉科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191號1樓 02-29839808

7 三重區 賴美里診所 新北市重新路3段106號1樓 02-89725629

8 三重區 重新診所 新北市重新路二段150號 02-29765868

9 三重區 重仁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5段592號1樓 02-29958283

10 三重區 友孝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中華路60號1樓 02-29863699

11 三重區 瑞和耳鼻喉科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22號1樓 02-29757788

12 三重區 東和婦產科家庭醫學科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2段97號 02-29729627

13 三重區 天亮耳鼻喉科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314號1樓 02-89813431

14 三重區 艾樂堡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集賢路63-1號1樓 02-82875777

15 土城區 廣川醫院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276號
https://broadriverhospital.simpl

ybook.asia/v2/

16 中和區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

大學興建經營)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 https://www.shh.org.tw/upload

_files/covidvacc/index.html

17 永和區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

醫院
新北市永和區中興街80號

hnetreg.cthyh.org.tw:8080/COV

ID19Test/index_covid19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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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21號 https://hos.femh.org.tw/newfe

mh/webreg_net/vaccma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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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板橋區 吳建明小兒科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2段245巷46號 02-89670670

20 板橋區 王林小兒科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20號1樓 02-29584966

21 板橋區 麗暘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懷德街78巷2號 02-22501841

22 板橋區 晴天家醫科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2段225號1樓 02-29646662

23 板橋區 張博揚小兒科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仁化街85號1樓 02-22583867

24 板橋區 黃景宏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陽明街63號 02-22573198

25 板橋區 林子敬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2段198號 02-29591986

26 板橋區 耀安小兒科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324號1樓及

326巷2弄2號1樓
02-29616781

27 金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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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js.ntuh.gov.tw/Ne

wsContent.aspx?id=46604&typ

e=101

28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衛生所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86號12樓 02-29113984

29 新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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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eg-prod.tzuchi-

healthcare.org.tw/tchw/HIS5Op

dReg/OpdTimeShow?Pass=XD;

0021

30 新店區 同仁醫院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89號

http://www.tjh.org.tw/news/ne

ws-

detail.php?catsn=3385&catsn2

=3385&sn=002972&PHPSESSI

D=8b95315e80e661785270eef

d547cbd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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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新店區 豐榮醫院 新北市新店區安德街26巷3號 02-22122111

32 新店區 聖康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3段104號1樓 02-86655858

33 新店區 全康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溪園路379號1樓 02-82180607

34 新店區 吳耳鼻喉科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61號 02-29151245

35 新店區 碧潭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1段21號1樓 02-29116698

36 新店區 安立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北宜路2段28號1樓 02-22177669

37 新店區 安倍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132號1樓 02-89119181

38 新莊區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127號

(接種地點：新北市新莊區長青街17

號)

https://nreg.tph.mohw.gov.tw/

OReg/homepage#

39 新莊區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794號

https://netreg.lslp.mohw.gov.tw

/OINetReg/OINetReg.Reg/Reg_

RegTable.aspx?HID=F&Way=D

ept&DivDr=01S8&Date=&Noo

n=

40 新莊區 幸福小兒科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729號 02-29919474

41 新莊區 王建民耳鼻喉科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26號 02-29907055

42 新莊區 昌明耳鼻喉科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昌明街80號1樓 02-89920100

43 新莊區 祐幼小兒科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21號1樓 02-22030993

44 新莊區 王榮文小兒科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中和街149號 02-89915595

45 新莊區 鄭骨科耳鼻喉科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263號1、2樓 02-29929191

46 新莊區 王中煌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194號1、2樓 02-22767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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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新莊區 弘久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57號1樓至2樓 02-22040904

48 新莊區 志安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521號 02-22769455

49 汐止區 育和診所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路31號1、2樓 02-26486803

50 汐止區 弘人小兒科診所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二路152號1樓 02-26932439

51 汐止區 馨生婦產科小兒科診所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二路215號1樓、

215之1號1樓
02-269276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