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年新竹市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合約院所配置點
十碼章
醫院名稱
行政區 地址
1 1512011185 南門綜合醫院
東區
新竹市林森路20號
2 1112010528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新竹國泰綜合醫院
東區
新竹市中華路二段678號
3 1112010519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東區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690號
4 3512011150 廖明厚小兒科診所
東區
新竹市民族路130號
5 3512010617 簡小兒科內科診所
東區
新竹市西大路364號
6 3512010135 林啟銘內科小兒科診所
東區
新竹市民權路71號1F
7 3512011187 謝碧祥診所
東區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254號
8 3512013903 漢杰小兒科診所
東區
新竹市南門街14號
9 3512012899 慈佑小兒科診所
東區
新竹市南大路549號1F
10 3512011221 吳雨圭診所
東區
新竹市中正路55號
11 3512012773 林正弘小兒科診所
東區
新竹市光華東街16號
12 3512011034 吳廷臣診所
東區
新竹市中央路176號1樓
13 3512011285 恩慈診所
東區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298巷7弄20號
14 3512013369 小太陽耳鼻喉科診所
東區
新竹市建新路40號
15 3512010126 林安復耳鼻喉科診所
東區
新竹市中華路二段159號
16 3512013010 城佑耳鼻喉科診所
東區
新竹市建中路59號1號
17 3512013225 賴閔宦小兒科診所
東區
新竹市南大路387-1號
18 3512010751 倪耳鼻喉科診所
東區
新竹市東門街90號
19 3512010288 吳憲一內科小兒科診所
東區
新竹市西大路135巷12號
20 3512011267 邱國華耳鼻喉科診所
東區
新竹市北大路66號
21 3512011132 彭耳鼻喉科診所
東區
新竹市中央路195號
22 3512011007 蔡文進小兒科診所
東區
新竹市食品路110號
23 3512010822 邱診所
東區
新竹市振興路112號
24 3512013449 禾康耳鼻喉科診所
東區
新竹市西大路142號
25 3512010715 苑芝珊診所
東區
新竹市建功一路59巷22號
26 3512013467 欣欣診所
東區
新竹市光復路一段147號
27 3512013654 佳醫診所
東區
新竹市中華路二段704號
28 3512011418 林煜朗耳鼻喉科診所
東區
新竹市東南街189號1樓
29 3512011356 英慈耳鼻喉科診所
東區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308號
30 3512013384 謝承霖兒童診所
東區
新竹市民族路60號
31 3512011329 葉佳全小兒科診所
東區
新竹市民權路199號
32 3512013645 謝德貴兒童診所
東區
新竹市光復路一段360-2號
33 3512012728 啟恩小兒科診所
東區
新竹市中央路269號1樓
34 3512011436 蘇釗人診所
東區
新竹市東門街86號
35 3512011196 普惠耳鼻喉科診所
東區
新竹市食品路259號
36 3512013716 健新耳鼻喉科診所
東區
新竹市建新路20號1樓
37 3512012906 趙永康小兒科診所
東區
新竹市北大路72號
38 3512013805 陽光診所
東區
新竹市光復路一段360之5號
39 3512011276 安慎診所
東區
新竹市中央路128號
40 3512013912 林君怡小兒專科診所
東區
新竹市關新路18號
41 3512013887 上允耳鼻喉科診所
東區
新竹市光復路一段360之13號1-2樓
42 3512011169 黃耳鼻喉科診所
東區
新竹市光復路一段595號
43 3512013172 何耳鼻喉科診所
東區
新竹市西大路141號
44 3512014044 張益豪耳鼻喉專科診所
東區
新竹市新莊街26號

