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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口罩發放分配情形 

醫院 

一、109 年 2 月 7 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 1 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撥補轄內 53 家

醫院口罩 3,358 盒（16 萬 7,900 片）。 

 

二、109 年 2 月 12 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1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2月11日至2月17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

撥補轄內53家醫院口罩6,600盒（33萬片）。 

 

三、109年2月17、18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2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2月18日至2月24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

撥補轄內53家醫院口罩11,752盒（58萬7,600片）。 

 

四、109年2月25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2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2月25日至3月2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

撥補轄內53家醫院口罩11,744盒（58萬7,200片）。 

 

五、109年3月3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2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3月3日至3月9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撥

補轄內53家醫院口罩13,179盒（65萬8,950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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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09年3月9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3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3月10日至3月16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

撥補轄內53家醫院口罩18,205盒（91萬250片）。 

 

七、109年3月16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3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3月17日至3月23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

撥補轄內53家醫院口罩18,205盒（91萬250片）。 

 

八、109年3月23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4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3月24日至3月30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

撥補轄內53家醫院口罩23,227盒（116萬1,350片）。 

 

九、109年3月31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5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3月31日至4月6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

撥補轄內53家醫院口罩28,242盒（141萬2,100片）。 

 

十、109年4月7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4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4月7日至4月13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

撥補轄內53家醫院口罩23,227盒（116萬1,350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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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109年4月14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4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4月14日至4月20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

撥補轄內53家醫院口罩23,227盒（116萬1,350片）。 

 

十二、109年4月21日 

(一)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3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

療病人7天(4月21日至4月27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

位，共撥補轄內53家醫院口罩18,405盒（92萬250片）。 

(二) 新北市立土城醫院(委託長庚醫療財團法人興建經營)新開業，本次撥發

1個月之配送量，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

以每人每天4片計算，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計撥發口罩

1,846盒（9萬2,300片）。 

 

十三、109年4月28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4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4月28日至5月4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

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23,689盒（118萬4,450片）。 

 

十四、109年5月5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4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5月5日至5月11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

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23,689盒（118萬4,450片）。 

 

十五、109年5月12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4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撥補轄內54家醫

院口罩20,565盒（102萬8,250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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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109年5月19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5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5月12日至5月18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

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28,383盒（141萬9,150片）。 

 

十七、109年5月26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5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5月19日至5月25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

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28,383盒（141萬9,150片）。 

 

十八、109年6月2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5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5月26日至6月1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

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28,383盒（141萬9,150片）。 

 

十九、109年6月9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5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6月2日至6月8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撥

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28,383盒（141萬9,150片）。 

 

二十、109年6月16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4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6月9日至6月15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

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23,288盒（116萬4,400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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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109年6月23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4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6月16日至6月22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

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23,288盒（116萬4,400片）。 

 

二十二、109年6月30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3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6月23日至6月29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

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18,196盒（90萬9,800片）。 

 

二十三、109年7月7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4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6月30日至7月6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

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23,288盒（116萬4,400片）。 

 

二十四、109年7月21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4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撥補轄內54家醫

院口罩20,391盒（101萬9,550片）。 

二十五、109年7月28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2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14天(7月7日至7月20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

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16,146盒（80萬7,300片）。 

二十六、109年8月4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2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7月21日至7月27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

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13,179盒（65萬8,950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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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109年8月11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4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7月28日至8月3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

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23,651盒（118萬2,550片）。 

 

二十八、109年8月18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4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8月4日至8月10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

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23,651盒（118萬2,550片）。 

 

二十九、109年8月25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4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撥補轄內54家醫

院口罩20,686盒（103萬4,300片）。 

 

三十、109年9月8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4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8月11日至8月17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

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23,720盒（118萬6,000片）。 

三十一、109年9月15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5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8月18日至8月24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

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28,887盒（144萬4,350片）。 

三十二、109年9月22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5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8月25日至8月31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

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29,227盒（146萬1,350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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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109年9月29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4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9月1日至9月7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撥

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23,998盒（119萬9,900片）。 

三十四、109年10月20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4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9月8日至9月14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

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23,998盒（119萬9,900片）。 

 

三十五、109年10月27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4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9月15日至9月21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

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24,093盒（120萬4,650片）。 

 

三十六、109年11月3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4片，

本次撥補二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9月22日至9月28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

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45,028盒（225萬1,400片）。 

 

三十七、109年11月10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4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9月29日至10月5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

