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供自費「暴露愛滋病毒前預防性投藥(Pre- exposure Prophylaxis, PrEP)」之服務醫院名單 

所在縣市別 醫院名稱 看診醫師 看診時間 

台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 

洪健清 (內科部感染科)星期二下午；星期四上午 

謝思民 (內科部感染科)星期四上午 

孫幸筠 (內科部感染科)星期三上午；星期四下午 

莊祐中 (內科部感染科)星期二及星期五上午 

羅一鈞 (內科部感染科)星期六(單週)上午 

胡婉妍 (內科部感染科)星期五下午 

呂俊毅 (小兒部感染科)星期二下午；星期三上午 

黃立民 (小兒部感染科)星期一及星期四上午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臺北榮民總醫院 

王復德 星期一、星期五及星期六上午 

王永衛 星期一晚上、星期四及星期五上午、星期六上午(輪) 

鄭乃誠 星期二上午 

林邑璁 星期一、星期四及雙週六上午 

陳昕白 星期一及星期五上午 

陳夙容 星期一及星期四上午 

顧文瑋 星期三晚上 

張雅媛 星期六上午(輪)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劉欣怡 星期一及星期二上午；星期四下午 

李垣樟 星期三下午；星期六上午 

莊涵琄 星期一晚上；星期二下午；星期三上午 



所在縣市別 醫院名稱 看診醫師 看診時間 

楊靖慧 星期四下午 

陳立遠 星期二晚上；星期四上午；星期五上午及下午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

臺北醫學大學辦理 

李文生 星期二下午；星期四及星期五(教學門診)上午 

歐聰億 星期二上午及下午；星期四晚上；星期五下午 

陳甫綸 星期一及星期三上午；星期二晚上；星期四下午 

鄧承恩 星期三晚上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院區 

王建淳 
(一般門診)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及星期五上午；星期三及星期

四下午 

洪毓澤 (一般門診)星期一下午 

衛漢庭 (身心科門診)星期三上午；星期二晚上；星期五下午及晚上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王登鶴 (感染科)星期一及星期五下午；星期二上午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顏永豐 (感染科)星期一及星期六上午；星期三下午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臺北長庚紀念

醫院 

楊政晧 星期一下午 

黃柏諺 星期二下午 

蘇庭儀 星期三上午 

台北市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臺北長庚紀念

醫院 

李佳欣 星期三下午 

黃景泰 星期四下午 

鄭鈞文 星期五下午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陳立羣 星期二及星期五上午 



所在縣市別 醫院名稱 看診醫師 看診時間 

黃政華 星期一上午；星期三及星期五下午 

新北市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劉永慶 星期一及星期二上午；星期四及星期五下午 

王孝為 星期一上午及下午；星期三下午；星期五上午 

李繼宏 星期二及星期五下午；星期三及星期四上午 

基隆市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

醫院 
黃協賢 星期二及星期五下午 

宜蘭縣 

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羅東聖母

醫院 
林聖一 星期二及星期四上午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張雅媛 星期二及星期三上午 

桃園縣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

醫院 

黃景泰 星期一上午 

鄭鈞文 星期一下午 

黃柏諺 星期五上午 

陳南伃 星期五(單週)下午 

蘇庭儀 星期六上午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鄭舒倖 星期二下午；星期四上午及下午 

鄭建禹 星期三上午及下午；星期五晚上 

鄔豪欣 星期一晚上 

新竹市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

竹分院 

鄭琬豑 星期二下午；星期六上午 

黃于珊 星期一晚上；星期四下午 

郭漢岳 星期三下午 

台中市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何茂旺 星期一及星期五上午；星期二下午 



所在縣市別 醫院名稱 看診醫師 看診時間 

何承懋 星期一及星期三上午；星期五下午 

王任賢 星期一下午及晚上；星期二上午 

齊治宇 星期一、星期三及星期四下午 

蔡佳達 星期二、星期三及星期四上午 

周家卉 星期二、星期四及星期五下午 

林伯昌 星期五及星期六上午 

中山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李鑒峯 星期一及星期五上午 

李原地 星期二及星期四上午；星期三晚上 

盧敏吉 星期二晚上；星期三上午 

中山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曹世明 星期三下午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翁青筠 星期一及星期四下午；星期三上午及晚上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許哲瀚 星期二、星期三及星期五上午 

