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 138 家牙醫診所名單
機構名稱

鄉鎮

地址

電話

詹貴賓牙醫診所

二水鄉 彰化縣二水鄉文化村光文路 21 號

04-8792736

二水鄉仁愛牙醫診所

二水鄉 彰化縣二水鄉光化村光化一巷 2 號

04-8793482

林順牙醫診所

二林鎮 彰化縣二林鎮斗苑路五段 107 號

04-8960996

陳東仁牙醫診所

二林鎮 彰化縣二林鎮中山路 81 號

04-8966401

二林牙醫診所

二林鎮 彰化縣二林鎮斗苑路五段 226 號

04-8969922

美村牙醫診所

大村鄉 彰化縣大村鄉村上村中正西路 45 號

04-8528017

大葉牙醫診所

大村鄉 彰化縣大村鄉福興村山腳路 69-7 號

04-8538751

公所前牙醫診所

大村鄉 彰化縣大村鄉大村村大義街 15 號

04-8538002

全樂牙醫診所

大村鄉 彰化縣大村鄉擺塘村中正西路 90 號

04-8528942

大城牙醫診所

大城鄉 彰化縣大城鄉大城村城中街 7 號

04-8941007

華華牙醫診所

北斗鎮 彰化縣北斗鎮中華路 254 號

04 8883417

永安牙醫診所

北斗鎮 彰化縣北斗鎮居仁里中華路 33 號

04-8883020

大眾牙醫診所

北斗鎮 彰化縣北斗鎮中華路 223 號

04 8886993

嘉美牙醫診所

永靖鄉 彰化縣永靖鄉永西村瑚璉路 401 號

04-8232179

永成牙醫診所

永靖鄉 彰化縣永靖鄉瑚璉村瑚璉路 209 號

04-8238523

我家牙醫診所

永靖鄉 彰化縣永靖鄉永西村瑚璉路二九八號

04-8233977

田中卓牙醫診所

田中鎮 彰化縣田中鎮東路街里南北街 227 號

04 8755631

仁愛牙醫診所

田中鎮 彰化縣田中鎮西路里中州路一段 51 號

04-8742055

彭耀新牙醫診所

田尾鄉 彰化縣田尾鄉中山路一段 350 之 1 號

04-8835988

誠品牙醫診所

伸港鄉 彰化縣伸港鄉忠孝路 32 號

04-7991717

新現代牙醫診所

秀水鄉 彰化縣秀水鄉安東村中山路 310 號

04-7681174

秀水李牙醫診所

秀水鄉 彰化縣秀水鄉福安村彰水路 2 段 409 號

04-7699899

明志牙醫診所

秀水鄉 彰化縣秀水鄉福安村彰水路二段 532 號

04 7695538

黃洽助牙醫診所

秀水鄉 彰化縣秀水鄉福安村彰水路二段 655 號

04-7695195

秀欣牙醫診所

秀水鄉 彰化縣秀水鄉彰水路二段 510 號

04-7687207

信德牙醫診所

和美鎮 彰化縣和美鎮和樂路 71 號

04-7569838

吉欣牙醫診所

和美鎮 彰化縣和美鎮鹿和路六段 387 號

04-7540126

愛佳牙醫診所

和美鎮 彰化縣和美鎮愛華路 329 號 2 樓之 1、之 2

04-7558339

仁美牙醫診所

和美鎮 彰化縣和美鎮仁美路 182 號

04-7578018

典亞牙醫診所

和美鎮 彰化縣和美鎮道周路山犛里 262 號

04-7557273

林永恒牙醫診所

和美鎮 彰化縣和美鎮德美路 182 號

04 7562867

顏國淵牙醫診所

和美鎮 彰化縣和美鎮道周路 419 號

04 7555333

權美牙醫診所

和美鎮 彰化縣和美鎮道周路 412 號

04-7573399

和東牙醫診所

和美鎮 彰化縣和美鎮和東里彰美路 5 段 346 號

04-7571585

張文達牙醫診所

社頭鄉 彰化縣社頭鄉仁雅村員集路二段七十四巷５號

04-8723665

添成牙醫診所

社頭鄉 彰化縣社頭鄉清水岩路 378 號

04-8732109

湳雅牙醫診所

社頭鄉 彰化縣社頭鄉平和村山腳路三段 322 巷 12 號

04-8711849

琴揚牙醫診所

芬園鄉 彰化縣芬園鄉竹林村彰南路四段 328 號

049-2512497

芬園楊牙醫診所

芬園鄉 彰化縣芬園鄉芬草路二段社口村 277 號

049-2522426

愛仁牙醫診所

花壇鄉 彰化縣花壇鄉中正路 336 號

04-7867857

和平牙醫診所

花壇鄉 彰化縣花壇鄉長沙村中正路 190 號

04-7862258

文德牙醫診所

花壇鄉 彰化縣花壇鄉文德村彰員路二段九九七號

04-7873653

昌明牙醫診所

花壇鄉 彰化縣花壇鄉長沙村中正路 56 之 20 號

04-7873663

芳華牙醫診所

芳苑鄉 彰化縣芳苑鄉芳漢路王功段 438 號

04-8934767

林牙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里中山路一段 739 號

04-8320347

李甫怡牙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忠孝里員水路二段 456、458 號

04-8361668

承德牙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三義里莒光路 98 號

04-8355000

明星牙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員集路二段 186 號

04-8345252

小林牙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大同路一段仁愛里 174 號

04-8368889

員林賴牙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民族街 25-4、25-5 號

04-8323273

周詳牙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三民東街 210 號

04-8375911

員林時代牙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三多里大同路二段 202 號

04-8350049

巫容圖牙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靜修路 41 號

04-8342001

黃天春牙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靜修路 2 之 12 號

04-8360747

高新牙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里萬年路 3 段 105 號

04-8390128

