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75歲以上長者接種肺炎鏈球菌疫苗計畫
合約醫療院所名單(107.8.6更新)
編號 行政區

醫療機構名稱

地址

電話

1

士林區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臺北市士林區文昌路95號

02-28332211轉2438

2

士林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臺北市士林區雨聲街105號

02-28389167

3

士林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士林門診部

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439號

02-28836268

4

士林區 貝爾聯合診所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7段82巷9號

02-28729980

5

士林區 張虔熙小兒科診所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6段282號

02-28361368

6

士林區 忠誠聯合診所

臺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109巷102弄6號

02-88661176

7

士林區 存德小兒科診所

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460號

02-28342567

8

士林區 愛林診所

臺北市士林區承德路4段222號之1(之2)

02-28836881

9

士林區 蘇慧卿診所

臺北市士林區大南路274號

02-28829955

10

士林區 何小兒科診所

臺北市士林區福港街176號

02-28827401

11

士林區 平安診所

臺北市士林區社子街36之1號

02-28167263

12

士林區 李世澤小兒科內科診所

臺北市士林區社子街67號

02-28111472

13

士林區 蕭雨青小兒科診所

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5段292號

02-28126415

14

士林區 鄭醫師診所

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5段120號

02-28127412

15

士林區 德泰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士林區通河街42-1號

02-28851570

16

士林區 黃耀明診所

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322號

02-28320657

17

士林區 和謙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士林區社中街362號

02-28165678

18

大同區 建順診所

臺北市大同區甘州街51號

02-25573250

19

大同區 澤民診所

臺北市大同區酒泉街104號

02-25963539

20

大同區 黃博裕小兒科診所

臺北市大同區赤峰街49巷21號

02-25592440

21

大同區 羅源彰診所

臺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137號

02-25552500

22

大同區 羅志弘診所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3段115號

02-25921666

23

大同區 施小兒科診所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3段28號

02-25941935

24

大同區 建成診所

臺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82號

02-25500712

25

大同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大同門診部

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52號1樓

02-25948971

26

大同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臺北市大同區鄭州路145號

02-25553000

27

大同區 紘成診所

臺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35號2樓

02-25585881

28

大同區 寧夏診所

臺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236號1樓

02-25586060

29

大安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10號

02-27093600

30

大安區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280號

02-27082121

31

大安區 松德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四維路170巷16號

02-27073326

32

大安區 邱醫師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3段288號

02-27392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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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大安區 夏爾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4段265巷54號

02-23255508

34

大安區 中山醫療社團法人中山醫院

臺北市仁愛路4段112巷11號

02-27081166

35

大安區 健華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255號/257號4樓 02-27072990

36

大安區 博安家庭醫學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麗水街3號

02-23567066

37

大安區 林繼國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17巷1弄12號

02-27315568

38

大安區 尹書田醫療財團法人書田泌尿科眼科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2段276號

02-23690211

39

大安區 安東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98之1號

02-23786111

40

大安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大安門診部

臺北市大安區辛亥路3段15號

02-27390997

41

大安區 啟誠聯合診所

臺北市和平東路2段120號

02-23784380

42

大安區 智博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4段265巷11號

02-27099097

43

大安區 中心診所醫療財團法人中心綜合醫院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77號

02-27510221

44

大安區 宏恩醫療財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

臺北市仁愛路4段71巷1號

02-27713161

45

大安區 林青穀家庭醫學科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1段2號之1

02-27317557

46

大安區 佳音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1段261-3號

02-27054430

47

中山區 大直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595巷2弄2號

02-25332339

48

中山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中山門診部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67號1樓

02-25013363

49

中山區 協和婦女醫院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85巷5號

02-25072222轉103

50

中山區 中崙聯合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2段303號

02-27711501

51

中山區 莊宇龍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637號

02-25331255

52

中山區 大直佳恩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591號

02-25323301

53

中山區 雙連婦產科小兒科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西路30號4樓

02-25222350
02-25222381

54

中山區 葉小兒科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227號

02-25054833

55

中山區 杏慈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2段152巷2-1號

02-25013109

56

中山區 榮星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龍江路272號

02-25168112

57

中山區 愛鄰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520-1號

02-25322333

58

中山區 惟廉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595巷1號B1

02-25323036

59

中山區 龍安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錦州街296號1樓

02-25179979

60

中山區 高固廉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613號

02-25323036

61

中山區 陳炯輝診所

臺北市民生東路2段103號

02-25221796

62

中山區 北安聯合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569之3號

02-25337777

63

中山區 樂群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樂群2段210-2號1樓

02-85012268

64

中山區 信安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西路24號3樓

02-25118112

65

中山區 泰安醫院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2段92巷2-1號

02-25251111

66

中山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院區

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530號

02-25916681轉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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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中山區 陳世澤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龍江路284-1號

