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區
三民二區
三民二區
三民二區
三民二區
三民二區

高雄市提供5-17歲COVID-19疫苗合約院所
(提醒您接種前電洽確認院所疫苗種類及服務時間後再前往接種疫苗) 111.5.26 12:00
院所名稱
電話
地址
承安耳鼻喉科診所
07-3160789
高雄市三民區裕民里力行路250號
曾繁英診所
07-3111048
高雄市三民區十美里自立一路267號
樂田耳鼻喉科診所
07-3115999
高雄市三民區達德里熱河一街365號
維揚耳鼻喉科診所
07-3131066
高雄市三民區達明里熱河一街402號
福欣耳鼻喉科診所
07-3226777
高雄市三民區達明里十全一路365號

三民二區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
紀念醫院

07-3121101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00號

三民區
三民區
三民區
三民區
三民區
三民區
三民區
三民區
三民區
三民區
三民區
三民區
三民區
三民區
三民區
三民區

曾柏彰診所
范雅修小兒科診所
董金山診所
裕成耳鼻喉科診所
真善美診所
謝明容耳鼻喉科診所
緯立診所
怡碩耳鼻喉科診所
育明診所
偉倫小兒科診所
林正峯小兒科診所
黃志維耳鼻喉科診所
國安診所
羅韻珊小兒科診所
蕭瑞榮小兒科診所
張殷彰診所

07-3103216
07-3876366
07-3833405
07-3457832
07-3945929
07-3973999
07-3850785
07-3808169
07-3478461
07-3800333
07-3806183
07-3947605
07-3865379
07-3870430
07-3867121
07-3867121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里鼎力路339號
高雄市三民區安發里平等路163號
高雄市三民區本武里大昌二路544號
高雄市三民區鼎泰里裕誠路90號1樓
高雄市三民區寶華里覺民路69號1樓2樓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142號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里建元路30號1樓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里建工路589號
高雄市三民區鼎泰里民族一路537號
高雄市三民區灣愛里27鄰鼎山街256號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里覺民路600號1樓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608號
高雄市三民區寶中里建興路193號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里大豐2路110-1號1樓
高雄市三民區正順里建工路533號
高雄市三民區正順里建工路533號1樓

三民區

和平醫療社團法人進興診所

07-3869559

高雄市三民區寶民里九如一路171號

三民區
三民區
三民區
三民區
三民區
三民區
三民區
三民區
三民區
三民區
三民區
三民區
三民區
三民區
三民區
三民區
三民區
大社區
大社區
大社區
大社區
大寮區
大寮區
大寮區
大寮區
大寮區
大寮區
大寮區
大寮區
大寮區
大寮區
大寮區
大寮區
大樹區
小港區

吉星小兒科診所
郭建宏小兒科診所
陳豊源耳鼻喉科診所
徐樹本小兒科診所
大昌倫詠診所
建欣診所
崇田耳鼻喉科診所
余建興耳鼻喉科診所
柳雱邁診所
呂佳群耳鼻喉科診所
莊永昌診所
元成診所
王俊仁耳鼻喉科診所
黃旭瑞耳鼻喉科診所
王漢卿小兒科診所
王婦產科診所
陳志宇診所
吉田診所
富安診所
王裕郎小兒科診所
德全診所
大鋐診所
洪耳鼻喉科診所
詠新耳鼻喉科診所
杏安診所
瑞生醫院
大順診所
佳和耳鼻喉科
張文豪診所
鳳信診所
圓明診所
樂生婦幼醫院
張桐榮診所
佛光聯合診所
戴銘浚婦兒醫院