台中市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紀念

醫院 

陳志銘 星期二及星期四上午；星期三晚上 

高智泉 星期一及星期三上午；星期四晚上 

林國璽 星期一晚上；星期二下午；星期五上午 

光田醫療設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沙鹿總院 
楊清鎮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四及星期五下午 

光田醫療設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大甲院區 
陳俊志 星期一、星期二及星期五下午；星期四上午；星期五晚上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陳宗家 星期一及星期三上午 

彰化縣 劉元孟 星期二及星期四上午 



所在縣市別 醫院名稱 看診醫師 看診時間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

督教醫院 
李育霖 星期二及星期三下午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

督教醫院 

張志演 星期一下午；星期四上午 

余佳娟 星期三上午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廖忠信 星期一及星期二下午；星期三上午；星期五上午及晚上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王以仁 星期二及星期三下午 

曾淑雯 星期一上午及下午；星期五下午 

南投縣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李原地 星期一及星期五下午 

廖嘉宏 星期二晚上；星期三及星期四下午 

雲林縣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

林分院-斗六院區 

林綺英 星期四下午 

吳岫 星期二及星期三下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

林分院-虎尾院區 
林綺英 星期五下午 

嘉義縣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

醫院 

黃琮輿 星期一下午；星期四上午 

林皇伸 星期二下午；星期五上午 

台南市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李健明 星期一及星期二上午；星期三晚上；星期五下午 

湯宏仁 星期二下午；星期四上午 

蘇梅安 星期二下午；星期五上午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李明吉 

星期一上午內科7診；星期三上午內科11診；星期三晚上內科2診

(與李明吉輪流看診)； 

星期六上午內科3診(與李佳雯輪流看診) 



所在縣市別 醫院名稱 看診醫師 看診時間 

柯文謙 星期二上午感染科1診；星期三下午內科4診 

李佳雯 
星期二下午內科4診；星期三晚上內科2診(與李明吉輪流看診)； 

星期四上午內科7診；星期六上午內科3診(與李明吉輪流看診) 

李南瑤 星期三上午內科12診；星期四上午內科1診；星期五上午內科4診 

陳柏齡 星期三下午內科3診；星期四下午內科2診 

高雄市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林錫勳 星期二及星期三上午 

黃俊凱 星期四上午；星期五下午 

梁修豪 星期二下午 

高雄市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陳惇杰 星期一及星期五上午；星期四下午 

林尚儀 星期二上午 

謝旻翰 星期三上午 

財團法人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

紀念醫院 

盧柏樑 星期二及星期五上午 

蔡季君 星期一及星期三上午 

林尚儀 星期四上午 

林蔚如 星期一下午；星期四上午 

陳惇杰 星期三上午 

黃崇豪 星期五下午 

陳彥旭 星期二下午；星期五上午 

李敏生 星期一及星期五上午 

鄭宇辰 星期三下午 



所在縣市別 醫院名稱 看診醫師 看診時間 

李雋元 星期六上午 

高雄榮民總醫院 陳垚生 星期四上午感染科3診 

高雄榮民總醫院 

李欣蓉 星期二上午感染科2診；星期三上午感染科5診 

蔡宏津 星期一上午感染科2診；星期三上午感染特診32診 

吳冠陞 星期四上午感染科5診；星期五上午感染科8診 

陳瑞光 星期二上午感染科7診；星期四上午感染科2診 

施正蓮 星期二上午感染科3診；星期五上午感染科2診 

曾鈺婷 星期二上午感染科8診；星期三上午感染科2診 

翁雅為 星期一上午感染科3診；星期五上午感染科3診 

洪碧涵 星期一上午感染科16診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張科 星期三晚上；星期四下午 

張雅婷 星期二下午；星期四上午 

屏東縣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陳光銘 隔週一上午採約診制(10:30-12:00)；星期二及星期四上午 

秦淳 星期三上午；星期五下午 

花蓮縣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佛教

慈濟綜合醫院 

王立信 星期二及星期四上午 

何愉懷 星期三及星期五下午 

鄭順賢 星期一及星期四下午 

花蓮縣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社團法人

門諾醫院 
繆偉傑 星期二、星期四及星期五上午 

台東縣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馬

偕醫院臺東分院 
林慧 星期一、星期四及星期五上午 



所在縣市別 醫院名稱 看診醫師 看診時間 

金門縣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董毓芳 醫師每月門診時間不固定，請詳見本院網路公告(內科) 

澎湖縣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附設民眾診

療服務處 
汪靖勛 星期三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