02-25014769

68

中山區 民生承安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三段90號

02-25032633

69

中山區 慶恩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117號

02-25683199

70

中山區 王三郎婦產科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166之2號

02-25948759

71

中山區

72

中山區 固廉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516號2樓

02-2532-3036

73

中正區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7號

語音預約02-23567890
總機02-23123456

74

中正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婦幼院區

臺北市中正區福州街12號

02-23916471

75

中正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2段33號

02-23889595

76

中正區 郵政醫院

臺北市中正區福州街14號

02-23956755

77

中正區 國軍台北門診中心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臺北市中正區紹興南街7號

02-23918235

78

中正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中正門診部

臺北市中正區牯嶺街24號1樓

02-23210168

79

中正區 朱小兒科診所

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2段220號

02-23651810

80

中正區 同泰診所

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2段138號

02-23678511

81

中正區 宜康診所

臺北市中正區新生南路1段148號

02-23417696

82

中正區 滙安診所

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1段20號5樓

02-23637588

83

中正區 遠東聯合診所

臺北市中正區永綏街8號

02-23111525

84

中正區 醫療財團法人好心肝基金會好心肝診所

臺北市中正區公園路30號2樓之2

02-23070827

85

中正區 健康101診所

臺北市中正區牯嶺街97號1樓

02-23645143

86

內湖區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臺北分院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2段360號

02-27919696轉1555

87

內湖區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2段325號

02-87923311轉88017

88

內湖區 康寧醫療財團法人康寧醫院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5段420巷26號2樓

02-26345500轉2066

89

內湖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內湖門診部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99號1樓

02-27908387

90

內湖區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內湖國泰診所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06號

02-87972121轉570

91

內湖區 康樂診所

臺北市內湖區康樂街82號

02-26308800

92

內湖區 林永正診所

臺北市內湖區康樂街130號

02-26315567

93

內湖區 魏穀年診所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1段403號

02-26572691

94

內湖區 馬思特診所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4段53號1樓

02-27925994

95

內湖區 大湖診所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366號

02-27906002

96

內湖區 陳森豐診所

臺北市內湖區環山路1段2號

02-27990361

97

內湖區 新明診所

臺北市內湖區新明路386號

02-87921282

98

內湖區 日新診所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5段446號1樓

02-26342743

99

內湖區 仁弘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737巷50弄37號1
樓

02-2659-6360

100

內湖區 成安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153號

02-27937201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92號
院

02-25433535轉3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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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文山區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台北醫學大學辦理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111號

02-29307930轉8821

102

文山區 景美醫院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六段280號

02-29331010

103

文山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政大門診部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117號

02-82377441

104

文山區 鐘內兒科診所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三段119號

02-29399632

105

文山區 興隆李內兒科診所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一段12號

02-29314537

106

文山區 興隆內科小兒科診所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二段17號

02-29311736

107

文山區 東翰診所

文山區興隆路二段139號

02-29308330

108

文山區 泓仁診所

臺北市文山區木新路2段273號

02-29382627

109

文山區 吳錫賢診所

臺北市文山區木新路3段208號

02-29381577

110

文山區 洪佑承小兒專科診所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四段64之2號1F

02-29364708

111

文山區 官世英診所

臺北市文山區景興路45號

02-86638189

112

文山區 徐慧玲診所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4段99號

02-22340000

113

文山區 林正豐診所

臺北市文山區保儀路25號

02-29363665

114

文山區 定安診所

臺北市文山區景興路165號

02-29323755

115

文山區 萬慶診所

臺北市文山區萬慶街8號

02-29355752

116

文山區 欣民診所

臺北市文山區保儀路37號

02-29375115

117

文山區 京閣醫學王醫師診所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六段407號3F

02-29332010

118

文山區 全心醫學陳醫師診所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六段407號2F、2F之1 02-29332010

119

文山區 全心醫學蕭醫師診所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六段407號2F、2F之1 02-29332010

120

文山區 健鑫診所

臺北市文山區忠順街1段28號

02-29375680

121

北投區 臺北榮民總醫院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2段201號

02-28712121

122

北投區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臺北市北投區振興路45號

02-28264400

123

北投區 臺北市立關渡醫院

臺北市北投區知行路225巷12號

02-28587107、02-28587176

124

北投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北投門診部

臺北市北投區新市街30號5樓

02-28912670

125

北投區 陳獻明小兒科診所

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南路1段69號

02-28928950

126

北投區 昱德聯合診所

臺北市北投區光明路102號

02-28953663

127

北投區 宏恩兒科診所

臺北市北投區致遠一路2段99號

02-28975050

128

北投區 清田婦產科家醫科診所

臺北市北投區中和街268號

02-28931323

129

北投區 李伯匯小兒科診所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1段93號

02-28221212

130

北投區 何叔芳小兒科診所

臺北市北投區裕民四路4號1樓

02-28206886

131

北投區 黃正宏診所

臺北市北投區西安街1段359號

02-28217076

132

北投區 黃浩魁小兒科診所

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1段168號

02-28983256

133

北投區 陳柏宏親子診所

臺北市北投區明德路124號

02-28225257

134

北投區 陳信方小兒科診所

臺北市北投區明德路106號

02-2820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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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北投區 洪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南路1段43號