07-3487936
07-3982606
07-3870120
07-3867833
07-3819960
07-3808856
07-3899900
07-3952899
07-3895640
07-3832988
07-3922289
07-3903808
07-3959039
07-3802334
07-3877918
07-3873979
07-3833282
07-3543381
07-3528996
07-3550619
07-3529868
07-7038188
07-7861305
07-7032000
07-7810565
07-7835175
07-7038417
07-7821500
07-7816276
07-7036751
07-6433298
07-7862688
07-7825382
07-6562605
07-8061289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135－1號1樓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394號
高雄市三民區灣中里 建工路648號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里建興路373號
高雄市三民區寶珠里22鄰大昌二路307號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里正興路213號1、2樓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302 號
高雄市三民區寶中里建興路183號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里大順二路96號
高雄市三民區寶珠里大昌二路305號一樓
高雄市三民區本館里建工路332號
高雄市三民區寶業里陽明路81號
高雄市三民區本揚里陽明路416號1樓
高雄市三民區本武里大昌二路482號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132號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440號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186號1樓
高雄市大社區大社里中山路72號
高雄市大社區神農里金龍路138號
高雄市大社區大社里中山路317號
高雄市大社區觀音里金龍路375號
高雄市大寮區中庒里鳳屏一路492號
高雄市大寮區中興里四鄰鳳林四路156號
高雄市大寮區中庄里鳳屏一路690號1樓
高雄市大寮區琉球里林厝路53號
高雄市大寮區中興里鳳林四路192號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562號
高雄市大寮區會社里鳳林三路516號
高雄市大寮區會社里力行路1-12號
高雄市大寮區中庄里鳳屏一路578號
高雄市大寮區義仁里鳳林一路147號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532號
高雄市大寮區永芳里鳳林三路573、575號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里興田路154號
高市小港區正苓里宏平路661號

小港區

柯芳蓉黃麗瑛小兒科診所

07-8053077

高雄市小港區宏亮里漢民路716號

小港區
小港區
小港區
小港區
小港區
小港區
小港區

蔡聰慶診所
大雄診所
蔡坤霖小兒科診所
施晉南診所
王瑞琦耳鼻喉科診所
大佑診所
長慶小兒科診所

07-7914257
07-8015808
07-8030816
07-8021622
07-7930037
07-8218162
07-8068170

高雄市小港區合作里孔鳳路239號
高雄市小港區三苓里二苓路156號
高雄市小港區三苓里二苓路148號
高雄市小港區順苓里平治街1號
高雄市小港區桂楊路172-1號
高雄市小港區平和路26-1號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413號

行政區
小港區
小港區
仁武區
仁武區
仁武區
仁武區

高雄市提供5-17歲COVID-19疫苗合約院所
(提醒您接種前電洽確認院所疫苗種類及服務時間後再前往接種疫苗) 111.5.26 12:00
院所名稱
電話
地址
明義診所
07-7916959
高雄市小港區廈莊里孔鳳路542號
洪清中兒科診所
07-8063773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路192號
大林診所
07-3718528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9號
仁雄診所
07-3741298
高雄市仁武區仁和里仁雄路15-1號
仁同小兒科診所
07-3734890
高雄市仁武區八卦里永仁街694號
長恩聯合診所
07-3747975
高雄市仁武區仁和里仁忠路83號

仁武區

陽光診所(須至111.05.31起)

07-3755500

高雄市仁武區仁武里中華路255號

仁武區
仁武區
仁武區
內門區
內門區
六龜區
左營區
左營區
左營區
左營區
左營區
左營區
左營區
左營區
左營區
左營區
左營區
左營區

易生診所
沐誠診所
廣安診所
林重慶診所
觀亭診所
六龜區衛生所
賀凱診所
維寧好耳鼻喉科診所
黃昭文診所
李凱斌小兒科診所
裕生診所
豐田診所
永霖小兒科診所
薛智峰耳鼻喉科診所
金仁福診所
文仁小兒科診所
乃聖診所
長安診所

07-3746901
07-3756161
07-3718819
07-6671887
07-6674882
07-6891244
07-5566018
07-3500850
07-5592289
07-3454784
07-5563707
07-5506000
07-3498118
07-3439190
07-5529843
07-3455959
07-3500041
07-5821864

高雄市仁武區文武里中華路306號
高雄市仁武區赤山里仁雄路86-45號
高雄市仁武區仁和里仁雄路13-19號
高雄市內門區觀亭里中正路160巷50號
高雄市內門區觀亭里中正路168號
高雄市六龜區民治路16號
左營區新上里明誠二路497號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重愛路196號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自由二路255號
高雄市左營區菜公里19鄰文莊路53號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博愛四路80號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自由二路309號
高雄市左營區菜公里孟子路415號
左營區新光里華夏路703號
高雄市左營區新下里華夏路228號
高雄市左營區新中里自由三路172號
高雄市左營區菜公里文強路232號
高雄市左營區頂西里左營大路253號

