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5/26更新

序號
支援醫院

緊急聯繫電話
鄉鎮 收案醫療院所名稱 聯絡人 聯絡電話 E-mail

1 苗栗市 弘大醫院 吳芳盈 037-361188轉771 ying775281@gmail.com

2 苗栗市 協和醫院 徐意涵 037-352631轉2922 hih369@yahoo.com.tw

3 苗栗市 吳耳鼻喉科診所
王文麗

邱芸臻
037-329666 violet79147914@gmail.com

4 苗栗市 天恩診所 周文蕊 037-277295 chaorockey@gmail.com

5 苗栗市 吳昆展小兒科診所 吳昆展 037-265532 wupedhanwupedhan@gmail.com

6 苗栗市 長頸鹿診所 吳昆展 037-265532 wupedhanwupedhan@gmail.com

7 苗栗市 何智博診所 何智博 037-330137 hochihpo@gmail.com

8 苗栗市 心安診所 楊宗衡 037-366000 workery@gmail.com

9 苗栗市 新生醫院 郭玉珍 0972-530104 sam@dachien.com.tw

10 苗栗市 邱啓恭診所 邱啓恭 037-322209 Chiu55827@gmail.com

11 苗栗市 蕭銘賢診所 蕭銘賢 037-380899 shaw031064@gmail.com

12 苗栗市 舒康診所 黃山崧 037-366112 meniere1289@yahoo.com.tw

13 公館鄉 祥恩診所 李銘哲 037-220118 peimingchiu@yahoo.com.tw

14 公館鄉 劉樵霖診所 李銘哲 037-220118 peimingchiu@yahoo.com.tw

15 公館鄉 公館診所 陳念筑 0972-530153 cs7351060@gmail.com

16 三義鄉 裕隆汽車員工診所 曾炳文 0920-583701 tzengwen@gmail.com

17
大順醫院

0963-735165
泰安鄉 泰安診所 蘇用忠 037-941388 sohyckimo@yahoo.com.tw

18 後龍鎮 張聯合診所 張聞德 037-722333 wentechang@gmail.com

19 後龍鎮 新光診所 白崇和 037-733151 singuang80@gmail.com

20 後龍鎮 龍澄診所 盧俊斌 037-723079 a0958655243@gmail.com

21 後龍鎮 後龍診所 王嘉勝 0923-878711 airway2016@gmail.com

22 通霄鎮 仁泰診所 陳淑惠 037-761616 j0923683921@yahoo.com.tw

23 通霄鎮 宜佑診所 黃心怡 037-757307 miss7622you@gmail.com

24 苑裡鎮 真心診所 周益田 037-854290 ymfmclinic@gmail.com

25 苑裡鎮 台安診所 黃振彥 037-867110 clinic3535@yahoo.com.tw

26 苑裡鎮 小朋友小兒科診所 鄧凱日 037-853385 david25604706@gmail.com

27 苑裡鎮 安和診所 黃心怡 037-868511 miss7622you@gmail.com

28 苑裡鎮 良宜診所 黃心怡 037-860937 miss7622you@gmail.com

通霄光田醫院

037-759999轉161

COVID-19確診者居家照護大小雁連結窗口

大千綜合醫院

0972-530104

苗栗醫院

0937-770247

苑裡李綜合醫院

0912-629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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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苑裡鎮 杏安診所 黃心怡 037-868511 miss7622you@gmail.com 新增

30 苑裡鎮 怡安診所 黃心怡 037-745605 miss7622you@gmail.com 新增

31 頭份市 崇仁醫院 黃美倩 037-663185轉38333 fsh669986@weigong.org.tw

32 頭份市 重光醫院 張莉苓 0911-989997 chnuse267@gmail.com

33 頭份市 白蕙菁診所 李銘哲 037-664486 hsiangan001@gmail.com

34 頭份市 祥安診所 李銘哲 037-664486 hsiangan001@gmail.com

35 頭份市 蘇志勇診所 李銘哲 037-664486 hsiangan001@gmail.com

36 頭份市 李欣祈診所 李欣祈 037-664486 hsiangan001@gmail.com

37 頭份市 陳晟康眼科診所 陳晟康 037-680888 c680888@ms10.hinet.net

38 頭份市 何智超診所 何智超 037-595166 jeff692568@yahoo.com

39 頭份市 莊耳鼻喉科診所 莊志宏 037-681787 j5320921@ms11.hinet.net

40 頭份市 黃耳鼻喉科診所 黃皓駿 037-681787 aa971201@gmail.com

41 頭份市 晟新診所 謝其欣 037-661115 chest1688@gmail.com

42 頭份市 吳金垣小兒科診所 吳金垣 037-688181 wu6144@yahoo.com.tw

43 竹南鎮 慈祐醫院 郭玟妏 037-476589轉550 pbi220011@gmail.com

44 竹南鎮 大眾醫院 陳炫之 0919-453596 taztec301@hotmail.com

45 竹南鎮 悅健耳鼻喉科診所 林鼎勝 037-470988 cch155444@gmail.com

46 竹南鎮 宏安診所 李銘哲 037-466689 honganzhensuo@gmail.com

47 竹南鎮 許順㨗診所 李銘哲 037-466689 honganzhensuo@gmail.com

48 竹南鎮 邱文仁小兒科診所 邱文仁 037-551457 kao.chiu@msa.hinet.net

49 竹南鎮 黃正昇診所 林美娟 037-466735 sean1204@gmail.com

50 竹南鎮 聖福診所 陳登璋 037-480055 sunhopeclinic@gmail.com

51 竹南鎮 竹南診所 林星枝 037-470709 l001@dachien.com.tw

52 三灣鄉 三灣診所 賴鎮華 037-834233 ljh834233@yahoo.com.tw

為恭紀念醫院

037-676821

苑裡李綜合醫院

0912-629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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