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95家子抹健保特約醫事機構 (底色為有女性採檢人員)       107.11.06製
醫事機構名稱 地址 電話

彰化縣二水鄉衛生所 彰化縣二水鄉二水村過圳路19號 04-8791077

恩生外婦產科診所 彰化縣二水鄉光化村員集路四段14號 04-8793636

曾劍煌診所 彰化縣二水鄉聖化村溪邊巷92號 04-8791811

大成婦產科診所 彰化縣二林鎮東和里中山路52號 04-8961564

蔡旭坤婦產科診所 彰化縣二林鎮東和里仁愛路402號 04-8956816

陳嘉惠診所 彰化縣二林鎮南光里大成路1段306號 04-8960247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二林基督教醫院 彰化縣二林鎮南光里大成路一段558號、安和街40巷28號2樓 04-8952031

馨惠婦產科診所 彰化縣二林鎮後厝里斗苑路四段四○一號 04-8958858

龍德診所 彰化縣二林鎮豐田里斗苑路4段597．599號 04-8956808

彰化縣二林鎮衛生所 彰化縣二林鎮豐田里斗苑路四段689號 04-8960035

黃建成診所 彰化縣大村鄉大村村茄苳路一段235號 04-8524074

彰化縣大城鄉衛生所 彰化縣大城鄉大城村中平路126號 04-8941323

萬安診所 彰化縣大城鄉東城村東平路168號 04-8946191

大城鄉農會附設診所 彰化縣大城鄉東城村南平路155號 04-8945902

彰化縣北斗鎮衛生所 彰化縣北斗鎮光復里地政路406巷17號 04-8882059

林立明婦產科診所 彰化縣北斗鎮西安里中山路一段333號 04-8883823

沈婦產科診所 彰化縣北斗鎮新政里中正路185號 04-8870310

彰化縣永靖鄉衛生所 彰化縣永靖鄉永西村西興路91號 04-8221057

仁和醫院 彰化縣田中鎮中路里中州路一段157號 04-8742108

彰化縣田中鎮衛生所 彰化縣田中鎮西路里斗中路一段222號 04-8742053

洪明仁診所 彰化縣田尾鄉饒平村東平巷230弄60號 04-8835135

茂榮家庭醫學科診所 彰化縣竹塘鄉竹塘村仁愛路56號 04-8970709

彰化縣竹塘鄉衛生所 彰化縣竹塘鄉竹塘村竹林路1段304號 04-8972009

彰化縣伸港鄉衛生所 彰化縣伸港鄉大同村中興路2段197號 04-7982034

何彰季家庭醫學科診所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村中山東路130號 04-7985828