左營區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07-5817121#2131

高雄市左營區合群里30鄰軍校路553號

左營區
左營區
左營區
左營區
左營區
左營區
左營區
左營區
左營區
左營區
左營區
左營區
左營區
左營區
左營區
左營區
左營區
左營區
左營區
左營區
左營區
左營區
左營區
左營區
永安區
甲仙區
杉林區
那瑪夏區
岡山區
岡山區
岡山區
岡山區

高雄榮民總醫院
福山診所
育濰小兒科診所
蘇婦產科診所
中馨診所
大安診所
康澤小兒科診所
彌馨診所
德仁診所
振亮診所
豐田博愛診所
馬遠成診所
國聖診所
加安耳鼻喉科診所
柏仁醫院
鈞安婦幼聯合醫院
謝宗哲耳鼻喉科診所
李建中診所
張簡耳鼻喉科診所
蔡昌學復健科診所
陳進成診所
沈嘉充診所
楊東穎診所
華夏診所
永安區衛生所
甲仙區衛生所
杉林區衛生所
那瑪夏區衛生所
劉志廷診所
陳國俊小兒科
吳宗慶診所
陳國俊小兒科診所

07-3422121
073482323
07-3414005
07-5575100
07-3488226
07-3507058
073453356
07-8626080
07-5819228
07-5879799
07-3418880
075832348
07-3506203
075816899
07-5508888#1111
07-3480088
07-5584717
07-3498018
07-3454185
073502290
07-3503387
07-5851778
07-3505726
07-3453961
07-6891244
07-6751029
07-6771319
07-6701142
07-6228617
07-6297200
07-6229828
07-6297200轉9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386號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重愛路218號
左營區新光里重上街168號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裕誠路445號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文川路128號1樓
左營區菜公里自由三路376號1樓
高雄市左營區菜公里自由三路382號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288號
左營區埤西里勝利路190號
高雄市左營區城南里左營大路156號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博愛四路16號
高雄市左營區果貿里果峰街2巷3號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文慈路150號1樓
高雄市左營區埤西里左營大路95號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博愛二路350號
高雄市左營區新光里華夏路609號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裕誠路424號
高雄市左營區新光里崇德路238號
高雄市左營區菜公里自由三路300號
高雄市左營區新光里崇德路287號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985號1樓
高雄市左營區果峯里中華一路5號
高雄市左營區菜公里自由三路327號
高雄市左營區新光里華夏路708號1樓
高雄市永安區永安里永安路26號
高雄市甲仙區中山路52號
高雄市杉林區上平里山仙路93巷2號
高雄市那瑪夏區瑪雅里六鄰平和巷252號
高雄市岡山區平安里維新路51號
高雄市岡山區忠孝里岡山路73號
高雄市岡山區碧紅里2鄰中山北路47號
高雄市岡山區忠孝里岡山路73號

岡山區

莊志明診所

07-6298388

高雄市岡山區柳橋東路15-1號

岡山區
岡山區
岡山區
岡山區
岡山區
岡山區

黃子育診所
皇明診所
高雄市立岡山醫院
岡山家福耳鼻喉科
蘇俊明小兒科診所
金禾美診所

07-6270101
07-6263592
07-6222131
07-6219595
07-6223189
07-6223028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里前峰路39號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里公園西路三段86號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里2 鄰壽天路12 號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里3鄰岡山路312-1號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里平和路200號
高雄市岡山區維仁路26號

岡山區

劉志廷家庭醫學科診所

07-6228617

高雄市岡山區維新路51號

行政區
岡山區

盧榮福診所

高雄市提供5-17歲COVID-19疫苗合約院所
(提醒您接種前電洽確認院所疫苗種類及服務時間後再前往接種疫苗) 111.5.26 12:00
院所名稱
電話
地址
07-6261515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路39號

