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縣市 醫事機構代碼 服務機構名稱 醫師 門診時間 諮詢方式

王建淳
（一般內科）星期二0900-1200、星期三0900-1200、星期四
1330-1630、星期五0900-1200

顧文瑋 （特約門診）星期四1330-1630
賴新豪 （特約門診）星期三0900-1200
張雅媛 （特約門診）星期二1330-1630
衛漢庭 （心身醫學科）星期二0900-1200、星期五1330-1630
陳裕雄 （心身醫學科）星期三0900-1200、星期三1400-1600
顧文瑋 （感染科）星期二1330-1630
張雅媛 （感染科）星期四0900-1200、星期五1330-1630
劉書瑋 （成癮防治科）星期四0900-1200
張祜銘 （成癮防治科）星期三0900-1200
鄭勝允 （成癮防治科）星期二0900-1200
蘇璿允 （成癮防治科）星期四0900-1200

劉昌邦 星期二0900-1200、星期三0900-1200、星期四1800-2100
張詢 星期一1400-1700、星期二1400-1700、星期六0900-1200

郭建峯 星期四1400-1700、星期五1400-1700
黃增裕 星期一1800-2100
巫映蓉 星期三1800-2100
林志錚 星期一0900-1200、星期三1400-1700、星期四 0900-1200
鄭明偉 星期二1800-2100
李聰明 星期五0900-1200
李祐寧 星期五1800-2100

陳甫綸 星期一三 0830-1200、星期二 1800-2100、星期四1330-1700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
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

02-25433535分機2538

02-29307930分機1722

臺北榮民總醫院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昆明院區)

諮詢專線
02-23703739分機1320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仁愛院區)

諮詢 Line ID
knowhivbyheart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松德院區)

諮詢專線
02-27263141分機1270

政府補助暴露愛滋病毒前預防性投藥(PrEP)計畫之服務機構資訊
 本表僅供參考，請以各機構實際公告時間為準！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感染科醫
師、愛滋個
管師及本院
匿名篩檢計

畫承辦人

[醫師約診] 星期一 0900-1200
[醫師約診] 星期二 0900-1200、1330-1700
[醫師約診] 星期三 0900-1200
[醫師約診] 星期四 0900-1200、1330-1700
[醫師約診] 星期五 0900-1200、1330-1700

匿名篩檢官方 Line@ ID:：@ntuh_icare;
臉書粉絲專頁搜尋：台大 i 諮詢 ,
匿名篩檢預約電話：02-23123456#67552
，
請於星期一到五上午9點到下午5點來電。

台北市

1101100011

1301200010

0101090517

諮詢專線: (02)2875-1997
Line ID:@506hzovg
網址:https://freeforhivtest.blogspot.com/

0401180014

感染科醫師

星期一0830-1200、1330-1730
星期二0830-1200、1330-1730
星期三0830-1200、1330-1730
星期四0830-1200、1330-1730
星期五0830-1200、1330-1730

0601160016



蘇迎士 星期一1800-21:00、星期二1330-1700、星期四0830-1200
劉欣怡 星期一0830-1200、星期二0830-1200、星期四1330-1700
莊涵琄 星期一1800-2100、星期二1330-1700、星期三0830-1200
楊靖慧 星期五1330-1700
黃瑞湘 星期一0900-1200、星期三1800-2100、星期四0900-1200
陳立羣 星期二0900-1200、星期五0900-1200
崔可忠 星期三1400-1700
黃政華 星期五1400-1700

3501114417 維尚泌尿科診所 白彞維
上午0930-1230、下午1430-1700、晚上1730-2000 
星期二只到下午1700，星期四、六只到上午1230

02-26590785

0501160014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北投分
院民眾診療服務處

陳泰宇
星期一0900-1130(中和街門診部)
星期三1400-1630(新民路院本部)
星期五1830-2100(中和街門診部)

0987276134

3501203491 莊豐賓泌尿科診所 莊豐賓

星期一0900-1200、1500-1730、1800-2030；
星期二、四、五0900-1200、1500-1730；
星情三0900-1200、1800-2030
星期六0900-1200

02-29330929

3501196080 和煦診所 洪毓澤
星期一至四0900-1200、1400-1700、1730-1930、
星期六0900-1200

02-23080368

1131010011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
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楊家瑞
蔡茂松
劉佳穎
蔡欣諺
林惠紋
陳泓恩
許芳芳

星期一0830-1200、1400-1700
星期二1400-1700、1730-2030
星期三0830-1200、1400-1700
星期四0830-1200、1400-1700、1730-2030
星期五0830-1200、1400-1700

