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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衛生局－2021高雄市 COVID-19疫苗合約

院所預約接種資訊表。 

【疾病管制處】 

開診時段 
合約醫院 

預約網址 

預約人數 

上限(人) 
掛號費(元) 

週一至週五： 

上午 9時至 12 時 

下午 2時至 5時 

週六： 

上午 9時至 12 時 

高雄榮總 

(請點選)  

80 暫不收掛號費 

週一至週四： 

上午 8時 30分至 12 時 

週五： 

4月：下午 1時 30分至 5時； 

5月以後：上午 8時 30分至 12時 

高雄醫大 

(請點選)  

70 暫不收掛號費 

週一至週五(不含例假日)： 

下午 1時 30分至 4 時 

週六： 

上午 8時 30分至 11 時 

高雄長庚 

(請點選)  

50 暫不收掛號費 

週一至週五： 

下午 1時 30分至 5 時 

週六： 

上午 8時 30分至 12 時 

小港醫院 

(請點選)  

40 暫不收掛號費 

週一至週五： 

上午 8時 30分至 10 時 

下午 3時 30分至 5 時 

義大醫院 

(請點選)  

21 暫不收掛號費 

週一至週五： 

上午 9時至 11 時 30 分 

下午 2時至 5時 

聯合醫院 

(請點選)  

45 暫不收掛號費 

https://reurl.cc/nnAk4e
https://reurl.cc/nnAk4e
https://www.kmuh.org.tw/web/BookVaccineSysInter
https://www.kmuh.org.tw/web/BookVaccineSysInter
https://register.cgmh.org.tw/Department/8/80990D
https://register.cgmh.org.tw/Department/8/80990D
https://www.kmsh.org.tw/web/BookVaccineSysInter
https://www.kmsh.org.tw/web/BookVaccineSysInter
https://reurl.cc/V3goeY
https://reurl.cc/V3goeY
https://reg.kmuh.gov.tw/netReg/MainUI.aspx?DeptCodeId=1A&Lang=&RoomCnt=2&TimeRange=1&Name=%E6%96%B0%E5%86%A0%E8%82%BA%E7%82%8E%E7%96%AB%E8%8B%97
https://reg.kmuh.gov.tw/netReg/MainUI.aspx?DeptCodeId=1A&Lang=&RoomCnt=2&TimeRange=1&Name=%E6%96%B0%E5%86%A0%E8%82%BA%E7%82%8E%E7%96%AB%E8%8B%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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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至週五： 

下午 2時至 4時  

民生醫院 

(請點選)  

66 暫不收掛號費 

週一至週五： 

下午 1時 30分至 4 時 

市立岡山醫院 

(請點選)  

30 暫不收掛號費 

週一至週五： 

下午 2時至 4時 30 分 

旗山醫院 

(請點選)  

不限 暫不收掛號費 

週一、三、五： 

上午 8時 30分至 12 時 

週二、四： 

下午 2時至 5時 30 分 

市立大同醫院 

(請點選)  

40 暫不收掛號費 

週一： 

上午 8時 30分至 11 時 

週四： 

下午 1時 30分至 4 時 

週五： 

上午 8時 30分至 11 時 

市立鳳山醫院 

(請點選)  

30 暫不收掛號費 

週一至週五： 

下午 2時至 4時 30 分 

國軍岡山分院 

(請點選)  

50 暫不收掛號費 

週一至週五： 

上午 8時 30分至 12 時 

國軍左營分院 

(請點選)  

50 暫不收掛號費 

週一至週五： 

上午 8時 30分至 12 時 

週四： 

下午 1時 30分至 4 時 30分 

健仁醫院 

(請點選)  

30 暫不收掛號費 

週一至週五： 

下午 2時至 5時 

國軍高雄總醫院 

(請點選)  

100 暫不收掛號費 

週一至週五： 

下午 2時至 3時 

義大大昌醫院 

(請點選)  

20 暫不收掛號費 

https://www.kmsh.gov.tw/vaccine_reg/
https://www.kmsh.gov.tw/vaccine_reg/
https://reurl.cc/e9goZW
https://reurl.cc/e9goZW
https://reurl.cc/kV2WAG
https://reurl.cc/kV2WAG
https://www.kmtth.org.tw/web/BookVaccineSysInter%C2%A0
https://www.kmtth.org.tw/web/BookVaccineSysInter%C2%A0
https://register.cgmh.org.tw/Department/T/T0990C
https://register.cgmh.org.tw/Department/T/T0990C
https://reg.814.mnd.gov.tw/
https://reg.814.mnd.gov.tw/
https://reg.ngh.com.tw/
https://reg.ngh.com.tw/
http://reg.jiannren.org.tw/JRNetReg/KReg/ScheduleListCovid19.aspx
http://reg.jiannren.org.tw/JRNetReg/KReg/ScheduleListCovid19.aspx
http://webreg.802.org.tw/tre/start.asp
http://webreg.802.org.tw/tre/start.asp
https://reurl.cc/Xebmxg
https://reurl.cc/Xebmx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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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至週五： 

上午 9時 30分至 11 時 30分 

阮綜合醫院 

(請點選)  

40 暫不收掛號費 

週五： 

下午 3時至 5時 

市立旗津醫院 

(請點選)  

20 暫不收掛號費 

週一至週五： 

下午 2時至 4時  

聖功醫院 

(請點選)  

20 暫不收掛號費 

週一、三、四、五： 

上午 9時至 10 時 

建佑醫院 

(請點選)  

20 暫不收掛號費 

週二、四、五： 

上午 10 時至 11 時 

週四： 

中午 12 時至下午 3 時 

大東醫院 

(請點選)  

20 暫不收掛號費 

週二及週五： 

下午 2時至 4時 

杏和醫院 

(請點選)  

30 暫不收掛號費 

 

【2021/4/19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http://teaching.yuanhosp.com.tw/Covid19Vacc/view/vmainHome.aspx
http://teaching.yuanhosp.com.tw/Covid19Vacc/view/vmainHome.aspx
https://www.kmch.org.tw/web/BookVaccineSysInter
https://www.kmch.org.tw/web/BookVaccineSysInter
http://newweb.joseph.org.tw/webreg.php?dep=3B&covid19=Y#tabs-2
http://newweb.joseph.org.tw/webreg.php?dep=3B&covid19=Y#tabs-2
http://www.chien-yu.com.tw/news_detail.php?id=3675
http://www.chien-yu.com.tw/news_detail.php?id=3675
http://www.da-dong.com.tw/content-62.html
http://www.da-dong.com.tw/content-62.html
http://shinghou.com.tw/news_detail.php?id=34
http://shinghou.com.tw/news_detail.php?id=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