岡山區

國軍高雄總醫院岡山分院附設民眾診
療服務處

岡山區
岡山區
林園區
林園區
林園區
林園區
阿蓮區

劉嘉修醫院
光雄長安醫院
黃英豪診所
聯合王婦產科診所
霖園醫院
建佑醫院
阿蓮康健診所

前金區

活力得中山脊椎外科醫院

07-2317108

高雄市前金區文東里青年二路6號

前鎮區
前鎮區

蕭基昌耳鼻喉科診所
上晴診所

07-7510098
07-7249449

高雄市前鎮區瑞昌里永豐路91號
高雄市前鎮區 (瑞華里) 瑞北路88號

前鎮區

吳昆哲婦產小兒科醫院

前鎮區
前鎮區
前鎮區
前鎮區

大家診所
大鈞診所
林正宗診所
南隆小兒科

前鎮區

吳泰成耳鼻喉科診所

前鎮區
前鎮區
前鎮區
前鎮區
前鎮區

07-6250919
07-6222836#9 或轉100
07-6219156
07-6412134
07-6425968
07-6413399
07-6437901
07-6317288

07-3319611-111

高雄市岡山區大義二路1號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428號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380之1號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里林園北路188號
高雄市林園區文賢里沿海路三段148號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244號
高雄市林園區廣應里東林西路360號
高雄市阿蓮區中正路383號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430号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里草衙二路430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里草衙二路430號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404號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391號

聖青診所
黃裕峯耳鼻喉科診所
傳家家庭醫學科診所
劉志明耳鼻喉科診所
保泰長慶小兒科診所

07-8117772
07-8117772
07-3303615
07-3382967
07-3361136
07-3360326
07-8310970
07-7268385
07-3344117
07-3363311
07-7210089

前鎮區

吳信宏耳鼻喉小兒科診所

07-3334258

高雄市前鎮區復國里三多二路401號

前鎮區
前鎮區
前鎮區
前鎮區
前鎮區
前鎮區
前鎮區
美濃區
苓雅區
苓雅區
苓雅區

杏心耳鼻喉科
楊榮超診所
昭哲診所
親親診所
宏昇診所
新正薪醫院
陳文宏診所
龍肚診所
林國坤 診所
吳三江內科診所
國軍高雄總醫院

苓雅區

信義醫療法人高雄基督教醫院

苓雅區
苓雅區
苓雅區
苓雅區
苓雅區
苓雅區
苓雅區
苓雅區

立佳診所
陳清裕兒科診所
邱靖媛小兒專科診所
小太陽診所
冬勝診所
楊朝欽內科診所
宇安診所
泰順聯合診所

苓雅區

林文樹小兒科內科診所

苓雅區
苓雅區
苓雅區
苓雅區
苓雅區
苓雅區
苓雅區
苓雅區
苓雅區
苓雅區
苓雅區
苓雅區
苓雅區
茂林區
茄萣區
茄萣區

信君耳鼻喉科診所
惠霖診所
小貝貝小兒科診所
曾政峰耳鼻喉科
劉永豐診所
同慶診所
崇酩耳鼻喉科
邱外科醫院
天主教聖功醫院
阮綜合醫院
柯武鎮診所
林國坤診所
向生診所
茂林區衛生所
茄萣好診所
茄萣區衛生所

07-8212666
07-3382616
07-7136366
07-3391078
07-8112522
07-9705335轉1017
07-7131516
07-6851861
07-7225391
07-2222088
07-7498566
07-3348640
07-3321111
轉6101-6103
07-7710966
07-7517221
07-7215153
07-2267753
07-7278392
07-3349010
07-7511779
07-2241595
07-7611286
07-7168385
07-7159500
07-3383099
07-3352777
07-7492636
07-2260957
07-3327296
07-3319966
07-2338153轉2528
07-3387242#2295
07-2267753
07-7225391
07-3319393
07-6801046
07-6900208
07-6988850

