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 222 家西醫診所名單
機構名稱

鄉鎮

地址

電話

安康診所

二水鄉 彰化縣二水鄉員集路四段 54 號

04-8797279

二林四季皮膚科診所

二林鎮 彰化縣二林鎮儒林路二段 310 號

04-8958678

明穎耳鼻喉科診所

二林鎮 彰化縣二林鎮東和里仁愛路 676 號

04-8969662

陳立凱小兒科診所

二林鎮 彰化縣二林鎮大成路一段一三五號

04-8956130

陳嘉惠診所

二林鎮 彰化縣二林鎮大成路一段 306 號

04-8960247

蔡旭坤婦產科診所

二林鎮 彰化縣二林鎮照西南路 268 號

04-8956816

育安聯合診所

二林鎮 彰化縣二林鎮斗苑路四段 702 號

04-8953358

瑞林診所

二林鎮 彰化縣二林鎮大成路一段 302 號

04-8954406

黃建成診所

大村鄉 彰化縣大村鄉茄苳路一段二三五號

04-8524074

五行診所

大村鄉 彰化縣大村鄉黃厝村 12 鄰山腳路 2-27 號

04-8527603

萬安診所

大城鄉 彰化縣大城鄉東城村東平路 168 號

04-8946191

蔡瑞聰耳鼻喉科診所

北斗鎮 彰化縣北斗鎮中華路 197 號

04-8875577

詹長機診所

北斗鎮 彰化縣北斗鎮中正路 150 號

04-8880998

陳建達診所

北斗鎮 彰化縣北斗鎮新政里中正路 153 號

04-8877228

沈婦產科診所

北斗鎮 彰化縣北斗鎮中正路 185 號

04 8870310

謝建輝骨科外科診所

北斗鎮 彰化縣北斗鎮中正路 140 號

04-8885202

光復診所

北斗鎮 彰化縣北斗鎮斗苑路一段三五號

04-8781010

楊筱君眼科診所

北斗鎮 彰化縣北斗鎮斗苑路一段一五號

04-8872929

林內兒科診所

北斗鎮 彰化縣北斗鎮光復路 175 號

04-8882379

林立明婦產科診所

北斗鎮 彰化縣北斗鎮西安里中山路一段三三三號

04-8883823

李醫師診所

北斗鎮 彰化縣北斗鎮中正路 215 號

04-8870968

幼恩小兒科診所

北斗鎮 彰化縣北斗鎮中華路 245 號

04-8781819

恩幼小兒科診所

北斗鎮 彰化縣北斗鎮中華路 245 號

04-8781819

合濟診所

北斗鎮 彰化縣北斗鎮西安里 1 鄰中山路二段 38 號

04-8877995

張巍耀耳鼻喉科診所

北斗鎮 彰化縣北斗鎮中華路二二六號

04-8885676

林樹頭內兒科診所

北斗鎮 彰化縣北斗鎮重慶里斗苑路一段 243 號

04-8882906

文華診所

永靖鄉 彰化縣永靖鄉瑚璉路 167 巷 6 號

04-8233216

誠恩耳鼻喉科診所

永靖鄉 彰化縣永靖鄉永西村瑚璉路 306 號

04-8238282

邱內科診所

永靖鄉 彰化縣永靖鄉永東村東門路 235 號

04-8225915

德安內兒科診所

永靖鄉 彰化縣永靖鄉永靖街 119 號

04-8221865

宏元診所

永靖鄉 彰化縣永靖鄉永東村永和巷 25 號

04-8239420

周武昌診所

田中鎮 彰化縣田中鎮新生街 126 號

04 8753625

聖欣診所

田中鎮 彰化縣田中鎮西路街里中正路 415 號

04 8753706

田安診所

田中鎮 彰化縣田中鎮福安路 250 號

04-8757733

里仁診所

田中鎮 彰化縣田中鎮公館路 283 號 2 樓及 285 號 1 樓、2 04-8755097

樓
玉樹診所

田中鎮 彰化縣田中鎮員集路二段 557 號

04-8742176

林錦成診所

田中鎮 彰化縣田中鎮中州路一段 180 號

04-8749563

景崧診所

田中鎮 彰化縣田中鎮員集路二段 434 號

04 8742141

李光耀診所

田尾鄉 彰化縣田尾鄉溪畔村中山路 2 段 407 號

04-8221899

洪明仁診所

田尾鄉 彰化縣田尾鄉東平巷二三○弄六○號

04-8835135

崇仁外婦產科診所

竹塘鄉 彰化縣竹塘鄉竹塘村文化街 42 號

04 8972197

茂榮家庭醫學科診所

竹塘鄉 彰化縣竹塘鄉仁愛路 56 號

04-8970709

上賀診所

竹塘鄉 彰化縣竹塘鄉竹塘村竹塘街 68 號

04-8970700

何彰季家庭醫學科診所

伸港鄉 彰化縣伸港鄉中山東路 130 號

04-7985828

許權傑診所

伸港鄉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村忠孝路九、十一號

04-7995100

黃彥文骨科診所

伸港鄉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村中正路 20 巷 6 號及 8 號

04-7998298

祥安診所

伸港鄉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村新港路 234 號

