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縣市 醫療機構名稱 醫事機構代碼 醫師姓名 專科別 門診時間 地址
IGRA服務

(Y/N)
IGRA抽血時間

短程處方意願

(Y/N)

新北市 八里區衛生所 2331230018 江佳錡 家醫科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30-11:45

星期一、二、四 13:30-16:45
新北市八里區舊城路16號 Y

星期二、四 08:30-11:30

人事行政局公告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請先來電預約

N

新北市 三芝區衛生所 2331210016 羅世偉 家醫科
星期一至星期五 09:00-11:00

星期一、二、四 14:00~16:00
新北市三芝區中山路一段12號 Y

星期一、三 08:00-11:30

人事行政局公告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請先來電預約

Y

新北市 三重區衛生所 2331020012 張筱婉 家醫科 星期一到星期五 08:30-11:30 新北市三重新北大道1段1號 Y

星期一到星期五 08:30-11:30

人事行政局公告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請先來電預約

Y

新北市 三峽區衛生所 2331090014 蘇志超 家醫科 星期一到星期五 08:30-12:00 新北市三峽區光明路71號3樓 Y

星期一至星期四 09:00-16:00

人事行政局公告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請先來電預約

Y

新北市 土城區衛生所 2331130013 林泉洋 家醫科 星期一至星期四 08:30-11:30 新北市土城區和平路26號 Y

星期一至星期四 08:30-11:30

人事行政局公告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請先來電預約

Y

新北市 中和區衛生所 2331040014 曾淑娟 家醫科 星期一到星期五 08:30-11:30 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4巷3號 Y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30-11:00

人事行政局公告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請先來電預約

Y

新北市 中和區衛生所 2331040014 游高魁 眼科 星期一到星期五 08:30-11:30 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4巷3號 Y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30-11:00

人事行政局公告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請先來電預約

Y

新北市 五股區衛生所 2331150015 朱思盈 家醫科 星期一到星期五08:30-11:30 新北市五股區新城三路11號 Y

星期一至星期四08:30-11:30

人事行政局公告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請先來電預約

Y

新北市 平溪區衛生所 2331240014 林太仁 神經內科
星期一到星期五 08:30-12:00

星期二、五(十分)  14:00-16:00
新北市平溪區公園街17號 Y

星期一、三 08:30-12:00

人事行政局公告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請先來電預約

N

新北市 永和區衛生所 2331030018 曾莉媖 家醫科 星期一至星期四 08:30-11:00 新北市永和區秀朗路1段137號 Y

星期一至四 08:30-11:00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請先來電預約

N

新北市 石門區衛生所 2331220012 羅世偉 家醫科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30-11:30

星期一至星期五 14:00-16:00
新北市石門區中山路28-1號 Y

星期一至星期四 08:30-1130

人事行政局公告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請先來電預約

N

新北市 石碇區衛生所 2331190019 姚智偉 家醫科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30-12:00 新北市石碇區碇坪路一段82號 Y

星期二 08:30-11:30

人事行政局公告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請先來電預約

Y

新北市 汐止區衛生所 2331110011 徐國祐 家庭醫學科 星期一到星期五08:30-11:30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1段266號 Y

星期一、三 09:00-11:00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請先來電預約

Y

新北市 坪林區衛生所 2331200010 李政宜 家醫科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12:00 新北市坪林區坪林街104號 Y

星期二、四 08:30-11:30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請先來電預約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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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板橋區衛生所 2331010016 吳佳穎 家庭醫學科
採預約制

(請來電洽詢)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2號 Y

星期一至星期三 09:00-11:00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請先來電預約

Y

新北市 林口區衛生所 2331170017 葉琬喻 家醫科 星期一、三、五 08:30-11:30 新北市林口區中孝2路55號 Y

星期一 08:30-11:30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請先來電預約

Y

新北市 金山區衛生所 2331270012 潘恆嘉 家醫科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30-12:00

