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屏東縣 屏東市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屏東市自由路270號 08-7363011#2102

2 屏東縣 枋寮鄉 枋寮醫療社團法人枋寮醫院 枋寮鄉中山路139號 08-8787991#5130

4 屏東縣 屏東市 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建醫院 屏東市中山路123號 08-7665995

5 屏東縣 恆春鎮 恆基醫療財團法人恆春基督教醫院 屏東縣屏東縣恆春鎮恆西路21號 08-8892293

6 屏東縣 東港鎮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一段210號 08-8329966-1362

7 屏東縣 內埔鄉 高雄榮民總醫院屏東分院 屏東縣內埔鄉龍潭村昭勝路安平一巷1號 08-7704115-722

8 屏東縣 潮州鎮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潮州安泰醫院 屏東縣潮州鎮四維路162號 08-7800888

9 屏東縣 恆春鎮 衛生福利部恆春旅遊醫院 屏東縣恆春鎮恆南路188號 08-8892704

10 屏東縣 東港鎮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東港鎮中山路5號 08-8329966

11 屏東縣 屏東市 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屏東民眾診療服務處 屏東縣屏東市大湖路58巷22號 08-7560756轉282

12 屏東縣 屏東市 國仁醫院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東路12-2號 08-7223000轉312

13 屏東縣 恆春鎮 南門醫療社團法人南門醫院 屏東縣恆春鎮南門路10號 08-8894568轉218

14 屏東縣 高樹鄉 大新醫院 屏東縣高樹鄉興中路208號 08-7962033轉101-103

15 屏東市 屏東市 民眾醫院 屏東市忠孝路120-1號 08-7325455轉151

16 屏東縣 長治鄉 屏安醫療社團法人屏安醫院 屏東縣長治鄉信義路129號 08-7622670

17 屏東市 屏東市 安和醫療社團法人安和醫院 屏東市自由路598號 08-7651828轉308

18 屏東市 屏東市 優生醫療社團法人優生醫院 屏東市瑞光路三段103號 08-7382222轉123

18家合約醫院資訊
序號 縣市

鄉鎮

市區
醫療院所名稱 地址 預約電話



編號 縣市 鄉鎮市區 名稱 地址 預約電話
1 屏東縣 屏東市 屏東市衛生所 屏東市中正路419號 08-7388701

2 屏東縣 潮州鎮 潮州衛生所 屏東縣潮州鎮永坤路107號 08-7882131

3 屏東縣 東港鎮 東港鎮衛生所 屏東縣東港鎮朝安里新生三路23號 08-8325310

4 屏東縣 恆春鎮 恆春衛生所 恆春鎮文化路78號 08-8892140

5 屏東縣 萬丹鄉 萬丹鄉衛生所 屏東縣萬丹鄉萬丹路一段501號 08-7772049

6 屏東縣 長治鄉 長治衛生所 屏東縣長治鄉進興村潭頭路3號 08-7368734

7 屏東縣 九如鄉 九如衛生所 屏東縣九如鄉九清村九如路二段247號       
08-7392006

08-7390024
8 屏東縣 麟洛鄉 麟洛鄉衛生所 屏東縣麟洛鄉中山路156-1號 08-7221152

9 屏東縣 里港鄉 里港鄉衛生所 屏東縣里港鄉大平村中山路103-1號 08-7751711

10 屏東縣 高樹鄉 高樹鄉衛生所 屏東縣高樹鄉長榮村南昌路12-2號 08-7962026

11 屏東縣 鹽埔鄉 鹽埔鄉衛生所 鹽埔鄉鹽北村勝利路187號 08-7932474

12 屏東縣 內埔鄉 內埔鄉衛生所 屏東縣內埔鄉中興路191號 08-7792414

13 屏東縣 萬巒鄉 萬巒鄉衛生所 萬巒鄉褒忠路16號 08-7811794   08-7810002

