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類別：■社區接種站 1090116版

鄉鎮市區 村里 醫療院所名稱 設站或提供服務地點 預計接種時間 備註
二水鄉 合興村 二水鄉衛生所 合興村活動中心 2020/01/04 08:30-09:30

二水鄉 倡和村 二水鄉衛生所 倡和村活動中心 2020/01/04 09:40-10:40

二水鄉 源泉村 二水鄉衛生所 源泉村活動中心 2020/01/04 10:50-11:50

二水鄉 惠民村 二水鄉衛生所 惠民村活動中心 2020/01/04 12:40-13:40

二水鄉 大園村 二水鄉衛生所 大園村新活動中心 2020/01/04 13:50-14:50

二水鄉 修仁村 二水鄉衛生所 修仁村活動中心 2020/01/04 15:00-16:00

二水鄉 過圳村 二水鄉衛生所 過圳村活動中心 2020/01/05 08:20-09:00

二水鄉 五伯村 二水鄉衛生所 五伯村武天宮廟 2020/01/05 09:10-10:00

二水鄉 文化村 二水鄉衛生所 二水天主堂(C據點) 2020/01/05 10:10-10:50 長照C據點

二水鄉 光化村 二水鄉衛生所 光化村保安萬善堂 2020/01/05 11:00-11:50

二水鄉 十五村 二水鄉衛生所 十五村奉天宮 2020/01/05 12:40-13:40

二水鄉 復興村 二水鄉衛生所 復興村活動中心 2020/01/05 13:50-14:50

二水鄉 上豐村 二水鄉衛生所 上豐村活動中心 2020/01/05 15:00-16:00

二水鄉 合和村 二水鄉衛生所 合和社區發展協會(C據點) 2020/01/08 13:30-14:30 長照C據點

二水鄉 合和村 二水鄉衛生所 合和村受德宮 2020/01/08 14:40-15:10

二水鄉 二水村 二水鄉衛生所 二水日照 2020/01/08 15:20-16:00

二水鄉 裕民村 二水鄉衛生所 裕民村南天宮 2020/01/10 13:30-14:30

二水鄉 二水村 二水鄉衛生所 二水安德宮 2020/01/10 14:40-15:10

二水鄉 聖化村 二水鄉衛生所 二水安德宮 2020/01/10 15:10-15:40

二水鄉 文化村 二水鄉衛生所 文化村活動中心 2020/01/10 15:50-16:50

二林鎮 大永里 二林鎮衛生所 大永永興宮 2020/01/06 11:00-12:00

二林鎮 東勢里 二林鎮衛生所 大永永興宮 2020/01/06 11:00-12:00

二林鎮 復豐里 二林鎮衛生所 大永永興宮 2020/01/06 11:00-12:00

二林鎮 東華里 二林鎮衛生所 大永永興宮 2020/01/06 11:00-12:00

二林鎮 西平里 二林鎮衛生所 老人快樂學堂-C據點 2020/01/08 11:00-12:00 新增

二林鎮 豐田里 二林鎮衛生所 老人快樂學堂-C據點 2020/01/08 11:00-12:00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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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鎮 東和里 二林鎮衛生所 老人快樂學堂-C據點 2020/01/08 11:00-12:00 新增

二林鎮 北平里 二林鎮衛生所 老人快樂學堂-C據點 2020/01/08 11:00-12:00 新增

二林鎮 南光里 二林鎮衛生所 老人快樂學堂-C據點 2020/01/08 11:00-12:00 新增

二林鎮 萬興里 二林鎮衛生所 萬興保安宮 2020/01/08 13:30-15:30 新增

二林鎮 永興里 二林鎮衛生所 萬興保安宮 2020/01/08 13:30-15:30 新增

二林鎮 振興里 二林鎮衛生所 萬興保安宮 2020/01/08 13:30-15:30 新增

二林鎮 趙甲里 二林鎮衛生所 萬興保安宮 2020/01/08 13:30-15:30 新增

二林鎮 西庄里 二林鎮衛生所 萬興保安宮 2020/01/08 13:30-15:30 新增

二林鎮 廣興里 二林鎮衛生所 C據點(彰化縣二林鎮廣興里溝頭巷3弄21號) 2020/01/09 11:00-12:30 新增

二林鎮 中西里 二林鎮衛生所 C據點(彰化縣二林鎮廣興里溝頭巷3弄21號) 2020/01/09 11:00-12:30 新增

二林鎮 香田里 二林鎮衛生所 C據點(彰化縣二林鎮廣興里溝頭巷3弄21號) 2020/01/09 11:00-12:30 新增

二林鎮 外竹里 二林鎮衛生所 C據點(彰化縣二林鎮廣興里溝頭巷3弄21號) 2020/01/09 11:00-12:30 新增

二林鎮 西斗里 二林鎮衛生所 C據點(彰化縣二林鎮西斗里再發路45-2號) 2020/01/10 11:00-12:30 新增

二林鎮 原斗里 二林鎮衛生所 C據點(彰化縣二林鎮西斗里再發路45-2號) 2020/01/10 11:00-12:30 新增

二林鎮 後厝里 二林鎮衛生所 C據點(彰化縣二林鎮西斗里再發路45-2號) 2020/01/10 11:00-12:30 新增

二林鎮 東興里 二林鎮衛生所 C據點(彰化縣二林鎮西斗里再發路45-2號) 2020/01/10 11:00-12:30 新增

二林鎮 興華里 二林鎮衛生所 C據點(彰化縣二林鎮西斗里再發路45-2號) 2020/01/10 11:00-12:30 新增

二林鎮 梅芳里 二林鎮衛生所

 C據點-梅芳社區發展協會(彰化縣二林鎮梅芳

里太平路4段臨69號) 2020/01/13 11:00-12:30 新增

二林鎮 華崙里 二林鎮衛生所

 C據點-梅芳社區發展協會(彰化縣二林鎮梅芳

里太平路4段臨69號) 2020/01/13 11:00-12:30 新增

二林鎮 東勢里 二林鎮衛生所

 C據點-梅芳社區發展協會(彰化縣二林鎮梅芳

里太平路4段臨69號) 2020/01/13 11:00-12:30 新增

二林鎮 萬合里 洪宗鄰醫院 新興宮 2020/01/16 14:00-16:00

二林鎮 東勢里 洪宗鄰醫院 新興宮 2020/01/16 14:00-16:00

大村鄉 新興村 大村鄉衛生所 新興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08 08:00-10:00

大村鄉 大崙村 大村鄉衛生所 大崙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08 14:00-16:00

大村鄉 福興村 大村鄉衛生所 受興宮 2020/01/09 10: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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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村鄉 南勢村 宜禾診所 南勢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09 10:30-12:30

大村鄉 加錫村 大村鄉衛生所 加錫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09 14:00-16:00

大村鄉 茄苳村 大村鄉衛生所 杏林宮 2020/01/10 10:00-12:00

大村鄉 田洋村 大村鄉衛生所 城隍廟 2020/01/10 14:00-16:00

大村鄉 過溝村 宜禾診所 鎮安宮 2020/01/11 07:00-09:00

大村鄉 村上村 宜禾診所 村上國小(後門教室) 2020/01/11 09:30-11:30

大村鄉 擺塘村 宜禾診所 擺塘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11 14:30-16:30

大村鄉 平和村 宜禾診所 聖瑤宮 2020/01/12 07:00-09:00

大村鄉 大橋村 宜禾診所 大橋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12 09:30-11:30

大村鄉 美港村 宜禾診所 賜福宮 2020/01/12 14:30-16:30

大村鄉 黃厝村 大村鄉衛生所 五行宮 2020/01/15 10:00-12:00

大村鄉 貢旗村 宜禾診所 貢旗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15 14:30-16:30

大城鄉 潭墘村 洪宗鄰醫院 福安宮 2020/01/04 08:00-11:00

大城鄉 三豐村 大城鄉衛生所 永慶宮 2020/01/06 14:00-15:00

大城鄉 三豐村 大城鄉衛生所 和安宮 2020/01/06 15:00-16:00

大城鄉 東港村 大城鄉衛生所 東西港社區關懷據點(西港國小旁) 2020/01/07 10:00-11:30 長照C據點

大城鄉 西港村 大城鄉衛生所 東西港社區關懷據點(西港國小旁) 2020/01/07 10:00-11:30 長照C據點

大城鄉 東港村 洪宗鄰醫院 永鎮宮 2020/01/08 08:00-11:00 新增

大城鄉 西港村 洪宗鄰醫院 永鎮宮 2020/01/08 08:00-11:00

大城鄉 山腳村 大城鄉衛生所 萬安宮 2020/01/08 10:00-12:00

大城鄉 潭墘村 大城鄉衛生所 福安宮(關懷據點) 2020/01/09 10:00-11:00 長照C據點

大城鄉 潭墘村 大城鄉衛生所 呂山寺 2020/01/09 11:00-12:00

大城鄉 公館村 大城鄉衛生所 天寶宮 2020/01/09 14:00-15:00

大城鄉 公館村 大城鄉衛生所 永安宮 2020/01/09 15:00-16:00

大城鄉 台西村 大城鄉衛生所 台西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10 14:00-16:00