星期一、二、四、五 14:00-16:00
新北市金山區民生路59號 Y

星期一至星期五08:30-12:00

星期一、二、四、五14:00-16:00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請先來電預約

N

新北市 泰山區衛生所 2331160011 簡佳怡 家醫科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30-11:30 新北市泰山區全興路212號3樓 Y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30-11:30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請先來電預約

Y

新北市 烏來區衛生所 2331290014 李建宇 小兒科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30-11:30

                          13:30-16:30
新北市烏來區新烏路五段109號 Y 採預約制(請與TB承辦人約時間) Y

新北市 貢寮區衛生所 2331260016 林中一 消化外科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30-12:00

星期一、三、五 14:30-17:00
新北市貢寮區仁愛路128號 Y

星期一至星期四

08:00-12:00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請先來電預約

N

新北市 淡水區衛生所 2331100015 鄭惇方 家醫科 星期ㄧ至星期五 08:00-11:30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158號 Y

星期一至星期四 09:00-1100

人事行政局公告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請先來電預約

Y

新北市 深坑區衛生所 2331180013 林幸玟 家醫科
星期一至星期五08:30-11:30

星期一14:00-16:30
新北市深坑區深坑街165號 Y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30-11:30

人事行政局公告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請先來電預約

Y

新北市 新店區衛生所 2331050010 石健男 家醫科
星期一、二、三 08:30-11:30

(請先來電確認)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1段88巷11號 Y

星期一、二、三08:30-11:30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請先來電預約

Y

新北市 新莊區衛生所 2331060016 葉雅韻 家醫科 星期一、三、四 08:30-11:00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一段2號 Y

星期一、三、四 08:30-11:00

人事行政局公告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請先來電預約

Y

新北市 瑞芳區衛生所 2331120017 麥可 家醫科

每週一、三、五 08:30-11:30

                         13:30-16:30

每週四 08:30-11:30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3段1號 Y

每週一、三、五 08:30-11:30、13:30-

16:30

每週四 08:30-11:30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Y

新北市 瑞芳區衛生所 2331120017 蔡富順 胸腔科 星期二 09:30-11:00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3段1號 Y

星期二08:30-11:30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請先來電預約

Y

新北市 萬里區衛生所 2331280018 葉源潔 家醫科 星期一至星期四 08:30-11:30 新北市萬里區瑪鋉路157號 Y

星期二 09:00-11:00

人事行政局公告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請先來電預約

N

新北市 雙溪區衛生所 2331250010 吳一青 家醫科

星期一、二、五 08:00-12:00

星期一、二、五 14:00-16:30

星期三、四 08:00-12:00

新北市雙溪區新基南街18號 Y

星期一、二、五 08:00-16:30

星期三、四 08:00-12:00

人事行政局公告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請先來電預約

Y



新北市 蘆洲區衛生所 2331140019 郭巧芸 家醫科
星期一至五 08:30-11:30

星期一 13:30-16:00
新北市蘆洲區中央路58號 Y

星期二、四 08:30-11:30

人事行政局公告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請先來電預約

Y

新北市 鶯歌區衛生所 2331080018 洪孜幸 家醫科 星期一至星期四 08:30-11:30 新北市鶯歌區文化路389號 Y

星期一至星期四 0830-1130

人事行政局公告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請先來電預約

Y

新北市 樹林區衛生所 2331070012 曾淑娟 家醫科
採預約制

(請來電洽詢)
新北市樹林區樹新路40-7號 Y

採預約制

人事行政局公告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請先來電預約

Y

新北市 台北慈濟醫院 1131050515 陳欣怡 胸腔內科
星期一08:30-12:00

星期五14:00-17:30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289號 Y

星期一08:30-12:00

星期五14:00-17:30
Y

新北市 台北慈濟醫院 1131050515 黃國良 胸腔內科
星期一14:00-17:30

星期五08:30-12:00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289號 Y

星期一14:00-17:30

星期五08:30-12:00
Y

新北市 台北慈濟醫院 1131050515 蘇文麟 胸腔內科
星期一14:00-17:30

星期二14:00-17:30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289號 Y

星期一14:00-17:30

星期二14:00-17:30
Y

新北市 台北慈濟醫院 1131050515 吳秉昇 小兒感染 星期三 14:00-17:30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289號 Y 星期三 14:00-17:30 N

