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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出遊 快樂回家 

新北市中大型醫院 228 連假門診時段彙整 

    228 連假期間，雖然首日大多數醫院休診，但新北市恩主公、永和耕莘

及瑞芳礦工醫院正常門診、夜診以外，部立臺北醫院、樂生療養院、新泰、

輔大醫院，以及仁愛醫院與新店耕莘也開放有部分門診。連假的第二天（3

月 1 日）週五大多數醫院門診、夜診皆已恢復正常，但建議民眾先電話查詢

確認，以免白跑而延誤病情。完整就醫資訊可上健保署官網：

http://www.nhi.gov.tw/首頁/一般民眾/網路申辦及查詢/就醫資訊/服務時段查

詢，以方便就近利用。 

    衛生局提醒民眾連假期間仍應作息正常、規律服藥，切勿暴飲暴食；時

序入春早晚溫差仍大，出門遊玩的民眾請多注意保暖，建議可以「洋蔥式穿

搭」來因應短時間的氣溫變化。如因急重症需就醫，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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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市各急救責任醫院二二八連續假期間門診時間如下： 

 

 

 

 

http://www.nhi.gov.tw/首頁/一般民眾/網路申辦及查詢/就醫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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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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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四) 3月 1日(五) 3月 2日(六) 3月 3日(日) 
接駁車 

行駛情形 

財團法人基督長老

教會馬偕紀念醫院

淡水分院 

上午 休診 正常門診 正常門診 休診 2/28停駛          

3/1正常          

3/2正常          

3/3停駛 

下午 休診 正常門診 休診 休診 

夜間 休診 休診 休診 休診 

板橋中興醫院 

上午 休診 正常門診 正常門診 休診 

無 下午 休診 正常門診 正常門診 休診 

夜間 休診 正常門診 正常門診 休診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上午 休診 正常門診 正常門診 休診 2/28停駛          

3/1正常          

3/2上午正常          

3/3停駛 

下午 休診 正常門診 休診 休診 

夜間 休診 正常門診 休診 休診 

財團法人天主教耕

莘醫院 

上午 休診 正常門診 正常門診 休診 
2/28停駛          

3/1正常          

3/2正常          

3/3停駛 

下午 休診 正常門診 

婦產科         

骨科          

泌尿科 

休診 

夜間 休診 正常門診 休診 休診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

院 

上午 休診 正常門診 正常門診 休診 2/28停駛          

3/1正常          

3/2正常          

3/3正常 

下午 休診 正常門診 休診 休診 

夜間 休診 正常門診 休診 休診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三重院區 

上午 休診 休診 正常門診 休診 2/28停駛          

3/1停駛          

3/2正常          

3/3停駛 

下午 休診 休診 休診 休診 

夜間 休診 休診 休診 休診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板橋院區 

上午 休診 休診 正常門診 休診 2/28停駛          

3/1停駛          

3/2正常          

3/3停駛 

下午 休診 休診 休診 休診 

夜間 休診 休診 休診 休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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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 時段 2月28日(四) 3月 1日(五) 3月 2日(六) 3月 3日(日) 
接駁車 

行駛情形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

智先生醫藥基金會

亞東紀念醫院 

上午 休診 正常門診 正常門診 休診 2/28停駛          

3/1正常          

3/2正常          

3/3停駛 

下午 休診 正常門診 休診 休診 

夜間 休診 正常門診 休診 休診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

院 

上午 

心臟內科 1診          

內分泌科 1診          

兒科 1診          

婦產科 1診          

外科 1診          

泌尿科 1診          

家醫科 1診 

正常門診 正常門診 休診 

無 

下午 內分泌科 1診 正常門診 休診 休診 

夜間 休診 正常門診 休診 休診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

綜合醫院台北分院 

上午 休診 正常門診 正常門診 休診 2/28停駛          

3/1正常          

3/2正常          

3/3停駛 

下午 休診 正常門診 休診 休診 

夜間 休診 正常門診 休診 休診 

財團法人恩主公醫

院 

上午 正常門診 正常門診 正常門診 休診 2/28正常          

3/1正常          

3/2正常          

3/3停駛 

下午 正常門診 正常門診 休診 休診 

夜間 正常門診 正常門診 休診 休診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

院附設醫院金山分

院 

上午 休診 正常門診 正常門診 休診 2/28停駛          

3/1正常          

3/2上午正常          

3/3停駛 

下午 休診 正常門診 休診 休診 

夜間 休診 正常門診 休診 休診 

財團法人天主教耕

莘醫院永和分院 

上午 正常門診 正常門診 正常門診 休診 2/28正常          

3/1正常          

3/2停駛          

3/3停駛 

下午 正常門診 正常門診 休診 休診 

夜間 正常門診 正常門診 休診 休診 

瑞芳礦工醫院 

上午 正常門診 正常門診 正常門診 休診 2/28正常          

3/1正常          

3/2上午正常          

3/3停駛 

下午 正常門診 正常門診 休診 休診 

夜間 正常門診 正常門診 休診 休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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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 時段 2月28日(四) 3月 1日(五) 3月 2日(六) 3月 3日(日) 
接駁車 

行駛情形 

新泰綜合醫院 

上午 
內科 1診           

外科 1診 
正常門診 正常門診 休診 2/28正常          

3/1正常          

3/2正常          

3/3停駛 

下午 休診 正常門診 休診 休診 

夜間 休診 正常門診 休診 休診 

仁愛醫院 

上午 
內科 1診          

外科 1診 

內科 1診          

外科 1診 

內科 1診          

外科 1診 
休診 

無 下午 休診 
內科 1診          

外科 1診 
休診 休診 

夜間 休診 
內科 1診          

外科 1診 
休診 休診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

養院 

上午 

家醫科          

腸胃科          

骨科          

神經內科          

中醫科          

腎臟內科          

復健科 

正常門診 

內科          

外科          

復健科          

中醫科 

休診 

無 

下午 休診 正常門診 休診 休診 

夜間 休診 正常門診 休診 休診 

財團法人天主教耕

莘醫院安康分院 

上午 

內科 1診          

外科 1診          

骨科 1診 

正常門診 正常門診 休診 
2/28新店院

區↔安康院

區接駁車雙

向停駛，新和

線、頂好線上

午正常            

3/1正常            

3/2正常            

3/3停駛 

下午 休診 正常門診 休診 休診 

夜間 休診 正常門診 休診 休診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

法人輔仁大學附設

醫院 

上午 
內科 1診           

外科 1診 
正常門診 正常門診 休診 2/28停駛          

3/1正常          

3/2正常          

3/3停駛 

下午 休診 正常門診 休診 休診 

夜間 休診 正常門診 休診 休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