福安診所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村中山路16號 04-7981482

許權傑診所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村忠孝路9．11號 04-7995100

月英助產所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村新港路353號 04-7983527

彰化縣秀水鄉衛生所 彰化縣秀水鄉安東村中山路288號 04-7693001

和興聯合診所 彰化縣和美鎮竹營里德美路289號 04-7564567

順天診所 彰化縣和美鎮和北里彰美路六段198號 04-7552126

道周醫療社團法人道周醫院 彰化縣和美鎮和光路180號、和善路118號 04-7566995

和生婦產科診所 彰化縣和美鎮和西里彰美路六段143號 04-7567178

彰化縣和美鎮衛生所 彰化縣和美鎮和東里彰美路5段319號 04-7552744

庚新診所 彰化縣和美鎮糖友里糖友一街82號1樓及86號1樓 04-7367095

蜜蜂診所 彰化縣社頭鄉仁雅村信義三路72號 04-8720266

春卿診所 彰化縣社頭鄉社頭村忠孝三路9號 04-8724211

彰化縣社頭鄉衛生所 彰化縣社頭鄉社頭村員集路二段409號 04-8732038

彰化縣芳苑鄉衛生所 彰化縣芳苑鄉芳苑村斗苑路芳苑段194巷48號 04-8983134

功明診所 彰化縣芳苑鄉博愛村芳漢路王功段459號 04-8933001

大生診所 彰化縣花壇鄉中正路56－8號 04-7875686

德亮診所 彰化縣花壇鄉花壇村中山路一段409號 04-7865645

元莊診所 彰化縣花壇鄉花壇村花壇街185號 04-7862358

彰化縣花壇鄉衛生所 彰化縣花壇鄉長沙村中正路11號 04-7862035

彰化縣芬園鄉衛生所 彰化縣芬園鄉社口村公園1街11號 049-2522904

陳鴻基婦幼診所 彰化縣員林市三條里三民東街168號 04-8323103

員林何醫院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里民族街33號 04-8325111

盧天恩診所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里林森路308號 04-8339159

皓生醫院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里萬年路3段133號 04-8379560

員榮醫療社團法人員榮醫院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201號 04-8326161

蕭弘智診所 彰化縣員林市仁美里中山路二段114號 04-8357571

愛心小兒科家庭醫學科診所 彰化縣員林市仁美里中正路628號 04-8361292

劉文斌診所 彰化縣員林市仁美里育英路180、182號 04-8347608

員生醫院 彰化縣員林市莒光路359號 04-8383995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督教醫院 彰化縣員林市莒光路456號 04-8381456

蕭火炩婦產科診所 彰化縣員林市惠來里南昌路128號1?2樓 04-8356111

忠杰婦產科診所 彰化縣員林市萬年里員水路二段439號 04-8331929

元泰診所 彰化縣埔心鄉太平村中山路39號 04-823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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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玉隆家庭醫學科診所 彰化縣埔心鄉東門村員鹿路2段327號 04-8290099

鄭德源診所 彰化縣埔心鄉東門村員鹿路二段291號 04-8294253

彰化縣埔心鄉衛生所 彰化縣埔心鄉義民村員鹿路2段340號 04-8294611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彰化縣埔心鄉舊館村中正路二段80號 04-8298686

彰化縣埔鹽鄉衛生所 彰化縣埔鹽鄉好修村員鹿路二段58號 04-8653596

陳嘉烈診所 彰化縣埤頭鄉合興村斗苑西路156號 04-8920222

彰化縣埤頭鄉衛生所 彰化縣埤頭鄉合興村健安街119號 04-8922445

許家瑞婦產科診所 彰化縣鹿港鎮民權路57號2樓 04-7771690

廖學俊婦產科診所 彰化縣鹿港鎮永安里中正路406－5號 04-7787686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督教醫院 彰化縣鹿港鎮永安里中正路480號 04-7779595

林侯婦產科診所 彰化縣鹿港鎮泰興里復興路141號 04-7773563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路6號、6－2號 04-7813888

彰化縣溪州鄉衛生所 彰化縣溪州鄉尾厝村溪下路570號 04-8895023

吳外婦產科診所 彰化縣溪湖鎮大竹里彰水路二段847號 04-8856580

鍾尚霖婦產科診所 彰化縣溪湖鎮大竹里福德路21，23號 04-8612565

柯助伊婦產科診所 彰化縣溪湖鎮東寮里彰水路4段153號2樓．159號 04-8818118

林忠毅婦產科診所 彰化縣溪湖鎮湖西里二溪路1段233號 04-8829666

王厚坤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1段154號 04-7268695

吉原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平和里中華西路266號 04-7627522

順安醫院 彰化縣彰化市永福里光復路53號 04-7229889

成美醫院 彰化縣彰化市信義里三民路56號及77號1－2樓 04-7273127

惠聖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信義里中正路1段432號1、2、3、6樓 04-7222699

博元婦產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信義里中正路一段392號 04-7260678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彰化縣彰化市南校街135號、中華路176號、旭光路235、320號 04-7238595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縣彰化市南瑤里中山路1段542號 04-7256166

漢銘醫院 彰化縣彰化市南興里中山路一段366號 04-7113456

彰化縣彰化市東區衛生所 彰化縣彰化市香山里彰南路2段346巷31弄26號 04-7381647

周志誠婦產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富貴里中華路261號 04-7229229

喻小珠家庭醫學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復興里實踐路161號 04-7298698

彰化縣彰化市南西北區衛生所 彰化縣彰化市華北里旭光路166號 04-7282141

王光惠婦產科外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新興里彰美路一段256號 04-7353316

謝元杰婦產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彰新路一段79號1、2樓 04-7330679

曹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福安里福鎮街15號 04-7231028

愛貝兒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曉陽路47號1、2樓 04-7276388

彰化縣福興鄉衛生所 彰化縣福興鄉福興村福興路51巷2號 04-7772371

彰化縣線西鄉衛生所 彰化縣線西鄉寓埔村和線路957巷2號 04-7585201

德茂診所 彰化縣線西鄉寓埔村沿海路一段772號 04-7584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