02-28928769

136

北投區 祐民聯合診所

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南路1段207號

02-28951301

137

北投區 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

臺北市北投區新民路60號

02-28959808

138

北投區 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臺北市北投區立德路125號

02-28970011

139

北投區 陳珀勳診所

臺北市北投區明德路號85號

02-28206263

140

北投區 長宏診所

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2段121號

02-28967372

141

北投區 紀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2段57號

02-28214485

142

北投區 張晉豪診所

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南路一段155號

02-28913820

143

松山區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99號

02-27135211

144

松山區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424號

02-27718151轉2780

145

松山區 博仁綜合醫院

臺北市松山區復勢里光復北路66號

02-25786677

146

松山區 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路131號

02-27648850

147

松山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松山門診部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4段694號

02-27653147

148

松山區 林忠志診所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291巷20弄3-3
號

02-27689577

149

松山區 弘光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117號

02-27181177

150

松山區 馮子強診所

臺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三段160巷7號

02-87120622

151

松山區 大家好診所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80巷11弄2號

02-27138819

152

松山區 車參薇小兒科診所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195號1樓

02-25770101

153

松山區 閎新耳鼻喉科皮膚科聯合診所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20-2號

02-25779898

154

松山區 陳炳堅內科診所

臺北市松山區延壽街327號

02-27637199

155

松山區 安德聯合診所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34號四樓

02-25705886

156

松山區 吳慶南內兒科診所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138號1樓

02-27659566

157

松山區 江建中診所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285號1樓

02-27647883

158

松山區 王躬仁診所

臺北市松山區新中街12-3號1樓

02-27646685

159

松山區 鈞賀診所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89號

02-27601181

160

信義區 登瑞安診所

臺北市信義區林口街232號

02-27265228

161

信義區 林應然兒科診所

臺北市信義區福德街75號

02-27595328

162

信義區 新穎全診所

臺北市信義區和平東路三段265號

02-27325809

163

信義區 聯合報系員工診療所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四段559巷1號6樓

02-27601618轉18

164

信義區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2號

02-27372181

165

信義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信義門診部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15號1樓

02-87804152

166

信義區 張育驍診所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467巷2弄6號地下一樓 02-27296611

167

信義區 總站18號診所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467巷2弄4號地下一樓
02-27296611
/6號地下一樓

168

信義區 黃啟彰診所

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261-1號

02-27696218

編號 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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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信義區 信義邱婦產科

臺北市信義區虎林街198號

02-27278275

170

信義區 臺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員工診所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3樓

02-87259772

171

信義區 松展診所

臺北市信義區松隆路88號

02-27631373

172

信義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9號

02-27263141

173

南港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87號

02-27861288轉8672

174

南港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南港門診部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一段360號1樓

02-27868756

175

南港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南軟門診部

臺北市南港區園區街3之2號2樓

02-27863137

176

南港區 陳志鑫診所

臺北市南港區八德路4段812號

02-27839698

177

南港區 義仁兒科診所

臺北市南港區玉成街138號1樓

02-26515929

178

南港區 希文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234號

02-27854868

179

南港區 義仁家醫診所

臺北市南港區玉成街138號1樓

02-26515929

180

南港區 李文珍診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2段74號

02-26511871

181

南港區 天仁兒科診所

臺北市南港區成福路21號

02-27862687

182

南港區 天仁健康診所

臺北市南港區成福路21號

02-27862687

183

南港區 蔣小兒科診所

臺北市南港區玉成街166巷30號1樓

02-26513761

184

南港區 永育診所

臺北市南港區福德街320-2號

02-27850700

185

南港區 維康診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2段84巷1號1樓

02-26517748

186

南港區 杏安診所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76號1樓

02-27892008

187

南港區 陳勝吉診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1段115號

02-27836972

188

萬華區 西園醫院

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2段270號

02-23076968

189

萬華區 劉小兒科診所

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158號

02-23813156

190

萬華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萬華門診部

臺北市萬華區東園街152號1樓

02-23395383

191

萬華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院區

臺北市萬華區昆明街100號

02-23703739

192

萬華區 青年診所

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2段424號

02-23032450

193

萬華區 天行健診所

臺北市萬華區寶興街127號1樓

02-23320688

194

萬華區 永康診所

臺北市萬華區桂林路47號

02-23123455

195

萬華區 瑞生診所

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2段250號

02-23012788

196

萬華區 仁濟醫院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243號

02-23021133轉1(語音掛號)
02-23021133轉9(人工掛號)

197

萬華區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北護分院

臺北市萬華區內江街87號

02-23717101轉8181

198

萬華區 同仁院醫療財團法人萬華醫院

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2段606巷6號

02-23059292

199

萬華區 萬澤內科診所

臺北市萬華區萬大路425之1號2樓

02-23397018

200

萬華區 光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萬華區青年路90號

02-23078697

201

萬華區 佳安診所

臺北市萬華區青年路34號

02-233208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