金華成牙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仁美里浮圳路二段 543 號

04-8333147

俊超牙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新興里萬年路三段 248 號

04-8320220

正大牙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南昌路九十二號

04-8358607

崇翔牙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新興里萬年路 3 段 250 號

04-8340545

陳志強牙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新興街 78 號

04 8368022

鑫慶牙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 289 號

04 8334192

源浦牙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仁美里 642 號

04-8357553

林欣牙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正興街 288、290 號

04-8330233

皓安牙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仁愛里員東路二段 298 號

04-8395539

守正牙醫診所

埔心鄉 彰化縣埔心鄉東門村員鹿路 2 段 191 號

04-8283889

賜安牙醫診所

埔心鄉 彰化縣埔心鄉員鹿路二段義民村 469 號

04-8297636

太平洋牙醫診所

埔心鄉 彰化縣埔心鄉中山路 73 號

04-8363835

全民牙醫診所

埔心鄉 彰化縣埔心鄉義民村員鹿路二段 212 號

04-8298287

沅德牙醫診所

埔鹽鄉 彰化縣埔鹽鄉埔南村彰水路一段 389 號

04-8658963

人文牙醫診所

埤頭鄉 彰化縣埤頭鄉斗苑西路合興村 272 號

04-8911229

柏華牙醫診所

埤頭鄉 彰化縣埤頭鄉郵政街 157 號

04-8927963

羅健民牙醫診所

鹿港鎮 彰化縣鹿港鎮三民路 149 號

04-7768650

建龍牙醫診所

鹿港鎮 彰化縣鹿港鎮中正路永安里 169 號

04-7767746

澄芳牙醫診所

鹿港鎮 彰化縣鹿港鎮中興里中山路二００號

04-7773019

悅恩牙醫診所

鹿港鎮 彰化縣鹿港鎮景福里 10 鄰民族路 56 號

04-7779593

志明牙醫診所

鹿港鎮 彰化縣鹿港鎮龍山里中山路 11 號-1

04-7776229

蕭牙醫診所

鹿港鎮 彰化縣鹿港鎮永安里育民街一號

04-7787521

光群牙醫診所

鹿港鎮 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 30 號

04-7755503

達榮牙醫診所

鹿港鎮 彰化縣鹿港鎮民族路 179 號

04 7772088

潔美牙醫診所

鹿港鎮 彰化縣鹿港鎮街尾里彰鹿路 7 段 657 號

04-7764859

淳美牙醫診所

鹿港鎮 彰化縣鹿港鎮永安里東興路 295 號

04-7779780

鹿港鎮 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 327 號

04-7750692

親親牙醫診所

溪州鄉 彰化縣溪州鄉瓦厝村東安路 2 號

04-8896375

中道牙醫診所

溪州鄉 彰化縣溪州鄉瓦厝村中山路 3 段 421、423 號

04-8897072

陳牙醫診所

溪湖鎮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三段 147 號

04-8854510

黃俊傑牙醫診所

溪湖鎮 彰化縣溪湖鎮西環路 205 號

04-8852801

欣亞牙醫診所

溪湖鎮 彰化縣溪湖鎮培英路東寮里 40 號

04-8829060

光良牙醫診所

溪湖鎮 彰化縣溪湖鎮太平里員鹿路三段 191 號

04-8852347

文正牙醫診所

溪湖鎮 彰化縣溪湖鎮光平里環中街 74 號

04-8612109

正芳牙醫診所

溪湖鎮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三段 106，108 號

04-8812956

長榮牙醫診所

溪湖鎮 彰化縣溪湖鎮平和里彰水路三段 190、192 號

04-8856165

蔡銘浩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大埔路 562 號

04-7275530

群欣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里中正路 1 段 217 號

04-7278188

黃左琪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曉陽路 50 號

04-7121037

正霖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曉陽路福安里 17 巷 22 號

04-7263938

民生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 2 段 948 號

04-7261999

福田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永安街 250 號

04-7247235

德昌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彰鹿路 37 號

04-7630568

廣大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東芳里彰馬路 251 號

04-7619898

信美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延平里大埔路 496 號

04-7135155

名人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復興里竹和路 80 號

04-7203091

皇齊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二段１6 號

04-7370341

