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 24小時專線

台北榮總 兒科急診 (O)：02-28712121 #3013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兒科急診 (O)：02-87923311#16607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急診 (O)：02-2930-7930 #1215

台大醫院 急診 (O)：02-2312-3456 #62648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急診 (O)：02-27718151 #2756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兒科病房 (O)：02-5523234 #5695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急診 (O)：02-27093600 #3155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急診 (O)：02-23916470 #1113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兒科急診 (O)：02-27861288 #8190

新光醫院 急診 (O)：02-28992211 #9995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急診 (O)：02-23889595 #8101~8106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急診 (O)：02-27082121 #3770

馬偕紀念醫院/兒童醫院 急診 (O)：02-25433535 #3143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客服中心
(O)：02-77382525、02-

89667000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急診 (M)：0931997119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兒科急診 (O)：02-66289779 #2118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 急診 (O)：02-26723456 #6105、6106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急診 (O)：02-22193391 #65134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急診 (O)：02-26482121 #3923、3910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兒科急診
(O)：02-28094661 由專人代轉

急診

「青少年COVID-19疫苗接種後發生疑似不良事件後送責任醫院」急診就醫諮詢窗口

區別 縣市 醫院名稱
急診就醫諮詢窗口資訊

台北區
(26)

台北市
(13)

新北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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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急診 (O)：02-24313131 #2151

衛生部福利部基隆醫院 兒科
(O)：02-24292525 #1601

(M)：0921800465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急診 (O)：03-9325192 #11391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急診 (O)：03-9543131 #1141

金門縣
(1)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急診
(O)：082-335435 (急診專線)

082-332546 #11801 (急診內科)

連江縣
(1)

連江縣立醫院 急診 (O)：0836-23995 #2119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急診
(O)：03-3281200 #2143 (急診

室) 再轉371、375或376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急診 (M)：0905905751

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聖保祿醫院 急診 (O)：03-3613141 #3246

國軍桃園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急診 (O)：03-4799595 #325300

敏盛綜合醫院 急診 (O)：03-3179599 #8109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 兒科急診 (O)：03-5326151  #4209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新竹馬偕紀念醫

院
護理部

(O) : 03-5745098 (周一~周五時

段8:00-17:00)

其它時間：0975837365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生醫園區分院 急診
(O)：03-6677600  #531970 (兒

科部)、#532326 (急診)

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 急診
(O)：03-5527000 #1131

(M)：0965116016

大千綜合醫院 急診 (O)：037-357125 #61023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急診 (O)：037-261920 #1104、1105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急診 (O)：037-676811 #88511

臺中榮總 急診 (O)：04-23592525 #3650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急診 (O)：04-2229-4411 #2165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急診
(O)：04-36060666 #5119

(O)：04-36060666 #3191

北區
(12)

桃園巿
(5)

新竹市
(2)

新竹縣
(2)

苗栗縣
(3)

台北區
(26)

基隆市
(2)

宜蘭縣
(2)

中區
(19)

臺中市
(13)

第 2 頁，共 4 頁



單位 24小時專線
區別 縣市 醫院名稱

急診就醫諮詢窗口資訊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急診 (O)：04-24819900 #11561

澄清綜合醫院 急診 (O)：04-24632000 #66139

林新醫院 急診 (O)：0422586688 #1893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兒科急診 (O)：04-24739595 #32100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急診 (O)：04-26581919 #50150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兒科急診 (O)：04-22052121 #5158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急診 (O)：04-25271180 #5193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急診 (O)：04-24632000 #52185

光田綜合醫院沙鹿院區

光田綜合醫院大甲院區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兒童醫院 兒童急診 (O)：04-7238595 #1091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急診 (O)：04-7256166 #81999

彰化縣
(1)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急診 (O)：04-7813888 #71296~71299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急診 (O)：049-2231150 #1301

埔里基督教醫院 急診 (O)：049-2912151 #1159

竹山秀傳醫院 急診 (O)：049-2624266 #32136

成大醫院 急診 (O)：06-2353535 #2237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急診 (O)：06-2812811 #57170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台南新

樓醫院
急診 (O)：06-2748316 #1111

麻豆新樓醫院 急診 (O)：06-5702228 #1103

郭綜合醫院 急診 (O)：06-2221111 #1115

急診 (M)：0953601153

南投縣
(3)

南區
(11)

臺南市
(5)

彰化市
(2)

中區
(19)

臺中市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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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急診 (O)：05-2765041 #1982、1983

天主教中華聖母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

醫院
兒科 (M)：0932080098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兒科

(O)：05-3621000  #2536

(M)：0975353153(24小時公務

機)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急診

小兒感染科

(O)：05-2648000#5839

(M)：0916151636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 急診 (O)：05-5378699

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 急診 (O)：05-6337333 #2210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兒科急診 (O)：07-7317123 #8164

高雄榮民總醫院 兒科急診 (O)：07-3468157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急診 (O)：07-3121101 #7575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兒科急診 (O)：07-6150011 #3152、3153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急診 (O)：07-8036783 #3119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兒科急診 (O)：07-5552565 #2114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急診 (O)：08-7368686 #5112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急診 (O)：08-8329966 #199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急診 (O)：08-8323146 #1275

澎湖縣
(1)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急診 (O)：06-9211116 #50119

門諾醫院 急診 (O)：03-8241150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兒科急診 (O)：03-8561825 #16152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急診 (O)：089-310150 #331

台東基督教醫院 急診 (O)：089-346804

南區
(11)

嘉義市
(2)

嘉義縣
(2)

雲林縣
(2)

高屏區
(10)

高雄市
(6)

屏東縣
(3)

東區
(4)

花蓮縣
(2)

臺東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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