大城鄉 菜寮村 大城鄉衛生所 三太宮 2020/01/13 14:00-16:00

大城鄉 東城村 大城鄉衛生所 上安宮(關懷據點) 2020/01/15 10:00-11:30 長照C據點

大城鄉 頂庄村 大城鄉衛生所 頂庄國小(關懷據點) 2020/01/16 10:00-11:30 長照C據點

大城鄉 豐美村 大城鄉衛生所 豐美村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16 14:00-16:00

大城鄉 永和村 大城鄉衛生所 村辦公室/天聖宮 2020/01/17 14:00-16:00

大城鄉 上山村 大城鄉衛生所 玄天宮/富安宮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20 14: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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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鄉 西城村 大城鄉衛生所 西城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31 14:00-16:00

大城鄉 東城村 大城鄉衛生所 碁富食品公司 2020/02/03 14:00-16:00

北斗鎮 七星里 沈婦產科 保安館(彰化縣北斗鎮新市街37號) 2020/01/04 13:30-15:00

北斗鎮 居仁里 沈婦產科 保安館(彰化縣北斗鎮新市街37號) 2020/01/04 13:30-15:00

北斗鎮 五權里 沈婦產科 保安館(彰化縣北斗鎮新市街37號) 2020/01/04 13:30-15:00

北斗鎮 大道里 李醫師診所 大道里天師公廟(彰化縣北斗鎮東斗路6號) 2020/01/04 14:00-16:00

北斗鎮 光復里 李醫師診所 大道里天師公廟(彰化縣北斗鎮東斗路6號) 2020/01/04 14:00-16:00

北斗鎮 西德里 沈婦產科
北斗大榕樹(彰化縣北斗鎮斗苑路一段366號斜

對面)
2020/01/06 13:00-15:00

北斗鎮 東光里 北斗鎮衛生所 東光里辦公處(彰化縣北斗鎮東光里光中路2號 2020/01/06 13:30-14:30

北斗鎮 西安里 卓醫院 西安里寶天宮(彰化縣北斗鎮斗苑路二段50巷) 2020/01/07 09:30-10:30

北斗鎮 中和里 北斗鎮衛生所 白鶴宮(彰化縣北斗鎮中和路) 2020/01/07 13:30-14:30

北斗鎮 新生里 李醫師診所 里長辦公處(彰化縣北斗鎮興農路二段361號) 2020/01/07 14:00-16:00

北斗鎮 大新里 北斗鎮衛生所 福門宮(彰化縣北斗鎮大新路180號) 2020/01/08 13:30-14:30

北斗鎮 新政里 卓醫院 武英殿(彰化縣北斗鎮三民街武英巷21號) 2020/01/09 09:30-10:30

北斗鎮 重慶里 卓醫院 武英殿(彰化縣北斗鎮三民街武英巷21號) 2020/01/09 09:30-10:30

北斗鎮 中寮里 卓醫院 順天宮(彰化縣北斗鎮中寮路37號) 2020/01/10 09:30-10:30

北斗鎮 文昌里 卓醫院 文昌里活動中心(彰化縣北斗鎮復興路300號) 2020/01/16 09:30-10:30 新增

永靖鄉 崙美村 永靖鄉衛生所 慈聖宮 2020/01/06 13:30-14:20

永靖鄉 永南村 永靖鄉衛生所 醒化宮 2020/01/06 14:30-15:10

永靖鄉 永北村 永靖鄉衛生所 受天宮 2020/01/06 15:15-15:50

永靖鄉 崙子村 永靖鄉衛生所 關懷據點(聖約翰教堂) 2020/01/08 11:00-11:40 長照C據點

永靖鄉 東寧村 永靖鄉衛生所 東寧農村 2020/01/13 13:30-15:30

永靖鄉 四芳村 何醫院 活動中心 2020/01/15 09:00-11:00

永靖鄉 五福村 永靖鄉衛生所 五福宮 2020/01/15 11:00-11:50

永靖鄉 永興村 永靖鄉衛生所 聖興宮 2020/01/16 13:00-13:40

永靖鄉 浮圳村 永靖鄉衛生所 乾巽宮 2020/01/16 13:50-14:30

永靖鄉 東寧村 永靖鄉衛生所 永興宮 2020/01/16 14:40-15:20

永靖鄉 獨鰲村 永靖鄉衛生所 活動中心 2020/01/16 18:00-18:50

永靖鄉 敦厚村 永靖鄉衛生所 活動中心 2020/01/16 18:50-19:30

永靖鄉 瑚璉村 永靖鄉衛生所 輔天宮 2020/01/17 11:00-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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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靖鄉 五汴村 永靖鄉衛生所 關懷據點(活動中心) 2020/01/17 13:30-14:10 長照C據點

永靖鄉 光雲村 永靖鄉衛生所 關懷據點(活動中心) 2020/01/17 14:15-15:00 長照C據點

永靖鄉 福興村 何醫院 關懷據點(活動中心) 2020/01/17 14:30-16:30 長照C據點

永靖鄉 同安村 永靖鄉衛生所 活動中心 2020/01/17 17:30-18:00

永靖鄉 同仁村 永靖鄉衛生所 同霖宮 2020/01/17 18:05-18:40

永靖鄉 湳墘村 永靖鄉衛生所 鎮南宮 2020/01/17 18:50-19:20

永靖鄉 瑚璉村 永靖鄉衛生所 瑚璉村關懷據點 2020/01/20 11:00-11:40 長照C據點

永靖鄉 新莊村 永靖鄉衛生所 關懷據點(活動中心) 2020/01/20 13:30-14:20 長照C據點

永靖鄉 湳港村 永靖鄉衛生所 關懷據點 2020/01/20 14:25-14:50 長照C據點

永靖鄉 永西村 永靖鄉衛生所 村辦公室 2020/01/20 17:00-17:50

永靖鄉 永東村 永靖鄉衛生所 村辦公室 2020/01/20 18:00-18:50

永靖鄉 竹子村 何醫院 活動中心 2020/01/21 09:00-10:30

永靖鄉 港西村 何醫院 文康老人活動中心 2020/01/21 11:00-12:00

田中鎮 西路里 田中鎮衛生所 田中鎮衛生所 2020/01/01 07:30-10:30

田中鎮 三光里 部立彰化醫院 三光里慶福宮(土地公廟) 2020/01/04 08:30-09:40

田中鎮 三民里 部立彰化醫院 三民里參天宮 2020/01/04 10:10-11:30

田中鎮 梅州里 部立彰化醫院 三民里參天宮 2020/01/04 10:10-11:30

田中鎮 大社里 部立彰化醫院 大社里長服務處 2020/01/04 14:00-15:00

田中鎮  中潭里 部立彰化醫院  中潭里天峰寺 2020/01/04 15:20-16:00

田中鎮 大崙里 田中鎮衛生所 大崙里活動中心 2020/01/06 14:00-15:30

田中鎮 東源里 部立彰化醫院 東源里德安岩 2020/01/07 09:00-10:00

田中鎮 碧峰里 部立彰化醫院 東源里德安岩 2020/01/07 09:00-10:00

田中鎮 復興里 部立彰化醫院 復興早餐店 2020/01/07 10:30-11:30

田中鎮 復興里 部立彰化醫院 東興保安宮 2020/01/07 14:00-14:50

田中鎮 平和里 部立彰化醫院 平和里順天宮 2020/01/07 15:10-16:00

田中鎮 頂潭里 田中鎮衛生所 頂潭里晉天宮(C據點) 2020/01/09 14:00-15:30 長照C據點

田中鎮 北路里 田中鎮衛生所 頂潭里晉天宮(C據點) 2020/01/09 14:00-15:30 長照C據點

田中鎮 香山里 田中鎮衛生所 香山里活動中心 2020/01/10 14:00-15:30

田中鎮 龍潭里 田中鎮衛生所 龍潭里龍門宮 2020/01/13 14:00-15:30

田中鎮 新庄里 田中鎮衛生所 新庄里謝家廟 2020/01/16 14:00-15:30

田中鎮 中路里 田中鎮衛生所 新庄里謝家廟 2020/01/16 14:0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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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鎮 三安里 田中鎮衛生所 三安里贊天宮 2020/01/17 14:00-15:30

