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週六 週日

1 三民一 民族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路880號 07-3462802
週一~週五08:30~11:50 14:30~17:00 18:30~21:20 週六08:30~11:50

14:30~17:00週日08:30-11:50
★

2 三民一 李坤泰診所 基層診所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路186號 07-3833282
週一至週六上午8:00-12:00，下午15:00-18:00 晚19:00-21:30，週日

下午18:00-21:30
★ ★

3 三民一 黃義霖診所 基層診所 高雄市三民區黃興路路187號 07-3857422 週一至週六上午8:00-12:00，下午15:00-18:00 晚19:00-22:00 ★

4 三民二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醫院 醫學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路100號 07-3121101
週一～週五 上午08：30-12：00 下午13：30-17：00  週六 上午08：

30-12：00
★ ＊

5 小港區 高雄市立小港醫院 區域教學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路482號 07-8036783
週一～週五 上午08：30-12：00 下午14：00-17：00  週六 上午08：

30-12：00
★ ＊

6 小港區 洪清中兒科診所 基層診所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里二苓路192號 07-8063773 週一～週五 上午7：30-晚上10：00

7 小港區 蔡坤霖小兒科診所 基層診所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里二苓路148號 07-8030816
週一～週五及週日 上午8：00-12：30 下午15：00-18：00 晚上18：

30-21：30
★ ★

8 小港區 蔡聰慶診所 基層診所 高雄市小港區孔鳳路239號 07-7914257 週一至週六上午8:00-12:00；下午15:00-18:00；晚上19:00-22:00 ★

9 左營區 國軍左營總醫院 區域教學 高雄市左營區軍校路553號 07-5817121 週一～週五 上午900~1130,下午1400~1630,晚上1830~2030 ＊

10 左營區 高雄榮民總醫院 醫學中心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路386號 07-3422121 週一～週五 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週六上午9:00-12:00 ★ ＊

11 左營區 楊宜璋耳鼻喉科診所 基層診所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路362號 07-5591007
週一～週六上午8：00-12：00，下午14：00-18：00，晚上18：00-

21：30
★

12 左營區 傳家家庭醫學科診所 基層診所 高雄市裕誠路265號 07-5587919
週一至週六上午8:30-12:00，15:00-18:00，晚上休診（週三、六下午

休診）
★

13 前金區 吉田耳鼻喉科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前金區自強一路63號 07-2113165 周一～周日上午8:00-12:00 下午14:30-18:00 晚上19:30-21:30 ★ ★

14 前金區 高雄市立大同醫院 區域教學 高雄市前金區中華三路68號 07-2911101
週一～週五 上午8:00-12:00 下午14:00-17:30 晚上18:00-20:30 週

六上午8:00-12:00
★ ＊

15 前鎮區 吳昆哲婦產小兒科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路430號 07-3319611 週一至日上午9:00-12:00，下午15:00-18:00，晚上19:00-22:00 ★ ★

16 前鎮區 邱仲禮診所 基層診所 高雄市前鎮區鎮榮街45號 07-8211363 週一至五 上午8:00-12:00 下午16:00-21:00 週六 上午09:00-12:00 ★

17 前鎮區 昭哲診所 基層診所 高雄市前鎮區永豐路214號 07-7136366
週一至週六 早上8:30-12:30，下午16:00-18:00 晚19:00-21:50，週

日 晚上19：00-21：50
★ ★

18 苓雅區 阮綜合醫院 區域教學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路162號 07-3351121
週一～週五 上午8:00-12:00，下午13:30-17:00，晚18:00-21:00  週

六上午8:00-12:00
★ ＊

19 苓雅區 高雄市立民生醫院 區域教學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路134號 07-7511131
週一～週五 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晚18:00-20:30  週

六上午9:00-12: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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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苓雅區
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

療處
區域教學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路2號 07-7496751 週一～週六 上午9:00-12:00，週一.二.五 下午14:00-17:00 ★ ＊

21 苓雅區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功醫院 區域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路352號 07-2238153
週一～週五 上午8:30-12:00，下午14:00-17:30，晚18：00-21:30

週六上午8:30-12:00
★ ＊

22 新興區 惠仁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路67之2號 07-2010196
週一～週五上午8：30-12：00，下午15：00-18：00，週六上午8：30-

