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東紀念醫院 交通路線指引圖 

捷運 

 台北市及新北市搭捷運板南線往頂埔方向 
於亞東醫院站下車 
(2 號出口或 3 號出口連通道) 
 土城及樹林搭捷運土城線往南港展覽方向 
館方向於亞東醫院站下車 
(2 號出口或 3 號出口連通道) 
 

公車 

 亞東醫院站下車（南雅南路）： 
51 號、99 號、F501 號、812 號、805 號、843 號、848 號、889 號、810 號、847 號、藍 37 號、藍 38 號 
 
 亞東技術學院站下車（四川路）： 
◎ 57 號、796 號、234 號、265 號、656 號、705 號、1070 號(基隆-板橋) 
桃園機場乘車：1962 號(大有巴士)、 9103 號(大溪-台北) 
 

火車 

板橋火車站 轉乘 捷運板南線往頂埔方向至 亞東醫院站下車 
(2 號出口或 3 號出口連通道) 



亞東紀念醫院 交通路線指引圖 

停車服務  

 機車：室外收費停車場 
 汽車：室內 B3~B4 收費停車場 
(停車場專用電梯 B3~B4
梯廳設有全自動繳費機)  
 

代客停車服務    

服務時間： 
早上 8 點至晚上 10 點 
收費方式：每小時 30 元

(每次酌收 30 元服務費) 
服務電話：(02) 7728-2075 
 
    
   
  



林口長庚醫院交通資訊 

 

 

 

1. 搭乘桃園機場捷運線： 

在「A8長庚醫院站」上下車後，往環球購物中心二樓，經由人行天橋至本院兒童大樓。 

2. 自行開車： 

(1) 林口交流道（41A）：下交流道後（北上右轉，南下左轉）往龜山區方向轉文化一路，經林口

長庚醫院時右轉進入院前一路；或經林口長庚醫院後右轉復興一路，即抵本院。院內設有數

區停車場及立體停車塔。     

(2) 林口交流道（41B）：下交流道後（北上右轉，南下左轉）往龜山區方向行經文化二路轉龜山

一路，至湖邊路路口右轉直行進入院區，即抵本院。院內設有數區停車場及立體停車塔。 

 

 

 

 

 

 

 

 



林口長庚醫院院區配置圖 

 

 

第二會議廳位於醫學大樓 1樓，郵局對面。 

 

 

(1F) 第二會議廳 



    

長庚醫院 106 年失智症個案管理師  

培訓課程專案訂房單 

 活動日期: 9/9-9/10 

請 Email 或傳真至訂房組 Please Email or Fax to Reservation Department 

電話 Tel : +886-3-327-9388 / 傳真 Fax : + 886-3-327-9258  Email: rsvn_lk@fullon-hotels.com.tw 

訂房代號 Rv No.<飯店填寫>： 

■新訂房 New Booking 

入住日期 Check in Date： 退房日期 Check out Date： 

房客姓名 Guest name： 

訂房者 Personal： 聯絡電話 TEL： 

E-mail： 傳真 FAX： 

間 數

Room No. 

房 型 

Room type 

床型 

Bedding 

優惠價 

Special Rate 

備註 

Remark 

 
精緻單人房 

Superior Single 

單人床*1 / Double Bed *1 

（180cm x 200cm*1） 
NT$ 2,800 NET 

贈送早餐 1 客 

Including 1 Breakfast 

 
精緻雙人房 

Superior Twin 

單人床*2 / Single Beds*2 

（105cm x 200cm*2） 
NT$ 3,000 NET 

贈送早餐 1-2 客 

Including 1-2 Breakfast 

 
雅緻客房 

Deluxe Room 

單人床*1 / Double Bed *1 

（240cm x 200cm*1） 
NT$ 3,300 NET 

贈送早餐 1-2 客 

Including 1-2 Breakfast 

浴缸/Bathtub 

※ 以上價格含稅及 10%服務費 / The above room rates are inclusive 5% government tax and 10% service charge. 

※ 住房時間下午 3 時以後，退房時間至隔日中午 12 時止 / Check in Time: 15:00 / Check out Time : 12:00 

※ 需收到飯店提供之訂房確認書，表示預訂完成且成功。 

Hotel will send a confirmation letter with a confirmation number upon receiving the reservation form. 

   The reservation will be successful and confirmed after our hotel has sent the confirmation number to our guests. 

※ 取消訂房請於三天前，預定房間若未到，將收取當日房租。 

In case of cancellation less than 72 hours prior to arrival or in case of no-show, 100% per room will be charged. 

信用卡資料 Credit Card Information  (swipe the card) 

卡別 

Credit Card 
□ Visa □ Master □ AMEX □ DINER □其他 

有效日期(MM/YY) 

Card Expire date(MM/YY) 
 

卡號 Card #  

持卡人姓名 

Card Holder 
 

持卡人簽名 

Signature 
 

日期 Date： 

       /      / 

 

      地址：桃園市龜山區文二一街 68 號 

      電話：886-3-327-9388 

      傳真：886-3-327-9258 

mailto:rsvn_lk@fullon-hotels.com.tw


 

長庚醫院 106 年失智症個案管理師  

培訓課程專案訂房單 

 活動日期: 9/9-9/10 

Please Email or Fax to Reservation Department 

Tel : +886-3-328-5688  Fax : + 886-3-328-861  Email: rsvn_lka8@fullon-hotels.com.tw 

訂房代號 Rv No.<飯店填寫>： 

■新訂房 New Booking 

入住日期 Check in Date： 退房日期 Check out Date： 

房客姓名 Guest name： 

訂房者 Personal： 聯絡電話 TEL： 

E-mail： 傳真 FAX： 

間 數 

Room No. 

總人數 

Person No. 

房 型 

Room type 

床型 

Bedding 

優惠價 

Special Rate 

備註 

Remark 

 
 

精緻單人房 

Superior Single 

雙人床*1 / Double Bed *1 

 (180cm x 200cm*1) 
NT$ 3,900NET 

贈送早餐 1-2 客 

Including 1-2 Breakfast 

 
 

精緻客房 

Superior Room 

雙人床*1 / King Bed*1 

(240cm x 200cm*1) 
NT$ 4,400NET 

贈送早餐 1-2 客 

Including 1-2 Breakfast 

 
 

精緻客房 

Superior Room 

單人床*2 / Single Beds*2 

(120cm x 200cm*2) 
NT$ 4,400NET 

贈送早餐 1-2 客 

Including 1-2 Breakfast 

※ 以上價格含稅及 10%服務費 / The above room rates are inclusive 5% government tax and 10% service charge. 

※ 住房時間下午 3 時以後，退房時間至隔日中午 12 時止/ Check in Time : 15:00 ; Check out Time : 12:00 

※ 取消訂房請於三天前，預定房間若未到，將收取當日房租。 

In case of cancellation less than 72 hours prior to arrival or in case of no-show, 100% per room will be charged. 

※ 為保留您的訂房，請填寫以下信用卡資料，需收到飯店提供之訂房確認書，方表示預訂完成且成功。 

   A valid credit card is required for the room guarantee; a confirmation letter will be sent to you once the booking 

   has been confirmed. 

信用卡資料 Credit Card Information  (swipe the card) 

卡別 

Credit Card 
□ Visa □ Master □ AMEX □ DINER □Others 

有效日期(MM/YY) 

Card Expire date(MM/YY) 
 

卡號 Card #  

持卡人姓名 

Card Holder 
 

持卡人簽名 

Signature 
 

日期 Date： 

       /      / 

 

 

 

      地址：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 2 號  

      電話：886-3-328-5688  

      傳真：886-3-328-8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