田中鎮 新民里 部立彰化醫院 新民里里長服務處 2020/01/21 09:00-10:00

田中鎮 沙崙里 部立彰化醫院 沙崙里社區發展協會(C據點) 2020/01/21 10:20-11:20 長照C據點

田尾鄉 北鎮村 瑚璉診所 北鎮村活動中心c據點 2020/01/10 08:00-10:00 長照C據點

田尾鄉 仁里村 田尾鄉衛生所 仁里村活動中心 2020/01/16 14:00-17:00

田尾鄉 新厝村 田尾鄉衛生所 仁里村活動中心 2020/01/16 14:00-17:00

田尾鄉 福田村 田尾鄉衛生所 福田村活動中心 2020/01/17 14:00-15:00

田尾鄉 新興村 田尾鄉衛生所 新興村活動中心 2020/01/17 15:30-16:30

田尾鄉 新生村 田尾鄉衛生所 新生村活動中心 2020/01/18 09:00-10:00

田尾鄉 睦宜村 田尾鄉衛生所 睦宜村活動中心 2020/01/18 10:30-11:00

田尾鄉 正義村 田尾鄉衛生所 正義村活動中心 2020/01/20 15:00-16:00

田尾鄉 田尾村 田尾鄉衛生所 田尾村活動中心 2020/01/20 16:30-17:30

田尾鄉 豐田村 田尾鄉衛生所 豐田村土地公廟 2020/01/31 13:30-14:30

田尾鄉 溪頂村 田尾鄉衛生所 溪頂村頂玄宮 2020/01/31 15:00-16:00

田尾鄉 柳鳳村 田尾鄉衛生所 柳鳳村活動中心 2020/01/31 16:30-17:30

田尾鄉 打簾村 田尾鄉衛生所 柳鳳村活動中心 2020/01/31 16:30-17:30

田尾鄉 海豐村 田尾鄉衛生所 海陸豐沛霖宮 2020/02/03 14:00-18:00

田尾鄉 陸豐村 田尾鄉衛生所 海陸豐沛霖宮 2020/02/03 14:00-18:00

田尾鄉 南曾村 田尾鄉衛生所 南曾村活動中心 2020/02/05 14:00-15:00

田尾鄉 饒平村 田尾鄉衛生所 南曾村活動中心 2020/02/05 14:00-15:00

田尾鄉 北曾村 田尾鄉衛生所 北曾村活動中心 2020/02/05 15:30-16:30

田尾鄉 溪畔村 田尾鄉衛生所 北曾村活動中心 2020/02/05 15:30-16:30

田尾鄉 南鎮村 田尾鄉衛生所 南北鎮鎮安宮 2020/02/10 14:00-18:00

田尾鄉 北鎮村 田尾鄉衛生所 南北鎮鎮安宮 2020/02/10 14:00-18:00

竹塘鄉 長安村 洪宗鄰醫院 長安活動中心 2020/01/07 08:00-11:00

竹塘鄉 田頭村 竹塘鄉衛生所 田頭村北天宮 2020/01/16 13:30-15:20

竹塘鄉 新廣村 竹塘鄉衛生所 新廣村廣福宮 2020/01/16 15:30-17:00

竹塘鄉 竹塘村 竹塘鄉衛生所 竹塘詹家花園關懷據點 2020/01/17 11:30-12:00 長照C據點

竹塘鄉 竹林村 竹塘鄉衛生所 竹林村保安宮 2020/01/17 14:00-14:30

竹塘鄉 小西村 竹塘鄉衛生所 小西村活動中心 2020/01/17 15:00-15:40

竹塘鄉 民靖村 竹塘鄉衛生所 民靖村開天宮 2020/01/17 16:00-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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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塘鄉 土庫村 二林基督教醫院 土庫活動中心關懷據點 2020/01/20 09:00-11:30 長照C據點

竹塘鄉 永安村 竹塘鄉衛生所 永安村活動中心 2020/01/20 14:00-15:30

竹塘鄉 內新村 竹塘鄉衛生所 內新村廣靈宮 2020/01/20 15:40-16:30

竹塘鄉 溪墘村 竹塘鄉衛生所 溪墘村慈天宮 2020/01/21 14:00-14:50

竹塘鄉 樹腳村 竹塘鄉衛生所 大灣活動中心 2020/01/21 15:30-16:00

竹塘鄉 樹腳村 竹塘鄉衛生所 樹腳村天聖宮 2020/01/21 16:10-16:40

竹塘鄉 五庄村 竹塘鄉衛生所 五庄村后天宮 2020/01/22 14:00-15:00

伸港鄉 定興村 伸港鄉衛生所 定興村活動中心 2020/01/06 13:30-15:00

伸港鄉 新港村 伸港鄉衛生所 C據點 (自強路77號) 2020/01/06 15:15-15:30 長照C據點

伸港鄉 新港村 伸港鄉衛生所 新港社區中心(百姓公)自強路(臨)30號(C據點) 2020/01/06 15:30-16:30 長照C據點

伸港鄉 溪底村 伸港鄉衛生所 溪底村活動中心(C據點) 2020/01/08 13:30-15:00 長照C據點

伸港鄉 全興村 伸港鄉衛生所 全興村活動中心 2020/01/08 15:30-16:30

伸港鄉 汴頭村 彰濱秀傳醫院 汴頭村活動中心 2020/01/09 09:00-10:00

伸港鄉 七嘉村 彰濱秀傳醫院 七嘉村文德宮 2020/01/09 10:30-11:30

伸港鄉 蚵寮村 伸港鄉衛生所 蚵寮村活動中心 2020/01/13 13:30-15:00

伸港鄉 什股村 伸港鄉衛生所 什股村玉興宮 2020/01/13 15:30-16:30

伸港鄉 雅溝里 合興聯合診所 雅溝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15 09:00-10:00

伸港鄉 大霞里 合興聯合診所 雅溝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15 09:00-10:00

伸港鄉 海尾村 伸港鄉衛生所 海尾村活動中心 2020/01/17 13:30-15:00

伸港鄉 埤墘村 伸港鄉衛生所 埤墘村活動中心 2020/01/17 15:30-16:30

伸港鄉 鐵山里 和美鎮衛生所 鐵山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18 18:00-18:30

伸港鄉 泉州村 伸港鄉衛生所 泉州村泉安宮 2020/01/20 13:30-15:00

伸港鄉 大同村 伸港鄉衛生所 大同村活動中心 2020/01/20 15:30-16:30

伸港鄉 曾家村 伸港鄉衛生所 曾家村活動中心 2020/01/22 13:30-15:00

伸港鄉 泉厝村 伸港鄉衛生所 泉厝村活動中心 2020/01/22 15:30-16:30

秀水鄉 埔崙村 秀水鄉衛生所 埔崙村活動中心 2020/01/04 08:00-08:50

秀水鄉 陝西村 秀水鄉衛生所 陝西村活動中心 2020/01/04 09:30-10:50

秀水鄉 金興村 秀水鄉衛生所 金興村活動中心 2020/01/04 11:30-12:40

秀水鄉 秀水村 秀水鄉衛生所 秀水村港墘活動中心 2020/01/04 13:00-13:30

秀水鄉 秀水村 秀水鄉衛生所 秀水華龍宮 2020/01/04 13:40-14:10

秀水鄉 安溪村 秀水鄉衛生所 安溪村玄德廟 2020/01/04 14:3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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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水鄉 安東村 秀水鄉衛生所 安東村長安宮 2020/01/05 08:00-09:00

秀水鄉 福安村 秀水鄉衛生所 福安村清龍岩 2020/01/05 09:30-10:30

秀水鄉 下崙村 秀水鄉衛生所 下崙村天慈宮 2020/01/05 11:00-12:20

秀水鄉 下崙村 秀水鄉衛生所 下崙村三聖宮 2020/01/05 13:00-13:50

秀水鄉 曾厝村 秀水鄉衛生所 曾厝村活動中心 2020/01/05 14:10-15:00

秀水鄉 莊雅村 秀水鄉衛生所 莊雅村活動中心 2020/01/05 15:30-16:00

秀水鄉 馬興村 秀水鄉衛生所 馬興村活動中心 2020/01/06 11:20-12:00

秀水鄉 義興村 秀水鄉衛生所 義興村聖靈宮 2020/01/06 17:00-18:00

秀水鄉 馬興村 秀水鄉衛生所 雅興活動中心 2020/01/08 12:00-12:30

秀水鄉 鶴鳴村 秀水鄉衛生所 頭前活動中心 2020/01/08 13:00-14:00

秀水鄉 鶴鳴村 秀水鄉衛生所 鶴鳴活動中心 2020/01/08 14:30-15:30

秀水鄉 陝西村 秀水鄉衛生所 九鼎公司(機關/企業/工商團體設站) 2020/01/08 16:30-17:30

秀水鄉 金陵村 秀水鄉衛生所 金陵村民集會所 2020/01/09 11:20-13:00

和美鎮 和北里 曾榮昌診所 和美長老教會(和美鎮和北里彰美路六段22號) 2020/01/09 11:00-11:30 長照C據點

和美鎮 和西里 和美鎮衛生所 和美鎮衛生所 2020/01/13 08:30-09:30

和美鎮 和北里 和美鎮衛生所 和美鎮衛生所 2020/01/13 09:30-10:30

和美鎮 和東里 和美鎮衛生所 和美鎮衛生所 2020/01/13 09:30-10:30

和美鎮 和東里 和美鎮衛生所 慈光護理之家(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5段301號1

