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各區衛生所 
110 年疫苗接種服務時間一覽表  

單位 電 話 衛生所地址 網址 服務時間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部分衛生所採限號措施以維持安全社交距離，於服務時間內完成取號或掛號，衛生所會為您完成流感疫苗接種。 

八里區衛生所 2610-1902 八里區舊城路 16號 
https://bali.health.ntpc.gov.

tw/ 

幼兒流感  

每星期三 08：30-11：30 

成人流感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15-11：45 

三芝區衛生所 2636-2007 
三芝區中山路一段

12號 

https://sanzhi.health.ntpc.g

ov.tw/ 

幼兒流感 星期三 上午 09：00 - 11：30 

成人流感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08：00 - 11：30 

星期一、二、四 下午 14：00 - 16：00 

三重區衛生所 2982-5233 
三重區新北大道一

段一號 

https://sanchong.health.ntp

c.gov.tw/ 

 

幼兒流感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30-11：00 

成人流感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30-11：00 

三峽區衛生所 2671-1592 
三峽區光明路 71號

3樓 

https://sanxia.health.ntpc.g

ov.tw/ 

幼兒流感  

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 08：30-11：30 

成人流感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30-11：30 

土城區衛生所 2260-3181 土城區和平路 26號 
https://tucheng.health.ntpc.

gov.tw/ 

幼兒流感 

星期一-星期四上午 0830-1130 

成人流感 

星期一-星期四上午 0830-1130 

中和區衛生所 2249-1936 中和區南山路4巷3 https://zhonghe.health.ntpc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30 - 11：30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各區衛生所 
110 年疫苗接種服務時間一覽表  

單位 電 話 衛生所地址 網址 服務時間 

號 .gov.tw/ 

五股區衛生所 2291-7717 
五股區新城三路 11

號 

https://wugu.health.ntpc.g

ov.tw/ 

幼兒流感: 

星期一、星期四上午 08:30-11:30 

成人流感: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08:30-11:30 

(下午診或假日診時間另來電詢問) 

平溪區衛生所 2495-1015 平溪區公園街 17號 
https://pingxi.health.ntpc.g

ov.tw/ 

幼兒流感  

星期三  08：30 - 12：00（平溪衛生所） 

成人流感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30 - 12：00(平溪衛生所） 

星期二、星期五  14：00 - 16：00（十分衛生室） 

永和區衛生所 3233-2780 
永和區秀朗路一段

137號 

https://yonghe.health.ntpc.

gov.tw/ 

星期一~四上午 8:30-11:30 

星期一下午 1:30-4:30 

石門區衛生所 2638-1007 
石門區中山路 28之

1號 

https://shimen.health.ntpc.

gov.tw/ 

幼兒流感  

每星期二 08：30-11：30 

成人流感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五  

08：30-11：30、14：00-16：30 

星期三  08：30-11：30 

石碇區衛生所 2663-1325 
石碇區碇坪路一段

82號 

https://shiding.health.ntpc.

gov.tw/ 

成流--每周一/三/四下午 13:30~16:00 衛生所 

每周二下午 14:00~16:00 中民衛生室 

幼流—每周一/四上午 8:30-11:00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各區衛生所 
110 年疫苗接種服務時間一覽表  

單位 電 話 衛生所地址 網址 服務時間 

汐止區衛生所 2641-2030 
汐止區新台五路一

段 266號 

https://xizhi.health.ntpc.go

v.tw/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20-11：30 

坪林區衛生所 2665-6272 
坪林區坪林街 104

號 

https://pinglin.health.ntpc.

gov.tw/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08:30-11:30 

板橋區衛生所 2258-6606 
板橋區英士路 192

號 

https://banqiao.health.ntpc.

gov.tw/ 

幼兒流感: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30-11：00 

成人流感: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30-11：00 

(依衛生所網站公告為主) 

林口區衛生所 2606--8760 
林口區忠孝 2 路 55

號 1樓 

https://linkou.health.ntpc.g

ov.tw/ 

幼兒流感  

星期一、星期四、星期五 08：30-11：00 

成人流感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30-11：00 

金山區衛生所 2498-2778 
金山區中山路 257

號 4樓 

https://jinshan.health.ntpc.

gov.tw/ 

幼兒流感 

星期二 09：00-12：00、14：00-16：00                                               

成人流感及長者肺鏈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四、 

星期五 08：30-11：30、14：00-16：00                                     

星期三 08：30-11：30(下午休診) 

