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區域 廠商 地址 電話

1 彰化市 上發儀器行 彰化縣彰化市天祥路208號 04-7636392

2 彰化市 大友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旭光路346號 04-7283820

3 彰化市 大友醫療器材行 彰化縣彰化市光南里南校街83號 04-7283850

4 彰化市 大立康醫療用品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旭光路327號 04-7263327

5 彰化市 大埔藥局(大樹) 彰化縣彰化市大埔路406、408、410、412號 04-7117511

6 彰化市 正光藥局中正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里中正路一段253號 04-7235068

7 彰化市 正光藥局民族店 彰化縣彰化市彰安里民族路211號 04-7234876

8 彰化市 正光藥局彰南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庄里彰南路一段21號 04-7321003

9 彰化市 全宏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華北里博愛街104號 04-7275472

10 彰化市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秀傳婦幼門市部 彰化縣彰化市南瑤里中山路一段558、560號 04-7224753

11 彰化市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彰基門市部 彰化縣彰化市博愛街135號 04-7248862

12 彰化市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彰基二店門市部 彰化縣彰化市華北里旭光路300號 04-7276520

13 彰化市 秀一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向陽里崙平南路239號 04-7515391

14 彰化市 芳澤藥局 彰化縣彰化市國聖里中山路3段434號 04-7380381

15 彰化市 金典醫療儀器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旭光路283號 04-7268009

16 彰化市 建國春生中西藥局 彰化縣彰化市阿夷里建國北路150號 04-7225047

17 彰化市 春生藥局自強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全里自強南路45-6號 04-7227058

18 彰化市 美德耐股份有限公司秀傳門市部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一段562號 04-7270813

19 彰化市 美德耐股份有限公司彰基中華門市 彰化縣彰化市中華路176號 04-7285753

20 彰化市 美德耐股份有限公司彰基院內二店門市部 彰化縣彰化市光南里南校街135號 04-7238675

21 彰化市 祐祥醫療保健器材行 彰化縣彰化市光南里博愛街123巷15號 04-7288212

22 彰化市 康好健保藥局 彰化縣彰化市光南里旭光路291號 04-7234725

23 彰化市 勝霖藥品股份有限公司彰化民族分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民族路450號 04-7286549

24 彰化市 順心醫療器材行 彰化縣彰化市博愛街121號1樓 04-7220222

25 彰化市 順馨醫療器材行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一段556巷9號 04-7115565

26 彰化市 新亞歆有限公司彰化門市 彰化縣彰化市南興里雲長路135號 04-7883418

27 彰化市 照鑫企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東興里南郭路一段47巷5號1樓 04-7240987

28 彰化市 達健儀器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和調里全福街41號 04-7281166

29 彰化市 鼎澄生醫股份有限公司秀傳一店 彰化縣彰化市南瑤里中山路一段556巷10號 04-7234408

30 彰化市 鼎澄生醫股份有限公司秀傳二店 彰化縣彰化市南瑤里中山路一段536號 04-7262697

31 彰化市 彰化藥局(大樹) 彰化縣彰化市下廍里永安街278、280號 04-7287877

32 彰化市 維明醫療儀器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12號 04-7112862

33 彰化市 維俊明醫療用品行 彰化縣彰化市光南里旭光路340號 04-7222862

34 彰化市 維康藥局 彰化縣彰化市光南里博愛街131、133號 04-7279446

35 彰化市 永茂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旭光路321號 04-7272925

36 二林鎮 二林藥局(大樹) 彰化縣二林鎮東和里斗苑路五段39號 04-8950010

37 二林鎮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二林彰基門市部 彰化縣二林鎮南光里大成路一段535號 04-8968775