04-7982652

楊鴻振診所

秀水鄉 彰化縣秀水鄉彰水路二段六六一號

04-7686060

鄭永煌耳鼻喉科診所

秀水鄉 彰化縣秀水鄉彰水路二段四五二號

04-7681191

佑美診所

秀水鄉 彰化縣秀水鄉彰水路二段 358、358 之 1 號

04-7698282

梅鏡堂聯合診所

秀水鄉 彰化縣秀水鄉彰水路二段六八八號

04-7692407

秀農診所

秀水鄉 彰化縣秀水鄉安東村中山路 328 號 4 樓

04-7688213

謝立偉診所

和美鎮 彰化縣和美鎮和西里道周路 720 號

04-7568909

蕭國隆小兒科診所

和美鎮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五段 255 號

04-7553021

吳祥富內科復健科診所

和美鎮

曾榮昌診所

和美鎮 彰化縣和美鎮和北里彰美路 6 段 26 號

04-7559151

蔡嘉宏耳鼻喉科診所

和美鎮 彰化縣和美鎮仁安路一六七號

04 7558526

林智仁皮膚科診所

和美鎮 彰化縣和美鎮和東里彰美路五段三七八號

04-7573648

蔡盈德眼科診所

和美鎮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六段一九五號

04-7552307

白煌銘診所

和美鎮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六段 116 號

04 7554250

佳佑小兒科診所

和美鎮 彰化縣和美鎮和東里彰美路五段 181 號

04-7576678

和興聯合診所

和美鎮 彰化縣和美鎮德美路 289 號

04 7564567

明光眼科診所

和美鎮 彰化縣和美鎮道周路五四八號

04-7550441

庚新診所

和美鎮 彰化縣和美鎮糖友里糖友一街 82 號及 86 號

04-7367095

建霖內科診所

和美鎮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五段二五六號

04-7558857

永吉外科診所

和美鎮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六段六四號

04-7555875

簡瑜宏診所

和美鎮 彰化縣和美鎮山犁里道周路 439 號

04-7553799

明光眼科診所

和美鎮 彰化縣和美鎮道周路五四八號

04-7550441

春卿診所

社頭鄉 彰化縣社頭鄉社頭村忠孝三路九號

04 8724211

景新診所

社頭鄉 彰化縣社頭鄉社頭村清水岩路 333 號

04-8721227

長安診所

社頭鄉 彰化縣社頭鄉員集路二段六號

04-8727200

彰化縣和美鎮和東里彰美路 5 段 213 號、215 號、
04-7563430
217 號、219 號

社口診所

芬園鄉 彰化縣芬園鄉社口村彰南路四段臨 201 號

049-2512723

沂銨診所

芬園鄉 彰化縣芬園鄉芬草路一段一八六號

049-2520496

德亮診所

花壇鄉 彰化縣花壇鄉中山路一段四○九號

04-7865645

陳裕文耳鼻喉科診所

花壇鄉 彰化縣花壇鄉長沙村中正路一六六號

04-7879009

蔡俊榕小兒科診所

花壇鄉 彰化縣花壇鄉長沙村中山路二段 26 號

04-7869602

春天診所

花壇鄉 彰化縣花壇鄉長沙村中山路二段 28 號

04-7870913

洪眼科診所

花壇鄉 彰化縣花壇鄉中正路 346 號

04-7862053

龍安診所

花壇鄉 彰化縣花壇鄉學前路 240、242 號

04-7860151

天祐診所

花壇鄉 彰化縣花壇鄉花壇街二五三號

04-7883678

元莊診所

花壇鄉 彰化縣花壇鄉花壇街一八五號

04-7862358

白沙診所

花壇鄉 彰化縣花壇鄉彰員路三段四○號

04-7882388

正宜診所

芳苑鄉 彰化縣芳苑鄉福榮村上林路路上段 521 號

04-8981275

江元煌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一段 759 號

04-8335363

慈安小兒科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光明街 163 號

04-8369578

統誠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新興里正興街 370 號

04-8361818

統新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新興里正興街 368 號

04-8390779

統仁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新興里正興街 370 號

04-8367128

博仁骨科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莒光路 52 及 54 號

