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 142 家中醫診所名單
機構名稱

鄉鎮

地址

電話

華山中醫診所

二水鄉 彰化縣二水鄉員集路三段 483 號

04-8791198

歧文中醫診所

二林鎮 彰化縣二林鎮東和里斗苑路五段 166 號

04-8958235

陳欽彥中醫診所

二林鎮 彰化縣二林鎮南光里大成路一段 263 號

04-8965920

一元中醫診所

二林鎮 彰化縣二林鎮中正路 21 號

04-8962521

保生堂中醫診所

二林鎮 彰化縣二林鎮儒林路二段 356 號

04-8960525

益昌中醫診所

二林鎮 彰化縣二林鎮東和里儒林路二段 378 號

04-8960641

德和中醫診所

二林鎮 彰化縣二林鎮二溪路一段 145 號

04-8969408

德桂中醫診所

二林鎮 彰化縣二林鎮豐田里南安路 30 號

04-8958388

政光中醫診所

二林鎮 彰化縣二林鎮南光里大成路一段 309 號

04-8961967

順武堂中醫診所

二林鎮 彰化縣二林鎮北平里文華一街 21 號

04-8961091

益壽中醫診所

大村鄉 彰化縣大村鄉大村村大溪路 1 號

04-8522492

修德中醫診所

大村鄉 彰化縣大村鄉福興村山腳路 108-16 號

04-8531582

真元堂中醫診所

北斗鎮 彰化縣北斗鎮中正路 149 號

04 8889169

懷賜中醫診所

北斗鎮 彰化縣北斗鎮五權里斗苑路一段 109 號

04-8882426

勢登中醫診所

北斗鎮 彰化縣北斗鎮斗苑路一段 94 號

04-8872347

振興中醫診所

北斗鎮 彰化縣北斗鎮七星里七里巷 8 號

04-8882339

寶田中醫診所

北斗鎮 彰化縣北斗鎮中華路 260 號

04-8872153

宗安中醫診所

永靖鄉 彰化縣永靖鄉永東村永和巷 35 號

04-8232065

龍安堂中醫診所

永靖鄉 彰化縣永靖鄉永靖街 33 號

04-8243140

和合堂中醫診所

永靖鄉 彰化縣永靖鄉永寧街 90 巷 26、28 號

04-8246117

信安中醫診所

永靖鄉 彰化縣永靖鄉永南村西門路 83 號

04-8220656

長勝堂中醫診所

永靖鄉 彰化縣永靖鄉瑚璉村裕農路 106 號

04-8237567

福來春中醫診所

永靖鄉 彰化縣永靖鄉永寧街 57 號

04 8227703

忠義中醫診所

田中鎮 彰化縣田中鎮南北街 26 號

04-8749209

陳文興中醫診所

田中鎮 彰化縣田中鎮東路里南北街 185 巷 3 號

04-8744767

聖一中醫診所

田中鎮 彰化縣田中鎮北路里新福路 37 號

04-8746236

長昇中醫診所

田中鎮 彰化縣田中鎮東路里南北街 6 號

04-8759168

裕昇中醫診所

田尾鄉 彰化縣田尾鄉溪畔村中山路二段 424 號

04-7237046

德煇堂中醫診所

竹塘鄉 彰化縣竹塘鄉竹林路一段 324 號

04-8972318

陳增智中醫診所

伸港鄉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村忠孝路 25 號

04-7990790

榮脩中醫診所

伸港鄉 彰化縣伸港鄉中山路 65 號

04-7985377

寶山中醫診所

伸港鄉 彰化縣伸港鄉大同村大同九街 137 號

04-7988373

昌德中醫診所

秀水鄉 彰化縣秀水鄉福安村中山路五二九號

04-7691539

祥賀中醫診所

秀水鄉 彰化縣秀水鄉中山路 335 號

04-7699768

佶昌中醫診所

秀水鄉 彰化縣秀水鄉彰水路二段三號

04-7692547

泰安中醫診所

秀水鄉 彰化縣秀水鄉福安村彰水路二段 657 號

04-7682816

國惠中醫診所

和美鎮 彰化縣和美鎮和卿路 183 號

04-7561209

德美中醫診所

和美鎮 彰化縣和美鎮和東里愛民路 35 號

04-7540666

天吉保中醫診所

和美鎮 彰化縣和美鎮山梨里道周路 288 號

04-7555355

一品堂中醫診所

和美鎮 彰化縣和美鎮和西里永樂路６３號

04-7557899

三泰堂中醫診所

和美鎮 彰化縣和美鎮仁美路 14 號

04-7573162

東方中醫診所

和美鎮 彰化縣和美鎮山犁里仁安路 9、11、13 號

04-7578578

施明昭中醫診所

和美鎮 彰化縣和美鎮和北里彰美路六段 79 號

04-7552933

杏雄堂中醫診所

和美鎮 彰化縣和美鎮糖友里糖友一街 68 號

04-7365655

天水堂中醫診所

和美鎮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六段四十號

04-7575656

華吉堂中醫診所

社頭鄉 彰化縣社頭鄉社斗路一段八十二號

04-8711252

吉村中醫診所

芬園鄉 彰化縣芬園鄉茄荖村芬草路一段 324 號

049-2523136

濟生中醫診所

芬園鄉 彰化縣芬園鄉社口村清水路四十六號

049-2521756

存德中醫診所

芬園鄉 彰化縣芬園鄉社口村芬草路二段 284 巷 9 號

049-2522452

長青中醫診所

花壇鄉 彰化縣花壇鄉長沙村中正路 78 號

04-7865778

春恩中醫診所

花壇鄉 彰化縣花壇鄉南口村中山路二段 293 之 14 號

04-7869663

全德中醫診所

花壇鄉 彰化縣花壇鄉（村）中正路 287 號

04-7863570

彰芳中醫診所

花壇鄉 彰化縣花壇鄉中山路二段五五一號

04-7879978

慈愛中醫診所

花壇鄉 彰化縣花壇鄉長沙村學前路 107 號

04-7861219

陳必正中醫診所

芳苑鄉 彰化縣芳苑鄉草湖村二溪路草二段 435 巷 57 號

04-8861929

陳茂雄中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靜修東路 189、191 號

04-8353825

日安堂中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三信里中山路二段 315 號

04-8392391

建安中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黎明里中正路 297、299 號

04-8321130

益祥中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三條街５２１號

04 8350326

金育中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三信里大仁南街 13 號

