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 年 COVID-19 疫苗接種作業規劃
醫院

每診看診

(預約網址)

上限

預約方式

看診時間

1.採院所團體預約，填寫【COVID-19 苗接種預約
屏東基督教醫院
(請點選)

造冊單】電子檔，預約電子檔寄至
50 人

週一至週五

05430@ptch.org.tw 信箱，並電話確認。

早上 09:00~12:00

2.單一窗口：專線：(08)7368686 轉 1120，週一至

下午 14:00-15:00

週五上午 9:00~11:00、下午 14:00~16:00

看診專區

準備資料

門診 5 樓家醫科

醫事人員卡、員工識別證、

批價：一樓批價櫃台

健保卡、接種意願書(請先

接種：一樓注射室

填寫完整)、接種紀錄卡(第

留觀：注射室旁休息區

二劑時)

收費

接種流程
報到(發放填寫同意書、量體溫)→醫師看診評
估→核對同意書及造冊簽名→批價→接種疫

100 元 苗→留觀區觀察並完成掃描自主健康回報
QRCode(觀察 30 分鐘) →確認無相關副作
用→離院。

新冠疫苗專責門診(週一
~週三 : 二樓感染科門

1.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網路預約掛號
部立屏東醫院
(請點選)

無上限

2.預約窗口(適用本院曾建檔過病歷資料者)：專線：
(08)7363011 轉 2102，週一至週五

週一至週五
下午 13:30~16:30

上午 8:00~12:00、下午 13:00~17:00

診、週四~週五 :二樓家醫
科門診
批價：一樓批價櫃台
接種：一樓注射室

健保卡、職員證或相關身分
證明文件、接種意願書(請
先填寫完整)、接種紀錄卡
(第二劑時)

80 元(5/1
日起調漲
為 100 元)

診間報到(發放及填寫意願書、量體溫)→醫師
看診評估→批價→接種疫苗→留觀區觀察
30 分，並完成掃描自主健康回報 QR Code
→確認無相關副作用→離院。

留觀：注射室旁休息區
報到(發放及填寫意願書、量血壓、體溫)→醫

1.採院所團體預約，填寫【COVID-19 疫苗接種預
枋寮醫療社團法人
枋寮醫院

約造冊單】電子檔，預約電子檔寄至
40 人

(請點選)

sun4320@gmail.com 信箱，並電話確認。
2.單一窗口：專線:(08)8789991 轉 5130

員工識別證、健保卡、接種
週一.三.五下午
14:00~16:00

5 診-看診、批價、注射室 意願書(請先填寫完整)、接
-接種、留觀

n928@mail.paochien.com.tw 信箱，並電話確 每週二上午

(請點選)

認。
2.單一窗口：專線:(08)7665995 轉 2269

9:00-12:00
每周四 14:00-17:30

星期一~五 上午 08:00~12:00 下午
14:00-17:00

批價：B3F 樓護理站

恆春基督教醫院
(請點選)

40 人

疫苗注射室

100 元

→批價→接種疫苗→留觀區觀察並完成掃描
自主健康回報 QR Code(觀察 30 分鐘)→確

區

＊施打完成後回復原院所實際接種名冊
掛號/報到(填寫接種意願書，量體溫、血壓)

8 診或 2 診

1600163@hcch.org.tw 信箱，並電話確認。

週五下午

掛號、批價、注射室一樓

早上 8:45-11:30

留觀區: 急門診候診區

下午 14:00-17:00

種紀錄卡(第二劑時)，以核

師看診評估並簽名→核對意願書及造冊簽名

認無相關副作用→離院。

週三早上

下午 14:00~17:00

員工識別證、健保卡、接種

留觀：B3F 注射室旁休息 對身分。

約造冊單】電子檔，預約電子檔寄至
2.單一窗口：專線:(08)8892293 轉 423

報到(發放及填寫意願書、量血壓、體溫)→醫

接種：B3F 樓護理站新冠 意願書(請先填寫完整)、接

1.採院所團體預約，填寫【COVID-19 疫苗接種預 週二下午
恆基醫療財團法人

自主健康回報 QR Code(觀察 30 分鐘)→確
認無相關副作用→離院。

B355 診

約造冊單】電子檔，預約電子檔寄至
40 人

→批價→接種疫苗→留觀區觀察並完成掃描

＊施打完成後回復原院所實際接種名冊

1.採院所團體預約，填寫【COVID-19 疫苗接種預

寶建醫院

100 元

對身分。

星期一、三、五 下午 14:00~17:00

寶建醫療社團法人

種紀錄卡(第二劑時)，以核

師看診評估並簽名→核對意願書及造冊簽名

醫事人員卡、員工識別證、
健保卡、接種意願書(請先
填寫完整)、接種紀錄卡(第
二劑時)