38 二林鎮 育民健保藥局 彰化縣二林鎮新生路72號 04-8953956

39 二林鎮 美德耐股份有限公司彰基二林門市部 彰化縣二林鎮南光里大成路一段558號 04-8956410

40 二林鎮 勝霖藥品股份有限公司二林中山分公司 彰化縣二林鎮中山路137號 04-8965338

41 二林鎮 新回春器材行 彰化縣二林鎮南光里大成路一段424號 04-8951119

42 二林鎮 詹仕便利商店 彰化縣二林鎮南光里大成路一段557號 04-8957018

43 大村鄉 五行藥局 彰化縣大村鄉黃厝村山腳路2-26號 04-8527603

44 大村鄉 天德藥師藥局 彰化縣大村鄉擺塘村中正西路61號 04-8525256

45 大村鄉 郭藥局 彰化縣大村鄉大村村茄苳路一段132號 04-8522988

46 北斗鎮 仁信藥局 彰化縣北斗鎮中正路137號 04-8873357

47 北斗鎮 合康藥局 彰化縣北斗鎮西安里中山路二段32、34號 04-8881669

48 北斗鎮 泰興儀器行 彰化縣北斗鎮八德路35巷7號 04-8888215

49 北斗鎮 康倫醫療器材行 彰化縣北斗鎮居仁里復興路42號 04-8875901

50 北斗鎮 勝霖藥品股份有限公司北斗中華分公司 彰化縣北斗鎮中華路210號 04-8873383

51 北斗鎮 惠生大藥局 彰化縣北斗鎮中華路291號 04-8874041

52 永靖鄉 天喜生大藥局 彰化縣永靖鄉西門路41號 04-8221821

53 永靖鄉 永靖藥局(大樹) 彰化縣永靖鄉瑚璉村瑚璉路116號 04-8230220

54 田中鎮 勝霖藥品股份有限公司田中中正分公司 彰化縣田中鎮中正路305號 04-8761239

55 田中鎮 萬禾藥局 彰化縣田中鎮中潭里員集路3段277號 04-8742242

56 田尾鄉 禾欣藥局 彰化縣田尾鄉中山路一段539號 04-8830800

57 竹塘鄉 上明藥局 彰化縣竹塘鄉竹塘村竹塘街66號 04-897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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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伸港鄉 真豐藥局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路117號 04-7988337

59 和美鎮 大樹和美藥局 彰化縣和美鎮仁愛里道周路501號 04-7554420

60 和美鎮 辰晏醫療器材行 彰化縣和美鎮四張里道周路927號 04-7557178

61 和美鎮 春生藥局新庄店 彰化縣和美鎮犁盛里彰新路2段527、529號 04-7330458

62 和美鎮 勝霖藥品股份有限公司和美鹿和分公司 彰化縣和美鎮鹿和路六段441號 04-7559401

63 和美鎮 毅家醫療輔具有限公司 彰化縣和美鎮和港路319號 04-7576112

64 和美鎮 鎂興企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四段203號 04-7569272

65 社頭鄉 冠威商行 彰化縣社頭鄉平和村山腳路三段253號 0921-867167

66 芬園鄉 啟安大藥局 彰化縣芬園鄉芬草路二段230號 049-2522858

67 花壇鄉 奇美通路有限公司 彰化縣花壇鄉南口村中山路二段143號 04-7881666

68 花壇鄉 善生藥局 彰化縣花壇鄉中正路200號 04-7862361

69 員林市 上煒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彰化縣員林市南平里台鳳路30號 04-8335896

70 員林市 大立康醫療用品 彰化縣員林市新義街306號 04-8332308

71 員林市 大樹三民藥局 彰化縣員林市三民東街356號 04-8372837

72 員林市 大樹員林藥局 彰化縣員林市大同路二段207號 04-8331353

73 員林市 正光藥局員林店 彰化縣員林市仁愛里三民東街310、312號 04-8328765

74 員林市 全友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彰化縣員林市南平里新義街312號 04-8398260

75 員林市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員林員生門市部 彰化縣員林市莒光路341、343號 04-8368322

76 員林市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員林員榮門市部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203、205號 04-8365404

77 員林市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員基院內門市部 彰化縣員林市莒光路456號 04-8363523

78 員林市 美德耐股份有限公司員基院外店 彰化縣員林市新義街286號 04-8391676

79 員林市 美德耐股份有限公司員榮院外店 彰化縣員林市黎明里中正路195號 04-8367521

80 員林市 員林鼎澄藥局 彰化縣員林市三民東街252號 04-8330918

81 員林市 健安生科行銷有限公司 彰化縣員林市新生里新生路50號 04-8376308

82 員林市 康富醫療器材行 彰化縣員林市南平里新義街292號 04-8333331

83 員林市 勝霖藥品股份有限公司員林中正分公司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135、137號 04-8368669

84 員林市 維一醫療用品有限公司 彰化縣員林市南平里新義街316號 04-8391987

85 員林市 德昌醫療器材行 彰化縣員林市新生里莒光路360號 04-8394065

86 員林市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員基院外門市部 彰化縣員林市南平里新義街322號 04-8398138

87 員林市 裕良大藥局 彰化縣員林市莒光路3號 04-8360388

88 員林市 裕良藥局大同店 彰化縣員林市大同路二段203之1號 04-8344612

89 埔心鄉 安順醫療器材行 彰化縣埔心鄉舊館村中興路31號 04-8290959

90 埔心鄉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彰醫院外門市部 彰化縣埔心鄉中興路29號 04-8282538