正勤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牛埔里彰南路三段 291 號

04-7227469

晶華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信義里中正路 1 段 346 號

04-7293766

富群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實踐路 159 號

04-7272403

黃人修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大埔路 409 號

04-7250813

楊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忠權里彰美路一段 195 號

04-7229804

新高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光華里中華路 138 號

04-7283379

雅世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 871 號

04-7241240

德利聯合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長樂里中正路二段 43 號 2 樓

04-7273727

陳玲玲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東興里南郭路一段 121 號

04-7270300

菲凡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三民路 277 號

04-7224338

成源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太平街 154 號

04-7249837

頂好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永福街永福里 12 號

04-7277688

俊源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東芳里永芳路 358 號

04-7634880

精美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西安里南瑤路 327 巷 26 號

04-7249197

楊健群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三民路萬安里 399 號

04 7273839

黃富哲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文化里中民路 36 號

04-7229355

名品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彰化市古夷里泰和路三段二八號

04-7284241

微笑牙醫診所(天一聯合
門診〉

登雅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三民路 251,253 號

04 7249211

宏欣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彰安里中正路二段 433 號

04-7249326

彰美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民生路 14 號

04-7235766

世樺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里中山路 2 段 885 號

04-7265693

欣向美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東興里東民街 58、60、62 號

04-7203666

博仁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永安街 183 號

04-7247802

杏林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一段光復里 371 號

04-7243787

健麗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光復里中正路一段 491 號

04-7222580

康適美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建國北路 105 號

04-7358830

隆華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長安街 110 號

04 7228624

龍邸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復興里中山路三段 168、170 號

04-7266999

晶采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永福里孔門路 16 號 2 樓,18 號 2 樓 04-7223555

安信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東民街 53 號

04-7271307

長欣美學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南瑤里中山路二段 2 號

04-7110202

侁侁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南校街 54 號

04 7235172

美牙堡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民生南路福安里２號

04-7281380

東欣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竹中里彰南路二段 61、63 號

04-7119900

臻芯齒顎矯正牙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東興里南郭路一段 161 號

04-7278811

吳東勇牙醫診所

福興鄉 彰化縣福興鄉沿海路五段 330 號

04-7756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