04-8333795

涂嘉桂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一一三號

04-8360898

慈元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林森路二五０號

04-8378805

盧天恩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林森路 308 號

04-8339159

博士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東和里林森路 135 號

04-8340657

健新內科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新生路 366、368 號

04-8336865

陳忠一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新興里育英路 88 號及 89 號

04-8353910

存佑小兒科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惠來里光明街 163 號

04-8369578

維新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忠孝里大同路 1 段 1 號

04-8318156

陳鴻基婦幼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三民東街一六八號

04-8323103

永昌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里博愛路 150 號

04-8320727

茂仁眼科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里三民東街 45 號

04-8322755

楊博堯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 165 號

04-8361062

育英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育英路三七之十二號

04-8331458

員林林內兒科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 392 巷 15 號

04-8340465

佳佳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南昌路 90 號

04-8380016

存寬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仁美里浮圳路 2 段 405 號

04-8366800

蔡眼科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 578 號

04 8320232

黃世龍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 235 號

04 8322453

張天長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東和里員水路二段 482 號、林森路
04-8324479
127 號

愛心小兒科家庭醫學科
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六二八號

04-8361292

員安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振興里員水路一段一九０號

04 8315970

杏仁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永安街 115 號

04 8341237

陳彥學內科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仁愛里三民東街 206 號

04-8372511

陳世岳皮膚科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南昌路 94 號

04 8335292

名妍皮膚科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忠孝里大同路一段 69 號

04-8370861

明明眼科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三信里中山路二段 263 號

04-8318980

統正骨科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新興里正興街 368 號、368 號 2 樓 04-7256166