無需事先預約，依實際到診為主。諮詢公費
計畫剩餘名額專線
 02-7728-1848

1231050017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
醫院

劉彥宏
星期二0900-1200
星期三1400-1700、1830-2100
星期四0900-1200
星期五1400-1700

諮詢Line ID 0987036217

黃增裕 星期一0900-1200、星期四 1400-1700、星期五0900-1200
李祐寧 星期二1400-1700、星期三1400-1700、星期四0900-1200
巫映蓉 星期二0900-1200、星期五1400-1700
鄭明偉 星期一1400-1700、星期三0900-1200、星期六0900-1200新北市

1131100010

人臺北醫學大學辦理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
院

馬偕紀念醫院淡水分院

27082121分機3420

0975835610

02 29307930分機1722

27372181分機8278

1301200010

1301170017

1101020018



1331040513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李美慧
劉永慶
李繼弘
李垣樟

星期一1330-1630、1800-2100
星期二0830-1130、1330-1630
星期三1800-2100
星期四1330-1630、1800-2100
星期五0830-1130、1400-1630(教學診限號)

採預約制，請先致電個管師詢問名額諮詢。   
            (建議加入)LINE ID: 0974515037         
             諮詢專線: 02-22490088分機8191

彭銘業 星期一1400-1730、星期三1400-1730、星期五1400-1730

洪伯斌 星期二0830-1200、星期六0830-1200

邱勝康 星期一1400-1730、星期三1400-1730、星期四1400-1730

0131060029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感染科醫師
(感染科)星期一1330-1630、星期二0830-1130、星期三1330-
1630、星期四0830-1130、星期五0830-1130
星期五1800-2000

02-22765566分機3277採預約制，請先致電
詢問名額諮詢專線

黃協賢 星期二1330-1630、星期五1330-1630
鄭鈞元 星期一0830-1130、星期四 0830-1130

1134020028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
東聖母醫院

林聖一 星期二0900-1200、星期四0900-1200
諮詢專線 0963262908
 03-9544106 分機5796

黃士澤 星期二0900-1200、星期四0900-1200
張雅媛 星期一(隔週)下午1400-1700
林聖一 星期三0900-1200

1532100049 聯新國際醫院 林芸合 星期二、三0900-1200 03-4941234分機 4181
謝麗玲 星期一、四1500-1730
王信杰 星期一、二、四、六0830-1200；星期三、五1400-1730

1532040039 天成醫院 張家榮 星期三、五0830-1200 03-4782350分機62866
0932020025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 張家榮 星期二0830-1200 03-4629292

1532011154 敏盛綜合醫院
陳冠州
楊睿璿

星期一1400-1700、1800-2030
星期二1400-1700
星期四1400-1700

03-3179599 分機 2052

1532021338 中壢長榮醫院
桃園市

宜蘭縣

0434010518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

0132010014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1131050515

基隆市 1111060015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
念醫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
濟醫院

鄭舒倖
 鄭健禹
 林宜君
 陳正斌
 孫娜俐
 曾鈺薇

星期一 0830-1200、1400-1700
 星期二 0830-1200、1400-1700、1800-2100
 星情三 0830-1200、1400-1700
 星情四 0830-1200、1800-2100
 星期五 0900-1200

採預約制，請先致電詢問名額諮詢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30~1200、下
午 13:30~17:00                                                  
      專線02-66289779分機8622

02-24313131分機2302請先致電詢問名額諮
詢專線

03-4631230分機1215
03-4631230分機1216

採預約制，請先致電詢問名額諮詢專線
 0979096556
 03-9325192 分機10733

諮詢專線
 03-3699721 分機3255
LINE ID: @mfc4069x



0412040012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新竹臺大分院新竹醫院

郭漢岳
黃崧溪
邊建榮

星期一0900-1200
星期二0900-1200、1800-2100
星期三0900-1200
星期五0900-1200

諮詢專線 0972155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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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柏滉
星期一1730-2030、星期三(隔週)0900-1200、星期四1400-
1700、星期五0900-1200

諮詢專線 
03-6119595 分機2942
0975837472王小姐
03-6119595 分機2938
0975837361吳先生

1333050017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 張凱音
星期一1330-1700；星期三0830-1200；
星期四0830-1200、1330-1700