醫師看診評估 核對意願書及造冊簽名、確認
50 元

接種時程(第二劑時) 批價 疫苗接種 完成掃
描 Taiwan V-Watch QR CODE(自主健康回
報)à留觀區觀察 30 分鐘 確認無相關不良反
應 領取 COVID-19 疫苗接種記錄卡 離院

110 年 COVID-19 疫苗接種作業規劃
醫院

每診看診

(預約網址)

上限

預約方式

看診時間

看診專區

準備資料

收費

1.採院所團體預約，填寫【COVID-19 苗接種預約造

安泰醫院

報到(發放填寫同意書、量體溫)→醫師看診評

冊單】電子檔，預約電子檔寄至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
40 人

(請點選)

a087001@mail.tsmh.org.tw 信箱，並電話確認。
2.網路預約：https://ppt.cc/fhfP2x

週一至週五
上午 10:00~12:00

3.單一窗口：專線：(08)8329966-1362，週一至週

新冠疫苗專責區域(急診批價 醫事人員卡、員工識別

估→核對同意書及造冊簽名→批價→接種疫

櫃台旁)-看診、批價、接種、 證、健保卡、、接種紀 100 元 苗→留觀區觀察並完成掃描自主健康回報
留觀

錄卡(第二劑時)

QRCode(觀察 30 分鐘) →確認無相關副作
用→離院。

五 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7:00
1.採院所團體預約，填寫【COVID-19 苗接種預約造
高雄榮民總醫院
屏東分院

冊單】電子檔，預約電子檔寄至
20 人

(請點選)

q590@mail.vhlc.gov.tw 信箱，並電話確認。
2.單一窗口：專線：(08)7704115 轉 722，週一至週

週一至週五 下午
14:00~16:30

批價：一樓批價櫃台接種：一 健保卡、接種意願書
樓注射室留觀：注射室旁休息 (請先填寫完整)、接種
區

1.採院所團體預約，填寫【COVID-19 苗接種預約造
冊單】電子檔，預約電子檔寄至

潮州安泰醫院

40 人

(請點選)

b099062@mail.tsmh.org.tw 信箱，並電話確認。
2.民眾預約可上網至醫院網站預約

報到(發放填寫同意書、量體溫)→醫師看診評

新冠疫苗看診區-內科看診區 醫事人員卡、職員證、

五上午 08:00~12:00、下午 13:00~17:00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

每週二、四

新冠疫苗診間-看診、批價、

上午 08:30~12:00 接種、留觀

3.單一窗口：專線：(08)7800888 轉 2108 或 2130。
週二、週四上午 08:30~12:00

估→核對同意書及造冊簽名→批價→接種疫
免費

院。

醫事人員卡、員工識別

門診藥局報到(發放填寫同意書)→醫師看診

證、身分證、健保卡、

評估→核對同意書及造冊簽名→批價→接種

接種意願書(請先填寫

100 元 疫苗→留觀區觀察並完成掃描自主健康回報

完整)、接種紀錄卡(第

QRCode(觀察 30 分鐘) →確認無相關副作

二劑時)

用→離院。

輔英醫院

報到(發放填寫同意書、量體溫)→醫師看診評

造冊單】電子檔，預約電子檔寄至
40 人

(請點選)

D62560@fy.org.tw 信箱，並電話確認。
2.單一窗口：專線:(08)8323146 轉 1280

每週二.三.五
下午 14:00~16:00

星期一~星期五上午 09:00~12:00 下午

新冠疫苗專責區域(二樓 38 號 醫事人員卡、員工識別

估→核對同意書及造冊簽名→批價→接種疫

診間)-看診、批價、接種、留 證、健保卡、、接種紀 100 元 苗→留觀區觀察並完成掃描自主健康回報
觀

錄卡(第二劑時)

QRCode(觀察 30 分鐘) →確認無相關副作
用→離院。

14:00~17:00
1.採院所團體預約，填寫【COVID-19 苗接種預約造
衛生福利部
恆春旅遊醫院
(請點選)

冊單】電子檔，預約電子檔寄至
30 人

liu0928348948@gmail.com 信箱，並電話確認。
2.單一窗口：專線：(08)8892704 轉 1105，週一至
週五上午 08:00~12:00、下午 13:00~17:00

苗→留觀區觀察 30 分鐘並完成掃描自主健
康回報 QRCode→確認無相關副作用→離

紀錄卡(第二劑時)