高雄市前鎮區盛興里林森三路150號
高雄市前鎮區明禮里草衙一路112號
前鎮區瑞隆里保泰路427號
高雄市前鎮區西山里一德路59號
高雄市前鎮區興東里一心一路482號
高雄市前鎮區保泰路425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南里班超路11號
高雄市前鎮區西甲里一心二路133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華里永豐路214號1樓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402號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二路470號1樓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233號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319號
高雄市美濃區龍山里中華路60號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5鄰建國一路115之4號
高雄市苓雅區民主里憲政路240號
苓雅區正議里中正一路2號
高雄市苓雅區華新街86號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輔仁路149號
高雄市苓雅區福隆里三多一路327號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里大順三路172號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里和平一路150號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里中正一路472號
高雄市苓雅區廣澤里三多三路238號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里四維二路94-18號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里光華一路148-95號
高雄市苓雅區福康里武慶三路89號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196號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建國一路111號
高雄市苓雅區普天里光華一路25號
高雄市苓雅區日中里三多三路112-1號
高雄市苓雅區正義里建國一路15-1號
高雄市苓雅區同慶里同慶路78號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181號
高雄市成功一路137號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352號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162號
高雄市苓雅區福壽街193號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115之4號
高雄市苓雅區復興二路88號
高雄市茂林區茂林里8-4號
高雄市茄萣區仁愛路二段72號
高雄市茄萣區吉定里濱诲路2段1號

行政區
桃源區
梓官區
梓官區
鳥松區
鳥松區
鳥松區
湖內區
湖內區
新興區
新興區
新興區
新興區
新興區
新興區

高雄市提供5-17歲COVID-19疫苗合約院所
(提醒您接種前電洽確認院所疫苗種類及服務時間後再前往接種疫苗) 111.5.26 12:00
院所名稱
電話
地址
高雄市桃源區衛生所
07-6861126
高雄市桃源區桃源里188~1號
蔡政達診所
07-6173295
高雄市梓官區廣澤路2號2樓
嘉田診所
07-6107738
高雄市梓官區進學路124號
豐穎診所
07-7316996
高雄市鳥松區鳥松里中正路355-2號
聯安診所
07-7335076
高雄市鳥松區鳥松里中正路343號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07-7317123
高雄市鳥松區鳥松里大埤路123號
湖內區衛生所
07-6993009
高雄市湖內區湖中路203號
富田森林診所
07-6992189
高雄市湖內區保生路148號
家佳診所
07-2234383
高雄市新興區文昌里和平ㄧ路193號
盧榮坤小兒科診所
07-5315657
高雄市鹽埕區莒光街137號
大心診所
07-2855222
高雄市前金區草江里七賢二路193之5
雄大診所
07-2232000#405
高雄市新興區順昌里民族二路90號2樓
紀耳鼻喉科診所
07-2719087
高雄市新興區蕉園里林森一路154-1號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07-2911101
高雄市前金區復元里中華三路68號

新興區

余國榮診所耳鼻喉科診所

07-2167126

高雄市前金區北金里中華三路227號

新興區

余國榮耳鼻咽喉科診所

07-2167126

高雄市前金區北金里中華三路227號

新興區
新興區
新興區
新興區
新興區
新興區
新興區
新興區
新興區
楠梓區
楠梓區
楠梓區
楠梓區
楠梓區
楠梓區
楠梓區
楠梓區
楠梓區
楠梓區
楠梓區
楠梓區
楠梓區
楠梓區
楠梓區
楠梓區
楠梓區
楠梓區
楠梓區
楠梓區
楠梓區
楠梓區
楠梓區
路竹區
路竹區
路竹區
路竹區
路竹區
路竹區
鼓山區
鼓山區
鼓山區
鼓山區
鼓山區
鼓山區
鼓山區
鼓山區
鼓山區
鼓山區
鼓山區
鼓山區
旗山區
旗山區

吳志明耳鼻喉科診所
健新醫院
毛重富耳鼻喉科診所
惠仁醫院
蔡瑞聲診所
偉峰診所
王育彥耳鼻喉科診所
上琳醫院
謝德利診所
沐仁耳鼻喉科診所
翁仲仁婦產科
健仁醫院
歐慈德內科診所
徐嘉賢診所
高耿耀診所
慕恩診所
林邑樵耳鼻喉科診所
健安診所
康兒診所
金安心醫院
杏美診所
大健康診所
王建安小兒科診所
郭士彰耳鼻喉科
高大美杏生醫院
宏生診所
季建華耳鼻喉科診所
建霖診所
郭士彰耳鼻喉科診所
康東原診所
廣佑安診所
顏威裕醫院
仁澤診所
寶寶耳鼻喉科診所
蘇進添小兒科診所
佳恩小兒科診所
祐民診所
路竹區衛生所
祐琳小兒科
敏德診所
生安婦產小兒科醫院
鄭廣仁小兒科診所
倫詠診所
建元診所
芯莊園診所
腎美診所
正大醫院
新聖明診所
家安診所
瑞芳耳鼻喉科
高雄市旗山區衛生所
宋俊輝診所