樓)
2020/01/13 10:00-10:30 長照C據點

和美鎮 好修里 和美鎮衛生所 和美鎮衛生所 2020/01/13 10:30-11:00

和美鎮 四張里 和美鎮衛生所 和美鎮鎮公所 2020/01/13 13:30-14:00

和美鎮 山犁里 和美鎮衛生所 和美鎮鎮公所 2020/01/13 14:00-14:30

和美鎮 和南里 和美鎮衛生所 和美鎮鎮公所 2020/01/13 14:30-15:00

和美鎮 仁愛里 和美鎮衛生所 和美鎮鎮公所 2020/01/13 15:00-15:30

和美鎮 面前里 和美鎮衛生所 和美鎮鎮公所 2020/01/13 15:30-16:00

和美鎮 竹營里 和興聯合診所 和美鎮德美路306號 2020/01/15 08:30-11:30

和美鎮 月眉里 和興聯合診所 月眉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15 13:30-14:30

和美鎮 中圍里 庚新診所 新庄國小視聽教室 2020/01/15 13:30-15:00

和美鎮 中寮里 庚新診所 新庄國小視聽教室 2020/01/15 14:00-15:30

和美鎮 糖友里 庚新診所 新庄國小視聽教室 2020/01/15 14:00-16:00

和美鎮 犁盛里 庚新診所 新庄國小視聽教室 2020/01/15 14:3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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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鎮 塗厝里 和興聯合診所 塗厝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15 14:40-15:20

和美鎮 嘉寶里 和興聯合診所 嘉寶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15 15:40-16:30

和美鎮 詔安里 庚新診所 福安廟 2020/01/16 13:30-14:10

和美鎮 鐵山里 和興聯合診所 鐵山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16 13:30-14:30

和美鎮 新庄里 庚新診所 新庄里代天宮服務處 2020/01/16 14:30-15:30

和美鎮 嘉犁里 和興聯合診所 嘉犁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16 14:50-16:00

和美鎮 柑井里 庚新診所 長青聯誼活動中心 2020/01/17 13:30-14:20

和美鎮 雅溝里 和興聯合診所 雅溝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17 13:30-14:20

和美鎮 還社里 庚新診所 北極宮 2020/01/17 14:30-15:10

和美鎮 大霞里 和興聯合診所 大霞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17 14:30-15:10

和美鎮 竹園里 庚新診所 竹園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17 15:20-16:00

彰化市東區 牛埔里 陽光診所 東興宮(牛埔c據點) 2020/01/15 08:30-11:30 長照C據點

彰化市東區 田中里 陽光診所 東興宮(牛埔c據點) 2020/01/15 08:30-11:30 長照C據點

彰化市東區 阿夷里 秀傳紀念醫院 阿夷里活動中心 2020/01/15 08:30-11:30

彰化市東區 大竹里 秀傳紀念醫院 啟順宮 2020/01/15 08:30-11:30

彰化市東區 復興里 秀傳紀念醫院 朝天堂(竹和路77號) 2020/01/16 08:30-11:30

彰化市東區 和調里 秀傳紀念醫院 朝天堂(竹和路77號) 2020/01/16 08:30-11:30

彰化市東區 台鳯里 秀傳紀念醫院 台鳯里廣鳯宮文教中心 2020/01/16 08:30-11:30

彰化市東區 福山里 秀傳紀念醫院 福山里玉皇宮 2020/01/16 08:30-11:30

彰化市東區 安溪里 賴政光診所 福山里玉皇宮 2020/01/16 08:30-11:30

彰化市東區 快官里 陽光診所 快官藝文館 2020/01/17 08:30-11:30

彰化市東區 竹巷里 陽光診所 快官藝文館 2020/01/17 08:30-11:30

彰化市東區 茄南里 秀傳紀念醫院 茄南里活動中心-金馬路二段 260號 2020/01/17 08:30-11:30

彰化市東區 茄苳里 秀傳紀念醫院 茄南里活動中心-金馬路二段 260號 2020/01/17 08:30-11:30

彰化市東區 國聖里 賴政光診所 國聖里活動中心(國聖路175巷永安宮前廣場) 2020/01/17 08:30-11:30

彰化市東區 古夷里 賴政光診所 泰和社區發展協會-彰化巿泰和路三段364號 2020/01/20 08:30-11:30

彰化市東區 石牌里 陽光診所 石牌里公厝(利奇公司過去一點) 2020/01/20 08:30-11:30

彰化市東區 寶廍里 秀傳紀念醫院 寶部里活動中心-彰化縣彰化市寶廍里寶廍路141號2020/01/20 08:30-11:30

彰化市東區 中庒里 賴政光診所 福壽廟-中山路三段410巷27號對面 2020/01/21 08:30-11:30

彰化市東區 福田里 陽光診所 福田社區關懷據點 2020/01/21 08:30-11:30 長照C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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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市東區 三村里 陽光診所 三村里活動中心(南正宮旁) 2020/01/22 08:30-11:30

彰化市東區 竹中里 賴政光診所 梅鑒霧禮堂(竹中C據點) 2020/01/22 08:30-11:30 長照C據點

社頭鄉 社頭村 社頭鄉衛生所 社頭鄉衛生所(長照C據點) 2020/01/01 08:00-11:00 長照C據點

社頭鄉 橋頭村 社頭鄉衛生所 橋頭鎮安宮 2020/01/04 08:30-10:00

社頭鄉 湳底村 社頭鄉衛生所 橋頭鎮安宮 2020/01/04 08:30-10:00

社頭鄉 新厝村 社頭鄉衛生所 新厝文聖宮 2020/01/04 10:30-11:30

社頭鄉 張厝村 社頭鄉衛生所 張厝社區活動中心(原張厝幼兒園舊址) 2020/01/04 13:30-14:30

社頭鄉 里仁村 社頭鄉衛生所 里仁進興宮 2020/01/04 14:30-15:10

社頭鄉 舊社村 員林何醫院 社頭鄉老人文康中心(長照C據點) 2020/01/09 09:00-11:00 長照C據點

社頭鄉 廣興村 社頭鄉衛生所 廣興村泰安岩 2020/01/10 14:00-15:30

社頭鄉 舊社村 社頭鄉衛生所 舊社天門宮 2020/01/10 17:00-19:00

社頭鄉 松竹村 社頭鄉衛生所 舊社天門宮 2020/01/10 17:00-19:00

社頭鄉 廣福村 社頭鄉衛生所 舊社天門宮 2020/01/10 17:00-19:00

社頭鄉 東興村 社頭鄉衛生所 舊社天門宮 2020/01/10 17:00-19:00

社頭鄉 崙雅村 社頭鄉衛生所 美雅社區活動中心(員集路1段710號) 2020/01/13 17:30-19:00

社頭鄉 美雅村 社頭鄉衛生所 美雅社區活動中心(員集路1段710號) 2020/01/13 17:30-19:00

社頭鄉 仁雅村 社頭鄉衛生所 美雅社區活動中心(員集路1段710號) 2020/01/13 17:30-19:00

社頭鄉 仁和村 社頭鄉衛生所 福天宮 2020/01/14 14:00-15:30

社頭鄉 泰安村 社頭鄉衛生所 福天宮 2020/01/14 14:00-15:30

社頭鄉 平和村 社頭鄉衛生所 福天宮 2020/01/14 14:00-15:30

社頭鄉 朝興村 社頭鄉衛生所 朝興龍天宮 2020/01/14 16:00-17:00

社頭鄉 清水村 社頭鄉衛生所 舊清水社區活動中心(清水村清興路82號) 2020/01/17 14:00-15:00

社頭鄉 山湖村 社頭鄉衛生所 舊清水社區活動中心(清水村清興路82號) 2020/01/17 14:00-15:00

社頭鄉 埤斗村 社頭鄉衛生所 舊清水社區活動中心(清水村清興路82號) 2020/01/17 14:00-15:00

社頭鄉 協和村 社頭鄉衛生所 湳雅國小 2020/01/19 09:00-11:00

社頭鄉 湳雅村 社頭鄉衛生所 湳雅國小 2020/01/19 09:00-11:00

社頭鄉 龍井村 社頭鄉衛生所 湳雅國小 2020/01/19 09:00-11:00

芬園鄉 茄荖村 秀傳紀念醫院 下茄荖福德祠 2020/01/05 09:00-11:00

芬園鄉 楓坑村 芬園鄉衛生所 楓坑村活動中心 2020/01/07 14:00-15:00

芬園鄉 嘉興村 秀傳紀念醫院 嘉東集會所 2020/01/09 09:00-10:10

芬園鄉 溪頭村 秀傳紀念醫院 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09 10:3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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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園鄉 圳墘村 秀傳紀念醫院 石頭公廟 2020/01/09 14:10-15:10