45 3512013485 康德診所
東區
新竹市光復路一段362-2號
46 3512010902 蘇銘煜診所
東區
新竹市光復路一段301號
47 3512013949 員康診所
東區
新竹科學園區力行六路八號
48 3512011070 石銘煌診所
東區
新竹市東區東門街138號
49 3512012479 蘇育賢小兒科診所
東區
新竹市文昌街109號
50 3512014106 欣悅光診所
東區
新竹市民族路57號
51 3512014133 晨心兒科診所
東區
新竹市中央路330號
52 3512014124 小森林兒科診所
東區
新竹市東區慈濟路3號
53 3512014115 昇安診所
東區
新竹市龍山東路1號
54 3512014160 柏廷耳鼻喉科診所
東區
新竹市中華路2段213號1樓
55 0512040014 國軍新竹地區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北區
新竹市武陵路3號
56 0412040012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新竹醫院
北區
新竹市經國路一段442巷25號
57 0912040012 平和醫療社團法人和平醫院
北區
新竹市和平路86之1號
58 1512040051 新中興醫院
北區
新竹市興南街43號
59 3512040697 楊耳鼻喉科診所
北區
新竹市中正路255號
60 3512040777 簡志澔兒科診所
北區
新竹市延平路一段165號
61 3512040955 台安耳鼻喉科診所
北區
新竹市北大路466號
62 3512042520 陳志成耳鼻喉科診所
北區
新竹市西大路619號
63 3512040599 劉復國診所
北區
新竹市中山路48號
64 3512040893 張錚小兒科診所
北區
新竹市中正路317號
65 3512042244 祐庭耳鼻喉科診所
北區
新竹市光華街99-1號1樓
66 3512040455 林聖旦耳鼻喉科診所
北區
新竹市湳雅街58-2號
67 3512042208 陳君毅小兒科診所
北區
新竹市西大路738號
68 3512042253 健群耳鼻喉科診所
北區
新竹市北門街50號
69 3512042600 林敬堯親子診所
北區
新竹市湳雅街120號
70 3512042315 實和診所
北區
新竹市中山路29號
71 3512042762 和泰耳鼻喉科診所
北區
新竹市中山路296巷1號1樓
72 3512051243 全興診所
香山區 新竹市牛埔東路300號1樓
73 3512051181 健安診所
香山區 新竹市大庄路72號
74 3512050120 龔耳鼻喉科診所
香山區 新竹市頂埔路9號
75 3512050111 恩輝診所
香山區 新竹市內湖路62號
76 3512051387 嘉軒耳鼻喉科診所
香山區 新竹市香山區經國路3段36號1樓

連絡電話
周六
周日
上午
休診
03-5261122
上午
休診
03-5278999
上午
休診
03-6119595
上午、下午上午、下午上午、下午上午、下午上午、下午
上午
03-5316665
上午
休診
03-5223963
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
上午
03-5430822
上午
休診
03-5725099
上午、下午上午、下午上午、下午上午、下午上午、下午
上午
03-5239779
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
上午
03-5613809
上午
休診
03-5261193
休診
夜間
03-5311905
上午
休診
03-5346677
上午
休診
03-5726519
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
03-5750238 上午、下午上午、下午上午、下午上午、下午上午、下午
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
上午
03-5355890
上午、下午上午、下午上午、下午上午、下午
上午
03-5748329
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
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
03-5611238
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
上午
03-5253472
上午
休診
03-5242351
上午、下午上午、下午上午、下午上午、下午
上午
03-5358758
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
上午
03-5428888
上午、下午上午、下午上午、下午上午、下午
休診
03-5627333
上午
休診
03-5266288
上午、下午上午、下午上午、下午上午、下午
上午、夜間上午、夜間上午、夜間上午、夜間
03-5623358
上午、下午上午、下午上午、下午上午、下午
休診
03-5717369
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
休診
03-6663721
上午
休診
03-5239866
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
休診
03-5617266
上午、下午上午、下午上午、下午上午、下午
休診
03-5722846
上午、下午上午、下午上午、下午上午、下午
上午
03-5320520
上午、下午上午、下午上午、下午 休診
03-5321977
上午
休診
03-6686666
上午、下午上午、下午上午、下午 休診
03-5317177
上午
休診
03-5218869
上午、下午上午、下午上午、下午 夜間
03-5615151
上午、下午上午、下午上午、下午 上午
03-5720995
上午、下午上午、下午上午、下午 上午
03-5313931
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
上午
03-6662028
上午
休診
03-5359779
上午 上午、夜間上午、夜間上午、夜間
03-6662718
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
上午
03-5777749
上午
休診
03-5788899
上午、下午上午、下午上午、下午 上午
03-5230945
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
休診
03-5678160

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
上午
03-5788383
上午
休診
03-5781573
休診
休診
03-6667577
上午
休診
03-5277332
上午、夜間
休診
03-5212911
休診
03-5331265 上午、下午上午、下午
上午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
03-5322066
上午
休診
03-5670033
上午
夜間
03-6662783
上午
休診
03-5311666
休診
休診
03-5348181
上午
休診
03-5326151
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下午
03-5260151
上午
休診
03-5213163
上午
休診
03-5315348
上午
03-5223855 上午、下午上午、下午
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上午
03-5246069
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
上午、下午、夜間上午、下午、夜間
03-5258626
上午、下午
休診
03-5210085
上午、下午
上午
03-5337928
上午、下午、夜間
上午
03-5351166
上午
休診
03-5312030
上午
03-5345705 上午、下午、夜間
上午、下午
上午
03-5266368
上午
03-5350123 上午、下午、夜間
上午
上午
03-5277333
上午
上午
03-5245820
休診
03-5304687 上午、下午、夜間
上午
休診
03-5388776
上午
上午
03-5389324
上午、下午、夜間
休診
03-5375573
上午
休診
03-5400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