12：00
★

23 新興區 蘇鉉釗耳鼻喉科診所 基層診所 高雄市新興區林森一路274號 07-2379119 週一至六 8:00-12:00, 15:00-21:30；週日 8:00-12:00 ★ ★

24 新興區 蔡瑞聲診所 基層診所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路63號 07-2413388
週一.三.五.六 7:30-12:00, 14:30-21:30；週二. 四 7:30-12:00,

14:30-18：00, 18:30-21:30，週日 7:30-12:00
★ ★

25 楠梓區 健仁醫院 地區教學 高雄市楠梓區楠陽路136號 07-3517166
週一～週五  上午8:30-12:30  下午16:00-17:30 週六門診 上午

8:30-12:30
★ ＊

26 楠梓區 顏威裕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路826號 07-3639053
週一～週六  上午:8:00-12:00 下午:14:00-17:30  晚上:18:00-

21:30 週日上午門診
★ ★

27 楠梓區 右昌聯合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路930號 07-36423388 週一、二、四、五(胸腔科)上午8:30-12:00

28 楠梓區 建霖耳鼻喉科診所 基層診所 高雄市楠梓區鳳楠路248號 07-3523006
週一~週五上午8:00-12:00下午14:00-18:00晚上18:30-21:30、週六、

週日上午8:30-12:00、下午14:00-18:00、晚上18:30-21:30
★ ★

29 楠梓區 孫裕珍小兒科家醫科診所 基層診所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路932號 07--3613709 週一~週五下午16:00-21:00、週六上午9:00-12:00 ★

30 楠梓區 周祖祐小兒科診所 基層診所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路255號 07-3531266
週一~週日(週日晚上門診)、上午7:30-12:30下午15:30-21:00(每週四

下午休診)
★ ★

31 楠梓區 高耿耀診所 基層診所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路188號 07-3529803 週一~週六上午8:30-12:00下午15:30-18:00、晚上18:30-21:30 ★

32 楠梓區 王建安診所 基層診所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路949號 07-3600680
週一~週六上午8:00-12:00下午15:00-18:00、晚上18:30-21:30、週日

上午8:00-12:00
★ ★

33 楠梓區 長春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331號1-5樓 07-3639053
週一~週六上午8:00-12:00下午14:00-22:00、週日門診、上午：8:00-

12:00晚上18:00-22:00
★ ★

34 楠梓區 中油國光聯合診所 基層診所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路546巷2號 07-5824141 週一~週五上午8:00-12:00下午14:00-16:50

35 楠梓區 歐慈德診所 基層診所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路915號 07-3633900
週一~週五上午8:00-12:00下午15:00-18:00晚上18:30-21:30、週日上

午門診
★

36 楠梓區 廣佑安診所 基層診所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路678號 07-3605998
週一~週日(週日上午、週四全天修診)、上午8:30-12:00下午13:30-

18:00、晚上19:00-21:30
★ ★

37 楠梓區 九大診所 基層診所 高雄市楠梓新路260號1樓 07-3531510
週一~週五上午8:00-12:00下午15:00-18:00晚上18:30-21:30、週六上

午、下午、週日上午門診
★ ★

38 鼓山區 生安婦產小兒科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路177號 07-5223138 週一～週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5:00-18:00  晚上19:00-22: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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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鼓山區 高雄市立聯合醫院 區域教學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路976號 07-5552565
週一～週五 上午9:00-12:00 下午13:30-17:30 晚上18:00-21:00 週

六 上午9:00-12:00
★ ＊

40 鼓山區 聖明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路52號 07-5313755
週一～週六 上午8:00-12:00 下午14:00-18:00 晚上18:30-22:00  週

日上午8:00-12:00 下午14:00-18:00
★ ★

41 鼓山區 三泰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路1030號 07-5217466
週一～週五 上午8:00-12:00 下午14:00-2100  週六上午8:00-18:00

週日上午8:00-12:00
★ ★

42 鼓山區 正大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路128-9號 07-5823989
週一～週六 上午8:00-12:00 下午14:00-17:30 晚上19:00-21:30

週日上午8:00-12:00
★ ★

43 鼓山區 腎美診所 基層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路336號 07-5544900
週一、週三、週五上午8:00~12:00 下午2:30~~9:00  週二、週四上午

