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
號：
保存年限：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函

地址：10050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6號
聯絡人：林咏臻
聯絡電話：23959825#3756
電子信箱：yungjen@cdc.gov.tw

受文者：教育部
裝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9月26日
發文字號：疾管慢字第107030102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政府補助PrEP計畫合作醫事機構資訊(10703010210-6.pdf)

主旨：有關本署推動之「107-108年愛滋病毒篩檢與暴露愛滋病
毒前預防性投藥(PrEP)計畫」，已於本(107)年9月17日正
式開始執行，惠請廣為宣導，請查照。
說明：
訂

一、暴露愛滋病毒「前」預防性投藥(Pre-exposure prophyla

9

xis,簡稱PrEP)是指民眾在可能與愛滋病毒感染者有體液
接觸前，給予藥物來預防被病毒感染的可能。PrEP是國際
上降低愛滋疫情的輔助工具，如果依照醫師的指示服用抗
病毒藥物，讓體內有足夠的藥物濃度，可以高達90%以上的
預防效果，但並非百分之百，所以仍須使用保險套，以達
預防愛滋和其他性病的最大效果。
線

二、旨揭計畫自本(107)年9月17日起至明(108)年12月底止，
由全國38家PrEP計畫合作醫事機構(如附件)執行，補助對
象為感染者配偶(伴侶)及30歲(含)以下年輕族群，愛滋檢
驗陰性且風險評估為高者，經醫師評估後，提供PrEP整合
性服務，包含1年公費藥物、安全性行為與愛滋防治衛教、
諮詢、性病篩檢、藥癮及精神情況評估，並適時給予戒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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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轉介服務等。民眾加入計畫1年約需自費1萬元，每次門
診費用約1千元上下不等。
三、本計畫相關資訊，可至本署全球資訊網(https://www.cdc
.gov.tw)/專業版/傳染病介紹/第三類法定傳染病/人類免
疫缺乏病毒感染/治療照護/愛滋病預防性投藥/暴露愛滋
裝

病毒「前」預防性投藥/政府補助PrEP計畫宣導專區項下，
自行下載參考運用。
正本：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協會、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
團法人中華民國台灣女童軍總會、社團法人世界和平婦女會台灣總會、台灣長期
照護專業協會、愛滋病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會部會
副本： 2018-09-26
15: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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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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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補助PrEP計畫合作醫事機構資訊
編號
1
2

執行機構名稱
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羅東聖母醫院 林聖一 星期二、四900-1200

門診時間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 李怡頡 星期一0830-1200、星期四0830-1200、星期五1330-1630
宜蘭縣 院
黃 蕾 星期三0830-1200、星期五0830-1200、星期二1330-1630

3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4

黃協賢 星期二1330-1730、星期五1330-1730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葉忠智 星期二0830-1230、星期二1730-2000、星期五0830-1230

基隆市

張雅媛 星期一0900-1200、星期二0900-1200、星期三0900-1200

諮詢專線
03-954-4106分機5696、5693
03-954-3131分機5352
03-932-5192分機10182
0917-500301
0933-120142

三軍總醫院附設基隆民眾診療處

邱俊翔 (孝二院區)星期五1330-1630隔週看診(9/21)
(正榮院區)星期一1330-1630、星期二1330-1630

02-8792-3311分機79750

6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院區)

王建淳 星期一0900-1200、星期二0900-1200、星期二1330-1630、
星期三0900-1200、星期三1330-1630、星期四1330-1630、
星期五0900-1200、星期五1800-2030
衛漢庭 星期二0900-1200、星期五1330-1630、星期五1800-2030
顧文瑋 星期四1330-1630

02-2370-3738

7

臺北榮民總醫院

顧文瑋 星期三1800-2100

02-2875-1997

5

8

劉昌邦 星期二0900-1200、星期三0900-1200、星期五 0900-1200
曾祥洸 星期四1400-1700
王威勝 星期一0900-1200、星期二1400-1700、星期三 1400-1700
台北市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 郭建峯 星期二0900-1200、星期五1400-1700、星期五1800-2100
馬偕紀念醫院
黃增裕 星期一1800-2100
巫映蓉 星期三1800-2100
林志錚 星期一1400-1700、星期四 0900-1200
鄭明偉 星期四1800-2100

9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10

11

新北市

洪健清 星期二 1300-1600、星期四 0900-1130
孫幸筠 星期三 0900-1130、星期四 1330-1600
莊祐中 星期二 0900-1130、星期三 0900-1130
胡婉妍 星期二 1330-1600、星期五 1330-1600
鄭婉豑 星期一 1330-1600
黃于珊 星期二 0900-1200