91 埔心鄉 美德耐股份有限公司署彰門市部 彰化縣埔心鄉舊館村中正路二段80號 04-8285812

92 埔心鄉 淑惠藥局 彰化縣埔心鄉員鹿路一段244號 04-8297798

93 埔心鄉 達伊醫療器材行 彰化縣埔心鄉舊館村中興路53號 04-8284137

94 埔心鄉 維康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署彰院外店 彰化縣埔心鄉舊館村中興路47號 04-8281650

95 埤頭鄉 埤頭貓頭鷹藥局 彰化縣埤頭鄉斗苑西路230號 04-8921011

96 埤頭鄉 埤頭藥局 彰化縣埤頭鄉合興村斗苑西路261號 04-8922162

97 鹿港鎮 大樹鹿港藥局 彰化縣鹿港鎮永安里中正路193號 04-7772226

98 鹿港鎮 正光藥局鹿港店 彰化縣鹿港鎮永安里復興路251號 04-7775769

99 鹿港鎮 永翔商行 彰化縣鹿港鎮中正路435號 04-7756608

100 鹿港鎮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鹿港鹿基門市部 彰化縣鹿港鎮自由路168號 04-7775385

101 鹿港鎮 辰晏實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鹿港鎮永安里自由路2號 04-7840382

102 鹿港鎮 建美電信工程有限公司 彰化縣鹿港鎮永安里民權路6號 04-7775535

103 鹿港鎮 美德耐股份有限公司鹿基院外店 彰化縣鹿港鎮永安里中正路428號 04-7782587

104 鹿港鎮 勝霖藥品股份有限公司鹿港民族分公司 彰化縣鹿港鎮民族路67、69號 04-7751139

105 鹿港鎮 鼎澄生醫股份有限公司秀傳彰濱店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路6號 04-7073230

106 鹿港鎮 維明醫療儀器有限公司鹿港營業所 彰化縣鹿港鎮中正路480號 04-7756858

107 溪州鄉 呂藥局 彰化縣溪州鄉中興路1號 04-8895552

108 溪湖鎮 正光藥局溪湖店 彰化縣溪湖鎮大竹里平和街202、204號 04-8825138

109 溪湖鎮 志成藥局 彰化縣溪湖鎮平和里彰水路三段243號 04-8853528

110 溪湖鎮 東環藥局(大樹) 彰化縣溪湖鎮東環路268號 04-8820001

111 溪湖鎮 長春儀器行 彰化縣溪湖鎮光平里彰水路三段356號 04-8823016

112 溪湖鎮 康健藥局 彰化縣溪湖鎮光平里彰水路三段388號 04-8822549

113 線西鄉 線西藥局 彰化縣線西鄉寓埔村中央路二段48號 04-7582482

114 南投縣 大明藥局(大樹) 南投縣竹山鎮大明路482號 049-2652500

115 南投縣 大樹埔里藥局 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438號 049-2980805

116 南投縣 中華感恩醫療器材企業社 南投縣南投市新興里成功東路85之1號 049-2255438

117 南投縣 日寶事業有限公司 南投縣草屯鎮虎山路838號 049-2319199

118 南投縣 安加倍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投縣草屯鎮炎峰里炎峰街2-4號 0912-406966



119 南投縣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竹秀院內門市部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二段75號 049-2623582

120 南投縣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南投署醫門市部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463號 049-2242468

121 南投縣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南投醫院門市部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478號 049-2240970

122 南投縣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埔里埔基門市部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三段681、683號 049-2910451

123 南投縣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草屯佑民門市部 南投縣草屯鎮太平路一段235號 049-2393314

124 南投縣 杏康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南投縣草屯鎮上林里太平路一段207號 049-2393083

125 南投縣 家禾藥局 南投縣集集鎮民生路237號 049-2760565

126 南投縣 勝祥醫療器材行 南投縣草屯鎮太平路一段211號 049-2350366

127 南投縣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南投彰南門市部 南投縣南投市彰南路二段9號 049-2244770

128 苗栗縣 卓蘭千百岳大藥局 苗栗縣卓蘭鎮中街里中山路82號 04-25895473

129 桃園市 沅芊潤企業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文昌三街8號 03-3975885

130 桃園市 長畊企業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西路二段37號 03-4931515

131 桃園市 銀寶寶健康樂活有限公司 桃園市八德區廣福路766號 03-3742127

132 桃園市 樂齡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平鎮分公司 桃園市平鎮區環南路38號 03-4922488

133 高雄市 弘林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泰安街109號 0977-099057

134 高雄市 永茂醫療器材行 高雄市三民區青島街112號 07-3158822

135 高雄市 樂齡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32號 07-2236682

136 高雄市 雙寶醫療器材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135號1樓 07-2692998

137 雲林縣 千喜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619號 05-5347858

138 雲林縣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斗六台大院外門市部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645號 05-5361907