芬園鄉 圳墘村 秀傳紀念醫院 寶山社區 2020/01/09 15:20-16:30

芬園鄉 竹林村 秀傳紀念醫院 36王公廟 2020/01/10 09:00-10:10

芬園鄉 進芬村 秀傳紀念醫院 社區活動中心-  C據點 2020/01/10 10:20-11:30 長照C據點

芬園鄉 縣庄村 秀傳紀念醫院 社區活動中心---C據點 2020/01/10 14:10-15:10 長照C據點

芬園鄉 同安村 秀傳紀念醫院 老人會 2020/01/10 15:30-16:30

芬園鄉 大埔村 秀傳紀念醫院 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13 09:00-10:20

芬園鄉 舊社村 秀傳紀念醫院 社區活動中心  - C據點 2020/01/13 10:30-11:30 長照C據點

芬園鄉 社口村 芬園鄉衛生所 芬園鄉環保公園旁 2020/01/14 14:00-15:00

芬園鄉 芬園村 芬園鄉衛生所 芬園鄉環保公園旁 2020/01/14 15:00-16:00

芬園鄉 大竹村 芬園鄉衛生所 大竹村村長家 2020/01/16 14:00-14:50

芬園鄉 中崙村 芬園鄉衛生所 中崙村社區理事會 2020/01/16 15:00-15:30

芬園鄉 中崙村 芬園鄉衛生所 中崙村老人活動中心(縣安路長壽俱樂部) 2020/01/16 15:40-16:15

花壇鄉 劉厝村 花壇衛生所 劉厝村辦公室 2020/01/08 13:50-14:40

花壇鄉 崙雅村 花壇衛生所 崙雅社區 2020/01/08 15:00-15:50

花壇鄉 北口村 花壇衛生所 北口村保安宮 2020/01/08 16:10-17:00

花壇鄉 中口村 花壇衛生所 北口村保安宮 2020/01/08 16:10-17:00

花壇鄉 南口村 花壇衛生所 北口村保安宮 2020/01/08 16:10-17:00

花壇鄉 長春村 花壇衛生所 長春村活動中心 2020/01/09 13:50-14:40

花壇鄉 永春村 花壇衛生所 長春村活動中心 2020/01/09 13:50-14:40

花壇鄉 三春村 花壇衛生所 長春村活動中心 2020/01/09 13:50-14:40

花壇鄉 中庄村 花壇衛生所 中庄村福安宮 2020/01/09 15:00-15:50

花壇鄉 金墩村 花壇衛生所 中庄村福安宮 2020/01/09 15:00-15:50

花壇鄉 花壇村 花壇衛生所 花壇村活動中心 2020/01/09 16:10-17:00

花壇鄉 長沙村 花壇衛生所 花壇村活動中心 2020/01/09 16:10-17:00

花壇鄉 橋頭村 花壇衛生所 花壇村活動中心 2020/01/09 16:10-17:00

芳苑鄉 芳苑村 彰化縣芳苑衛生所 芳苑衛生所 2020/01/01 07:00~11:00 假日成健設站

芳苑鄉 芳中村 彰化縣芳苑衛生所 芳苑衛生所 2020/01/01 07:00~11:00 假日成健設站

第 11 頁，共 25 頁



芳苑鄉 仁愛村 彰化縣芳苑衛生所 芳苑衛生所 2020/01/01 07:00~11:00 假日成健設站

芳苑鄉 信義村 彰化縣芳苑衛生所 芳苑衛生所 2020/01/01 07:00~11:00 假日成健設站

芳苑鄉 路上村 洪宗鄰醫院 路上代天府 2020/01/06 14:00~17:00

芳苑鄉 五俊村 彰化縣芳苑衛生所 巡按府 2020/01/08 11:00~11:30

芳苑鄉 新生村 洪宗鄰醫院 新生村北天宮 2020/01/08 14:00~17:00

芳苑鄉 和平村 彰化縣芳苑衛生所 壽山宮 2020/01/09 13:30~15:00

芳苑鄉 民生村 彰化縣芳苑衛生所 壽山宮 2020/01/09 13:30~15:00

芳苑鄉 新寶村 洪宗鄰醫院 新寶村保順宮 2020/01/09 14:00~17:00

芳苑鄉 興仁村 彰化縣芳苑衛生所 朝範宮(地藏王廟) 2020/01/09 15:30~16:30

芳苑鄉 王功村 彰化縣芳苑衛生所 朝範宮(地藏王廟) 2020/01/09 15:30~16:30

芳苑鄉 新街村 彰化縣芳苑衛生所 玄武宮 2020/01/15 11:00~12:00

芳苑鄉 芳苑村 彰化縣芳苑衛生所 芳苑衛生所 2020/01/18 08:00~12:00 假日婦癌設站

芳苑鄉 芳中村 彰化縣芳苑衛生所 芳苑衛生所 2020/01/18 08:00~12:00 假日婦癌設站

芳苑鄉 仁愛村 彰化縣芳苑衛生所 芳苑衛生所 2020/01/18 08:00~12:00 假日婦癌設站

芳苑鄉 信義村 彰化縣芳苑衛生所 芳苑衛生所 2020/01/18 08:00~12:00 假日婦癌設站

芳苑鄉 崙腳村 洪宗鄰醫院 崙腳村活動中心 2020/01/20 14:00~17:00

芳苑鄉 頂部村 彰化縣芳苑衛生所 頂部村活動中心 2020/01/21 11:00~12:00

芳苑鄉 後寮村 彰化縣芳苑衛生所 後寮村活動中心 2020/02/03 11:00~12:00 取消

芳苑鄉 建平村 彰化縣芳苑衛生所 龍鳳宮 2020/02/04 11:00~12:00 取消

芳苑鄉 博愛村 彰化縣芳苑衛生所 博愛村活動中心 2020/02/05 11:00~12:00 取消

芳苑鄉 漢寶村 彰化縣芳苑衛生所 鎮安宮 2020/02/06 13:30~14:30 取消

芳苑鄉 漢寶村 彰化縣芳苑衛生所 天寶宮 2020/02/06 15:00~16:30 取消

芳苑鄉 草湖村 彰化縣芳苑衛生所 草湖村關懷據點 2020/02/07 11:00~12:00 取消

芳苑鄉 草湖村 彰化縣芳苑衛生所 草湖村保安宮 2020/02/07 12:30~13:30 取消

芳苑鄉 建平村 彰化縣芳苑衛生所 草湖村保安宮 2020/02/07 12:30~13:30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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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苑鄉 文津村 彰化縣芳苑衛生所 福安宮 2020/02/10 15:30~16:30 取消

芳苑鄉 福榮村 彰化縣芳苑衛生所 福榮村關懷據點(路上教會) 2020/02/11 10:00~11:00 取消

芳苑鄉  三成村  彰化縣芳苑衛生所 路上代天府 2020/02/11 11:30~12:30 取消

芳苑鄉  路上村  彰化縣芳苑衛生所 路上代天府 2020/02/11 11:30~12:30 取消

芳苑鄉  路平村 彰化縣芳苑衛生所 路上代天府 2020/02/11 11:30~12:30 取消

芳苑鄉 建平村 彰化縣芳苑衛生所 北山宮 2020/02/12 11:00~12:00 取消

芳苑鄉 王功村 彰化縣芳苑衛生所 王功村關懷據點 2020/02/14 11:00~12:00 取消

芳苑鄉 永興村 彰化縣芳苑衛生所 永興村關懷據點 2020/02/17 11:00~12:00 取消

芳苑鄉 三合村 彰化縣芳苑衛生所 迴龍宮 2020/02/18 11:00~12:00 取消

彰化市南西北區 南瑤里 秀傳紀念醫院 南瑤里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02 09:00-11:00