周外婦產科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一段 774 號

04-8320818

郭總合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里三民街 38-1 號

04-8356001

郭員診所

員林市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里三民街 38-1 號

04-8356201

元泰診所

埔心鄉 彰化縣埔心鄉中山路 39 號

04-8234549

鄭德源診所

埔心鄉 彰化縣埔心鄉員鹿路二段二九一號

04-8294253

楊玉隆家庭醫學科診所

埔心鄉 彰化縣埔心鄉員鹿路二段三二七號

04-8290099

林景超診所

埔心鄉 彰化縣埔心鄉員鹿路二段 124 號

04-8293385

楊世仁診所

埔鹽鄉 彰化縣埔鹽鄉好修村中正路 199 之 2 號

04 8657299

蘇外婦產科診所

埤頭鄉 彰化縣埤頭鄉合興村彰水路三段五六七號

04-8922170

陳嘉烈診所

埤頭鄉 彰化縣埤頭鄉斗苑西路一五六號

04-8920222

綜祐診所

埤頭鄉 彰化縣埤頭鄉合興村彰水路三段 494 號

04-8911911

施明哲診所

鹿港鎮 彰化縣鹿港鎮慶安街一一六號

04-7774331

豐安骨科診所

鹿港鎮 彰化縣鹿港鎮海浴路 11 之 1 號

04-7763811

豐安診所

鹿港鎮 彰化縣鹿港鎮海浴路十一之一號

04-7746395

頂安診所

鹿港鎮 彰化縣鹿港鎮鹿和路三段 622 巷 5 號、6 號

04-7722989

葉騰鑫內科診所〈順泰
聯合診所〉

鹿港鎮 彰化縣鹿港鎮民權路 57 號

04-7769955

聰昇耳鼻喉科診所

鹿港鎮 彰化縣鹿港鎮民權路 293 號

04 7787675

康嘉診所

鹿港鎮 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 277 號

04-7755511

王健龍診所

鹿港鎮 彰化縣鹿港鎮中興里中山路 259 號

04-7755188

林育慶泌尿專科診所

鹿港鎮 彰化縣鹿港鎮永安里復興路 340 號

04-7780328

豐安眼科診所

鹿港鎮 彰化縣鹿港鎮玉順里海浴路 11 之 1 號

04-7746396

白永河內科診所

鹿港鎮 彰化縣鹿港鎮永安里中正路 242-1 號

04-7769572

德明眼科診所

鹿港鎮 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 181 號

04-7785656

林耳鼻喉科診所

鹿港鎮 彰化縣鹿港鎮復興路三六四號

04 7762529

祐安小兒科診所

鹿港鎮 彰化縣鹿港鎮三民路一二五號

04-7755602

鄭國洲診所

溪州鄉 彰化縣溪州鄉前庄巷一之十六號

04-8806001

健恩診所

溪州鄉 彰化縣溪州鄉中央路三段二三九、二四一號

04-8899915

張耳鼻喉科診所

溪湖鎮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三段 379 號

04 8855209

楊同榮診所

溪湖鎮 彰化縣溪湖鎮西環路 27 號

佳安內科診所

溪湖鎮

花眼科診所

溪湖鎮 彰化縣溪湖鎮員鹿路三段 58 巷 5 號

04-8813863

南恩內科診所

溪湖鎮 彰化縣溪湖鎮湖東里大溪路 2 段 346 號

04-8828119

巫世雄外科診所

溪湖鎮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三段 212 號

04 8852859

顧明國診所

溪湖鎮 彰化縣溪湖鎮員鹿路三段一六九號

04-8816171

王鏜焜小兒科診所

溪湖鎮 彰化縣溪湖鎮西環路二四六號

04-8825833

吳外婦產科診所

溪湖鎮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二段 847 號

04-8856580

柯助伊婦產科診所

溪湖鎮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四段 153 號 2 樓、159 號

04 8818118

許立德小兒科診所

溪湖鎮 彰化縣溪湖鎮培英路四二號

04-8856518

陳偉仁診所

溪湖鎮 彰化縣溪湖鎮平和里員鹿路 3 段 69 號及 71 號

04-8820399

林忠毅婦產科診所

溪湖鎮 彰化縣溪湖鎮二溪路一段 233 號

04-8829666

徐泰椿診所

溪湖鎮 彰化縣溪湖鎮二溪路一段一七八號

04-8823000

旭安診所

溪湖鎮 彰化縣溪湖鎮光平里文東街 9 號 4 樓

04-8857665

余偉傑小兒科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曉陽路 188 號

04-7289786

祐幼小兒科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二段 27 號

04-7372499

鄭明宗小兒科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二段 640 號

04-7231726

陳永樺眼科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中華路一０九號

04-7293097

林明燦小兒科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民權路 243 號

04-7223526

陳奇男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三民路 217 號

04-7286671

林沙滿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民生路 333 號

04-7228786

陳建宏皮膚科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曉陽路二四六、二四八號

04-7261808

黃紀源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 250 號

04-7618238

曉陽眼科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成功里民族路 266 號

04-7201818

許小兒科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信義里中正路 1 段 452 號

04-7222279

親親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大埔路五五七號

04-7122497

李武波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中華路 185 號

04 7277538

陳耳鼻喉科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光復路 3 號

04-7245935

楊振承家庭醫學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一段二六九號

04 7224112

昭仁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辭修路 65 號

04-7227520

張眼科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一段 335 號

04 7245578

廖慶龍骨科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信義里中正路 1 段 452 號

04-7282142

信成耳鼻喉科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三民路三０四號

