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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 三軍總醫院基隆分院(正榮院區) 無 無 無 次世代雙價莫德納疫苗僅供第一、二、三劑追加劑 基隆市中正區正榮街100號 02-2463-3330 (電話洽詢過後可前往施打)

基隆市 基隆市立醫院(門診中心) 二 、三、四、五0800-1100 一、二、三、四、五 1330-1530 無 次世代雙價莫德納疫苗僅供第一、二、三劑追加劑 基隆市中正區義二路2巷6號 02-2428-2146 (電話洽詢過後可前往施打)

基隆市 新昆明醫院 二、五0800-1130(雙價) 無 無 次世代雙價莫德納疫苗僅供第一、二、三劑追加劑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30號 02-2426-8106 (電話洽詢過後可前往施打)

基隆市 礦工基隆診所 一、三、四、六 1000-1200(雙價) 五 1330-1530(雙價) 無 次世代雙價莫德納疫苗僅供第一、二、三劑追加劑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76號3、4樓 02-2422-0506 (電話洽詢過後可前往施打)

基隆市 陳如儀兒科診所 一至六 0900-1100(雙價) 六 1400-1600(雙價)
一、二、四、五 1700-2000(雙

價)
次世代雙價莫德納疫苗僅供第一、二、三劑追加劑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62號 02-2425-9958 (電話洽詢過後可前往施打)

基隆市 林承興診所 一至五 1000-1100(雙價) 無 無 次世代雙價莫德納疫苗僅供第一、二、三劑追加劑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319號 02-2469-7639 (電話洽詢過後可前往施打)

基隆市 博群診所 無 一 1700-1800(雙價) 六 20:00-21:00(雙價) 次世代雙價莫德納疫苗僅供第一、二、三劑追加劑 基隆市中正區新豐街446號 02-2460-1356 (電話洽詢過後可前往施打)

基隆市 晉安診所 無 二、三 1500-1600(雙價) 無 次世代雙價莫德納疫苗僅供第一、二、三劑追加劑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39號1樓 02-2426-8178 (電話洽詢過後可前往施打)

基隆市 王立文婦產科診所 二、六 0900-1200(雙價) 無 無 次世代雙價莫德納疫苗僅供第一、二、三劑追加劑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41號 02-2427-8888 (電話洽詢過後可前往施打)

基隆市 兒童中心診所 三、五0900-1200(雙價) 三、五1400-1700(雙價) 三、五1800-2100(雙價) 次世代雙價莫德納疫苗僅供第一、二、三劑追加劑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46號 02-2421-2577 (電話洽詢過後可前往施打)

基隆市 文昕兒科診所 二 0900-1200(雙價) 二 1400-1700(雙價) 二 1800-2100(雙價) 次世代雙價莫德納疫苗僅供第一、二、三劑追加劑 基隆市中正區信四路4號、4－1號 02 -2426-9977 (電話洽詢過後可前往施打)

基隆市 馬德里診所 無 六 1600-1700(雙價) 無 次世代雙價莫德納疫苗僅供第一、二、三劑追加劑 基隆市中正區新豐街450號 02-2460-3368 (電話洽詢過後可前往施打)

基隆市 紀醫師診所  三0800-1100(BA.4/5)  三1400-1600(BA.4/5) 三1800-2000(BA.4/5) 次世代雙價莫德納疫苗僅供第一、二、三劑追加劑 基隆市七堵區開元路83號 02-2455-4195 (電話洽詢過後可前往施打)

基隆市 正光診所
 

三0800-1100(BA.4/5)

                                                       三

1330-1630(BA.4/5)

 

三1800-2000(BA.4/5)
次世代雙價莫德納疫苗僅供第一、二、三劑追加劑 基隆市七堵區南興路12號1樓 02-2456-9275 (電話洽詢過後可前往施打)

基隆市 廖內兒科診所 二至六0900-1100 二至六1330-1660 二至五 1800-2000 次世代雙價莫德納疫苗僅供第一、二、三劑追加劑 基隆市七堵區南興路101號 02-2456-4621 (電話洽詢過後可前往施打)

基隆市 佑仁聯合診所 無 一至六1400-1730 一、三、四1830-2130 次世代雙價莫德納疫苗僅供第一、二、三劑追加劑 基隆市七堵區開元路59-1號 02-2456-2212 (電話洽詢過後可前往施打)

基隆市 群健診所 無 無 二、五 1830-2130 次世代雙價莫德納疫苗僅供第一、二、三劑追加劑 基隆市七堵區開元路59之一號地面1、3樓 02-2456-2212 (電話洽詢過後可前往施打)

基隆市 西華診所 一、二、四、六 0900-1200 一、二、六 1530-1730 一、二 1830-2130 次世代雙價莫德納疫苗僅供第一、二、三劑追加劑 基隆市七堵區百三街29號 02-2451-2942 (電話洽詢過後可前往施打)

基隆市 杏福診所
  一、二、三、四、五、六

0930-1100

一、二、三、四、五

1530-1700
無 次世代雙價莫德納疫苗僅供第一、二、三劑追加劑 基隆市七堵區福二街320號1樓 02-2452-8089 (電話洽詢過後可前往施打)

