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西莊彰化肉圓 埤頭鄉彰水路三段502號 

北斗肉圓生 北斗鎮中華路192號 

北斗肉圓瑞 北斗鎮中華路89號 

北斗肉圓賓 員林市中山南路95號 

北斗肉圓儀 北斗鎮中華路117號 

北門口肉圓 彰化市中正路一段494號 

北門口肉圓站前店 彰化市三民路34號 

北門肉圓 彰化市三民路116號 

北勢頭肉圓 和美鎮中正路61號 

肉圓川食品商行 溪湖鎮二溪路1段9號 

肉圓楊碗粿 員林市靜修路74之16號 

西門彰化肉圓 彰化市中正路二段188號 

阿三肉圓 彰化市三民路242號 

阿章肉圓 彰化市長安街128號 

阿璋肉圓 彰化市長安街142號 

順利肉圓 彰化市彰南路二段182號 

楊州肉圓芋丸 鹿港鎮大明路第一市場A9 

彰化肉圓 彰化市陳陵路203號 

寶斗肉圓 員林市三民街59號 

口庄肉圓枝 花壇鄉中山路2段473號  

大竹肉圓店 彰化市彰南路2段106號 

范氏肉圓生 北斗鎮中華路262號 

大發爌肉飯 和美鎮糖東二街40號 

天公壇爌肉飯 彰化市陳稜路130號 

木樹爌肉飯 彰化市三民路342號 

正群豬腳爌肉飯 大村鄉過溝三巷45-2號 

民生路爌肉飯 彰化市民生路89號 

永成炕(爌)肉飯 彰化市中正路一段483號 

合益爌肉飯 彰化市金馬路段2段173號 

老Ｋ爌肉飯 北斗鎮中華路84號 

東興旅遊爌肉飯 彰化市中正路二段70號 

阿永爌肉飯 彰化市彰南路一段280號 

阿佑腳庫飯 鹿港鎮中山路439號 

阿宏爌肉飯 花壇鄉中山路一段380之1號 

阿泉爌肉飯 彰化市成功路216號 

阿時爌肉飯 彰化市永華街48號 

阿輝爌肉飯 彰化市泰和路一段235號 

阿讚爌肉飯 溪湖鎮員鹿路二段482號旁 

魚市場爌肉飯 彰化市中正路二段320號 

彰化魚市爌肉飯 彰化市華山路246號 

榕樹下爌肉飯 彰化市彰美路一段132巷3號 

福記爌肉飯 彰化市彰水路18號 

阿章爌肉飯 彰化縣彰化市南郭路一段6號 

肉圓 

彰化特色美食 
(肉包、蔴糬、肉乾、小吃) 20家 

大元蔴糬 彰化市民生路129巷6號  

老龍師肉包 鹿港鎮中山路31號 

老龍師肉包店 鹿港鎮三民路117號1樓 

肉包明 彰化市永樂街98號 

杉行碗粿 彰化市成功路312號 

赤牛麵 二林鎮中山路92巷28-17號 

阿振肉包 鹿港鎮中山路71號、73號  

頂好快餐排骨大王 彰化市自強南路58號 

猫鼠麵 彰化市陳稜路223號 

肉包李 彰化市永安街11號 

王罔麵線糊 鹿港鎮民族路268號 

小鹿廚房 彰化市華山路11、13號 

彰化涼圓 彰化市民權路49號 

老獅傅肉脯店 北斗鎮復興路74號 

張深淵食品行 員林市新興街86號 

百珍香肉脯店 彰化市中山路三段121巷124號 

大香珍肉脯店 員林市永吉街51號 

里昂精緻食品有限公司 鹿港鎮鹿工南五路39號1樓 

里昂鹿興鹹蛋糕 鹿港鎮中山路338號1樓 

二哥的店/什倆漉 鹿港鎮中山路444號 

洪維身美食館 芳苑鄉功湖路王功段406號 

洪維身蚵仔炸 芳苑鄉芳漢路519號 

楊家香品有限公司 和美鎮仁安路250號 

彰化涼圓 彰化市民權路49號 

元氣月子養生坊 彰化市仁愛路137巷29號 

好婆婆專業月子餐—彰化
店 

彰化市中山路3段150號 

沁月生活食舖 員林市中山路二段120號 

音樂河媽咪餐 彰化市南校街135號 

悅康養生月子餐 花壇鄉彰員路1段908號 

添好孕養生坊 員林市莒光路798巷 

皓品餐飲店 員林市三民東街15號1樓 

鳳巢豐康月子餐 彰化市林森路208號 

紫金堂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13巷28號8樓 

廣和月子餐 臺北市北投區立功街122號2樓 

慧馨孕產婦健康諮詢中心
(好韻生活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750號地下
室之一與752號地下室 

慧馨孕產婦健康諮詢中心
(慧馨國際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區福陽街36號 

元昕產後護理之家 彰化市中正路一段345號6、7、8樓 

成美醫院附設產後護理之
家 

彰化市三民路56號7-9樓 

沁月產後護理之家 員林市靜修東路33號5-7樓 

喜悅月子坊 員林市三民東街168號4樓 

喜悅產後護理之家二館 彰化市中山路2段758號1-4樓 

皓生產後護理之家 員林市三民東路15號 

彰化基督教醫院財團法人
附設華仁愛產後護理之家 

彰化市建寶街20號5-7樓 

總 計 1 5 8 家 
(統計截至110年2月1日) 

爌肉飯 21家 

23家 

月子餐 19家 

彰化縣無萊豬肉品自主管理標章業者 

1 

食品製造業 

員林大美香食品有限公司 員林市員東路二段388號 奇巧調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北斗鎮新工一路66號 