8:00~12:00 下午2:30~6:00  週六8:00~12:00 下午2:30~5:00
★

44 鼓山區 吳展名診所 基層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路598號 07-5535658
週一~週六上午8:30~12:00  下午4:00~6:00  晚上7:00~9:30  (週

一、週四下午休診)
★

45 鹽埕區 汪昇勳耳鼻喉科診所 基層診所 高雄市鹽埕區瀨南街225之1號1樓  07-5216655
週一~週六上午9:00~12:00  下午3:00~6:30  晚上6:30~9:45，週日上

午8:00-12:00
★ ★

46 大寮區 瑞生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大寮區中興里鳳林四路192號 07-7835175
週一至週六上午8:30-12:00，下午14:00-18:00  19:00-22:00，週日

上午8:30-12:00，下午14:00-18:00
★ ★ ＊

47 大寮區 奈良診所 基層診所 高雄市大寮區中興里鳳林四路228號 07-7860628
週一～週六早上8:00--12:00    下午14:00--18:00  晚上18:40--

21:30
★

48 大寮區 張桐榮診所 基層診所 高雄市大寮區永芳里鳳林三路575號 07-7825382
週一～週五早上8:00-12:00 下午15:00-18:00，晚間19:00-21:00，週

六早上9:00-12:00，週日早上9:00-12:00，19:00-21:00
★ ★

49 大寮區 郭其靈診所 基層診所 高雄市大寮區永芳里鳳林三路541號 07-7862821
週一～週六早上8:00--12:00    下午14:00--22:00   週日9:00--

12:00
★ ★

50 大寮區 喉康診所 基層診所 高雄市大寮區中庄里仁愛路82號 07-7017100
週一～週六上午8：30-12：00，下午15：00-18：00，晚上18：30-

21：30，週日9：00-12：00
★ ★

51 大樹區 丰聯診所 基層診所 高雄市大樹區久堂里中興街71號 07-6519312
週一～週六上午8：00-12：00，下午15：30-18：00，晚上18：50-

21：00，週日8：00-12：00
★ ★

52 岡山區
高雄縣立岡山醫院

(委託秀傳紀念醫院經營)
地區醫院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路12號 07-6222131 週一至週五上午8:30-11:30,下午13:30-17:00 ＊

53 岡山區
國軍岡山醫院附設民眾診療

服務處
地區醫院 高雄市岡山區大義二路1號 07-6254940 週一至週五上午8:00-12:00,下午13:30-17:30,週六8:30-12:00 ★ ＊

54 岡山區 劉光雄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路308-1號 07-6219156
週一至週五上午8:00-12:00,下午14:00-18:00,晚上18:40-21:30,週六

日8:00-12:00
★

55 岡山區 新博愛診所 基層診所 高雄市岡山區大德一路15號 07-6215799
週一至週五上午8:00-12:00,下午15:00-18:00,晚上19:00-20:30,週六

8:00-12:00

56 林園區 建佑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林園區東林西路360號 07-6437901
周一至周五上午08：00-12：00，下午14：00-18：00，晚上18：30-

22：00，週六上午08：00-12：00
★ ＊

57 林園區 霖園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林園里林園北路244號 07-6413399
周一至周日上午08：00-12：00，下午14：00-18：00，晚上19：30-

22：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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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鳥松區
財團法人長庚紀念醫院高雄

分院
醫學中心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路123號 07-7317123

週一～週五 上午8:30-12:00，下午13:30-17:00，晚18:00-21:00  週

六上午8:30-12:00
★ ＊

59 路竹區 溫有諒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路竹區延平路57號 07-6965136
週一～週五上午8：00-12：00，下午14：00-18：00，晚上18：30-

21：00，週六8：00-12：00
★

60 路竹區 仁澤診所 基層診所 高雄市路竹區國昌路331號 07-6076000
星期一至六8:30~12:00、星期一、三、五下午15:00~18:00、星期二、

四下午18:00~21:00
★

61 旗山區 行政院衛生署旗山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旗山鎮區中學路60號 07-6613811
週一至週五上午8：30-11:30   下午14：00-16:00    週六8:30-

