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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急救責任醫院二二八連假門診服務時段 

110 年二二八連假自 2 月 27 日起至 3 月 1 日結束，共計 3 日。連假首日新

北市大部分醫院皆維持平時週六時段門診；連假次日（28 日）適逢週日，新北

市 18 家（20 院區）急救責任醫院門診停診，維持急診 24 小時正常作業；連假

最後一天（1 日）為彈性放假，雖然大部分醫院維持正常開診，但包括臺大金

山分院、市立土城醫院及市立聯合醫院兩院區等部分醫院當天暫停門診服務，

另外臺北醫院及樂生療養院等醫院則調整為開放半天門診，建議民眾可先電話

查詢確認，以免白跑一趟而延誤看診。詳細就醫資訊亦可上健保署服務時段查

詢網頁（網址：https://www.nhi.gov.tw/QueryN/Query14.aspx）。 

新北市衛生局提醒民眾連假出遊前先了解人潮狀況，並記得戴口罩、勤洗

手、保持社交距離及落實自我健康管理，共同做好防疫工作。如因突發急重症

需就醫，新北市急救責任醫院網站均提供急診即時訊息查詢，提供市民就醫參

考。 

資料詳洽: 醫事管理科 楊時豪科長  電話: 02-22577155 分機 2011 

新北市各急救責任醫院春節連續假期間門診時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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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二二八連假新北市急救責任醫院門診時段表                                                                                               

(如有臨時變動，仍以院方最後公布資料為準) 

醫院 時段 
2月 27日 

星期六 

2月 28日 

星期日 

3月 1日 

星期一 

仁愛醫院 

 

連絡電話： 

(02)2683-4567 

上午 正常 停診 正常 

下午 停診 停診 正常 

夜間 停診 停診 正常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

團法人永和耕莘醫

院 

 

連絡電話： 

(02)2928-6060 

上午 正常 停診 正常 

下午 停診 停診 正常 

夜間 停診 停診 正常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

團法人耕莘醫院 

 

連絡電話： 

(02)2219-3391 

上午 正常 停診 正常 

下午 停診 停診 正常 

夜間 停診 停診 正常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

團法人耕莘醫院安

康院區 

 

連絡電話： 

(02)2212-3066 

上午 正常 停診 正常 

下午 停診 停診 正常 

夜間 停診 停診 正常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新聞參考資料 
民國 110 年 2 月 23 日星期二 

3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馬偕醫療財團法人

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連絡電話：

(02)2809-4661 

上午 正常 停診 正常 

下午 停診 停診 正常 

夜間 停診 停診 停診 

財團法人恩主公醫

院 

 

連絡電話： 

(02)2672-3456 

上午 正常 停診 正常 

下午 停診 停診 正常 

夜間 停診 停診 正常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

綜合醫院台北分院 

 

連絡電話： 

(02)6628-9779 

上午 正常 停診 正常 

下午 停診 停診 正常 

夜間 停診 停診 正常 

板橋中興醫院 

 

連絡電話： 

(02)2953-1919 

上午 正常 停診 正常 

下午 正常 停診 正常 

夜間 正常 停診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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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醫學

院附設醫院金山分

院 

 

連絡電話：

(02)2498-9898 

上午 停診 停診 停診 

下午 停診 停診 停診 

夜間 停診 停診 停診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連絡電話： 

(02)2648-2121 

上午 正常 停診 正常 

下午 停診 停診 正常 

夜間 停診 停診 正常 

新北市立土城醫院 

 

連絡電話： 

(02)2263-0588 

上午 正常 停診 停診 

下午 正常 停診 停診 

夜間 停診 停診 停診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三重院區 

 

連絡電話： 

(02)2982-9111 

上午 正常 停診 停診 

下午 停診 停診 停診 

夜間 停診 停診 停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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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板橋院區 

 

連絡電話：

(02)2257-5151 

上午 正常 停診 停診 

下午 停診 停診 停診 

夜間 停診 停診 停診 

新泰綜合醫院 

 

連絡電話： 

(02)2996-2121 

上午 正常 停診 正常 

下午 正常 停診 正常 

夜間 正常 停診 正常 

瑞芳礦工醫院 

 

連絡電話： 

(02)2497-4101 

上午 正常 停診 正常 

下午 停診 停診 正常 

夜間 停診 停診 正常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

法人輔仁大學附設

醫院 

 

連絡電話： 

(02)8512-8888 

上午 正常 停診 正常 

下午 停診 停診 正常 

夜間 停診 停診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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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臺北醫

院 

 

連絡電話：

(02)2276-5566 

上午 停診 停診 正常 

下午 停診 停診 停診 

夜間 停診 停診 停診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

養院 

 

連絡電話： 

(02)8200-6600 

上午 正常 停診 正常 

下午 停診 停診 停診 

夜間 停診 停診 停診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

院 

 

連絡電話： 

(02)2249-0088 

上午 正常 停診 正常 

下午 停診 停診 正常 

夜間 停診 停診 正常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

智先生醫藥基金會

亞東紀念醫院 

 

連絡電話： 

(02)8966-7000 

上午 正常 停診 正常 

下午 停診 停診 正常 

夜間 停診 停診 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