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構名稱 地址 醫院層級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彰化縣埔心鄉舊館村中正路2段80號 區域醫院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縣彰化市南瑤里中山路1段542號 區域醫院
員榮醫療社團法人員榮醫院 彰化縣員林鎮中正路201號 地區醫院
惠來醫療社團法人宏仁醫院 彰化縣員林鎮惠來街89號 地區醫院
洪宗鄰醫療社團法人洪宗鄰醫院 彰化縣二林鎮中正路61號 地區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彰化縣彰化市南校街135號 醫學中心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漢銘基督教醫院 彰化縣彰化市南興里中山路1段366號 地區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督教醫院 彰化縣鹿港鎮永安里中正路480號 地區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督教醫院 彰化縣員林鎮南平里莒光路456號 地區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二林基督教醫院 彰化縣二林鎮大成路1段558號 地區醫院
信生醫院 彰化縣彰化市民生里三民路312號 地區醫院
冠華醫院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1段437號 地區醫院
敦仁醫院 彰化縣員林鎮振興里員水路１段102巷74弄99號 地區醫院
員生醫院 彰化縣員林市莒光路359號 地區醫院
建元醫院 彰化縣田中鎮中南路3段512號 診所
員林郭醫院大村分院 彰化縣大村鄉大村村田洋橫巷2–9號 地區醫院
彰化縣彰化市南西北區衛生所 彰化縣彰化市華北里旭光路166號 衛生所
彰化縣彰化市東區衛生所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二段346巷31弄26號 衛生所
彰化縣鹿港鎮衛生所 彰化縣鹿港鎮復興路423號 衛生所
彰化縣和美鎮衛生所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五段319號 衛生所
彰化縣北斗鎮衛生所 彰化縣北斗鎮地政路406巷17號 衛生所
彰化縣員林市衛生所 彰化縣員林鎮博愛路229號 衛生所
彰化縣溪湖鎮衛生所 彰化縣溪湖鎮湖東里青雅路36號 衛生所
彰化縣田中鎮衛生所 彰化縣田中鎮西路里斗中路1段222號 衛生所
彰化縣二林鎮衛生所 彰化縣二林鎮斗苑路四段689號 衛生所
彰化縣線西鄉衛生所 彰化縣線西鄉和線路957巷2號 衛生所
彰化縣伸港鄉衛生所 彰化縣伸港鄉大同村中興路2段197號 衛生所
彰化縣福興鄉衛生所 彰化縣福興鄉福興村福興路51巷2號 衛生所
彰化縣秀水鄉衛生所 彰化縣秀水鄉安東村中山路288號 衛生所
彰化縣花壇鄉衛生所 彰化縣花壇鄉長沙村中正路11號 衛生所
彰化縣芬園鄉衛生所 彰化縣芬園鄉公園一街11號 衛生所
彰化縣大村鄉衛生所 彰化縣大村鄉中正西路340號 衛生所
彰化縣埔鹽鄉衛生所 彰化縣埔鹽鄉好修村員鹿路2段58號 衛生所
彰化縣埔心鄉衛生所 彰化縣埔心鄉義民村員鹿路2段340號 衛生所
彰化縣永靖鄉衛生所 彰化縣永靖鄉永西村西興路91號 衛生所
彰化縣社頭鄉衛生所 彰化縣社頭鄉員集路2段409號 衛生所
彰化縣二水鄉衛生所 彰化縣二水鄉二水村過圳路19號 衛生所
彰化縣田尾鄉衛生所 彰化縣田尾鄉光復路2段608號 衛生所
彰化縣埤頭鄉衛生所 彰化縣埤頭鄉健安街119號 衛生所
彰化縣芳苑鄉衛生所 彰化縣芳苑鄉斗苑路194巷48號 衛生所
彰化縣大城鄉衛生所 彰化縣大城鄉中平路126號 衛生所
彰化縣竹塘鄉衛生所 彰化縣竹塘鄉竹塘村竹林路1段304號 衛生所
彰化縣溪州鄉衛生所 彰化縣溪州鄉尾厝村溪下路四段570號 衛生所
茂源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福山里彰南路1段169號 診所
陳錫鎰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民生南路76-1號 診所
吳桂芬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民生路161號1,2樓 診所
戰克鴻家庭醫學科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永安街442-1號 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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祐幼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2段27號 診所
蔡文瑞耳鼻喉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2段491號 診所
陽光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2段219號 診所
十仁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忠孝里辭修路82號 診所
謝宗智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彰安里中正路２段426號 診所
陳祖傑耳鼻喉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2段187號 診所
喻小珠家庭醫學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復興里實踐路161號 診所
惠幼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自強路38號 診所