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24,093盒（120萬4,650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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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109年11月17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4片，

本次撥補二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10月6日至10月12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

共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45,028盒（225萬1,400片）。 

三十九、109年11月24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4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10月13日至10月19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

共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24,021盒（120萬1,050片）。 

四十、109年12月1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4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10月20日至10月26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

共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24,021盒（120萬1,050片）。 

四十一、109年12月8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4片，

本次撥補二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10月27日至11月2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

共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44,956盒（224萬7,800片）。 

四十二、109年12月15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4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11月3日至11月9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

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24,140盒（120萬7,000片）。 

四十三、109年12月22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4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11月10日至11月16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

共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24,140盒（120萬7,000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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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109年12月29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5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11月17日至11月23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

共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30,271盒（151萬3,550片）。 

四十五、110年1月5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4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11月24日至11月30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

共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24,861盒（124萬3,050片）。 

四十六、110年1月12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5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12月1日至12月7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

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30,271盒（151萬3,550片）。 

四十七、110年1月19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5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12月8日至12月14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

共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30,271盒（151萬3,550片）。 

四十八、110年1月26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5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21天(109年12月15日至110年1月4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

為單位，共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36,709盒（183萬5,450片）。 

四十九、110年2月2日 

依醫院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4片，

每次撥補一週計算；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

病人7天(1月5日至1月11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

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24,884盒（124萬4,200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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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110年5月11日 

依據中央配送，本次撥發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病

人(1月12日至1月25日及5月4日至5月17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

為單位，共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9,595盒（47萬9,750片）。 

五十一、110年5月18日 

依據中央配送，本次撥發醫院110年5月4日至5月17日之配送量，依醫院執

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2週每人每天4片計算，

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21,575盒（107

萬8,750片）。 

五十二、110年5月25日 

依據中央配送，本次撥發醫院110年5月18日至5月31日之配送量，依醫院

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2週每人每天4片計算；

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病人14天(5月18日至5

月31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

罩27,590盒（137萬9,500片）。 

五十三、110年6月1日 

依據中央配送，本次撥發醫院110年6月1日至6月14日之配送量，依醫院執

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2週每人每天4片計算，

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21,308盒（106

萬5,400片）。 

五十四、110年6月8日 

依據中央配送，本次撥發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病

人(6月1日至6月14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撥補轄

內54家醫院口罩6,358盒（31萬7,900片）。 

五十五、110年6月15日 

依據中央配送，本次撥發醫院110年6月15日至6月21日之配送量，依醫院

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5片計算，並

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26,617盒（133

萬850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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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六、110年6月22日 

依據中央配送，本次撥發醫院110年6月22日至6月28日之配送量，依醫院

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人每天4片計算，並

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21,308盒（106

萬5,400片）。 

五十七、110年6月29日 

依據中央配送，本次撥發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病

人(6月15日至6月28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撥補

轄內54家醫院口罩6,418盒（32萬900片）。 

五十八、110年7月13日 

依據中央配送，本次撥發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病

人(6月29日至7月12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撥補

轄內54家醫院口罩6,418盒（32萬900片）。 

五十九、110年7月27日 

依據中央配送，本次撥發醫院110年6月29日至7月12日之配送量，依醫院

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2週每人每天3片計算；

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病人(7月13日至7月26

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

21,947盒（109萬7,350片）。 

六十、110年8月3日 

依據中央配送，本次撥發醫院110年7月13日至8月9日之配送量，依醫院執

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2週每人每天3片計算，

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31,943盒（159

萬7,150片）。 

六十一、110年8月10日 

依據中央配送，本次撥發醫院110年8月10日至8月23日之配送量，依醫院

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2週每人每天3片計算；

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病人(7月27日至8月9

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

21,947盒（109萬7,350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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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二、110年8月24日 

依據中央配送，本次撥發醫院110年8月24日至9月20日之配送量，依醫院

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2週每人每天4片計算；

另加計醫院之透析(洗腎)病患、住院陪病者及化放療病人(8月10日至8月23

日)分配量，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

48,542盒（242萬7,100片）。 

六十三、110年9月14日 

依據中央配送，本次撥發醫院110年9月21日至10月4日之配送量，依醫院

執登醫事人員總數及非醫事人員之工作人員數，以每2週每人每天4片計算，

並無條件進位至以「盒」為單位，共撥補轄內54家醫院口罩21,541盒（107

萬7,050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