新北市 台北慈濟醫院 1131050515 洪伯斌 感染科 星期六 08:30-12:00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289號 Y 星期六(依公告門診時間而定) 08:30-12:00 N

新北市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

水馬偕紀念醫院
1131100010 龔妍心 小兒感染科

星期二、四 09:00-12:00

星期五 14:00-17:00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里民生路45號 Y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16:30

星期六 08:00-14:30
Y

新北市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

水馬偕紀念醫院
1131100010 張龍 小兒感染科 每週一、三、六 09:00-12:00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里民生路45號 Y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16:30

星期六 08:00-14:30
Y

新北市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

水馬偕紀念醫院
1131100010 巫映蓉 感染科

每週二 14:00-17:00

每週六 09:00-12:00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里民生路45號 Y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16:30

星期六 08:00-14:30
Y

新北市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

水馬偕紀念醫院
1131100010 陳昭賢 胸腔內科

星期三 09:00-12:00

星期四 14:00-17:00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里民生路45號 Y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16:30

星期六 08:00-14:30
Y

新北市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

水馬偕紀念醫院
1131100010 郭秋萍 胸腔內科

星期二 14:00-17:00

星期四 09:00-12:00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里民生路45號 Y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16:30

星期六 08:00-14:30
Y

新北市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

水馬偕紀念醫院
1131100010 張文魁 胸腔內科

星期二 14:00-17:00

星期六 09:00-12:00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里民生路45號 Y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16:30

星期六 08:00-14:30
Y

新北市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

水馬偕紀念醫院
1131100010 郭冠志 胸腔內科

每週三 09:00-12:00

每週五 14:00-17:00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里民生路45號 Y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16:30

星期六 08:00-14:30
Y

新北市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

水馬偕紀念醫院
1131100010 陳彥婷 胸腔內科

每週三 14:00-17:00

每週一、五 09:00-12:00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里民生路45號 Y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16:30

星期六 08:00-14:30
Y

新北市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

水馬偕紀念醫院
1131100010 吳崑明 胸腔內科 星期一 14:00-17:00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里民生路45號 Y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16:30

星期六 08:00-14:30
Y

新北市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

水馬偕紀念醫院
1131100010 鄭明偉 感染科

星期一、五14:00-17:00

星期三 09:00-12:00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里民生路45號 Y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16:30

星期六 08:00-14:30
Y

新北市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1131110516 李毓芹 胸腔科
星期四 14:00-16:30

(限制16歲以上病患就診)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59巷2號 Y

每星期一-五 08:00-10:00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Y



新北市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1131110516 柯延昆 胸腔科

星期一 09:00-11:30

星期二 14:00-16:30

星期三 09:00-11:30

星期五 18:30-20:30

(限制16歲以上病患就診)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59巷2號 Y
每星期一-五 08:00-10:00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Y

新北市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1131110516 蕭建隆 胸腔科

星期一 14:00-16:30

星期二 18:30-20:30

 星期四 09:00-11:30

星期五 14:00-16:30

星期六 09:00-11:30

(限制16歲以上病患就診)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59巷2號 Y
每星期一-五 08:00-10:00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Y

新北市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1131110516 鄭兆傑 胸腔科

星期一 18:30-20:30

星期二 09:00-11:30

星期三 14:00-16:30

星期五 09:00-11:30

(限制16歲以上病患就診)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59巷2號 Y
每星期一-五 08:00-10:00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Y

新北市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1131110516 曾騰駒 感染科

星期三 09:00-11:30

星期四 09:00-11:30

(限制16歲以上病患就診)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59巷2號 Y
每星期一-五 08:00-10:00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Y

新北市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1131110516 馮長風 感染科

星期一 14:00-16:30

星期二 09:00-11:30

(限制16歲以上病患就診)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59巷2號 Y
每星期一-五 08:00-10:00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Y

新北市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

院
1131090019 林文騰 小兒科 星期一18:00-21:00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399號 Y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12:00、13:00~17:00