彰化市南西北區 西安里 信生醫院 西安里社區服務中心  2020/01/02 14:00-16:00

彰化市南西北區 永生里 信生醫院 西安里社區服務中心  2020/01/02 14:00-16:00

彰化市南西北區 富貴里 信生醫院 西安里社區服務中心  2020/01/02 14:00-16:00

彰化市南西北區 福安里 信生醫院 西安里社區服務中心  2020/01/02 14:00-16:00

彰化市南西北區 民權里 信生醫院 西安里社區服務中心  2020/01/02 14:00-16:00

彰化市南西北區 大同里 信生醫院 西安里社區服務中心  2020/01/02 14:00-16:00

彰化市南西北區 南安里 秀傳紀念醫院 南安里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02 14:30-16:30

彰化市南西北區 莿桐里 秀傳紀念醫院 南安里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02 14:30-16:30

彰化市南西北區 磚窯里 秀傳紀念醫院 磚瑤里里長服務處  2020/01/03 14:30-16:30

彰化市南西北區 忠權里 信生醫院 忠權里辦公處     2020/01/04 14:00-16:00

彰化市南西北區 忠孝里 信生醫院 忠權里辦公處     2020/01/04 14:00-16:00

彰化市南西北區 西勢里 信生醫院 忠權里辦公處     2020/01/04 14:00-16:00

彰化市南西北區 新華里 信生醫院 忠權里辦公處     2020/01/04 14:00-16:00

彰化市南西北區 崙平里 秀傳紀念醫院 崙平里活動中心  2020/01/06 09:00-11:00

彰化市南西北區 西興里 秀傳紀念醫院 崙平里活動中心  2020/01/06 09:00-11:00

彰化市南西北區 平和里 秀傳紀念醫院 崙平里活動中心  2020/01/06 09:00-11:00

彰化市南西北區 向陽里. 秀傳紀念醫院 崙平里活動中心  2020/01/06 09:00-11:00

彰化市南西北區 介壽里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中彰榮譽

國民之家醫務室

太極新村 (社區內) 2020/01/07 08:3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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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市南西北區 建寶里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中彰榮譽

國民之家醫務室

太極新村 (社區內)  2020/01/07 08:30-09:30

彰化市南西北區 新興里 信生醫院 新興里活動中心  2020/01/07 09:00-11:00

彰化市南西北區 五權里 信生醫院 新興里活動中心  2020/01/07 09:00-11:00

彰化市南西北區 建寶里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中彰榮譽

國民之家醫務室

介壽里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07 10:00-11:30

彰化市南西北區 華北里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中彰榮譽

國民之家醫務室

介壽里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07 10:00-11:30

彰化市南西北區 光南里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中彰榮譽

國民之家醫務室

介壽里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07 10:00-11:30

彰化市南西北區 華陽里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中彰榮譽

國民之家醫務室

介壽里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07 10:00-11:30

彰化市南西北區 萬安里 信生醫院 彰化市老人文康中心 2020/01/07 14:00-16:00

彰化市南西北區 龍山里 信生醫院 彰化市老人文康中心 2020/01/07 14:00-16:00

彰化市南西北區 文化里 信生醫院 彰化市老人文康中心 2020/01/07 14:00-16:00

彰化市南西北區 陽明里 信生醫院 彰化市老人文康中心 2020/01/07 14:00-16:00

彰化市南西北區 下部里 信生醫院 彰化市老人文康中心 2020/01/07 14:00-16:00

彰化市南西北區 中正里 信生醫院 彰化市老人文康中心 2020/01/07 14:00-16:00

彰化市南西北區 民生里 信生醫院 彰化市老人文康中心 2020/01/07 14:00-16:00

彰化市南西北區 興北里 信生醫院 彰化市老人文康中心 2020/01/07 14:00-16:00

彰化市南西北區 延平里 秀傳紀念醫院 延平里里長辦公處 2020/01/08 09:00-11:00

彰化市南西北區 延和里 秀傳紀念醫院 延平里里長辦公處 2020/01/08 09:00-11:00

彰化市南西北區 東芳里 秀傳紀念醫院 永芳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08 14:30-16:30

彰化市南西北區 長樂里. 信生醫院 長樂里里長辦公處 2020/01/09 14:00-16:00

彰化市南西北區 信義里 信生醫院 長樂里里長辦公處 2020/01/09 14:00-16:00

彰化市南西北區 光華里 信生醫院 長樂里里長辦公處 2020/01/09 14: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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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市南西北區 光復里 信生醫院 長樂里里長辦公處 2020/01/09 14:00-16:00

彰化市南西北區 中央里 信生醫院 長樂里里長辦公處 2020/01/09 14:00-16:00

彰化市南西北區 成功里 秀傳紀念醫院 成功里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13 14:30-16:30

彰化市南西北區 光南里 秀傳紀念醫院 成功里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13 14:30-16:30

彰化市南西北區 彰安里 秀傳紀念醫院 成功里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13 14:30-16:30

彰化市南西北區 南興里 秀傳紀念醫院 南興里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14 09:00-11:00

彰化市南西北區 南美里 秀傳紀念醫院 南興里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14 09:00-11:00

員林市 三信里 員林何醫院 三信里辦公室 2020/01/01 08:00-09:30

員林市 三橋里 員林何醫院 三橋里辦公室 2020/01/01 10:00-11:30

員林市 三愛里 員林何醫院 三愛里-樂育幼稚園 2020/01/01 14:00-15:30

員林市 三多里 員林何醫院 三多里-御花園附近 2020/01/01 16:00-17:30

員林市 大明里 員林何醫院 大明里-活動中心 2020/01/02 08:00-09:30

員林市 大饒里 員林何醫院 香山寺 2020/01/02 10:00-11:30

員林市 溝皂里 員林何醫院 香山寺 2020/01/02 10:00-11:30

員林市 崙雅里 員林何醫院 代天宮 2020/01/03 08:00-09:30

員林市 大饒里 秀傳紀念醫院 員林地方法院 2020/01/03 08:30-10:30

員林市 溝皂里 秀傳紀念醫院 員林地方法院 2020/01/03 08:30-10:30

員林市 出水里 員林何醫院 出水里活動中心 2020/01/03 10:00-11:30

員林市 湖水里 員林何醫院 湖水里活動中心 2020/01/03 14:00-15:30

員林市 鎮興里 員林何醫院 天化宮 2020/01/03 16:00-17:30

員林市 大峯里 員林何醫院 天化宮 2020/01/03 16:00-17:30

員林市 南平里 員林基督教醫院 員林基督教醫院附屬康年學苑 2020/01/04 08:00-09:30 長照C據點

員林市 林厝里 員林何醫院 林厝里托兒所 2020/01/04 08:00-10:30

員林市 新興里 員林市衛生所 糧食局 2020/01/04 09:00-11:00

員林市 仁美里 員林市衛生所 糧食局 2020/01/04 09:00-11:00

員林市 中山里 員林市衛生所 糧食局 2020/01/04 09:00-11:00

員林市 和平里 員林市衛生所 糧食局 2020/01/04 09:00-11:00

員林市 光明里 員林市衛生所 糧食局 2020/01/04 09:00-11:00

員林市 惠來里 員林何醫院
員林林仔街巷弄C據點長照站(彰化縣員林市民

族街31-1 號)
2020/01/04 10:00-11:30 長照C據點

員林市 南平里 員林基督教醫院 員基物流中心(彰化縣員林市雙平路195號) 2020/01/04 10:0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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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林市 三義里 員林何醫院 三義里-活動中心 2020/01/04 11:00-12:00

