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7.29更新

序

號
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聯絡窗口(姓名/電話/email)

每日預估可

提供快篩量

能(單位：人

次)

1 杏仁診所 台南市新營區民有街27號 林美玉-0934058396-fmflkimo@yahoo.tw.com 150

2 吉安醫療社團法人吉安醫院 台南市關廟區中正路435號 徐雅玲/06-6025115/jianhsptnd@gmail.com 250

3 新興醫療社團法人新興醫院 台南市新營區中興路10號 孫瑞珍0921245533,fbk1688@gmail,com 200

4 郭綜合醫院 台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二段23號 呂美玲/222-1567/0980567563/vicky090125@gmail.com 200

5 阮嵩翔耳鼻喉科診所 台南市永康區大灣路930號 阮嵩翔/062728333/lukejuan@gmail.com 50

6 吳明松小兒科 台南市中西區衛民街39號 吳明松、0955966565.wumingsung0105@gmail.com 30

7 蔡國麟診所 台南市善化區光復路4O號 蔡國麟／06-5813771／hkandytw＠yahoo.com.tw

8 佳安小兒科診所 新市區中正路331-1號 黃昱升/5995234 100

9 中正耳鼻喉科診所 台南市永康區正強街231號 蘇怡嘉/0975531738/chuangan2021321@gmail.com

600人次(三

位醫師上午

四小時下午

四小時計算)

10 志誠醫院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315-1號 賴姮潔06-2210422drccent@gmail.com 180

11 吳國榮聯合診所 台南市歸仁區中山路二段52號 吳國榮/0956299056/ DR7395@yahoo.com.tw 50-100

12 白袍旅人兒科診所 台南市安平區華平路146-5號 楊為傑/2970500/dralbertyang@gmail.com 80-100

13 華平診所 台南市安平區華平路662號 廖祥宏,0953881688,liawshonghon@yahoo.com.tw 50

14 德幼小兒科診所 台南市北區和緯路3段322號2樓 施憲佑/06-2584000 50

15 誼仁診所 臺南市善化區中正路387號 陳有仁/0928304267/afreebird@gmail.com 50

16 宽心診所 台南市北區北安路一段213號1 謝棟漢/06-2818588/samhsieh2011@gmail.com 15

17 許進賢耳鼻喉科診所 台南市永康區大灣里民族路376 許進賢/06-2724321/2098181@gmail.com 100

18 陳信宏小兒科診所 台南市麻豆區民生路36之8號 陳信宏/06-5719889 100

19 營新醫院 台南巿新營區隋唐街228號
鄭佳欣/06-6592345分機

800/evernew.h888@msa.hinet.net

平日150人次

/假日可大於

150人次

20 麻豆新樓醫院 臺南市麻豆區埤頭里苓子林20 張雲涵/(06)5702228分機5473/slh326@sinlau.org.tw 200

21 加恩耳鼻喉專科診所 台南市南區金華路一段450號 劉宗瑋/0911721069/liuent0528@gmail.com 100

22 和平診所 台南市下營區和平街16號 顏純左/0937608100/peaceyan269@gmail.com 300

23 魏大倫耳鼻喉科診所
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一段356號

一樓
魏大倫/0919632938/alan4389@yahoo.com.tw

100人/一位

醫師

24 復華耳鼻喉科診所 台南市永康區復國一路469號 林士敦/0921911658/ linston469@gmail.com 200

25 杏新耳鼻喉科診所 台南市永康區中山南路12-2號 謝易倫/0936393449/fefe1231@gmail.com 200+

26 林君郁耳鼻喉科診所 台南市永康區大灣路176號 林君郁 06-2051351 100

27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新化分

院
臺南市新化區牧場72號

陳小芳執行秘書/06-

5911929#2006/0972572111/00605@tnhosp.mohw.gov.tw
200人次

28 李朝泰診所 台南市中西區成功路319號 李朝泰09-2830-1800 300-600

29 慶平美耳鼻喉科診所 台南市安平區慶平路559號1樓 黃鵬成，0935466359，hpcdavis@yahoo.com.tw 100

30 黃清相診所 台南市佳里區延平路72號2樓 huiju.account@gmail.com 50

31 佑康診所 台南市關廟區中山路一段620巷 謝柏煌/0928119407/po4813@yahoo.com.tw 50---100

32 張金石小兒科診所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191號 周明煌0988336537，n1009704@ms35.hinet.net 30

33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台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25號 陳小芳09-725-7211/00605@tnhosp.mohw.gov.tw 200

34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台南市新營區信義街73號 李華瑰/06-6351131轉2128/hklee@syh.mohw.gov.tw 150

35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

醫院
台南市柳營區太康里太康201號

謝文心/06-

6226999*77083/m930912@mail.chimei.org.tw
100-200

36 小天使婦兒診所 小天使婦兒診所
yhappy888@gmail.com李莉楹，0915857869，或06-

2930888

預估80至100

人次

37 明錦診所 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570號 羅南生/0987788373/sothit22@yahoo.com.tw 350

38 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 717 台南市仁德區中山路864號 陳詩婷專員/ 06-2705911#6514/ 300-400人次

39 鄭耳鼻喉科診所 台南市永康區大灣路798巷12號 鄭熙騰/0988341577/cheng511001@gmail.com 50-100

40 長榮骨外科診所 台南市林森路二段93號、95號 洪祥原/2351589/shiangyuan@hotmail.com 30

41 愛爾麗診所 台南市東區青年路261號2樓 張元齡/0988275895 100

42 西門愛爾麗診所
台南市東區中西區西門路一段

662號2樓
0988275895 100-200

43 嘉南療養院 台南市仁德區裕忠路539號 吳珮緁/06-2795019#1078/miyuki@mail.cnpc.gov.tw 350

臺南市醫事機構執行企業抗原快篩聯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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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台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25號 陳小芳/0972572111/00605@tnhosp.mohw.gov.tw 200

45 麥鎮平皮膚科診所 台南市東區長榮路三段129號 楊小姐  093584285O   shousan921@yahoo.com.tw 10

46 台南新樓醫院 台南市東門路一段57號 謝宜伶  slh49@sinlau.org.tw 400人次

47 維摩詰診所 台南市北區和緯路五段210號 賴文彬／06－3501999／wenpin.lai@msa.hinet.net 50～100

48 陳文峯耳鼻喉科診所 北區公園路703號 陳文峯/0921281616/ 200人/半日

49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

醫院
台南市佳里區佳興里606號

吳采鴻/06-

7263333#33291/A810W2@mail.chimei.org.tw
60

50 享健達診所 台南市永康區東橋七路371號 蕭雅瓊/0938815751/joycechiung@gmail.com
120人次/4小

時

51 慶平美耳鼻喉科診所 台南市安平區慶平路559號 0929-410-375 25人次/小時

52 王界三小兒科診所 台南市北區文賢路1068號 王界三/06-3583770/0936352363 150

54 宗政診所 台南市官田區中山路一段108號 鄭敦文/0932837303/dr0932837303gmail.com 30

55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
劉如偵副主任/06-2812811分機

53546/m980523@mail.chimei.org.tw

一組採檢人

力一日可執

行160位人次

56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

療社團法人經營)
台南市東區崇德路 670 號 李建鋒/0987292493/janli1219@gmail.com 400-600人次

57 尚捷醫事檢驗所
台南市安南區海佃路一段30,32

號

翁明耀/06-2505055/0932839571/

d8052@ms33.hinet.net
100-300人次

58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臺南市永康區復興路427號
黃春男主任/06-3125101#61210/

n222@mail.vhyk.gov.tw
100人次/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