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縣市 單位名稱 專科別 施打時間 地址 聯絡電話

1 高雄市

2 高雄市 高雄榮民總醫院 小兒科 配合小兒感染科醫師門診時間 07-3422121

3 高雄市

4 高雄市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5 高雄市 小兒科 07-8036783

6 高雄市 小兒科

7 高雄市 小兒科

8 高雄市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１３４號

9

高雄市 國軍高雄總醫院

胸腔內科

提供未滿5歲接觸者結核菌素測驗（免費）服務單位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
念醫院(內
科治療室)

小兒科胸腔
內科
感染內科

每週星期五上午8:30-12:00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100號 07-3121101
轉6009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386號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
人阮綜合醫院

兒科
胸腔科

每週星期二上午8:30-12:00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162號 07-3351121
轉2327

內科
小兒科

每週星期一09:00-21:00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976號 07-5552565
轉2177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

醫學大學經營）
每週星期二上午09:00-12:00
每週星期二下午13:30-17:00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482號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
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經營)
每週星期一下午14:00-17:30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68號

07-2911101轉8960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
營分院

每週星期二下午13:30~17:00 高雄市左營區軍校路553號 07-5817121
轉2116

小兒科
感染科

每週星期二上午09:00~11:30
每週星期二下午14:00~16:30

07-7511131
轉2136

每週星期三上午09:00~12:00
(判讀)
每週星期一上午09:00~12:00
(施針)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2號 07-7496751轉
726501



9

高雄市 國軍高雄總醫院

小兒科

10 高雄市 健仁醫院

11 高雄市 林園區衛生所 家醫科 07-6412404

12 高雄市 大寮區衛生所 家醫科 07-7811965

13 高雄市 大樹區衛生所 家醫科 07-6512935

14 高雄市 仁武區衛生所 小兒科 07-3711434

15 高雄市 大社區衛生所 家醫科 07-3511774

16 高雄市 岡山區衛生所 家醫科 07-6212015

17 高雄市 橋頭區衛生所 家醫科 07-6113516

18 高雄市 燕巢區衛生所 內科 07-6161148

19 高雄市 田寮區衛生所 大腸直腸科 07-6361504

20 高雄市 阿蓮區衛生所 家醫科 07-6317141

每週星期三上午09:00~12:00
(判讀)
每週星期三晚上19:00~21:30
(判讀)
每週星期一上午09:00~12:00
(施針)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2號

07-7496751轉
726501

感染科 每週星期二上午08:30-11:30 高雄市楠梓區楠陽路136號 07-3517166
轉3218

每週星期二上午08:30-11:00
(務必先電詢)

高雄市林園北路186號

每週星期一整天09：00-16:00
(務必先電詢)

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29巷2-1號

每週星期三上午9:00-11:30
(務必先電詢)

高雄市大樹區檨腳里中興北路120
號

每週星期二上午08:00-10:00
(務必先電詢)

高雄市仁武區地政街23號

每月第一、第三週 星期一下午13:30- 15:00
(務必先電詢)

高雄市大社區自強街7號

每週星期一上午09:00-11:00
(務必先電詢)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路50號

星期二上午09:00-11:00
(務必先電詢)

高雄市橋頭區隆豐路5號

每週星期一下午14:00-16:00
(務必先電詢)

高雄市燕巢區中興路2號

每週星期一、二上午8:00-11:30
(務必先電詢)

高雄市田寮區南安里崗北路32號

每週星期二上午08:00-10:00
(務必先電詢)

高雄市阿蓮區民生路94-1號



21 高雄市 路竹區衛生所 家醫科 07-6962449

22 高雄市 湖內區衛生所 家醫科 07-6993009

23 高雄市 茄萣區衛生所 家醫科 07-6989275

24 高雄市 彌陀區衛生所 一般科 07-6175307

25 高雄市 梓官區衛生所 內科 07-6177331

26 高雄市 旗山區衛生所 小兒科 07-6612054

27 高雄市 美濃區衛生所 婦產科 07-6812064

28 高雄市 六龜區衛生所 家醫科 07-6891244

29 高雄市 永安區衛生所 家醫科 07-6912015

30 高雄市 茂林區衛生所 內科 07-6801046

31 高雄市 甲仙區衛生所 家醫科 07-6751029

每週星期一、二、五上午08:00-12:00
(務必先電詢)
每週星期一、二、五下午13:30-17:00
(務必先電詢)