人事行政局公告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Y(除4R外)

新北市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

院
1131090019 游永惠 胸腔科

星期三 14:00-17:00

星期五 08:30-12:00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399號 Y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12:00、13:00~17:00

人事行政局公告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Y

新北市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

院
1131090019 江志騰 胸腔科

星期二 08:30-12:00

星期三 08:30-12:00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399號 Y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12:00、13:00~17:00

人事行政局公告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Y(除4R外)

新北市 亞東紀念醫院 1131010011 高凱亮 小兒感染科 星期一、二、四 09:00-12:00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21號 Y

星期一至星期四 09:00-21:00

星期五 09:00-12:00

星期六及星期日、國定假日及國定假日之

前一日，停止IGRA檢驗抽血服務。

(抽血需空腹2小時)

Y

新北市 亞東紀念醫院 1131010011 鄭世隆 胸腔科 星期三、五 08:30-12:00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21號 Y

星期一至星期四 09:00-21:00

星期五 09:00-12:00

星期六及星期日、國定假日及國定假日之

前一日，停止IGRA檢驗抽血服務。

(抽血需空腹2小時)

Y

新北市 亞東紀念醫院 1131010011 王秉槐 胸腔科
星期二 08:30-12:00

星期五 14:00-17:00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21號 Y

星期一至星期四 09:00-21:00

星期五 09:00-12:00

星期六及星期日、國定假日及國定假日之

前一日，停止IGRA檢驗抽血服務。

(抽血需空腹2小時)

Y



新北市 亞東紀念醫院 1131010011 張晟瑜 胸腔科
星期三 08:30-12:00

星期四 14:00-17:00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21號 Y

星期一至星期四 09:00-21:00

星期五 09:00-12:00

星期六及星期日、國定假日及國定假日之

前一日，停止IGRA檢驗抽血服務。

(抽血需空腹2小時)

Y

新北市 亞東紀念醫院 1131010011 張家豪 胸腔科 星期五 08:30-12:00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21號 Y

星期一至星期四 09:00-21:00

星期五 09:00-12:00

星期六及星期日、國定假日及國定假日之

前一日，停止IGRA檢驗抽血服務。

(抽血需空腹2小時)

Y

新北市 亞東紀念醫院 1131010011 林惠紋 感染科 星期三 09:00-12:00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21號 Y

星期一至星期四 09:00-21:00

星期五 09:00-12:00

星期六及星期日、國定假日及國定假日之

前一日，停止IGRA檢驗抽血服務。

(抽血需空腹2小時)

Y

新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金山分院 431270012 林冠吟 感染內科

星期一 09:00-12:00

星期四 09:00-12:00

星期五 09:00-12:00

新北市金山區五湖里玉爐路7號 Y 星期一至星期五0800-1700 Y

新北市 清福醫院 1531091130 洪文岳 胸腔內科 星期五 09：00-12：00 新北市三峽區介壽路一段286號2樓 N — Y

新北市 清福醫院 1531091130 林明澤 胸腔內科
星期一 13：00-16：00

星期四 13：00-16：00
新北市三峽區介壽路一段286號2樓 N — Y

新北市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0131060010 王琮柏 胸腔
內科

星期二 08:30-11:30

星期三 13:30-16:30

星期四 08:30-11:30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794號 Y
星期一至五 07:30-9:00

人事行政局公告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N

新北市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0131060010 董安修 胸腔
內科

星期一 08:30-11:30

星期二 13:30-16:30

星期四 18:00-20:30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794號 Y
星期一至五 07:30-9:00

人事行政局公告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N

新北市 蕭中正醫院 1531010108 吳福平 胸腔內科 星期三 09：00-12：00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一段15-1號 N — Y

新北市 蕭中正醫院 1531010108 林明澤 胸腔內科 星期二 09：00-12：00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一段15-1號 N — Y

新北市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委託台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1331040513 李俊年 胸腔科

星期一 08:30-11:30

星期三 13:30-16:30

 星期五 13:30-16:30

星期六 08:30-11:30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 Y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22:00