04-8385917

廖崇成中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員水路二段 566 巷 30 號

04-8341063

徐宏杰中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浮圳路二段 513 號

04-8338825

德安中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 429 號

04-8324271

蕭森霖中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 96 號

04-8391368

弘益中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南昌路四十九號

04-8350370

仁愛中醫聯合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南路 36 號

04-8334220

同慶堂中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二段三七六號

04 8342052

順星中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育英路 580 號

04-8354502

許文輝中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民生里永昌街 7 號

04 8326909

回春中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大明里員集路一段 224、226 號

04-8739373

傅仰明中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忠孝里忠孝街 180 號

04-8343468

統銓中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新興里正興街 368 號、368 號 2 樓

04-8368288

英仁中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忠孝里員水路二段 376 號 2 樓

04-8341141

王淑貞中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三和里實踐街 58 號

04-8353033

華成中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三條里大同路一段 175 號

04-8351429

陳進興中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林森路 417 號

04-8310990

進安中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 132 號

04-8329311

李金記中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三信里中山路二段 144 號

04-8349416

神農中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里中正路 400 巷 13 號

04-8369988

廣吉中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黎明里中正路 241 號

04-8321933

張乙誠中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三條里成功東路 278 號

04-8338787

正道中醫診所

埔心鄉 彰化縣埔心鄉義民村員鹿路二段 218 號

04 8293219

任安堂中醫診所

埔心鄉 彰化縣埔心鄉員鹿路二段 558 號

04-8285101

崇仁中醫診所

埔心鄉 彰化縣埔心鄉東門村永坡路三段 354 號

04-8281126

和成中醫診所

埔鹽鄉 彰化縣埔鹽鄉埔南村彰水路一段 316 號

04-8652770

太和堂中醫診所

埤頭鄉 彰化縣埤頭鄉斗苑西路 312 號

04-8925589

榮壽中醫診所

埤頭鄉 彰化縣埤頭鄉新庄村新庄路六十九號

04-8892686

仲慶中醫診所

埤頭鄉 彰化縣埤頭鄉永豐村永安街 64 號

04-8922830

李宗峰內科針炙科
中醫診所

鹿港鎮 彰化縣鹿港鎮溝墘里鹿和路三段 608 號

04-7716735

侯阿六中醫診所

鹿港鎮 彰化縣鹿港鎮彰鹿路八段 16 號

04-7762196

陽明中醫診所

鹿港鎮 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 402 號

04 7772701

慶林中醫診所

鹿港鎮 彰化縣鹿港鎮中興里民權路 191、191 之 1 號

04-7767649

鹿誠中醫診所

鹿港鎮 彰化縣鹿港鎮民權路 86 號

04-7779900

龍山中醫診所

鹿港鎮 彰化縣鹿港鎮街尾里復興南路 68 號

04-7756780

萬春中醫診所

鹿港鎮 彰化縣鹿港鎮頂草路四段 405 號

04 7712366

暘谷堂中醫診所

鹿港鎮 彰化縣鹿港鎮景福里萬壽路 166 號

04-7750236

鹿洲中醫診所

鹿港鎮 彰化縣鹿港鎮中山南路 29 號

04-7777699

建順中醫診所

溪州鄉 彰化縣溪州鄉（村）進元路 28 號

04 8897878

謝天中醫診所

溪湖鎮 彰化縣溪湖鎮汴頭里中興路 113 號

04-8821723

民安中醫診所

溪湖鎮 彰化縣溪湖鎮西環路 217 號

04-8816879

昀璟堂中醫診所

溪湖鎮 彰化縣溪湖鎮湖西里二溪路一段 288、290 號

04-8821033

長順堂中醫診所

溪湖鎮 彰化縣溪湖鎮大溪路二段 166 號

04-8825317

黃于芯中醫診所

溪湖鎮 彰化縣溪湖鎮福地街 16 號

04-8854918

聯安中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自強路 26 號

04-7299448

光德中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太平街 72 號

04-7227148

彰化少林中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東民街 26 號