11:30
★ ＊

62 旗山區 廣聖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旗山區中華路618號 07-6622391 週一至週六上午8:00-12:00；下午14:00-18:00；週日上午8:00-12:00 ★ ★

63 旗山區 博愛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路689號 07-6617602 週一至週五上午8:00-12:00，下午14:00-22:00

64 旗山區 重安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旗山區大同街18號 07-6621783 週一至週日上午8:00-12:00，下午14:00-17:30，晚上18:00-21:50 ★ ★

65 鳳山區 大東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路171-2號 07-7463762 週一～週日上午7：00- 晚間10：00 ★ ★ ＊

66 鳳山區
高雄縣立鳳山醫院

(委託財團法人長庚紀念醫院經營)
地區醫院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路42號 07-7418151

週一～週五 上午8:30-12:00，下午13:30-17:00，晚18:30-20:00  週

六上午8:30-12:00
★ ＊

67 鳳山區 杏和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路389號 07-7613111 週一至週日上午7：00- 晚上23：00 ★ ★ ＊

68 鳳山區 黃大沅小兒科診所 基層診所 高雄市鳳山區青年路二段468號 07-7679299
週一至週五 08:00-12:00，下午3:30-6:00，晚間7:00-9:30，週日上

午 08:30-12:00，晚間7:00-9:30

69 鳳山區 陳柏蒼耳鼻喉科診所 基層診所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路480號 07-7775388 星期一至日上午8:00~12:00、下午15:00-21:30 ★ ★

70 燕巢區 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區域醫院 高雄市燕巢區角宿里義大路1號 07-6150011
週一至週五 08:30-12:00，下午1:30-17:00，晚間6:00-9:00，週六上

午 08:30 ～ 12:00
★ ＊

71 燕巢區 吳宏彰診所 基層診所 高雄市燕巢區中民路861號1樓 07-6163160
星期一至六上午8:30~9:00、下午14:30~18:00、晚上18:30-21:30（週

三下午休診、週六晚上休診）
★

72 梓官區 崇安診所 基層診所 高雄市梓官區進學路9號 07-6179387 週一至週六上午8:00-12:00，下午15:00-18:00，週日上午8:00-12:00 ★ ★

73 仁武區 陽光診所 基層診所 高雄市仁武區中華路255號 07-3755500 週一至週日上午7:30-12:00，下午15:00-21:00 ★ ★

74 大社區 福生診所 基層診所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路42-8號 07-3550367
週一至五8:00-12:00，15:00-21:30，週六上午8:00-12:00，下午

15:00-18:00，週日上午9:00-12:00，下午18:30-21:30
★ ★

75 湖內區 永健診所 基層診所 高雄市湖內區中正路一段30號 07-6997406
週一～週五上午8：00-12：00，下午14：30-18：00，晚上19：00-

21：00，週六8：00-12：00，14：30-18：00
★

76 彌陀區 平安診所 基層診所 高雄市彌陀區中正路233-1號 07-6191116 週一至週日上午8:00-21:00 ★ ★

持續更新各醫療院所門診時間

請民眾前往該院所前,請務必先以電話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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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六龜區 大嘉診所 基層診所 高雄市義寶里太平路77號 07-6895789
週一～週五上午8：00-11：30，下午15：00-20：00，週六8：00-11：

30
★

78 田寮區 田寮區衛生所 衛生所 高雄市田寮區南安里崗北路32號 07-6361504 週一至四上午8:00-12:00下午13:30-17:30  週五上午8:00-12:00

79 鳳山區 鳳山區衛生所 衛生所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路34巷2號 07-7430437 週一、二、四 上午：8：30-11：00

80 梓官區 梓官區衛生所 衛生所 高雄市梓官區公館路45號 07-6103050 週一至週五上午8:00-11:30每週四下午14:00-16:30

81 桃源區 桃源區衛生所 衛生所 高雄市桃源區桃源里188-1號 07-6861126 週一至週日上午9:00-12:00，14：00-17：00 ★ ★

82 甲仙區 甲仙區衛生所 衛生所 高雄市甲仙區中山路52號 07-6751029 週一至週五上上8:00-11:30   下午1:30-5:00

83 杉林區 杉林區衛生所 衛生所 高雄市杉林區上平里山仙路24巷37號 07-6771319 週一至週五上午8：30-11：30，週一及週四下午14：00-16：30