03-5580558分機2059

0433050018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新竹台大分院生醫醫院

黃怡嘉醫師
郭柏賢醫師

星期一14:00-17:00
星期三0900-1200
星期五09:00-12:00

諮詢專線
03-6677600 分機531803

0933050018
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
院

林玉春
星期一1400-1700、星期二1400-1700、星期四1400-1700、
星期五1830-2130

1.諮詢專線
 0900216233
 2.諮詢Line ID 0900216233
 請先來電諮詢後,再行預約,服務時間週一至
 週五 08:00-17:00

施智源 星期二13:30-17:00、星期三8:30~12:00
林育蕙 星期一8:30~12:00、星期二8:30~12:00、星期四8:30~12:00、
蔡哲安 星期三13:30~17:00、星期四13:30~17:00、星期五8:30~12:00、
劉伯瑜 星期一1330-1700、星期三8:30~12:00、星期五8:30~12:00
林詩萍 星期一8:30~12:00、星期二13:30~17:00、星期四8:30~12:00、
陳永峻 星期二8:30~12:00、星期五13:30~17:00
曾建豪 星期一13:30~17:00、星期四13:30~17:00、18:00~21:00
劉家瑋 星期一18:00-21:00、星期三13:30-17:00、星期五13:30-17:00

醫師輪值 星期二18:00-21:00

1317040011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李原地
李鑒峯
王唯堯

星期一0830-1200、1400-1700
星期二0830-1200、1400-1700
星期三0830-1200、1400-1700、1800-2100
星期四0830-1200、1400-1700

1.諮詢專線
04-24739595 分機32263、32265                  
 公務手機: 0979325988、0934487788
2.line@:@450jzkez (加入後請傳訊告知)

台中市

0617060018 臺中榮民總醫院

新竹市

新竹縣

為維護服務品質全面採預約制，限制每診次 
初次評估加第一次開藥共3人。
 諮詢與預約方式:請加入 防愛事前要!中榮 
701 LINE官方帳號 LINE ID: @unk7679p



1137010024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
基督教醫院

感染科門診
醫師

星期一0830-1200、1400-1700
星期二0830-1200、1400-1700、1800-2100
星期三0830-1200、1400-1700
星期四0830-1200、1400-1700
星期五0830-1200、1400-1700

諮詢專線 0983145043

1137050019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
基督教醫院

張志演
星期一14:00-17:00、星期四08:30-12:00、每月第二及第四週六
0900-1200

諮詢專線 0961521986

0138010027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廖嘉宏

星期一1330-1630、1830-2130
星期三1330-1630
星期四1330-1630
星期五1330-1630

請先電詢名額諮詢專線 0932686934
 049-2231150分機2298

0938040012
竹山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竹山秀
傳醫院

王健宇
星期二0830-1200、1400-1700
星期三08:30~12:00
星期四14:00~17:00

諮詢專線
 04-92624266 分機32022

1139030015
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
醫院

感染科
 泌尿科醫師

 星期二0900-1200、  星期四0900-1200 採預約，諮詢專線 0970252329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雲林分院-斗六院區

感染科
星期二0830-1200、1330-1600
星期四1330-1600
星期五1330-1600

諮詢專線05-5373427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雲林分院-虎尾院區

感染科

星期一1330-1600
星期三1330-1600
星期四1330-1600
星期五0830-1200

諮詢專線05-6330912

許國忠 星期一0900-1200、星期二1400-1700

洪冬哲 星期四0900-1200、星期五1400-1700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1122010012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
教醫院

嘉義市

PrEP門診採預約制，請先來電諮詢
  1.諮詢專線
  05-2765041 分機2733
  0905203695
  0972951768
  2.諮詢Line ID 0905203695

0439010518



1140030012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
濟醫院

賴重彰
 黃建賓

星期一0830-1200、星期二0830-1200、星期三1400-1730、
星期四0830-1200

諮詢專線
  05-2648000 分機5907

0140010028 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 曾政尹 星期一1400-1700；星期三、四0830-1200
諮詢專線
 05-3790600分機297

李佳雯 [PrEP初次適用性評估及持續取藥]星期三1330-1630

羅景霳
[PrEP初次適用性評估及持續取藥]星期三1330-1630、
星期四1330-1630

1141310019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湯宏仁
 杜漢祥
 蘇柏安
 李健明
 翁子傑
 張純誠
 陳宏睿

星期一0900-1200、1400-1700、1800-2100
星期二0900-1200、1400-1700
星期三0900-1200、1800-2100
星期四0900-1200、1400-1700、1800-2100
星期五0900-1200、1400-1700

諮詢 LineID @zwn9323f

0641310018 高雄榮民總醫院台南分院 鄭育容 星期二1400-1700；星期四0845-1200 06-3125101分機62204

0602030026 高雄榮民總醫院
感染科所有

核備醫師

星期一~星期五    0900-1200
星期三0900-1200、1400-1700、星期四0900-1200、
星期五0900-1200

1.諮詢專線 : 07-3468299
 2.諮詢 Line@ ID : @lgz8989y

0421040011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嘉義縣

台南市

PrEP門診採預約制，請務必聯繫我們協助預
約 【LINE官方帳號】ID:@khp1673l (最後一
碼 是小寫的L)  【臉書粉絲專頁】愛的撇步
PrEP 
https://www.facebook.com/NCKUH.PrE P 
~~我們將在上班時間回覆您~~