04-7235900

吳桂芬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民生路 161 號

04-7280638

呂眼科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成功路二九八號

04-7235660

連哲震耳鼻喉科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信義里中正路一段 452 號

04-7258790

十仁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辭修路 82 號

04-7281067

彰化縣溪湖鎮光平里員鹿路三段 172-1 號樓、176
號

04-8850575
04-8821305

戰克鴻家庭醫學科小兒
科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永安街四四二之一、四四六號

04-7331788

陽光小兒科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二段二一九號

04-7320210

博元婦產科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信義里中正路一段三九二號

04-7260678

現代皮膚科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曉陽路 52 號

04-7230580

東興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公園路一段 132 號

04-7225315

時代眼科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一段 402 號

04-7262699

張文宗小兒科內科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長安街 25 號

04 7256363

莊永勳耳鼻喉科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曉陽路二○○號

04-7201551

修慧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五權里金馬路 3 段 59 號及 61 號

04-7266158

安怡診所

彰化市

白鴻祥耳鼻喉科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彰美路一段一四七號

陳祖傑耳鼻喉科診所

彰化市

德揚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成功里民族路 190 號

04-7295866

葉易愷耳鼻喉科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文化里中正路 1 段 258 號

04-7277679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
員會中彰榮譽國民之家
醫務室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桃源里公園路 2 段 301 號

04-7250707

仁美診所

彰化市

全方位整形外科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南瑤里中正路 2 段 825 號

04-7621190

林耀東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民生路 37 號 5 樓

04 7223646

三民眼科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三民路三三號

04-7235040

華國樹骨科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南瑤里延平路 598 號

04-7138383

王厚坤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一段 154 號

04-7268695

惠聖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信義里中正路 1 段 432 號

04-7222699

黃麗津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民生路 2 號

04-7223520

太陽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曉陽路 48 號

04-7229622

游玉堂外科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雲長路 142 號

04-7126336

李伯儀外婦科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長壽街 170 號

04-7222066

黃內科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成功路 61 號

04-7237039

吳澄第神經精神科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成功路 345 號

04-7226814

周志誠婦產科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中華路 261 號

04-7229229

盧正欽小兒科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三民路 78 號

04-7235358

謝義德外科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長樂里中正路二段 53 號 1 樓

04-7229909

謝外科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二段 181 號

04-7250292

蔡文瑞耳鼻喉科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彰安里中正路二段四九一號

04-7273238

彰化縣彰化市成功里中山路 2 段 55 號及 55 之 1
04-7232389
號
04-7276393

彰化縣彰化市大竹里彰南路 2 段 187 號及三竹路
04-7375935
40 巷 22 號

彰化縣彰化市新興里彰美路 1 段 186 號 9 樓之 1、
04-7236773
9 樓之 2

陳景德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一段 415 號

04-7256979

廖逸平耳鼻喉科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興北里三民路 78 號

04-7235358

頤晴診所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福安里中山路 2 段 271 號

04-7288333

慶安診所

福興鄉 彰化縣福興鄉沿海路三段 275 號

04-7704276

三福診所

福興鄉 彰化縣福興鄉彰水路 368 號

04-7681024

台大京采皮膚專科診所

福興鄉 彰化縣福興鄉橋頭村復興路 110 號

04-7783003

聖光診所

線西鄉 彰化縣線西鄉寓埔村中華路 54 號

04-7587425

德茂診所

線西鄉 彰化縣線西鄉寓埔村沿海路一段七七二號

04-7584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