02-23123456分機67552

楊家瑞 星期二1400-1700、星期二1730-2030、星期五0830-1200
劉佳穎 星期一0830-1200、星期四0830-1200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 蔡茂松 星期一1400-1700、星期四1730-2030
亞東紀念醫院
蔡欣諺 星期一0800-1200、星期四1400-1700
林惠紋 星期二1730-2030、星期三0900-1200
張凱音 星期二1400-1700、星期四1400-1700

02-7728-1848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02-2219-3391分機66214、66007

劉彥宏 星期二、四0900-1200、星期三1830-2100

12

曾祥洸 星期二0900-1200、星期二1400-1700、星期四0900-1200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 黃增裕 星期一0900-1200、星期四1400-1700、星期五0900-1200
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巫映蓉 星期二1400-1700、星期六0900-1200
鄭明偉 星期一1400-1700、星期三0900-1200、星期五 1400-1700

13

桃園市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鄭舒倖 星期二1400-1900、星期四0830-1400、星期四1400-1800
鄭健禹 星期三0830-1400、星期三1400-1700、星期五1800-2300
林宜君 星期一0830-1400、星期五0830-1400、星期五1400-1700
陳正斌 星期一1400-1800、星期二0830-1400、星期二 1800-2100
鄔豪欣 星期一1800-2100

14

郭漢岳 星期三1400-1700、星期四1800-2000
邊建榮 星期一0900-1200、星期二0900-1200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 楊睿璿 星期二1400-1700、星期四1400-1700
院
黃崧溪 星期二1800-2000、星期五0900-1200
新竹市
劉志猷 星期二1400-1700、星期四0900-1200
黃怡嘉 星期一1800-2000、星期五1400-1700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 劉柏滉 星期一(隔週)1800-2000、星期三(隔週)1400-1700、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星期四1400-1700、星期五0900-1200

15

02-25433535分機2538

0975-835610

03-3699721分機3255

03-5326151分機2026
0972-155170

03-6119595分機2942

16

新竹縣 東元綜合醫院

林玉春 星期一1400-1700、星期二1400-1700、星期四1400-1700、
星期五1830-2130

0900-216233

17

苗栗縣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張恩本 星期一0830-1200、星期四0830-1200
每月第一及第三週星期四夜診

037-676811分機88005

18

臺中榮民總醫院
台中市

施智源 星期三0900-1200、星期二夜診時段(每月一次)
林育蕙 星期一0900-1200、星期二0900-1200、星期四0900-1200
蔡哲安 星期三1400-1700、星期五0900-1200、
星期二夜診時段(每月一次)
劉伯瑜 星期三、星期五0900-1200
林詩萍 星期一0900-1200、星期二0900-1200、
星期四0900-1200、星期二夜診時段(每月一次)
陳永峻 星期二900-1200、星期五1400~1700、
星期二夜診時段(每月一次)
台中基地友善門診(臺中榮民總醫院感染科醫生駐診)
劉伯瑜 9/5、10/3、11/7、12/5 1400-1700 採預約制半小時一位

【防愛事前要!中榮701】 LINE ID：
@unk7379p
04-23592525分機3107、3084、3104

台中市

政府補助PrEP計畫合作醫事機構資訊
編號

執行機構名稱

19

20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劉尊榮 星期一早上、星期四下午
陳昶華 星期一下午、星期三早上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 劉元孟 星期二早上、星期四早上
醫院
李育霖 星期二下午、星期五下午
陳賢孟 星期三晚上、星期五早上、隔周六早上
彰化縣
許瑛敉星期三下午、隔周六早上

23

諮詢專線
04-24739595分機38920、38921、
38922

0983-901685、0917-153257、0983145043、04-7238595分機4090

張志演 星期一1400-1700、星期四0830-1200、
星期六0900-1200(每月第二及第四週)
每個月第三週的週三下午
二林衛生所感染科門診1400-1700

04-8381456分機1934
0961521986

南投縣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廖嘉宏 星期二1830-2100、星期三1330-1630、星期四1330-1630
李原地 星期一1330-1630、星期五1330-1630

049-2231150分機2261
0932-686934

雲林縣 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

李聰明 星期二0900-1200
翁子傑 每月第三週星期三0900-1200
陳賢孟 每月第二、四週星期四0900-1200
詹智堯 星期四1830~2030
洪珮慈 星期六0900~1200