星期六 08:00-12:00
Y

新北市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委託台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1331040513 張志誠 胸腔科

星期一 08:30-11:30

星期三 08:30-11:30

星期四 13:30-16:30

星期五 08:30-11:30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 Y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22:00

星期六 08:00-12:00
Y

新北市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委託台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1331040513 曾健華 胸腔科

星期二 08:30-11:30

星期三 13:30-16:30

星期四 18:00-21:00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 Y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22:00

星期六 08:00-12:00
Y

新北市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委託台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1331040513 黃萬均 胸腔科

星期一 18:00-21:00

星期二 13:30-16:30

星期三 13:30-16:30

星期一 13:30-16:30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 Y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22:00

星期六 08:00-12:00
Y



新北市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委託台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1331040513 葉雲凱 胸腔科

星期一 8:30-11:30

星期四 13:30-16:30

星期五 18:00-21:00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 Y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22:00

星期六 08:00-12:00
Y

新北市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委託台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1331040513 劉永慶 感染科

星期一 08:30-11:30

星期二 13:30-16:30

星期四 13:30-16:30

星期五 08:30-11:30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 Y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22:00

星期六 08:00-12:00
Y

新北市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委託台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1331040513 李繼弘 感染科

星期三 08:30-11:30

星期三 18:00-21:00

星期五 08:30-11:30

星期五 13:30-16:30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 Y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22:00

星期六 08:00-12:00
Y

新北市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委託台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1331040513 李美慧 感染科

星期二 08:30-11:30

星期三 13:30-16:30

星期四 08:30-11:30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 Y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22:00

星期六 08:00-12:00
Y

新北市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委託台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1331040513 林文川 小兒  感染科

星期一 13:30-16:30

星期二 13:30-16:30

星期四 18:00-21:00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 Y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22:00

星期六 08:00-12:00
Y

新北市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1331160010 張智越 胸腔內科

星期三 18:00-21:00

星期四 09:00-12:00

星期五 13:30-16:30

星期六 09:00-12:00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69號 Y
每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10:30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Y

新北市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1331160010 郭彥良 胸腔內科

星期一 09:00-12:00

星期二 09:00-12:00

星期四 13:00-16:30

星期五 18:00-21:00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69號 Y
每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10:30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Y

新北市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1331160010 劉偉倫 胸腔內科
星期二 13:30-16:30

星期三 13:30-16:30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69號 Y

每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10:30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Y

新北市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1331160010 李麗娜 胸腔內科

星期二 13:30-16:30

星期三 09:00-12:00

星期五 09:00-12:00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69號 Y
每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10:30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Y

新北市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1331160010 李宜謙 感染科

星期二 13:30-16:30

星期三 09:00-12:00

星期四 13:30-16:30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69號 Y
每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10:30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Y

新北市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1331160010 董紹賢 感染科

星期一 13:30-16:30

星期二 09:00-12:00

星期四 18:00-21:00

星期五 09:00-12:00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69號 Y
每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10:30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Y



新北市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1331160010 王聖儒 小兒感染科  星期三 09:00-12:00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69號 Y
每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10:30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Y

新北市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1331160010 周紋如 胸腔內科
星期一 13:30-16:30

星期四 13:30-16:30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69號 Y

每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10:30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Y

新北市 永聖醫療社團法人文化醫院 931090014 羅志鵬 胸腔科 星期二、四 15:00-17:00 新北市三峽區介壽路一段199號 N — Y

新北市 中祥醫院 1531040259 陳啟健 胸膛科 星期五 08:30-12:00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2段140號 Y
每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 08:00-12:00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Y

新北市 中祥醫院 1531040259 鄧承恩 感染科 星期一、星期三 08:30-12:00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2段140號 Y
每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 08:00-12:00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Y

新北市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1231050017 孫麗娟 小兒科

週二 09:00-12:00 (安康院區)

