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NT Vaccination Aftercare Sheet/Immunization Notice 

The vaccination sheet will be issued on Monday Sept 27th if you choose to receive the BNT 

vaccination outside of campus with parents ’consent, such as District public health centers 

or hospitals. Please proceed to the following medical institution for BNT vaccine.  

Notice: 

1. Vaccine Time: Oct. 1-15. Please ensure you save the date for vaccination. 

2. Students must bring the vaccination sheet for vaccine which issued by the hospital/ 

school nurse. NO hospital/ health canter stamp will be invalid. 

3. Students must bring their NHI card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card) or ARC (Alien 

Residence Certificate) for vaccination. 

4. Please call and make an appointment prior with the local health department/contracted 

medial institution. You may see attached for list of vaccination place. 

*BNT vaccination are limited, please call as early as you can and received your shot on 

time.  

BNT疫苗補接種事宜及接種後注意事項 
 
勾選有意願接種但未在校內接種之學生，以及勾選衛生所/醫療院所接種之學生，
9/27(一)統一發放補接種單張，如有接種意願請自行至附檔 BNT補接種衛生所/醫療院所
進行 BNT疫苗補接種。 
 
注意事項: 
1.補接種時間為:10/1-10/15，如有意願接種請留意接種時間。 
2.攜帶由醫院/學校承辦人員所開立之補接種通知單，若無加蓋醫院/健康中心戳章，則視
同無效。 
3.前往接種時請記得攜帶健保 IC卡/居留證。 
4.如有意願接種者，請先致電詢問將前往的衛生所/合約醫療院所，依該院所之規定進行
預約接種作業，詳見附檔。 

*因 BNT疫苗接種踴躍，疫苗數量有限且有期限，建議盡早致電詢問並預約前往接種。 

 

新北市 校園集中接種當日未完成接種之補接種指定醫療院所名單 List of vaccination 

place 



行政區 院所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 

八里區 新北市八里區衛生所 八里區舊城里舊城路 16 號 2610-2137 

三芝區 新北市三芝區衛生所 三芝區中山路一段 12 號 2636-2007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衛生所 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 1 號 2982-5233 

三重區 三重中興醫院 三重區中興北街 21 號 2995-9680 

三重區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 1 段 3 號 2982-9111 分機 3327 

三峽區 新北市三峽區衛生所 三峽區光明路 71 號 3 樓 2671-1592 

三峽區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

醫院 
三峽區中山路 258 號 

26723456 分機 7119、

7128 

土城區 新北市土城區衛生所 土城區和平路 26 號 2260-3181 

土城區 恩樺醫院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一段 7-18 號 2263-9955 

土城區 
新北市立土城醫院（委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經營）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 2 段 6 號 2263-0588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衛生所 中和區南山路 4 巷 3 號 2249-1936 

五股區 新北市五股區衛生所 五股區新城三路 11 號 2291-7717 

平溪區 新北市平溪區衛生所 平溪區石底里公園街 17 號 2495-1015 

永和區 新北市永和區衛生所 永和區秀朗路 1 段 137 號 3233-2780 

永和區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 

永和耕莘醫院 
永和區中興街 80 號 2925-1405 

石門區 新北市石門區衛生所 石門區石門里中山路 28 之 1 號 2638-1007 

石碇區 新北市石碇區衛生所 石碇區碇坪路一段 82 號 2663-1325 



汐止區 新北市汐止區衛生所 汐止區新台五路 1 段 266 號 2641-2030 

坪林區 新北市坪林區衛生所 坪林區坪林街 104 號 2665-6272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衛生所 板橋區英士路 192 號 2258-6606 

板橋區 中英醫療社團法人中英醫院 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196 號 2256-3584 

板橋區 蕭中正醫院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一段 15 之 1 號 2968-5661 

板橋區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 

亞東紀念醫院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 21 號 7738-2525 

林口區 新北市林口區衛生所 林口區忠孝二路 55 號 1 樓 2606-8760 

金山區 新北市金山區衛生所 金山區中山路 257 號 4 樓 2498-4807 

泰山區 新北市泰山區衛生所 泰山區全興路 212 號 3 樓 2909-9921 

泰山區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附設醫院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 69 號 8512-8800 

烏來區 新北市烏來區衛生所 烏來區忠治里新烏路五段 109 號 2661-7200 

貢寮區 新北市貢寮區衛生所 貢寮區仁愛路 128 號 2490-1431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衛生所 淡水區中山路 158 號 2621-5620 

淡水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 

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淡水區民生里民生路 45 號 2809-4661 

深坑區 新北市深坑區衛生所 深坑區深坑街 165 號 2662-1567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衛生所 新店區北新路一段 88 巷 11 號 2911-3984 

新店區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新店耕莘醫

院 
新店區中正路 362 號 2219-5028 



新店區 同仁醫院 新店區民權路 89 號 2917-0201 

新店區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 289 號 6628-9800 

新店區 新泰綜合醫院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 176 號 
2996-2121 轉 2000 或

1000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衛生所 新莊區中華路一段 2 號 2996-7123 

新莊區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794 號 8200-6600 分機 2179 

新莊區 聯安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330 號 2998-6191 

新莊區 鄭骨科耳鼻喉科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 263 號 2994-1168 

瑞芳區 新北市瑞芳區衛生所 瑞芳區明燈路 3 段 1 號 2497-2132 

萬里區 新北市萬里區衛生所 萬里區瑪鋉路 157 號 2492-1117 

樹林區 新北市樹林區衛生所 樹林區樹新路 40-7 號 2681-2134 

樹林區 仁愛醫院 樹林區文化街９號 2683-4567 

雙溪區 新北市雙溪區衛生所 雙溪區新基南街 18 號 2493-1210 

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衛生所 蘆洲區中央路 58 號 2281-2011 

鶯歌區 新北市鶯歌區衛生所 鶯歌區文化路 389 號 2670-2304 

 
 

 BNT 疫苗接種後注意事項 
請詳細閱讀先前發下的接種後注意事項，同步也放置於本校防疫專區。教育部「校園接種疫苗後注

意事項」宣導影片，請同學仔細觀賞-學生接種後須知 https://youtu.be/JzN_GyMw7-M 



 

 

接種後 
1.如返回教室後有身體狀況，第四節課前可至接近 IP 班級的電梯，請老師協助返

回 5樓給醫師評估；第四節課後可至健康中心。 

2.接種後常見副作用為接種部位疼痛、紅腫，可至健康中心拿取冰塊冰敷。 

3.接種後可能反應包含疲倦、頭痛，建議您返家後盡早休息、多補充睡眠。 

4.如接種後持續發燒超過 48 小時、嚴重過敏反應(例如:呼吸困難、氣喘、眩

暈、心跳加速、全身紅疹等不適症狀，應儘速就醫釐清病因，並告知醫師曾

接種疫苗，以做為診斷之參考。 

5.提醒您，接種疫苗返家後，需有爸媽或是平常照顧學童的親友陪同，以策安

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