1.採院所團體預約，填寫【COVID-19 疫苗接種預約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

接種流程

預約掛號:新冠疫苗專責門診
星期三下午

看診:門診區

星期四上下午

批價:批掛櫃台

星期五上下午

接種:注射室
留觀:注射室旁休息區

報到(發放填寫同意書、量體溫)→醫師看診評

醫事人員卡、員工識別
證、健保卡、接種意願
書(請先填寫完整)、接
種紀錄卡(第二劑時)

估→核對同意書及造冊簽名→批價→接種疫
免費

苗→留觀區觀察 30 分鐘並完成掃描自主健
康回報 QRCode→確認無相關副作用→離
院。

110 年 COVID-19 疫苗接種作業規劃
醫院

每診看診

(預約網址)

上限

預約方式

看診時間

看診專區

準備資料

收費

接種流程

1.採院所團體預約，填寫【COVID-19 苗接種預約造
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
屏東民眾診療服務處

10 人

(請點選)

冊單】電子檔，預約電子檔寄至

看診區(早上:內科二診診間、

a0988020002@mail.802.org.tw 信箱，並致電

下午:內科一診診間)

醫事人員卡、職員證、

批價：一樓批價櫃台

健保卡、接種紀錄卡

接種：內科診間注射區

(第二劑時)

0906728444/呂芸誼護理長確認。

星期四上、下午

2.單一窗口：專線：(08)7560756 轉 282，週一至週
五上午 08:00~12:00、下午 13:30~17:00

內科診間注射區報到(發放填寫同意書、量體
一般民眾
/30 元

溫)→診間醫師看診評估→核對同意書及造
冊簽名→批價→注射區接種疫苗→留觀區觀
察 30 分鐘並完成掃描自主健康回報

留觀：內科診等候區

QRCode→確認無相關副作用→離院。

看診區(早上:內科 12 診診間

3 樓內科診間報到(發放填寫同意書、量體

3.截止日期:預約施打日的前一天 16:00

國仁醫院
(請點選)

1.國仁醫院網路預約掛號
10 人

2.預約窗口專線：(08)7223000 轉 312，週一至週五

每週二、四上午

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7:00

或胸腔內科 20 診診間)

醫事人員卡、職員證、

批價：一樓批價櫃台

健保卡、接種紀錄卡

接種：2 樓注射室

(第二劑時)

溫)→診間醫師看診評估→核對同意書及造
100 元 冊簽名→注射區接種疫苗→留觀區觀察 30
分鐘並完成掃描自主健康回報 QRCode→確

留觀：2 樓注射室等候區
1.醫療工作者:填寫【COVID-19 疫苗接種預約造冊
南門醫療社團法人
南門醫院

單】
，預約電子檔寄至 t8810183@gmail.com，並
不限人數

(請點選)

電話確認。
2.單一窗口:專線 08-8894568 轉 218
聯絡時間:上午 08：30~12:00；下午 14:00~17:00
1.採院所團體預約，填寫【COVID-19 苗接種預約造

大新醫院
(請點選)

冊單】電子檔，預約電子檔寄至
20 人

tc.hosp@msa.hinet.net 信箱，並電話確認。
2.單一窗口：專線：(08)7962033 轉 101-103，週一
至週五上午 08:00~12:00、下午 14:00~17:30

認無相關副作用→批價→離院。

看診地點:新冠疫苗專責門診 當日須備文件:健保
每週一至五 早診
每週一、三、四午診

1.醫事人 掛號→診間報到→量體溫→醫師評估→符合

(一樓大廳門診候診區)

卡、員工識別證、接種 員、警消 接種→開立處方簽，家屬批價後至急診報到

批

意願書(請先填寫完

價:一樓批價櫃檯

人員免費 →1.填寫接種名冊資料及簽名。2.接種疫苗。

接種地點:急診室注射區

整)、接種紀錄卡(第二 2.民眾 50 →留院觀察 30 分鐘，並完成掃描自主健康回

留觀地點:一樓大廳候診區

劑時)，以核對身分。 元

預約掛號:新冠疫苗專責門診
看診:門診區
每週一、三、五下午 批價:批掛櫃台
接種:注射室
留觀:注射室旁休息區

報 QR Code→ 確認無相關副作用-離院。
報到(發放填寫同意書、量體溫)→醫師看診評

醫事人員卡、員工識別
證、健保卡、接種意願
書(請先填寫完整)、接
種紀錄卡(第二劑時)

估→核對同意書及造冊簽名→批價→接種疫
80 元

苗→留觀區觀察 30 分鐘並完成掃描自主健
康回報 QRCode→確認無相關副作用→離
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