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約方法が変更されている場合があります。また、検査を一時停止している病院もあり、現在の情報と異なっている場合もあります。御注意ください。
請注意，預約方式可能隨時會再變更。此外，有部份醫療院所目前暫時停止採檢，醫療院所之情況也可能與現有資訊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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県市/
縣市

病院名前/醫院名稱

住所/地址

電話

予約方法/預約方式

台北區
基隆市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 222 號

(02)2431-3131

ネット予約/網路預約

基隆市 三軍總醫院基隆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基隆市中正區正榮街100號

(02)2463-3330

ネット予約/網路預約

基隆市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基隆市信二路268號

(02)2429-2525

ネット予約/網路預約
窓口で申し込む/臨櫃掛號

台北市 台北榮民總醫院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201號

(02)2871-2121

ネット予約/網路預約

臺北市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台北市北投區振興街45 號

台北市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7、8 號
；常德街 1 號

(02)2312-3456

ネット予約（検査証明を取得した上で、
旅行医学科に日本のフォーマットを申し込む必要あ
り）/網路預約（領取報告後須加掛旅遊醫學門診填寫
日本格式）

台北市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呉火獅紀念醫院

台北市士林區文昌路 95 號

(02)2833-2211

電話予約 02-28332211（2999）
電話預約 02-28332211 轉2999

台北市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111號

(02)2930-7930

電話予約 02-66283380（2924～2930）
電話預約 02-66283380 轉2924至2930

台北市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280 號

(02)2708-2121

メール予約/E-mail 預約 covid19@cgh.org.tw

(02)2713-5211

電話予約 02-27173466 （検査証明を取得した上で、
急診室に日本のフォーマットを申し込む必要あり）
電話預約 02-27173466（領取報告後須加掛急診
填寫日本格式)

台北市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99 號

1

(02)2826-4400 ネット予約/網路預約

台北市 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台北市松山區健康路131號

(02)2764-2151

ネット予約/網路預約

台北市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台安醫院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424號

(02)2771-8151

ネット予約/網路預約
電話予約 02-(27718151 （2667、2773）
電話預約 02-(27718151 轉2667、2773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92 號

(02)2543-3535

ネット予約/網路預約
電話予約 02-25433535（3141、3131）
電話預約 02-25433535 轉3141或3131

台北市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
念醫院

台北市 麗寶醫事檢驗所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137 號 1
(02)2503-1392
樓 1F

台北市 西園醫療社團法人西園醫院

台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二段270號

(02)2307-6968

ネット予約/網路預約
現在、自費検査は一時停止中/目前暫停自費採檢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31號
及高爾富路 300號

(02)7738-2525

ネット予約/網路預約

新北市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69號

(02)8512-8888

ネット予約/網路預約

新北市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59巷2號

(02)2648-2121

ネット予約/網路預約

新北市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

新北市永和區中興街80號

(02)2928-6060

ネット予約/網路預約

新北市 仁愛醫院

新北市樹林區文化街9號

(02)2683-4567

電話予約02-26834567（2030、2093）
電話預約02-26834567 轉2030或2093

新北市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一段50巷2號
(02)8200-6600
舊院區：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794 號

ネット予約/網路預約
電話予約02-82006600（2105）
電話預約02-82006600 轉2105

新北市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 127號

ネット予約/網路預約
窓口で申し込む/臨櫃掛號

新北市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
念醫院

2

(02)2276-5566

ネット予約/網路預約

宜蘭県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宜蘭市校舍路169 號

(03)932-5192

ネット予約/網路預約

宜蘭県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院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 160 號

(03)954-4106

ネット予約/網路預約
電話予約03-9544106（6105）
電話預約03-9544106 轉6105

宜蘭県 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

宜蘭縣員山鄉內城村榮光路386 號

(03)922-2141

電話予約03-9222141（6000）
電話預約03-9222141轉6000

宜蘭県 宜蘭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宜蘭仁愛醫院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二段 260 號

(03)932-1888

電話予約03-9321888（1007、1155）
電話預約03-9321888 轉1007或1155

金門県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復興路2號

(08)233-2546

窓口で申し込む/臨櫃掛號

連江県 連江縣立醫院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217號

(08)362-3995

電話予約08-3623995（1308）
電話預約08-3623995 轉1308

北區
桃園市 聯新國際醫院

桃園市平鎮區廣泰路77號

(03)494-1234

電話予約03-4931010
電話預約03-4931010
ネット予約/網路預約

桃園市 聯新國際醫院桃園國際機場醫療中心

桃園市大園區航站南路9號

(03)-3983456

電話予約03-3983456
電話預約03-3983456

桃園市 敏盛綜合醫院

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168 號

(03)317-9599

電話予約03-3160654
電話預約03-3160654
ネット予約/網路預約

桃園市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155 號

(03)462-9292

ネット予約/網路預約

桃園市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1492號

(03)369-9721

ネット予約/網路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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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