週二 14:00-17:00

週三 09:00-12:00

週四 18:30-21:00

週六上午  (安康院區)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2號

(安康院區-新北市新店區車子路15號)
Y

新店耕莘

星期ㄧ至星期五 07:30-10:00

安康院區

星期ㄧ至星期五 08:00-10:00

人事行政局公告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Y

新北市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1231050017 劉彥宏 感染科

星期二 09:00-12:00

星期三 14:00-17:00

星期三 18:30-21:00

星期四 09:00-12:00

星期五 14:00-17:00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2號 Y

新店耕莘

星期ㄧ至星期五 07:30-10:00

人事行政局公告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Y

新北市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1231050017 林恆毅 胸腔內科

星期一 09:00-12:00 (安康院區)

星期二 09:00-12:00

星期四 09:00-12:00

星期六 09:00-12:00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2號

(安康院區-新北市新店區車子路15號)
Y

新店耕莘

星期ㄧ至星期五 07:30-10:00

安康院區

星期ㄧ至星期五 08:00-12:00

人事行政局公告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Y

新北市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1231050017 張炎德 胸腔內科

星期一 09:00-12:00

星期二 14:00-17:00

星期三 09:00-12:00

星期六 09:00-12:00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2號 Y

新店耕莘

星期ㄧ至星期五 07:30-10:00

人事行政局公告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Y

新北市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1231050017 鍾世哲 胸腔內科

星期一 09:00-12:00

星期二 14:00-17:00

星期三 14:00-17:00、18:30-21:00

星期四 09:00-12:00 (安康院區)

星期五 09:00-12:00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2號

(安康院區-新北市新店區車子路15號)
Y

新店耕莘

星期ㄧ至星期五 07:30-10:00

安康院區

星期ㄧ至星期五 08:00-12:00

人事行政局公告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Y



新北市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1231050017 王誠一 胸腔內科

星期一 14:00-17:00、18:30-21:00

星期二 09:00-12:00

星期四 09:00-12:00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2號 Y

新店耕莘

星期ㄧ至星期五 07:30-10:00

人事行政局公告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Y

新北市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1231050017 陳群互 胸腔內科

星期二 09:00-12:00

星期四 09:00-12:00

星期五 14:00-17:00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2號 Y

新店耕莘

星期ㄧ至星期五 07:30-10:00

人事行政局公告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Y

新北市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1231050017 黃燦明 胸腔內科

星期二 09:00-12:00、18:00-20:30(安康院

區)

星期三 09:00-12:00 (安康院區)

星期三 14:00-17:00

星期五 09:00-12:00(安康院區)

星期六 09:00-12:00(安康院區)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2號

(安康院區-新北市新店區車子路15號)
Y

新店耕莘

星期ㄧ至星期五 07:30-10:00

安康院區

星期ㄧ至星期五 08:00-12:00

人事行政局公告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Y

新北市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1231050017 陳政昕 胸腔內科

星期二 09:00-12:00(安康院區)

星期三 09:00-12:00

                   星期四 14:00-17:00、18:30-

21:00

星期五 14:00-17:00(安康院區)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2號

(安康院區-新北市新店區車子路15號)
Y

新店耕莘

星期ㄧ至星期五 07:30-10:00

安康院區

星期ㄧ至星期五 08:00-12:00

人事行政局公告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Y

新北市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1231050017 黃月蘭 胸腔內科

星期一  14:00-17:00

星期二  14:00-17:00、18:30-21:00

星期四 09:00-12:00、14:00-17:00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2號 Y

新店耕莘

星期ㄧ至星期五 07:30-10:00

人事行政局公告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Y

新北市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1231050017 盧葦 感染科

星期一 09:00-12:00

星期二 09:0012:00、18:00-20:30 (安康院區)

星期三 14:00-17:00  (安康院區)

星期五 14:00-17:00 (安康院區)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2號

(安康院區-新北市新店區車子路15號)
Y

新店耕莘

星期ㄧ至星期五 07:30-10:00

安康院區

星期ㄧ至星期五 08:00-12:00

人事行政局公告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Y

新北市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1231050017 程味兒 胸腔內科 星期四 09:00-12:00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2號 Y