14 屏東縣 竹田鄉 竹田鄉衛生所 屏東縣竹田鄉(村)中山路25號 08-7710445

15 屏東縣 新埤鄉 新埤鄉衛生所 屏東縣新埤鄉(村)中正路38號 08-7971090、08-7971044

16 屏東縣 枋寮鄉 枋寮鄉衛生所 屏東縣枋寮鄉(村)德興路77號 08-8782940

17 屏東縣 新園鄉 新園鄉衛生所 屏東縣新園鄉仙吉村仙吉路89-2號             08-8681293

18 屏東縣 崁頂鄉 崁頂鄉衛生所 崁頂鄉崁頂村興農路29-9號 08-8631454

19 屏東縣 林邊鄉 林邊鄉衛生所 屏東縣林邊鄉光林村和平路45號 08-8752076

20 屏東縣 南州鄉 南州鄉衛生所 屏東縣南州鄉溪南村人和路239號 08-8642224

21 屏東縣 佳冬鄉 佳冬鄉衛生所 屏東縣佳冬鄉六根村佳和路87-1號 08-8662018-202

22 屏東縣 琉球鄉 琉球衛生所 屏東縣琉球鄉中山路51號 08-8612513

23 屏東縣 滿洲鄉 滿州衛生所 屏東縣滿洲鄉中山路31號 08-8801279

24 屏東縣 車城鄉 車城衛生所 屏東縣車城鄉福安村福安路2-30號 08-8821300

25 屏東縣 枋山鄉 枋山鄉衛生所 屏東縣枋山鄉枋山路98號 08-8761150

26 屏東縣 三地門鄉 三地門鄉務生所 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行政街4號 08-7991284

27 屏東縣 瑪家鄉 瑪家鄉衛生所 屏東縣瑪家鄉北葉村86號 08-7991164

28 屏東縣 霧臺鄉 霧臺鄉衛生所 屏東縣霧臺鄉霧台村百合路200號(百合衛生室) 08-7902232、7902480

29 屏東縣 泰武鄉 泰武鄉衛生所 泰武鄉佳平村(巷）179號 08－7832580

30 屏東縣 來義鄉 來義衛生所 屏東縣來義鄉古樓村中正路90號 08-7850103

31 屏東縣 春日鄉 春日鄉衛生所 屏東縣春日鄉春日村春日路176號 08-8780358、8788733

32 屏東縣 獅子鄉 獅子鄉衛生所 屏東縣獅子鄉楓林村2巷32號 08-8771324#9

33 屏東縣 牡丹鄉 牡丹鄉衛生所 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石門路19號 08-8831013

屏東縣市33家合約衛生所



序號 鄉鎮市 診所名稱 地址 電話

1 屏東市 上醫囝囡診所 屏東市民生路57-31號 08-7210222

2 屏東市 林俊傑診所 屏東市廣東路1-7號 08-7211060

3 屏東市 家斌診所 屏東市仁愛路113號1樓 08-7365523

4 屏東市 張俊智診所 屏東市博愛路215號 08-7667010

5 屏東市 薛坤霖診所 屏東縣屏東市建豐路123號 08-7380174

6 屏東市 小太陽診所 屏東市建豐路169號 08-7379591

7 屏東市 宋的祥診所 屏東市公裕街158號 08-7651318

8 屏東市 海豐診所 屏東市海豐里海豐街36-5號 08-7387135

9 潮州鎮 大福診所 屏東縣潮州鎮中山路89號 08-7895556

10 潮州鎮 黃志忠診所 屏東縣潮州鎮中山路33號 08-7884486

11 潮州鎮 欣安禾婦兒科診所 屏東縣潮州鎮三城路318號 08-7801155

12 東港鎮 德鴻吳小兒科診所 東港鎮新生三路226號 08-8321990

13 東港鎮 林瑛豐小兒科診所 東港鎮朝隆路88號 08-8339868

14 東港鎮 蔡仲凡診所 東港鎮光復路二段76號 08-8351666

15 東港鎮 侯友益耳鼻喉科診所 東港鎮光復路一段311號 08-8337001

16 萬丹鄉 陳宗仁診所 萬丹鄉萬丹路一段440號 08-7770066

17 恆春鎮 洪梓策親子診所 恆春鎮環城北路181號 08-8880197

18 林邊鄉 欣生診所 林邊鄉中山路106-2號 08-8750747

19 高樹鄉 嘉誠診所 屏東縣高樹鄉南興路118之1號 08-7962772

20 枋寮鄉 迦美診所 屏東縣枋寮鄉中山路327號 08-8782900

屏東縣COVID-19合約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