新竹市北區經國路一段442巷25號

(03)532-6151

電話予約03-5326151（4006）
電話預約03-5326151 轉4006

新竹市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新竹國泰綜合醫院

新竹市中華路二段678號

(03)527-8999

電話予約03-5278999 （5555、6666）
電話預約03-5278999 轉5555或6666

新竹市北區武陵路3號

(03)534-8181

電話予約0972765902
電話預約0972765902

新竹県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

新竹縣竹北市興隆路一段199號

(03)5580-558

ネット予約/網路預約

新竹県 大安醫院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 298 巷 5 號

新竹県 台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

新竹縣竹東鎮中豐路一段81號

(03)596-2134

ネット予約（検査証明を取得した上で、家醫科に日本
のフォーマットを申し込む必要あり）/網路預約 （領取
報告後須加掛家醫科填寫日本格式）

新竹県 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二路69號

(03)552-7000

ネット予約/網路預約

苗栗縣苗栗市為公路747號

(037)26-1920

ネット予約/網路預約

台中市北區育德路二號

(04)2205-2121

電話予約04-2205-2121（5147、5148）
電話預約04-2205-2121 轉5147或5148
ネット予約/網路預約

台中市北區忠明路500號

(04)2203-3178

ネット予約/網路預約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04)2473-9595

ネット予約（検査証明を取得した上で、家醫科に日本
のフォーマットを申し込む必要あり）
/網路預約 (領取報告後須加掛家醫科填寫日本格式)

新竹市

國軍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
處

苗栗県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03)555-7188

電話予約 0931362929
電話預約 0931362929

中區
台中市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台中市

國軍臺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中清分
院

台中市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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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 台中榮民總醫院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1650號

(04)2359-2525

ネット予約 （検査証明を取得した上で、検疫科に日本
のフォーマットを申し込む必要あり）
/網路預約（領取報告後須加掛檢疫科填寫日本格
式）

台中市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台中市梧棲區台灣大道八段699號

(04)2658-1919

ネット予約/網路預約
窓口で申し込む/臨櫃掛號

台中市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台中市潭子區豐興路一段88號

(04)3606-0666

窓口で申し込む（検査証明を取得した上で、家醫科に
日本のフォーマットを申し込む必要あり）
/臨櫃掛號(領取報告後須加掛家醫科填寫日本格式)

(04)2463-2000

窓口で申し込む（検査証明を取得した上で、家醫科に
日本のフォーマットを申し込む必要あり
/臨櫃掛號（領取報告後須加掛家醫科填寫日本格
式）

台中市 澄清綜合醫院

台中市中區平等街139號

台中市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966號

(04)2463-2000

窓口で申し込む（検査証明を取得した上で、家醫科に
日本のフォーマットを申し込む必要あり
/臨櫃掛號（領取報告後須加掛家醫科填寫日本格
式）

台中市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沙鹿總院

台中市沙鹿區沙田路117號

(04)2662-5111

電話予約04-26625111（2158）
電話預約04-26625111 轉2158

台中市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大甲院區

台中市大甲區經國路321號

(04)2688-5599

電話予約04-26885599（5178）
電話預約04-26885599 轉5178

台中市 清泉醫院

台中市大雅區雅潭路四段 80 號

(04)2560-5600

電話予約04-25605600 （2107 ）
電話預約04-25605600 轉2107

台中市 霧峰澄清醫院

台中市大里區成功路 55 號

(04)2492-2000

窓口で申し込む/臨櫃掛號

台中市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99號

(04)2229-4411

ネット予約/網路預約

台中市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臺中市豐原區安康路 100 號

(04)2527-1180

窓口で申し込む/臨櫃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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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県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彰化市南校街135號

(04)723-8595

電話予約04-7238595（3171）
電話預約04-7238595 轉3171

彰化県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督教醫院

彰化縣員林市莒光路456號

(04)838-1456

電話予約04-8381456（2196）
電話預約04-8381456 轉2196

彰化県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路 6 號

(04)781-3888

窓口で申し込む/臨櫃掛號

彰化県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督教醫院

彰化縣鹿港鎮中正路480號

彰化県 員生醫院

彰化縣員林市莒光路359號

(04)838-3995

電話予約04-8383995（3141）
電話預約04-8383995 轉3141

彰化県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二段 80 號

(04)829-8686

窓口で申し込む/臨櫃掛號

南投県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

南投縣埔里鎮榮光路1號

(049)299-0833

電話予約049-2990833（3007）
電話預約049-2990833 轉3007

南投県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478號

(049)223-1150

電話予約049-2231150（2257、2317）
電話預約049-2231150轉2257、2317

南投県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

南投縣草屯鎮玉屏路 161號

花蓮県 臺北榮民總醫院鳳林分院

花蓮縣鳳林鎮中正路一段 2 號

(03)876-4539

電話予約(03)8764539（332、328）
電話預約(03)8764539 轉332或328

花蓮県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花蓮市中正路 600 號

(03)835-8141

電話予約(03)8358141（2105）
電話預約(03)8358141 轉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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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77-9680

(049)255-0800

電話予約04-7779680（9166）
電話預約04-7779680 轉9166

電話予約049-2550800（1461）
電話預約049-2550800轉14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