05-7001797
0970-252329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督教
醫院

21

22

門診時間
李原地 星期二 0830-1200、 1400-1600(教學診)、
星期三 1800-2100、星期四 0830-1200
李鑒峯 星期一 0830-1200、星期五 0830-1200
陳季玉 星期一 1400-1500、星期三 0830-1200
星期四 1400-1500

24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賴重彰 星期二0830-1200、星期四0830-1200

05-2648000-5907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黃琮輿 星期一1330-1700、星期四0830-1200
林皇伸 星期二1330-1700、星期五0830-1200

05-3621000#3803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李佳雯 星期二1330-1630、星期三1730-2030(隔週)、星期四0900-1200
柯文謙 星期二0900-1200、星期三1330-1630
李南瑤 星期三0900-1200、星期四0900-1200、星期五0900-1200
陳柏齡 星期二1330-1630、星期四1330-1630
李明吉 星期三0900-1200、星期三1730-2030(隔週)、星期四0900-1200
薛伶珊 星期一0900-1200、星期三1330-1630、星期四1330-1630

06-2353535分機5838
0909-261694

27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杜漢祥 星期一1800-2100
湯宏仁 星期二1400-1700、星期四0900-1200
李健明 星期一0900-1200、星期二0900-1200、星期三1800-2100、
星期五1400-1700
蘇柏安 星期二1400-1700、星期五0900-1200
翁子傑 星期四1400-1700
張純誠 星期一1400-1700

06-2812811分機53734

28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李韋辛 星期二1400-1700、星期二1800-2100、星期四1400-1700、
星期五1400-1700、

07-7511131分機4091

29

陳彥旭 星期五0830-1200
盧柏樑 星期二0830-1200、星期五0830-1200
林蔚如 星期一1330-1700、星期四0830-1200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 陳惇杰 星期三0830-1200
紀念醫院
林尚儀 星期四0830-1200、星期二1330-1700(12月份開始)
張雅婷 星期一0830-1200、星期三1330-1700
黃崇豪 星期五1330-1700
李雋元 星期二0830-1200、星期六0830-1200(11月份開始單週)

30

鳳山李嘉文泌尿科診所

李嘉文 星期一0900-1200、星期一1430-1730、星期一1900-2100、
星期二0900-1200、星期二1900-2100、星期三0900-1200、
星期三1430-1730、星期四0900-1200、星期四1900-2100、
星期五0900-1200、星期五1900-2100、星期六0900-1200

0921539366

31

高雄榮民總醫院

陳垚生 星期四0900-1200
李欣蓉 星期二0900-1200、星期三0900-1200
蔡宏津 星期一0900-1200、星期三0900-1200
施正蓮 星期二0900-1200、星期五0900-1200
翁雅為 星期一0900-1200、星期五0900-1200
吳冠陞 星期四0900-1200、星期五0900-1200
曾鈺婷 星期二0900-1200、星期三0900-1200
周稚偵 星期三0900-1200、星期四0900-1200
林偉政 星期五0900-1200
黃煜翔 星期一0900-1200

07-3468299

32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 張 科 星期三1800-2100、星期四1330-1700
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鄭宇辰 星期二1330-1700、星期四0830-1200

33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嘉義縣
25

26

台南市

高雄市

34

屏東縣

陳光銘 星期一1030-1200、 1800-2030(雙週，須與個管師預約)、
星期二0900-1200、星期四0900-1200、
星期六0900-1200(單週，須與個管師預約)
秦 淳 星期三0900-1200、星期五1400-1700

07-3214227
0965-076209

07-8036783分機3275

08-8329966分機3055

郭政諭 星期一0830-1130 、星期二1330-1630、星期五 1330-1630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洪子倫 星期一1330-1630 、星期三、四、五0830-1130
王薪惠 星期二0830-1130、星期四0830-1130

08-7363011分機2708

政府補助PrEP計畫合作醫事機構資訊

屏東縣
編號
35

36
花蓮縣
37
38

門診時間
鄭斌睿 星期一、三、五900-1200、1430-1730、1900-2100
星期二900-1200、1430-1730
七賢高美泌尿科診所
星期四1430-1730、1900-2100
星期六900-1200
王立信 星期四0900-1200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何愉懷 星期五0900-1200
鄭順賢 星期四1400-1730
執行機構名稱

臺東縣

諮詢專線
07-2869096

03-8463989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
繆偉傑 星期二0900-1200、星期四0900-1200、星期五0900-1200
醫院

03-8241455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
林慧瓊 星期四0900-1200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089-310150分機3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