泰山區衛生所 2909-9921 
泰山區全興路 212

號 3樓 

https://taishan.health.ntpc.

gov.tw/ 

幼兒流感                                                                        

星期ㄧ、星期三、星期五  08：30 - 11：30        

成人流感                                                                       

星期ㄧ至星期五  08：30 - 11：30     

烏來區衛生所 2661-7200 
烏來區新烏路五段

109號 

https://wulai.health.ntpc.g

ov.tw/ 
星期一至五上午 08:30-11:30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各區衛生所 
110 年疫苗接種服務時間一覽表  

單位 電 話 衛生所地址 網址 服務時間 

貢寮區衛生所 2490-1431 
貢寮區仁愛路 128

號 

https://gongliao.health.ntp

c.gov.tw/ 

成人流感  

星期一至星期五  09：00-11：30，下午不施打                                                         

幼兒流感                                                                                               

星期五早上 09：00-11：30 

淡水區衛生所 2621-5620 
淡水區中山路 158

號 

https://tamsui.health.ntpc.g

ov.tw/ 

幼兒流感 

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下午 14：00-16：00 

成人流感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08：30-11：30 

 

深坑區衛生所 2662-1567 
深坑區深坑街 165

號 

https://shenkeng.health.ntp

c.gov.tw/ 

幼兒流感  

星期一、三、五  

08：30~11：30 

成人流感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30-11：30 

星期一 

14:00~16:00 

新店區衛生所 2911-3984 
新店區北新路一段
86號 12樓 

https://xindian.health.ntpc.

gov.tw/ 

週一至週五上午 08:30-11:30 

( 採 線 上 預 約 制 ， 請 上 新 店 衛 生 所 官 網
https://xindian.health.ntpc.gov.tw/預約) 

新莊區衛生所 2996-7123 
新莊區中華路一段

2號 

https://xinzhuang.health.nt

pc.gov.tw/ 

成人流感: 

10/1-11/30 每周一至周五 早上 8:00-11:30 (限號 400號) 

幼兒流感: 

每周一、三、四、五早上 08:00-11:00，週三下午 13:30-16:00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各區衛生所 
110 年疫苗接種服務時間一覽表  

單位 電 話 衛生所地址 網址 服務時間 

12/1 後成人流感及幼兒流感門診: 

每周一、三、四、五早上 08:00-11:00，週三下午 13:30-16:00 

瑞芳區衛生所 2497-2132 
瑞芳區明燈路三段

1號 

https://ruifang.health.ntpc.

gov.tw/ 

幼兒流感 

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  

08：30-11：30、13：30-16：00 

成人流感 

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  

08：30-11：30、13：30-16：00 

星期二、星期四 08：30-11：00 

萬里區衛生所 2492-1117 
萬里區瑪鋉路 157

號 

https://wanli.health.ntpc.g

ov.tw/ 

幼兒流感 

每週二 13:00-16:30 

成人流感及長者肺鏈 

每週一至週五 8:30-11:00 

樹林區衛生所 2681-2134 
新北市樹林區樹新

路 40-7號 

https://shulin.health.ntpc.g

ov.tw/ 

週一、三、五 08:30-10:00 

成人流感限額 200名(含 23價肺炎鏈球菌疫苗) 

兒童流感限額 50名(含兒童常規疫苗) 

雙溪區衛生所 2493-1211 
雙溪區新基南街 18

號 

https://shuangxi.health.ntp

c.gov.tw/ 

幼兒流感  

星期四  08：30 - 11：30 

成人流感  

星期一至星期五  09:00-11:30 

蘆洲區衛生所 2281-2011 蘆洲區中央路 58號 
https://luzhou.health.ntpc.

gov.tw/ 

幼兒流感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30-11：30每日限量 40號 

成人流感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30-11：30每日限量 150號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各區衛生所 
110 年疫苗接種服務時間一覽表  

單位 電 話 衛生所地址 網址 服務時間 

8:15發號碼牌 8:30開始掛號 

鶯歌區衛生所 2670-2304 
鶯歌區文化路 389

號 

https://yingge.health.ntpc.

gov.tw/ 

幼兒流感  

星期一、星期三、星期四  08：30 - 11：30  

成人流感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30 - 1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