1302050014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
院

盧柏樑
陳彥旭
蔡季君
陳惇杰
黃崇豪
林尚儀
張雅婷
林俊祐
李雋元
蔡毓德
邱昱堯
陳昭儒

星期一0830-1200、1330-1700
星期二0830-1200、1330-1700
星期三0830-1200、1330-1700
星期四0830-1200
星期五0830-1200、1330-1700

1.諮詢專線(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30-
 17:30)
 0981-989-905
 2.私訊高醫照護團隊臉書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redribbontw(
請留下聯絡方式，將於上班時間回電)

010207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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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惇杰 
郭欣慧
謝旻翰
陳季玉

星期一0830-1200
星期二1400-1730
星期三1400-1730
星期四0830-1200、1400-1730
星期五0830-1200、1400-1730
[兩週一次]星期二1800-2130

諮詢專線
 07-2911101 分機8071

1102110011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
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邱昱堯
羅世豪

星期一1800-2100
星期二1330-1600
星期三1330-1600、1800-2100

1.諮詢專線
 07-8036783 分機3275
 0981916101
 2.諮詢Line ID
 0981916101

0102080017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含HERO藥愛療癒中心友善門
診)

林子超
謝旻翰
黃上霖

陳光銘(隔週
診)

張科(二月報
到)

星期一0900-1200、1400-1700、1800-2100
星期二0900-1200、1400-1700、1800-2100(夜診採預約制、隔
週診)
星期三0900-1200、1400-1700、1800-2100
星期四0900-1200、1400-1700、1800-2100
星期五0900-1200、1400-1700

1.諮詢專線→請找愛滋個管師柯韋茜
 07-7511131 分機4091、8010
 0972815069
 2.諮詢Line ID hero4090

高雄市



李嘉文

星期一0830-1140
星期二1430-1720
星期三0830-1140、1830-2040
星期四1430-1720
星期五1830-2040

蘇信豪

星期一1430-1720
星期二0830- 1140、1830-1140
星期三1430-1720
星期四1830-2040
星期五0830-1140

金介文
星期一1830-2040
星期四0830-1140
星期五1430-1720

1502111089 高雄市戴銘浚婦兒醫院 戴銘浚
星期一、二、四、五0900-1200；
星期一至五1900-2200(採預約制)

07-8061289分機1207

3507360717 未來診所 吳怡慧

星期一 午診1200-1500、晚診1700-2000
星期二 午診1200-1500、晚診1700-2000
星期三 午診1200-1500、晚診1700-2000
星期四 公休
星期五 午晚診1400-2000
星期六 早診0800-1100、午診1200-1500、晚診1700-2000
星期日 早診0800-1100

07-5368855 分機12
LINE@ heros075368855

3507050127 珈一診所 李韋辛
星期一至五0830-1200、1730-2100；
星期六0830-1200；星期日1730-2100

1.諮詢專線
07-6413139
0937491066
2.每個月最後一個六日固定休診
3.若同時五位以上個案須服務時，可額外約
診
4.若不定時休診，皆會於「珈一診所」FB粉
絲專業公告

3507010838 鳳山李嘉文泌尿科診所

1.諮詢專線
 07-7659229
 0921539366
2.星期六為三位醫師輪診，逢國定假日請事
先打電話確認門診時間



0143010011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郭政諭
洪子倫
王薪惠

星期一0830-1130、1330-1630
星期二0900-1130、1330-1630
星期三0830-1130、1330-1630
星期四0830-1130、1330-1630
星期五0830-1130

諮詢專線
 08-7363011 分機2238

0943030019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陳光銘 星期二0900-1200、星期四0900-1200
1.諮詢專線
 08-8329966 分機3055
 2.諮詢Line ID @xoe3137r

1145010010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
濟醫院

感染科門診

星期一0930-1200、1400-1730
星期二1400-1730
星期三0900-1200
星期四1400-1730
星期五0900-1200

諮詢專線
 03-8463989

1145010038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
人門諾醫院

繆偉傑
星期二0900-1200
星期四0900-1200
星期五0900-1200

03-8241455

0145010019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甘麗平 星期一、四0900-1200 03-8358141分機7200

台東縣 1146010014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
團法人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林慧琼 星期四0900-1200

1.諮詢專線
 089-310150-388
 2.諮詢Line ID
 tracy2738 (謝佩芬護理師)
 服務時間:請於有診的時間來電，或於line留
訊息，屆時再與您連絡。

屏東縣

花蓮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