新店耕莘

星期ㄧ至星期五 07:30-10:00

人事行政局公告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Y

新北市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0131020016 蔡幸真 小兒感染科
星期一 13:30-16:00

星期五 09:00-11:30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3號 Y

每星期一-五 08:00-11:00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Y

新北市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0131020016 蔡幸真 小兒感染科

星期一 09:00-11:30

星期三 09:00-11:30(與王家義醫師輪診)

星期四 09:00-11:30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8號 Y
每星期一-五 08:00-11:00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Y

新北市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0131020016 王家義 小兒科
星期一 09:00-11:30

星期三 13:30-16:00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3號 Y

每星期一-五 08:00-11:00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Y



新北市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0131020016 王家義 小兒科
星期一 13:30-16:00

星期三 09:00-11:30(與蔡幸真醫師輪診)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8號 Y

每星期一-五 08:00-11:00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Y

新北市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0131020016 劉潔如 感染科
星期ㄧ09:00-11:30

星期三09:00-11:30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3號 Y

每星期一-五 08:00-11:00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Y

新北市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0131020016 劉潔如 感染科 星期四09:00-11:30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8號 Y
每星期一-五 08:00-11:00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Y

新北市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0131020016 吳茲端 胸腔科
星期ㄧ13:30-16:00

星期五09:00-11:30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3號 Y

每星期一-五 08:00-11:00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N

新北市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0131020016 吳茲端 胸腔科 星期三13:30-16:00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8號 Y
每星期一-五 08:00-11:00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N

新北市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0131020016 鄭俊彥 胸腔科 星期四09:00-11:30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8號 Y
每星期一-五 08:00-11:00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Y

新北市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0131020016 鄭俊彥 胸腔科
星期二09:00-11:30

星期五13:30-16:00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3號 Y

每星期一-五 08:00-11:00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Y

新北市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0131020016 林聖翔 胸腔科
星期二13:30-16:00

星期三09:00-11:30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3號 Y

每星期一-五 08:00-11:00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N

新北市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0131020016 林聖翔 胸腔科 星期四13:30-16:00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8號 Y
每星期一-五 08:00-11:00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N

新北市 祐民醫院 1531021174 陳孝曦 胸腔科 週四 12:00-18:00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2段2號 N — Y

新北市 祐民醫院 1531021174 黃培堯 胸腔科

週一 16:00-22:00

週三 08:00-12:00

週六 14:00-18:00(每個月第四週)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2段2號 N — Y

新北市 祐民醫院 1531021174 蘇榮璋 胸腔科

週三 12:00-18:00

週五 18:00-22:00

週六 14:00-18:00(每個月第二週)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2段2號 N — Y

新北市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131060029 簡林楨 胸腔病科

星期一 13:30-16:00

星期二 08:30-11:30、18:00-20:00

星期四 08:30-11:30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127號 Y

星期1-5上午8:00 -上午10:30

星期六及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

不受理(02)2276-5566 分機2233；2234

檢驗科 張燕玲

lab2342001@yahoo.com.tw

Y

新北市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131060029 游承翰 胸腔病科

星期一 08:30-11:30、18:00-20:00

星期三 13:30-16:00

星期四 13:30-16:00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127號 Y

星期1-5上午8:00 -上午10:30

星期六及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

不受理(02)2276-5566 分機2233；2234

檢驗科 張燕玲

Y



新北市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131060029 黃健裕 胸腔病科

星期二 13:30-16:00

星期三 08:30-11:30

星期五 08:30-11:30

星期六 08:30-11:30(隔 週 六 看 診)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127號 Y

星期1-5上午8:00 -上午10:30

星期六及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

不受理(02)2276-5566 分機2233；2234

檢驗科 張燕玲

lab2342001@yahoo.com.tw

Y

新北市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131060029 蕭詠聰 胸腔病科

星期二 08:30-11:30

星期三 08:30-11:30

星期五 13:30-16:00

星期六 08:30-11:30(隔 週 六 看 診)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127號 Y

星期1-5上午8:00 -上午10:30

星期六及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

不受理(02)2276-5566 分機2233；2234

檢驗科 張燕玲

Y

新北市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131060029 徐錦池 胸腔病科 星期二 13:30-16:00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127號 Y