員林市 東北里 員榮醫院 東北里辦事處 2020/01/06 08:30-10:00 新增

員林市 南東里 員榮醫院 南東里辦事處 2020/01/06 10:30-12:00 新增

員林市 三條里 員林何醫院 三條里辦事處 2020/01/06 14:00-15:00 新增

員林市 三和里 員林何醫院 全聯三民東街店 2020/01/06 15:30-17:30 新增

員林市 仁愛里 員林何醫院 全聯三民東街店 2020/01/06 15:30-17:30 新增

員林市 忠孝里 員林何醫院 全聯三民東街店 2020/01/06 15:30-17:30 新增

員林市 東和里 員林何醫院 全聯三民東街店 2020/01/06 15:30-17:30 新增

員林市 中正里 宏仁醫院 中華電信-員林服務中心 2020/01/07 14:00-16:00 新增

員林市 東和里 宏仁醫院 中華電信-員林服務中心 2020/01/07 14:00-16:00 新增

員林市 忠孝里 宏仁醫院 中華電信-員林服務中心 2020/01/07 14:00-16:00 新增

員林市 仁愛里 宏仁醫院 中華電信-員林服務中心 2020/01/07 14:00-16:00 新增

員林市 中正里 員林何醫院 員林國宅 2020/01/09 08:30-10:00 新增

員林市 仁愛里 員林何醫院 員林國宅 2020/01/09 08:30-10:00 新增

員林市 中山里 員林何醫院
員林林仔街巷弄C據點長照站(彰化縣員林市民

族街31-1 號)
2020/01/09 09:00-10:00 長照C據點

員林市 三和里
惠來醫療社團法人

宏仁醫院
全聯浮圳店 2020/01/09 09:30-11:00 新增

員林市 三條里
惠來醫療社團法人

宏仁醫院
全聯浮圳店 2020/01/09 09:30-11:00 新增

員林市 浮圳里
惠來醫療社團法人

宏仁醫院
全聯浮圳店 2020/01/09 09:30-11:00 新增

員林市 西東里
惠來醫療社團法人

宏仁醫院
全聯浮圳店 2020/01/09 09:30-11:00 新增

員林市 新生里 員林市衛生所 員林秀老郎日間照顧中心 2020/01/10 15:30-16:30 新增

員林市 和平里 員林市衛生所 員林秀老郎日間照顧中心 2020/01/10 15:30-16:30 新增

員林市 南平里 員林市衛生所 員林秀老郎日間照顧中心 2020/01/10 15:30-16:30 新增

員林市 振興里 員林何醫院 天化宮 2020/01/10 15:30-16:30 時間異動

埔心鄉 瓦北村 部立彰化醫院 明聖宮(廟宇在三個村子的共同交界處) 2020/01/06 09:00-11:00

埔心鄉 瓦中村 部立彰化醫院 明聖宮-關懷據點(廟宇在三個村子的共同交界 2020/01/06 09:00-11:00 長照C據點

埔心鄉 瓦南村 部立彰化醫院 明聖宮(廟宇在三個村子的共同交界處) 2020/01/06 09:0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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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心鄉 舊館村 部立彰化醫院 舊館村集會所(關懷據點) 2020/01/09 08:30-09:20 長照C據點

埔心鄉 南館村 部立彰化醫院 聖興堂 2020/01/09 09:30-10:20

埔心鄉 新館村 部立彰化醫院 新館村集會所 2020/01/09 10:30-11:20

埔心鄉 埤霞村 部立彰化醫院 埤霞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16 08:30-09:20

埔心鄉 埤腳村 部立彰化醫院 埤腳五龍宮 2020/01/16 09:30-10:20

埔心鄉 梧鳳村 部立彰化醫院 顯聖宮 2020/01/16 10:30-11:20

埔心鄉 埔心村 部立彰化醫院 埔心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16 14:00-14:50

埔心鄉 芎蕉村 部立彰化醫院 芎蕉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16 15:00-15:50

埔心鄉 羅厝村 部立彰化醫院 羅厝天主教堂 2020/01/16 16:00-16:50

埔心鄉 大華村 部立彰化醫院 大華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22 08:30-09:20

埔心鄉 二重村 部立彰化醫院 二重聖玄會媽宮 2020/01/22 09:30-10:20

埔心鄉 油車村 部立彰化醫院 油車靈聖宮香客大樓 2020/01/22 10:30-11:20

埔心鄉 仁里村 部立彰化醫院 仁里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22 14:00-14:50

埔心鄉 大平村 部立彰化醫院 太平社區活動中心(關懷據點) 2020/01/22 15:00-15:50 長照C據點

埔心鄉 經口村 部立彰化醫院 清河堂 2020/01/22 16:00-16:50

埔鹽鄉 部子村 埔鹽鄉衛生所 部子村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04 08:30-09:20

埔鹽鄉 出水村 埔鹽鄉衛生所 出水村新水宮 2020/01/04 09:50-10:40

埔鹽鄉 南港村 埔鹽鄉衛生所 南港村武聖宮 2020/01/04 11:00-11:50

埔鹽鄉 打廉村 埔鹽鄉衛生所 打廉村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06 16:30-17:10

埔鹽鄉 豐澤村 埔鹽鄉衛生所 豐澤村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06 17:30-18:30

埔鹽鄉 崑崙村 埔鹽鄉衛生所 崑崙村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07 16:30-17:10

埔鹽鄉 永樂村 埔鹽鄉衛生所 永樂村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09 16:30-17:20

埔鹽鄉 永平村 埔鹽鄉衛生所 永平村奉安宮 2020/01/10 15:40-16:30

埔鹽鄉 新興村 埔鹽鄉衛生所 新興村仁興宮 2020/01/10 16:50-17:30

埔鹽鄉 三省村 埔鹽鄉衛生所 三省村奉安宮 2020/01/13 16:10-17:00

埔鹽鄉 瓦瑤村 埔鹽鄉衛生所 瓦瑶村天清宮 2020/01/13 18:10-19:00

埔鹽鄉 石碑村 部立彰化醫院 石碑村朝安宮 2020/01/15 14:00-15:00

埔鹽鄉 天盛村 部立彰化醫院 天盛村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15 15:30-16:30

埔鹽鄉 埔鹽村 埔鹽鄉衛生所 埔鹽村順澤宮 2020/01/16 16:40-17:20

埔鹽鄉 西湖村 部立彰化醫院 西湖村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17 09:00-10:00

埔鹽鄉 大有村 部立彰化醫院 大村村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17 10:3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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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鹽鄉 角樹村 部立彰化醫院 角樹村乾聖宮 2020/01/20 08:30-09:20

埔鹽鄉 南新村 部立彰化醫院 南新村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20 09:40-10:30

埔鹽鄉 南新村 部立彰化醫院 南新村新庒仔興安宮 2020/01/20 10:50-11:30

埔鹽鄉 太平村 部立彰化醫院 太平村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21 14:00-15:00

埔鹽鄉 新水村 部立彰化醫院 新水村四聖宮 2020/01/21 15:30-16:30

埤頭鄉 竹圍村 光明診所 竹圍村活動中心 2020/01/04 12:30-14:30

埤頭鄉 芙朝村 陳嘉烈診所 芙朝村活動中心 2020/01/07 14:00-16:30

埤頭鄉 平原村 埤頭鄉衛生所 平原村活動中心 2020/01/08 11:30~13:00 長照C據點

埤頭鄉 豐崙村 光明診所 豐崙村青埔仔救行宮 2020/01/08 12:30-13:00

埤頭鄉 豐崙村 光明診所 豐崙村11號陳太平先生家 2020/01/08 13:10-14:00

埤頭鄉 中和村 陳嘉烈診所 中和村活動中心 2020/01/08 14:00-16:30 長照C據點

埤頭鄉 庄內村 埤頭鄉衛生所 庄內村活動中心 2020/01/08 14:30-16:00 長照C據點

埤頭鄉 新庄村 埤頭鄉衛生所 新庄村活動中心 2020/01/09 14:00-16:00

埤頭鄉 永豐村 光明診所 永豐村清峯巖 2020/01/15 12:30-13:00

鹿港鎮 溝墘里 頂安診所 魚池柑仔店 2020/01/04 08:10-08:50

鹿港鎮 頂番里 頂安診所 頂番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04 08:30-09:30

鹿港鎮 東崎里 頂安診所 里長辦公室(里長家) 2020/01/04 09:00-09:50

鹿港鎮 東崎里 頂安診所 富麗大鎮 2020/01/04 10:00-10:50

鹿港鎮 廖厝里 頂安診所 樂天宮 2020/01/04 11:00-12:00

鹿港鎮 街尾里 鹿港衛生所 街尾里活動中心 2020/01/06 08:20-09:20

鹿港鎮 菜園里 鹿港衛生所 菜園里活動中心(里長家) 2020/01/06 09:30-10:30

鹿港鎮 永安里 鹿港衛生所 永安里長辦公室 2020/01/06 10:50-12:00

鹿港鎮 頭南里 鹿港衛生所 南勢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08 08:20-09:20

鹿港鎮 山崙里 彰濱秀傳醫院 福崙宮 2020/01/08 09:00-10:00

鹿港鎮 頭南里 鹿港衛生所 乾元宮 2020/01/08 09:30-10:30

鹿港鎮 山崙里 彰濱秀傳醫院 山崙社區 2020/01/08 10:30-11:30

鹿港鎮 頭崙里 鹿港衛生所 萬興宮 2020/01/08 10:50-12:00

鹿港鎮 海埔里 鹿港衛生所 慶安宮 2020/01/08 14:00-14:50

鹿港鎮 詔安里 鹿港衛生所 保安宮 2020/01/08 15:00-15:50

鹿港鎮 詔安里 鹿港衛生所 查某旦永安宮 2020/01/08 16:00-17:00

鹿港鎮 永安里 鹿港衛生所 華佗物理治療所(長照C據點) 2020/01/09 10:50-11:20 長照C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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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港鎮 山崙里 鹿港衛生所 山寮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09 14:00-14:50