04 7220171

張銘吉中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一段 340 號

04-7326699

全一中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一段 43 號

04 7243186

裕生中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民族路 462 號

04-7220205

順泰中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仁愛路 110 號

04-7294699

延平中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成功里旭光西路 38、40 號

04-7117616

崧傑中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忠權自強南路 195 號

04-7617199

安泰中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民族路 538 號

04-7274810

榮癸貞中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崙平南路 145、147 號

04-7625047

現代中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博愛街 50 號

0-47280809

健彰中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彰美路一段 141 號

04-7278071

楊中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陽明里三民路四Ｏ二之一號

04-7281927

永生中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一段 327 號

04-7246970

林明源中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大竹里彰南路二段 256 之 13 號

04-7384102

同濟中醫聯合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新興里彰新路一段 21 號

04-7271199

張台蘭中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民族路 7 號

04-7629068

景弘元中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彰安里曉陽路 198 號

04-7296960

健榮中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華山路 61 號

04-7225765

振文堂中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介壽里介壽北路 168 號

04-7229898

一正中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興北里長壽街 198 號

04-7289642

健群中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東興里南郭路一段 109 號

04-7268199

大信堂中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竹中里彰南路二段７號

04-7385137

正元內科中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中民街 47、49 號

04-7231633

祥順中醫聯合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中民街 70 號

04-7277202

信義中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南興里天祥路 243 巷 10 號

04-7526389

廣仁堂中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華北里旭光路 113 號

04-7269300

達仁堂中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三民路 226.228 號

04-7295050

紫雲堂中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長順街 235 巷 23 號

04-7289023

芙蓉中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里中山路二段 614 號

04-7289757

崇生中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二段 73 號

04-7255066

德一中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東興里南郭路一段 123 號

04-7229730

彰化德安中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萬壽里中正路 2 段 111 號

04-7237943

榮生中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中華路 242 號之１號

04-7228096

阿喜先中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南瑤里（路）46 號

04-7235909

杏田中醫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莿桐里彰水路 178-18 號

04-7626219

祥富中醫診所

福興鄉 彰化縣福興鄉橋頭村中正路 206 號

04-7778590

品豪中醫診所

線西鄉 彰化縣線西鄉沿海路一段 812 之

04-7585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