星期1-5上午8:00 -上午10:30

星期六及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

不受理(02)2276-5566 分機2233；2234

檢驗科 張燕玲

lab2342001@yahoo.com.tw

Y

新北市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131060029  林武甫 感染科

 星期一 13:30-16:00

星期二 08:30-11:30

星期四 08:30-11:30

星期五 18:00-20:00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127號 Y

星期1-5上午8:00 -上午10:30

星期六及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

不受理(02)2276-5566 分機2233；2234

檢驗科 張燕玲

lab2342001@yahoo.com.tw

Y

新北市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131060029 吳文秋 小 兒 科

星期三 08:30-11:30

星期四 08:30-11:30

星期六 08:30-11:30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127號 Y

星期1-5上午8:00 -上午10:30

星期六及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

不受理(02)2276-5566 分機2233；2234

檢驗科 張燕玲

lab2342001@yahoo.com.tw

N

新北市 永和耕莘醫院 1231030015 高寶鑽 感染科

星期二 09:00-11:30

星期三 18:00-20:30

星期五 09:00-11:30、14:00-16:30

新北市永和區中興街80號 Y

星期一至星期五 10:00前

星期六及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

不受理

N

新北市 永和耕莘醫院 1231030015 詹家榮 胸腔科

星期一 18:00-20:30

星期二 09:00-11:30、14:00-16:30

星期四 09:00-11:30

星期六 09:00-11:30

新北市永和區中興街80號 Y

星期一至星期五 10:00前

星期六及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

不受理

N

新北市 永和耕莘醫院 1231030015 姜伯頴 胸腔科

星期一 14:00-16:30

星期二 18:00-20:30

星期三 09:00-11:30

星期四 14:00-16:30、18:00-20:30

新北市永和區中興街80號 Y

星期一至星期五 10:00前

星期六及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

不受理

N

新北市 永和耕莘醫院 1231030015 趙崇良 胸腔科
星期一 09:00-11:30

星期三 14:00-16:30、18:00-20:30
新北市永和區中興街80號 Y

星期一至星期五 10:00前

星期六及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

不受理

N

新北市 永和耕莘醫院 1231030015 林泳秀 小兒感染科

星期二 14:00-16:30

星期三 18:00-20:30

星期五 09:00-11:30

新北市永和區中興街80號 Y

星期一至星期五 10:00前

星期六及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

不受理

N

新北市 永和耕莘醫院 1231030015 陳佩君 小兒感染科

星期一 09:00-11:30

星期三 14:00-16:30

星期四 09:00-11:30

星期五 18:00-20:30

新北市永和區中興街80號 Y

星期一至星期五 10:00前

星期六及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

不受理

N

新北市 新泰綜合醫院 1531060180 汪整沛 胸腔內科

星期一 08:30-12:00

星期三 08:30-12:00

星期四 08:30-12:00

(僅供LTBI檢驗)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176號 Y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N



新北市 新泰綜合醫院 1531060180 郭明隆 胸腔內科
星期二 08:30-12:00

(僅供LTBI檢驗)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176號 Y 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國定例假日皆不受理 N

新北市 豐榮醫院 1531051163 葉靖宇 胸腔內科 住院醫師(僅限院內護理之家住民或住院病人) 新北市新店區安德街26巷3號 Y 依門診時間 N

新北市 豐榮醫院 1531051163 盧崇正 胸腔內科
星期一 14:00-1700

興期五 09:00-12:00
新北市新店區安德街26巷3號 Y 依門診時間 N

新北市 仁安醫院 1531130105 劉龍宇 胸腔專科
星期三 08:30-12:30

星期六 08:30-12:30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1段62號 N — N

新北市 新仁醫療社團法人新仁醫院 0931060016 劉宏祥 腎臟科

星期二 15:00-18:00

星期四 10:00-14:00

(僅供院內洗腎病人LTBI檢驗及治療)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395號 Y (僅供院內洗腎病人LTBI檢驗及治療) 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