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鄉鎮市區別 診所名稱 電話 地址

1 彰化市 黃左琪牙醫診所 7228813 彰化市曉陽路50號1、2樓

2 彰化市 東欣牙醫診所 7373100 彰化市彰南路二段61、63號

3 彰化市 新程牙醫診所 7244531 彰化市中民街64號

4 彰化市 康妍美學牙醫診所 7263880 彰化市建國東路295號

5 彰化市 德昌牙醫診所 7630568 彰化市彰鹿路37-1號

6 彰化市 秀傳醫院牙科部 7255139 彰化市中山路一段542號

7 彰化市 微美牙醫診所 7277636 彰化市三民路219號

8 彰化市 宏欣牙醫診所 7249326 彰化市中正路二段433號

9 彰化市 民生牙醫診所 7280866 彰化市中山路二段948號B1~3F

10 彰化市 名家牙醫診所 7282049 彰化市中正路二段184號

11 彰化市 成美醫院 7268825 彰化市三民路56號

12 彰化市 世樺牙醫診所 7265693 彰化市中山路二段885號

13 彰化市 彰美牙醫診所 7235766 彰化市民生路14號

14 彰化市 長欣美學牙醫診所 7110202 彰化市中山路二段2號1樓

15 彰化市 陳長泰牙醫診所 7228306 彰化市三民路49號

16 彰化市 菲凡牙醫診所 7224338 彰化市三民路277號

17 彰化市 龍邸牙醫診所 7266999 彰化市中山路三段168、170號

18 彰化市 陳玲玲牙醫診所 7270300 彰化市南郭路一段121號

19 彰化市 晶采牙醫診所 7223555 彰化市孔門路18號

20 彰化市 曾清豪牙醫診所 7252819 彰化市光復路161號2樓

21 彰化市 黃人修牙醫診所 7110813 彰化市大埔路409號

22 彰化市 南光牙醫診所 7244689 彰化市華山路156號

23 彰化市 新高牙醫診所 7283379 彰化市中華路138號

24 彰化市 博仁牙醫診所 7247802 彰化市永安街183號

25 彰化市 雅世牙醫診所 7241240 彰化市中山路二段871號

26 彰化市 名人牙醫診所 7203091 彰化市竹和路80號

27 彰化市 安信牙醫診所 7271307 彰化市東民街53號1樓、2樓

28 彰化市 蔡銘浩牙醫診所 7115088 彰化市大埔路562號

29 彰化市 頂好牙醫診所 7277688 彰化市永福街12號

30 彰化市 群欣牙醫診所 7278188 彰化市中正路一段217號

31 彰化市 真善美牙醫診所 7270668 彰化市永昌街21號

32 彰化市 顏牙醫診所 7221920 彰化市彰美路一段153號

33 芬園鄉 芬園楊牙醫診所 049-2522426 彰化縣芬園鄉芬草路二段277號

34 芬園鄉 松茂牙醫診所 049-2524744 彰化縣芬園鄉彰南路四段210號

35 芬園鄉 琴揚牙醫診所 049-2512497 彰化縣芬園鄉彰南路四段328號

36 花壇鄉 文德牙醫診所 7873653 彰化縣花壇鄉彰員路二段997號

37 花壇鄉 愛仁牙醫診所 7867857 彰化縣花壇鄉中正路336號

38 花壇鄉 佳佳牙醫診所 7870353 彰化縣花壇鄉中正路284號

39 花壇鄉 和平牙醫診所 7862258 彰化縣花壇鄉中正路190號

40 秀水鄉 鶴鳴牙醫診所 7696461 彰化縣秀水鄉鶴鳴村民主街150號

41 秀水鄉 秀欣牙醫診所 7687207 彰化縣秀水鄉彰水路二段510號

42 鹿港鎮 淳美牙醫診所 7779780 彰化縣鹿港鎮東興路295號

43 鹿港鎮 達榮牙醫診所 7772088 彰化縣鹿港鎮民族路179號

44 鹿港鎮 蕭牙醫診所 7787521 彰化縣鹿港鎮育民街1號

45 鹿港鎮 建龍牙醫診所 7767746 彰化縣鹿港鎮中正路169號

46 鹿港鎮 彰濱秀傳醫院牙科部 7813888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路6號

47 鹿港鎮 美的牙醫診所 7772932 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221號

48 鹿港鎮 志明牙醫診所 7776229 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11-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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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和美鎮 典亞牙醫診所 7557273 彰化縣和美鎮道周路262號