高雄市路竹區國昌路86巷22號

每週星期二上午08:30-11:30
(務必先電詢)

高雄市湖內區湖中路203號

每週星期二下午14:00-16:00
(務必先電詢)

茄萣區濱海路二段1號

每週星期一上午8:00-12:00
(務必先電詢)

高雄市彌陀區中華路一巷5弄1號

每週星期五上午09:00-11:00
(務必先電詢)

高雄市梓官區公館路45號

每週星期一下午14:00-16:00
(務必先電詢)

高雄市旗山區中正路197號

每週星期一、五上午9:00-12:00
(務必先電詢)
每週星期一、五下午14:00-17:00
(務必先電詢)

高雄市美濃區美中路246號

每週星期一上午09:00-12:00
(務必先電詢)

高雄市六龜區六龜里民治路16號

每週星期一上午08:30-12:00 下午 14:00-17:30(務必
先電詢)
每週星期二上午08:30-12:00 下午 14:00-17:30(務必
先電詢)
每週星期五上午08:30-12:00 下午
14:00-17:30(務必先電詢)

高雄市永安區永安里永安路26號

每週星期二上午09:00-12:00 下午
14:00-17:00(務必先電詢)

高雄市茂林區茂林里8-4號

每週星期一、三、五上午08:00-
12:00(務必先電詢)
每週星期一、五下午13:30-17:30 (務必先電詢) 高雄市甲仙區中山路52號



32 高雄市 內門區衛生所 家醫科 07-6671088

33 高雄市 杉林區衛生所 一般科 07-6771319

34 高雄市 桃源區衛生所 家醫科 07-6861126

35 高雄市 那瑪夏區衛生所 內科 07-6701142

編號 縣市 醫事機構名稱 專科別 提供服務時間 地址 聯絡電話

1 高雄市 義大醫院

小兒感染科 07-6150011

07-6150011

2 高雄市

每月第二週星期二下午14:30-16:00
(務必先電詢)

高雄市內門區觀亭里中埔頭20號

每週星期二下午14:00-16:00
(務必先電詢)

高雄市杉林區上平里山仙路93巷2
號

每週星期五上午09:00-11:30
(務必先電詢)
每週星期五下午14:00~16:30
(務必先電詢)

高雄市桃源區(里)南進巷188-1號

每週星期一至五上午08:00-12:00
(務必先電詢)
每週星期一至五下午14:00-16:00
(務必先電詢)

高雄市那瑪夏區瑪雅里252號

提供開立結核菌素測驗證明（需自費）服務單位

每週星期二、三、五上午08：30~12：00
每週星期一下午13：30~17：00
(務必先電詢)

高雄市燕巢區角宿里義大路1號

感染科
胸腔內科

每週星期一至五上午08:30-12:00
每週星期一至五下午13:00-17:00
每週星期六上午08：00~12：00
(務必先電詢)

高雄市燕巢區角宿里義大路1號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癌
治療醫院

呼吸胸腔科
(門診時段)

每週星期一至五上午08:30-12:00
每週星期一至五下午13:30-17:00
每週星期六上午08：00~12：00
(務必先電詢)

高雄市燕巢區角宿里義大路21號
07-6150022
#6600(服務台) 、
#6400(注射室)



2 高雄市

3 高雄市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癌
治療醫院

感染科
(門診時段)

每週星期一下午13:30-17:00 
每週星期二上午13:30-17:00   
每週星期三上午08:30-12:00
每週星期四下午13:30-17:00
每週星期五下午13:30-17:00
(務必先電詢)

高雄市燕巢區角宿里義大路21號
07-6150022
#6600(服務台) 、
#6400(注射室)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
長庚紀念醫院

小兒感染科(門
診時段)

每週星期一、二下午13:30-17:00         
每週星期二、四、五上午08:30-12:00
(務必先電詢)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3
07-7317123 
#8175(兒童醫院藥
局)

小兒胸腔科(門
診時段)

每週星期三下午13:30-17:00         
每週星期五上午08:30-12:00          每週星期一夜
診17:30-20:00
(務必先電詢)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3
07-7317123 
#8175(兒童醫院藥
局)


	服務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