07-2862846
07-2613866轉807
07-2350168
07-2010196
07-2413388
07-2222123
07-2352268
07-2828668
07-2413308
07-3652233
07-3626158
07-3517167轉3336
07-3633900
07-3613338
07-3529803
07-3638188
07-3600819
07-3529801
07-3639263
07-3649890
07-3645599
07-3632222
07-3600680
07-3683235
07-3658885
07-3619412
07-3663331
07-3523006
07-3683235
07-3610115
07-3605998
07-3639053#111
07-6076000
07-6968222
07-6971769
076073355
07-6072211
07-6974969
07-5551870
07-5228928
07-5223138-300
07-5555350
07-5501193
07-5543957
07-5818000
07-5544900
07-5823989
07-5313755
075541515
07-5527887
07-6612054
07-6626336

高雄市前金區長興里中正四路88號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295號
高雄市新興區中東里22鄰復興一路107-1號
高雄市新興區大明里7鄰中山一路67-2號
高雄市新興區仁聲里中正三路63號
高雄市新興區德望里復興一路16號
高雄市新興區新江里1鄰七賢一路476號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一路67號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158號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里德賢路530巷29號
高雄市國昌里楠梓區德民路1010-5號
高雄市楠梓區楠陽路136號
高雄市楠梓區隆昌里23鄰後昌路915號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里藍昌路413號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179號
高雄市楠梓區高楠公路1762號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里益群路6號
高雄市楠梓區享平里岳陽街53號 健安診所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1003-3號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606號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里德祥路149號
高雄市楠梓區國昌里德民路922號
高雄市楠梓區裕昌里德民路949號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862之1號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里大學東路ㄧ號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里樂群路179巷2號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618號
高雄市楠梓區五常里3鄰鳳楠路248號
高雄市楠梓區秀昌里後昌路862-1號
高雄市楠梓區裕昌里右昌街376號
高雄市楠梓區仁昌里5鄰德民路782號
高雄市楠梓區18鄰秀昌里後昌路826號
高雄市路竹區竹西里國昌路331號
高雄市路竹區社西里大社路57號1樓
高雄市路竹區中興路236號
高雄市路竹區社西里大社路135號
高雄巿路竹區文北里中和街180號
路竹區國昌路86巷22號
高雄市鼓山區華豐里裕誠路1180號
高雄市鼓山區龍水里美術北三路105號1樓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路177号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華榮路207號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明倫路458號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裕誠路１１４３號１樓
高雄市鼓山區前峰里012鄰翠華路393號
高雄市鼓山區龍水里中華一路336號
高雄市鼓山區民族里鼓山三路128-9號
高雄市鼓山區忠正里鼓山三路52號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裕誠路1515號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298號
高雄市旗山區湄州里中正路197號
高雄市旗山區竹峰里中正路232號1樓

行政區
旗山區
旗山區
旗山區
旗山區
旗山區
旗山區
旗津區
鳳山二區
鳳山二區
鳳山二區
鳳山二區
鳳山二區
鳳山二區
鳳山二區
鳳山二區
鳳山二區
鳳山二區
鳳山二區
鳳山二區
鳳山區
鳳山區
鳳山區
鳳山區
鳳山區
鳳山區
鳳山區
鳳山區
鳳山區
鳳山區
鳳山區
鳳山區
鳳山區
鳳山區
鳳山區
鳳山區
鳳山區
鳳山區
鳳山區
鳳山區
鳳山區
鳳山區
鳳山區
鳳山區
鳳山區
橋頭區
橋頭區
燕巢區
彌陀區
鳳山區
梓官區
苓雅區