50 和美鎮 信德牙醫診所 7569838 彰化縣和美鎮和樂路71號

51 和美鎮 勝安牙醫診所 7351136 彰化縣和美鎮彰新路二段450號

52 和美鎮 黃志平牙醫診所 7570098 彰化縣和美鎮和西里永樂路51號

53 和美鎮 葉永福牙醫診所 7552166 彰化縣和美鎮仁安路264號

54 和美鎮 和東牙醫診所 7571585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五段346號 1樓

55 和美鎮 長榮牙醫診所 8856165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三段317號

56 和美鎮 謝式卿牙醫診所 7555857 彰化縣和美鎮倡和街24號

57 和美鎮 顏國淵牙醫診所 7555333 彰化縣和美鎮道周路419號

58 員林市 高新牙醫診所 8390123 彰化縣員林市萬年路三段105號

59 員林市 宸霖牙醫診所 8333386 彰化縣員林市靜修東路175號1樓

60 員林市 崇翔牙醫診所 8340545 彰化縣員林市萬年路三段250號

61 員林市 江博文牙醫診所 8358922 彰化縣員林市員水路二段438號

62 員林市 經典牙醫診所 8338988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二段85-13號

63 員林市 周詳牙醫診所 8375911 彰化縣員林市三民東街210號1-2樓

64 員林市 祥林牙醫診所 8371919 彰化縣員林市三民東街85、87號

65 員林市 小林牙醫診所 8368889 彰化縣員林市大同路一段174號

66 員林市 民興牙醫診所 8324596 彰化縣員林市員鹿路126號

67 員林市 自然牙醫診所 8357099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90號

68 員林市 國泰牙醫診所 8344683 彰化縣員林市三民東街296號

69 員林市 黃天春牙醫診所 8360747 彰化縣員林市靜修路2之12號

70 員林市 慧安牙醫診所 8341178 彰化縣員林市林森路267號

71 員林市 全斌牙醫診所 8319707 彰化縣員林市育英路96之9號

81 員林市 林欣牙醫診所 8330233 彰化縣員林市正興街288號

72 社頭鄉 張文逹牙醫診所 8723665 彰化縣社頭鄉員集路二段74巷5號

73 社頭鄉 湳雅牙醫診所 8711849 彰化縣社頭鄉山腳路三段322巷12號

74 永靖鄉 嘉美牙醫診所 8232179 彰化縣永靖鄉瑚璉珞401號

75 永靖鄉 仁德牙醫診所 8232272 彰化縣永靖鄉瑚璉路304號

76 埔心鄉 守正牙醫診所 8283889 彰化縣埔心鄉員鹿路二段191號

77 埔心鄉 部立彰化醫院 8298686 彰化縣埔心鄉舊館村中正路二段80號

78 埔心鄉 賜安牙醫診所 8297636 彰化縣埔心鄉員鹿路二段469號

79 溪湖鎮 光良牙醫診所 8852347 彰化縣溪湖鎮員鹿路三段191號

80 溪湖鎮 欣亞牙醫診所 8829060 彰化縣溪湖鎮培英路40號

82 溪湖鎮 溪湖楊牙醫診所 8854159 彰化縣溪湖鎮二溪路一段62號

83 大村鄉 公所前牙醫診所 8538002 彰化縣大村鄉大村村大義街15號

84 大村鄉 公園前牙醫診所 8538002 彰化縣大村鄉大義街15號1、2樓

85 埔鹽鄉 沅德牙醫診所 8658963 彰化縣埔鹽鄉彰水路一段389號

86 田中鎮 卓瑞樵牙醫診所 8763336 彰化縣田中鎮中正路283號

87 田中鎮 信雅牙醫診所 8763839 彰化縣田中鎮中正路383號

88 北斗鎮 時代牙科診所 8888538 彰化縣北斗鎮公所街70號

89 田尾鄉 彭耀新牙醫診所 8835988 彰化縣田尾鄉中山路一段350-1號

90 溪州鄉 親親牙醫診所 8896375 彰化縣溪州鄉東安路2號

91 二林鎮 二林牙醫診所 8969922 彰化縣二林鎮斗苑路五段226號

92 二林鎮 林順牙醫診所 8960996 彰化縣二林鎮斗苑路五段107號

93 二林鎮 義欽牙醫診所 8951581 彰化縣二林鎮大成路1段388號

94 芳苑鄉 芳華牙醫診所 8934676 彰化縣芳苑鄉芳漢路王玏段438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