鹿港鎮 草中里 鹿港衛生所 慶安宮 2020/01/09 15:00-15:50

鹿港鎮 草中里 鹿港衛生所 草中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09 16:00-17:00

鹿港鎮 埔崙里 鹿港衛生所 體育場(桌球協會) 2020/01/13 08:30-09:20

鹿港鎮 洋厝里 鹿港衛生所 聖母聖心 2020/01/13 09:30-11:30

鹿港鎮 順興里 鹿港衛生所 鹿港鎮老人會 2020/01/15 14:00-14:50

鹿港鎮 東石里 鹿港衛生所 東興宮 2020/01/15 15:00-15:50

鹿港鎮 洛津里 鹿港衛生所 南泉宮 2020/01/15 16:00-17:00

鹿港鎮 洋厝里 彰濱秀傳醫院 新厝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16 09:00-10:00

鹿港鎮 洋厝里 彰濱秀傳醫院 洋厝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16 10:30-11:30

鹿港鎮 頂厝里 彰濱秀傳醫院 保聖宮(頂厝活動中心旁) 2020/01/17 09:00-10:00

鹿港鎮 景福里 彰濱秀傳醫院 景福社區活動中心(長照C據點) 2020/01/17 10:30-11:30 長照C據點

溪州鄉 水尾村 溪州衛生所 水尾村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09 15:00-17:40

溪州鄉 溪州村 溪州衛生所 后天宮 2020/01/09 18:00~18:40

溪州鄉 瓦厝村 溪州衛生所 后天宮 2020/01/09 18:00~18:40

溪州鄉 圳寮村 二林基督教醫院 普玄宮 2020/01/10 09:00-11:30

溪州鄉 三條村 溪州衛生所 阿彌陀廟 2020/01/10 15:00~16:20

溪州鄉 三圳村 溪州衛生所 三千宮 2020/01/10 16:40~18:40

溪州鄉 菜公村 二林基督教醫院
菜公村社區活動中心C據點

(民生路二段149號)
2020/01/13 09:00-11:30 長照C據點

溪州鄉 柑園村 溪州衛生所 集會所(面前巷50號) 2020/01/13 15:00~15:45

溪州鄉 潮洋村 溪州衛生所 南天宮 2020/01/13 16:00~18:40

溪州鄉 張厝村 溪州衛生所 南天宮 2020/01/13 16:00~18:40

溪州鄉 溪厝村 溪州衛生所
溪厝社區發展協會C據點

(呂厝路15號)
2020/01/16 11:00~12:00 長照C據點

溪州鄉 舊眉村 溪州衛生所 舊眉村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16 15:00~16:20

溪州鄉 東州村 溪州衛生所 東州村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16 16:40~18:40

溪州鄉 榮光村 溪州衛生所 榮光村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17 10:30~10:50

溪州鄉 大庄村 溪州衛生所
大庄社區發展協會C據點

(開天宮)
2020/01/17 11:00~12:00 長照C據點

溪州鄉 西畔村 溪州衛生所 萬聖宮 2020/01/17 15:0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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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州鄉 成功村 溪州衛生所 國姓廟 2020/01/17 16:30~17:40

溪州鄉 尾厝村 溪州衛生所 復興宮 2020/01/17 18:00~18:40

溪州鄉 坑厝村 二林基督教醫院 壽南宮 2020/01/21 09:00-11:30

溪湖鎮 汴頭里 道安醫院 汴頭里保安宮 2020/01/08 10:30-12:00

溪湖鎮 田中里 道安醫院 田中里活動中心 2020/01/08 13:30-15:00

溪湖鎮 湖西里 道安醫院 湖西里里辦公處 2020/01/09 13:30-15:00

溪湖鎮 大突里 部立彰化醫院 大突大安宮 2020/01/15 09:00-11:00

溪湖鎮 大竹里 道安醫院 大竹里里辦公處 2020/01/15 10:30-12:00

溪湖鎮 西寮里 道安醫院 西寮里通天宮 2020/01/15 13:30-15:00

溪湖鎮 東寮里 道安醫院 西寮里北天宮 2020/01/15 14:30-16:00

溪湖鎮 汴頭里 部立彰化醫院 西勢西安宮 2020/01/17 14:00-15:00

溪湖鎮 西勢里 部立彰化醫院 西勢南興宮 2020/01/17 15:10-15:40

溪湖鎮 番婆里 部立彰化醫院 番婆鎮安宮 2020/01/17 16:00-17:00

溪湖鎮 大庭里 部立彰化醫院 大庭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18 09:00-10:00

溪湖鎮 頂庄里 部立彰化醫院 頂庄鎮安宮 2020/01/18 10:30-11:30

溪湖鎮 媽厝里 部立彰化醫院 媽厝壘球場 2020/01/20 14:00-15:00

溪湖鎮 湳底里 部立彰化醫院 湳底龍水宮 2020/01/20 15:30-16:30

福興鄉 外埔村 福興鄉衛生所 活動中心 2020/01/04 08:30-10:10

福興鄉 社尾村 福興鄉衛生所 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04 10:30-10:30

福興鄉 廈粘村 福興鄉衛生所 寶順宮 2020/01/04 13:30-15:20

福興鄉 二港村 福興鄉衛生所 朱玄宮 2020/01/04 15:40-16:30

福興鄉 麥厝村 福興鄉衛生所 鎮安宮 2020/01/07 14:00-14:50

福興鄉 三汴村 彰濱秀傳醫院 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07 14:00-15:20

福興鄉 麥厝村 福興鄉衛生所 惠安宮 2020/01/07 15:00-15:40

福興鄉 元中村 彰濱秀傳醫院 永安宮 2020/01/07 15:40-16:30

福興鄉 三和村 福興鄉衛生所 天和宮 2020/01/07 16:00-17:00

福興鄉 萬豐村 福興鄉衛生所 萬豐教會 2020/01/10 11:00-11:20

福興鄉 頂粘村 福興鄉衛生所 鎮興宮 2020/01/10 14:00-15:30

福興鄉 福寶村 福興鄉衛生所 寶安宮 2020/01/10 15:50-16:30

福興鄉 外中村 彰濱秀傳醫院 金池書院 2020/01/13 09:00-10:30

福興鄉 萬豐村 彰濱秀傳醫院 天法堂 2020/01/13 11:0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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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興鄉 同安村 福興鄉衛生所 福安宮 2020/01/13 14:00-15:00

福興鄉 西勢村 福興鄉衛生所 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13 15:30-16:30

福興鄉 番社村 彰濱秀傳醫院 聖興宮 2020/01/15 09:00-10:00

福興鄉 大崙村 彰濱秀傳醫院 活動中心 2020/01/15 10:30-11:30

福興鄉 番婆村 福興鄉衛生所 活動中心 2020/01/18 08:20-09:40

福興鄉 番婆村 福興鄉衛生所 聖德宮 2020/01/18 09:50-10:20

福興鄉 橋頭村 福興鄉衛生所 集興宮 2020/01/18 10:40-11:40

福興鄉 鎮平村 福興鄉衛生所 浩天宮 2020/01/18 14:00-14:30

福興鄉 鎮平村 福興鄉衛生所 鎮安宮 2020/01/18 14:40-15:30

福興鄉 秀厝村 福興鄉衛生所 活動中心 2020/01/18 16:00-17:10

福興鄉 廈粘村 福興鄉衛生所 皇天宮 2020/01/20 14:00-14:30

福興鄉 番社村 福興鄉衛生所 永豐宮 2020/01/20 14:50-15:30

福興鄉 番婆村 福興鄉衛生所 玄鎮宮 2020/01/20 16:00-16:30

福興鄉 福興村 福興鄉衛生所 老人會館 2020/01/20 16:00-16:30

福興鄉 福南村 福興鄉衛生所 老人會館 2020/01/20 16:40-17:30

線西鄉 線西村 彰濱秀傳醫院 線西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07 09:00-10:00

線西鄉 頂庄村 彰濱秀傳醫院 頂庄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07 10:30-11:30

線西鄉 德興村 線西鄉衛生所 德興村德興宮 2020/01/08 14:00-15:00

線西鄉 寓埔村 線西鄉衛生所 寓埔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08 15:30-16:30

線西鄉 塭仔村 線西鄉衛生所 塭仔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09 14:00-15:00

線西鄉 溝內村 線西鄉衛生所 溝內村興安宮 2020/01/09 15:30-16:30

線西鄉 下犁村 彰濱秀傳醫院 下犁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16 14:00-15:00

線西鄉 頂犁村 彰濱秀傳醫院 頂犁社區活動中心 2020/01/16 15:3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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