高雄市提供5-17歲COVID-19疫苗合約院所
(提醒您接種前電洽確認院所疫苗種類及服務時間後再前往接種疫苗) 111.5.26 12:00
院所名稱
電話
地址
大政診所
07-6622588
高雄市旗山區瑞吉里延平一路337號
重安醫院
07-6618471
高雄市旗山區大德里大仁街18號
旗山醫院
07-6613811
高雄市旗山區中學路60號
溪洲醫院
07-6621985
高雄市旗山區瑞吉里延平一路412號
聖星診所
076622555
高雄市旗山區大德里延平一路689號
王致瑋小兒科
076629922
高雄市旗山區大德里延平一路677號1樓
高雄市立旗津醫院(委託高醫經營)
07-5711188
高雄市旗津區旗港路33號
杏和醫院
網路預約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389號
孟昌診所
07-7650908
高雄市鳳山區新泰里海洋二路39號
陳彥伸耳鼻喉科
07-7277110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346號
唯均耳鼻喉科診所
07-7638199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二路139號
韓台基診所
07-7662525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里新富路333號1F
瑞文診所
07-7675688
高雄市鳳山區新強里新富路330號
錦明小兒科診所
07-7683688
高雄市鳳山區福誠里自強二路171號
李威德診所
07-8227676
高雄市鳳山區福誠里五甲三路48號
福誠耳鼻喉科診所
07-8125257
高雄市鳳山區五福里五甲三路205號
何鴻鈞診所
07-7716819
高雄市鳳山區二甲里20鄰林森路324號
聖恩診所
07-7219819
鳳山區五甲二路395號
凱旋診所
07-7637639
高雄市鳳山區凱旋路261號
吳文誌診所
07-7820959
高雄市鳳山區誠德里鳳林路157號1樓
歐俊彥小兒科診所
07-7777900
高雄市鳳山區文德里文鳳路20號
陳柏蒼耳鼻喉科診所
07-7775388
高雄市鳳山區文德里文衡路480號
誠愛診所
07-7556008
高雄市鳳山區誠義里誠愛路1號
鳳山全民診所
07-7037038
高雄市鳳山區中正里博愛路328號
聖壹診所
07-7014755
高雄市鳳山區中正里瑞興路482號
高雄市鳳山區自由路136號之1號
賴其盈小兒科診所
07-7107998
高雄市鳳山區瑞明街90巷8號
吳萍建小兒科診所
07-7191180
高丹榕診所
07-7475556
高雄市鳳山區忠義里光復路二段223號
國民小兒科診所
07-7427925
高雄市鳳山區縣口里中正路37號
高雄市立鳳山醫院（委託長庚醫療財
07-7418151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42-1號
陳重志診所
07-7427329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一段139號
台安診所
07-7410268
高雄市鳳山區雙慈街26號
張晉源耳鼻喉科診所
07-7775450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451號1樓
文華耳鼻喉科診所
07-7902555
高雄市鳳山區文化路117號
欣診所
07-7537532
高雄市鳳山區誠義路31號
文衡診所
07-7768185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344 號
上承診所
07-7102666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一段48號
佑寧耳鼻喉專科診所
07-7102110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三段167號1樓
李梓堯耳鼻喉科
07-7101995
高雄市鳳山區三民路192號
文山長慶小兒科診所
07-7774098
高雄市鳳山區文龍東路738號
黃大沅小兒科診所
07-7679299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2段468號
祐幼小兒科診所
07-7769977
高雄市鳳山區八德路296巷28號
楊誠恕診所
07-7016090
高雄市鳳山區工協街47號
優生婦產小兒科醫院
07-7478629
高雄市鳳山區自由路189號
泰和醫院
07-6111128*26
高雄市橋頭區成功路101號
正心診所
07-6128080
高雄市橋頭區隆豐路170號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07-6150011
高雄市燕巢區義大路1號
高雄市彌陀區衛生所
07-6191116
高雄市彌陀區中正路233-1號
江泰興耳鼻喉科
07-7422296
高雄市鳳山區澄清路97號
梓安診所
07-6177429
高雄市梓官區中正路71號
民生醫院
07-7511131轉2136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4號

小港區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
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鼓山區
阿蓮區
阿蓮區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阿蓮衛生所
明成親子診所

07-8036783
07-5552565#2105
07-6317141
07-6319789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482號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976號
高雄市阿蓮區民生路94-1號
高雄市阿蓮區民權路95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