尚暘食品有限公司 和美鎮彰美路3段20巷37號 錦香珍食品有限公司 員林市條和街一巷33號 

4家 



彰化縣無萊豬肉品自主管理標章業者 

2 

總 計 1 5 8 家 
(統計截至110年2月1日)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大村鄉田洋橫巷2-9號 彰化縣福興鄉外中社區發展協會 福興鄉外中街108-5號 

員林郭醫院大村分院 埔心鄉中正路2段80號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二林天
主教會 

二林鎮中山路2號 

敦仁醫院 
員林市員水路1段102巷74
弄99號 

彰化縣大村鄉平和社區發展協會 大村鄉聖瑤東路77號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埔心鄉中正路2段80號7樓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彰化中
會員東路教會 

員林市員東路一段浮圳南巷14
號 

員林郭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大村鄉田洋橫巷2-9號 彰化縣竹塘鄉土庫社區發展協會 竹塘鄉東陽路1段安平巷2-1號 

光田護理之家 田尾鄉光復路2段560號 彰化縣大村鄉大橋社區發展協會 大村鄉中山路3段193巷69號 

仁堡護理之家 花壇鄉中山路1段40巷66號 彰化縣大村鄉加錫社區發展協會 大村鄉加錫二巷3-8號 

慈林庭園護理之家 彰化市彰南路4段300巷8號 彰化縣二林鎮原斗社區發展協會 二林鎮中正巷14號 

安歆護理之家 花壇鄉中正路355號 彰化縣和美鎮雅溝社區發展協會 和美鎮南軒路359巷7號 

東明護理之家 
二林鎮斗苑路3段390巷77
號 

彰化縣埔鹽鄉天盛社區發展協會 埔鹽鄉成功路3段286號 

健祥田園護理之家 彰化市埔內街27巷66號 彰化縣埔鹽鄉廍子社區發展協會 埔鹽鄉光明路1段101號 

勤英護理之家 秀水鄉民生街450號 彰化縣福興鄉外埔社區發展協會 福興鄉復興路16-1號 

里仁診所附設護理之家 田中鎮公館路283號 彰化縣二林鎮梅芳社區發展協會 二林鎮太平路4段臨69號 

仁美庭園護理之家 田中鎮一心街55號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鹿港服務中
心 

鹿港鎮忠孝路403號3樓 

伸美護理之家 伸港鄉建國一街121號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和美服務中
心 

和美鎮德美路596號 

名倫護理之家 溪州鄉田中路49-30號 
社團法人彰化縣鹿港鎮洋厝社區發
展協會 

鹿港鎮洋厝巷42-3號 

良成護理之家 員林市新義街85號1樓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億
智樂活之家 

溪湖鎮興學街75號2樓 

彰化縣私立埔心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彰化縣埔心鄉興霖路577號 彰化縣埤頭鄉中和社區發展協會 埤頭鄉廟前路68號 

彰化縣私立田尾老人養護中心 彰化縣田尾鄉聖德巷261號 彰化縣花壇鄉花壇社區發展協會 花壇鄉平和街76號 

彰化縣私立詮福莊園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 

彰化縣芳苑鄉二溪路草二段
807號 

彰化縣福興鄉番婆社區發展協會 福興鄉番婆街16-1號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珍瑩老人養護
中心 

社頭鄉山腳路2段726巷23
號 

彰化縣大城鄉潭墘社區發展協會 大城鄉光復路1號 

彰化縣私立通堡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花壇鄉中山路1段40巷88號 彰化縣溪州鄉溪厝社區發展協會 溪州鄉呂厝路15號 

彰化縣私立良安老人長期照護中心 員林市新義街85號3樓 彰化縣芳苑鄉後寮社區發展協會 芳苑鄉療北巷1號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慈恩老人養護
中心 

二林鎮光復路61巷20號 彰化縣社頭鄉湳底社區發展協會 社頭鄉湳底村一巷475號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中仁愛之家
附設彰化縣私立慈惠老人養護中心 

彰化市中民街100號 彰化縣溪湖鎮田中社區發展協會 
溪湖鎮二溪路1段695巷125弄59
號 

彰化縣私立好修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埔鹽鄉員鹿路2段170號 彰化縣彰化市牛埔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市彰南路3段226號 

彰化縣私立新仁愛老人養護中心 彰化市延平路475巷9號 彰化縣楓灣慈善會 花壇鄉彰員路一段635號 

彰化縣私立聖仁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花壇鄉後厝一巷12弄36號 社團法人彰化縣益康關懷協會 金馬路3段539巷19弄22號 

彰化縣和美鎮詔安社區發展協會 和美鎮彰和路2段172號 臺灣家庭關懷成長協會 田中鎮員集路三段520巷22號 

彰化縣私立吉祥老人養護中心 彰化市光復路25號 彰化縣關懷長青協會 彰化市中民街14巷6號 

彰化縣私立寶祥老人長期照護中心 
彰化市中山路2段605號3樓
2-3 

彰化縣溪州鄉菜公社區發展協會 溪州鄉民生路二段149號 

彰化縣私立馨園老人長期照護中心 花壇鄉白沙村溪北街17號 彰化縣社頭鄉張厝社區發展協會 社頭鄉張厝一巷30號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彰化榮
譽國民之家 

田中鎮中南路2段421號 彰化縣南勢社區發展協會 鹿港鎮南勢巷42號 

良成護理之家 龍心瑞智社區服務
據點 

員林市新義街85號4樓 彰化縣福興鄉三汴社區發展協會 福興鄉彰水路346巷47號 

醫院及長照機構 68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