基隆市 康博診所 無 無 無 次世代雙價莫德納疫苗僅供第一、二、三劑追加劑 基隆市七堵區南興路99號 02-24568800 (電話洽詢過後可前往施打)

基隆市 臺灣礦工醫院 五 0900-1100 無 無 次世代雙價莫德納疫苗僅供第一、二、三劑追加劑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29號 02-2457-9101 (電話洽詢過後可前往施打)

基隆市 婁診所 二 0930-1130           二 1430-1630     二 1800-2000 次世代雙價莫德納疫苗僅供第一、二、三劑追加劑 基隆市暖暖區暖暖街171號 02-2458-4498 (電話洽詢過後可前往施打)

基隆市 碇內診所 無  三、四、六1500-1700  三、四1500-1700 次世代雙價莫德納疫苗僅供第一、二、三劑追加劑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323號 02-2459-5878 (電話洽詢過後可前往施打)

基隆市 康合診所 無 二 1500-1700 無 次世代雙價莫德納疫苗僅供第一、二、三劑追加劑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281-1號1樓 02-2459-2200 (電話洽詢過後可前往施打)

基隆市 王孟俊診所 一至六 0900-1100(雙價) 二至五 1400-1900(雙價) 無 次世代雙價莫德納疫苗僅供第一、二、三劑追加劑 基隆市仁愛區南榮路143號 02-2429-3128 (電話洽詢過後可前往施打)

基隆市 仁祥診所 依門診時間公告 依門診時間公告 依門診時間公告 次世代雙價莫德納疫苗僅供第一、二、三劑追加劑 基隆市仁愛區忠一路20號 02-2423-2111 (電話洽詢過後可前往施打)

基隆市 仁愛診所 無 一至六 1430-1730(雙價) 無 次世代雙價莫德納疫苗僅供第一、二、三劑追加劑 基隆市仁愛區孝三路80號 02-2422-3255 (電話洽詢過後可前往施打)

基隆市 林耳鼻咽喉科診所 一至六 0930-1130(雙價) 一至五 1500-1730(雙價) 無 次世代雙價莫德納疫苗僅供第一、二、三劑追加劑 基隆市仁愛區忠二路3之14號 02-2422-9646 (電話洽詢過後可前往施打)

基隆市 喜聖診所 五 0900-1000(雙價) 無 無 次世代雙價莫德納疫苗僅供第一、二、三劑追加劑 基隆市仁愛區劉銘傳路1-5號6樓 02-2428-7378 (電話洽詢過後可前往施打)

基隆市 安東耳鼻喉科診所 一至六 0900-1130(雙價) 一至六 1430-1800(雙價) 一至四 1900-2000(雙價) 次世代雙價莫德納疫苗僅供第一、二、三劑追加劑 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251號 02-2426-6766 (電話洽詢過後可前往施打)

基隆市 至誠診所 無

一、三、五1500-1630(雙價)

二、四 1600-1730(雙價)

六 1630-1730(雙價)

二、三、五、六1900-2000(雙

價)

四1900-1930(雙價)

次世代雙價莫德納疫苗僅供第一、二、三劑追加劑 基隆市中山區安一路3號 02-2424-6151 (電話洽詢過後可前往施打)

基隆市 安定診所 無
一、四 1430-1630(雙價)

二、五1500-1630(雙價)
無 次世代雙價莫德納疫苗僅供第一、二、三劑追加劑 基隆市中山區安一路90號 02-2421-3279 (電話洽詢過後可前往施打)

基隆市 林義宏診所 四1100-1200(雙價) 一、二、三、五1530-1630(雙價) 無 次世代雙價莫德納疫苗僅供第一、二、三劑追加劑 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263號 02-2436-6481 (電話洽詢過後可前往施打)

基隆市 基隆長庚醫院 無 無 無 次世代雙價莫德納疫苗僅供第一、二、三劑追加劑 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222號 無 https://register.cgmh.org.tw/Register/2

基隆市 李偉華耳鼻喉科診所 一、二、五 0930-1130 六 1630-1930 一、二、四 1830-2030 次世代雙價莫德納疫苗僅供第一、二、三劑追加劑 基隆市安樂區安樂路二段179號 02-2434-8535 (電話洽詢過後可前往施打)

基隆市 李卓為診所 一、三、五 0930-1130 一、三、五 1500-1700 一、五 1900-2100 次世代雙價莫德納疫苗僅供第一、二、三劑追加劑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133之5號 02-2433-2900 (電話洽詢過後可前往施打)

基隆市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二0900-1100 三 、四、五1330-1500 無 次世代雙價莫德納疫苗僅供第一、二、三劑追加劑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268號 02-2429-2525 (電話洽詢過後可前往施打)

基隆市 黃振國診所 無 無 無 次世代雙價莫德納疫苗僅供第一、二、三劑追加劑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路218號 02-2466-9255 (電話洽詢過後可前往施打)

基隆市 慢性病防治所 無 無 無 次世代雙價莫德納疫苗僅供第一、二、三劑追加劑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266號 02-2423-0181 (電話洽詢過後可前往施打)

基隆市 國泰家醫診所 無 無 四1800-2100 次世代雙價莫德納疫苗僅供第一、二、三劑追加劑 基隆市信義區信一路115號 02-2425-4195 (電話洽詢過後可前往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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