永安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三民路207號 診所
賴政光耳鼻喉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1段433號1樓 診所
陳家銘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成功里民族路270號 診所
德揚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民族路190號 診所
林文乙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曉陽路209號 診所
信義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向陽里崙平南路333號 診所
大樹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大埔路375號 診所
吳肇基診所 彰化縣鹿港鎮中興里民族路114號 診所
豐安診所 彰化縣鹿港鎮海浴路11-1號 診所
黃俊熙診所 彰化縣鹿港鎮頂草路1段12號 診所
佳生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鹿港鎮景福里民權路137號 診所
葉騰鑫內科診所（順泰聯合診所〉 彰化縣鹿港鎮民權路57號 診所
潘明勳耳鼻喉科診所 彰化縣鹿港鎮永安里復興路333號 診所
曾榮昌診所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六段26號 診所
和興聯合診所 彰化縣和美鎮竹營里德美路289號 診所
庚新診所 彰化縣和美鎮糖友里糖友一街82號1樓 診所
城堡耳鼻喉科診所 彰化縣和美鎮仁安路200號 診所
沈婦產科診所 彰化縣北斗鎮中正路185號 診所
幼恩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北斗鎮中華路245號 診所
陳建達診所 彰化縣北斗鎮中正路153號1樓 診所
愛心小兒科家庭醫學科診所 彰化縣員林鎮仁美里中正路628號 診所
盧天恩診所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里林森路308號 診所
統誠診所 彰化縣員林鎮正興街370號 診所
寶貝熊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員林鎮靜修東路78號 診所
博文診所 彰化縣員林鎮鎮興里員東路1段55號 診所
統仁診所 彰化縣員林市新興里正興街370號 診所
郭總合診所 彰化縣員林市三民街38-1號 診所
王鏜焜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溪湖鎮西環路246號 診所
南恩內科診所 彰化縣溪湖鎮湖東里大溪路２段346號1﹑2樓 診所
周武昌診所 彰化縣田中鎮新生街126號 診所
玉樹診所 彰化縣田中鎮西路里員集路2段557號 診所
中英診所 彰化縣田中鎮南路里員集路2段342號1樓 診所
公園診所 彰化縣田中鎮新福路57號 診所
長佑診所 彰化縣二林鎮南光里大成路１段254號 診所
聖光診所 彰化縣線西鄉中華路54號 診所
祥安診所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路234號 診所
許權傑診所 彰化縣伸港鄉忠孝路9號 診所
三福診所 彰化縣福興鄉彰水路368號 診所
慶安診所 彰化縣福興鄉沿海路三段275號1樓 診所
楊鴻振診所 彰化縣秀水鄉彰水路2段661號 診所
宗生診所 彰化縣秀水鄉彰水路2段195號 診所



施宜德家庭醫學科診所 彰化縣秀水鄉埔崙村彰水路2段218號 診所
志元診所 彰化縣花壇鄉中正路118號 診所
白沙診所 彰化縣花壇鄉彰員路3段40號 診所
天祐診所 彰化縣花壇鄉花壇街253號 診所
大生診所 彰化縣花壇鄉長沙村中正路56-8號 診所
黃建成診所 彰化縣大村鄉大村村茄苳路1段235號 診所
萬來診所 彰化縣大村鄉山腳路80-8號 診所
元泰診所 彰化縣埔心鄉太平村中山路39號 診所
鄭德源診所 彰化縣埔心鄉員鹿路2段291號 診所
文華診所 彰化縣永靖鄉瑚璉路167巷6號 診所
景新診所 彰化縣社頭鄉社頭村清水岩路333號 診所
光明診所 彰化縣埤頭鄉合興村建興街130號 診所
陳嘉烈診所 彰化縣埤頭鄉斗苑西路156號 診所
茂榮家庭醫學科診所 彰化縣竹塘鄉竹塘村仁愛路56號 診所
雅世牙醫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里中山路２段871號 牙科診所
德利聯合牙醫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長樂里中正路２段43號2樓 牙科診所
王金星牙醫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南瑤里中正路２段780之6號 牙科診所
植美牙醫診所 彰化縣鹿港鎮大有里民族路241號 牙科診所
成典牙醫診所 彰化縣鹿港鎮頂番里頂草路1段106號 牙科診所
顏國淵牙醫診所 彰化縣和美鎮山梨里道周路419號 牙科診所
愛佳牙醫診所 彰化縣和美鎮愛華路329號2樓 牙科診所
黃天春牙醫診所 彰化縣員林市仁美里靜修路2之12號 牙科診所
崇翔牙醫診所 彰化縣員林鎮新興里萬年路３段250號 牙科診所
陳志強牙醫診所 彰化縣員林市新興里新興街78號 牙科診所
誠品牙醫診所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村忠孝路32號 牙科診所
文德牙醫診所 彰化縣花壇鄉文德村彰員路2段997號 牙科診所
愛仁牙醫診所 彰化縣花壇鄉花壇村中正路336號 牙科診所
全樂牙醫診所 彰化縣大村鄉擺塘村中正西路90號 牙科診所
太平洋牙醫診所 彰化縣埔心鄉經口村中山路73號 牙科診所
柏華牙醫診所 彰化縣埤頭鄉郵政街157號 牙科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