84 燕巢區 燕巢區衛生所 衛生所 高雄市燕巢區南燕里中興路2號 07-6161148 週一至週五上午8:20-11:30，每週一、五下午14:00-16:00

85 林園區 林園區衛生所 衛生所 高雄市林園區林園北路186號 07-6412404 週一至週五上午8：30-11：00

86 大寮區 大寮區鄉衛生所 衛生所 高雄市大寮區進學路129巷2-1號 07-7811965 週一至週五上午8:30-11:30，每週二、四、五下午14:00-16:30

87 大樹區 大樹區衛生所 衛生所 高雄市大樹區中興北路120號 07-6512935 週一、三、五上午8:00-11:30；每週二、五下午2:00-4:30

88 鳥松區 鳥松區衛生所 衛生所 高雄市鳥松區文前路文北巷1弄4號 07-7316404 週一至週五上午08：30~11：30

89 仁武區 仁武區衛生所 衛生所 高雄市仁武區地政街23號 07-3711434 週一至週五上午8:30-12:00，每週二、四下午14:00-17:00

90 大社區 大社區衛生所 衛生所 高雄市大社區自強街7號 07-3511774 週一～週五早上8:30--11:30，週一、週三下午14：00-16：00

91 岡山區 岡山區衛生所 衛生所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路50號 07-6212015 週一、二、五 上午07:30-11:30

92 橋頭區 橋頭區衛生所 衛生所 高雄市橋頭區隆豐北路5號 07-6112203 週一至週五上午8:30-11:30

93 阿蓮區 阿蓮區衛生所 衛生所 高雄市阿蓮區阿蓮里民生路94-1號 07-6317141
週一至週五上午8：00-11:30   下午14：00-16:30（週三及週五下午

休診）

94 路竹區 路竹區衛生所 衛生所 高雄市路竹區國昌路86巷22號 07-6962449 週一至週五上午8:30-11:30

95 湖內區 湖內區衛生所 衛生所 高雄市湖內區湖中路203號 07-6993009 週一至週五上午8：30-11：30，週一及週二下午2：00-4：30

持續更新各醫療院所門診時間

請民眾前往該院所前,請務必先以電話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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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茄萣區 茄萣區衛生所 衛生所 高雄市茄萣區濱海路2段1號 07-6989275
週一、週四、週五上午8：00-11：30，下午2：00-4：30；星期二、星

期三上午8：00-11：30

97 永安區 永安區衛生所 衛生所 高雄市永安區永安路26號 07-6912015
週一、二、四、五上午8：00-12：00 ，週三上午8：00-10：00，週

三、五下午14：00-17：30

98 彌陀區 彌陀區衛生所 衛生所 高雄市彌陀區中華路1巷5弄1號 07-6175307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11：30

99 旗山區 旗山區衛生所 衛生所 高雄市旗山區中正路197號 07-6612054 週一至週五上午8：00-11:30   下午2：00-4:30

100 美濃區 美濃區衛生所 衛生所 高雄市美濃區美中路246號 07-6812064 週一至週五上午8：00-12：00，下午13:30-17:00

101 六龜區 六龜區衛生所 衛生所 高雄市六龜區民治路16號 07-6891244 週一至週五上午8:00-12:00，下午14:00-17:30

102 內門區 內門區衛生所 衛生所 高雄市內門區中埔頭20號 07-6671088
週一、二、五早上8：10~12：00下午14：30~16：30週三、四早上8：

10~12：00週四下午14：30~16：30溝坪衛室

103 茂林區 茂林區衛生所 衛生所 高雄市茂林區茂林里8-4號 07-6801046
週一至週五 早上8:00-12:00，下午13:30-17:00 晚19:00-21:30，週

六週日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晚上19:00-21:30
★ ★

104 那瑪夏區 那瑪夏區衛生所 衛生所 高雄市那瑪夏區南沙魯里鞍山巷63號 07-6701142
週一至週日上午8:30-11:00，13：30-17：30，晚間18：00-21：00（

急診為主）
★ ★

※備註：＊號標示為提供24小時急診服務之醫療院所

持續更新各醫療院所門診時間

請民眾前往該院所前,請務必先以電話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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