139 雲林縣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斗六成大門市部 雲林縣斗六市莊敬路345號 05-5338727

140 雲林縣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斗六雲醫門市部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79號 05-5320242

141 雲林縣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斗六慈濟院外門市部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283號 05-5338046

142 雲林縣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北港媽祖門市部 雲林縣北港鎮新德路123號B1 05-7824705

143 雲林縣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西螺中山路門市部 雲林縣西螺鎮中山路151、153號 05-5870195

144 雲林縣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虎尾台大門市部 雲林縣虎尾鎮廉使里19鄰學府路95號 05-6322232

145 雲林縣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虎尾若瑟門市部 雲林縣虎尾鎮民權路7號 05-6364916

146 雲林縣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雲林長庚門市部 雲林縣麥寮鄉中興村5鄰工業路1500號B1 05-6913114

147 雲林縣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雲基院內門市部 雲林縣西螺鎮市場南路375號 05-5883026

148 雲林縣 杏暉醫療器材行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623號1樓 05-5370788

149 雲林縣 濟世醫療器材行 雲林縣虎尾鎮民生路32號 05-6330455

150 新北市 兆謙益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191巷2號 02-26000149

151 新北市 康曜軒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137號 02-89943313

152 新北市 樂齡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三峽分公司 新北市樹林區學勤路595號 02-26688117

153 新北市 雙寶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485號1樓 02-26712002

154 新竹市 美嘉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新竹市香山區中華路四段226巷63號1樓 03-2170580

155 新竹縣 新亞歆有限公司 新竹縣竹北市福德里博愛街329號 03-5520378

156 嘉義市 信佑欣業有限公司 嘉義縣大林鎮三角里林頭61號1樓 05-2950195

157 嘉義市 婕翔有限公司 嘉義市東區興南里興業東路263號 05-2167077

158 臺中市 大樹大里藥局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101號 04-24861133

159 臺中市 大樹五權藥局 臺中市西區五權路97-1號 04-22022910

160 臺中市 大樹北屯藥局 臺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411號 04-22422262

161 臺中市 大樹南屯藥局 臺中市南屯區向上路一段643號 04-24758887

162 臺中市 大樹美村藥局 臺中市南區美村南路124號 04-22621113

163 臺中市 大樹圓環藥局 臺中市豐原區圓環東路617號 04-25122212

164 臺中市 太平中山藥局(大樹) 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四段11號 04-23959200

165 臺中市 北屯軍功藥局(大樹) 臺中市北屯區軍功路一段752號 04-24375111

166 臺中市 台中大樹藥局 臺中市北區漢口路三段261號 04-22981113

167 臺中市 尼塔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樹德五街37號 04-23952710

168 臺中市 弘明醫療器材行 臺中市豐原區南陽里安康路65號 04-25203588

169 臺中市 弘康醫療儀器行 臺中市南區建國南路一段92號 04-22620215

170 臺中市 正全義肢復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臺中市南區樹義六巷6-10號 04-22605560

171 臺中市 正和醫療儀器行 臺中市西屯區福順路217巷20號 04-24616666

172 臺中市 永大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區育德路30之1號 04-22020800

173 臺中市 永晟保健醫療用品行 臺中市豐原區南陽里安康路85號 04-25151011

174 臺中市 永康醫療器材行 臺中市西區民生路79-1號 04-22254973

175 臺中市 全一儀器有限公司 臺中市中區民權路140號 04-22200797

176 臺中市 如新醫材行(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潭子區豐興路一段193號 04-25393239 

177 臺中市 安邦洋行 臺中市中區平等街125號1樓 04-22212335

178 臺中市 安盛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樂群街11號 04-22235887

179 臺中市 安興醫療器材行 臺中市烏日區健行路262號 04-23380819



180 臺中市 竹銘實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后庄路750號 04-22912059

181 臺中市 老公正銀髮用品店 臺中市梧棲區文華街194巷15號 04-26581120

182 臺中市 西屯藥局(大樹)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150-45號 04-24621822

183 臺中市 西墩藥局(大樹) 臺中市西屯區黎明路三段275、277號 04-24510770

184 臺中市 佑春醫療器材行 臺中市東勢區第一橫街65號1樓 04-25883768

185 臺中市 妙真健康醫療用品社 臺中市大里區東興里東榮路472號 0939-815807

186 臺中市 宏康企業社 臺中市西屯區東大路一段8-1號旁B棟 04-24633593

187 臺中市 宏渥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楓和路759號 0952-892868

188 臺中市 宏達益企業有限公司后里天使愛門市 臺中市后里區甲后路一段136巷162弄13號 04-25566881

189 臺中市 杏一大雅中清藥局(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中清路四段31.33.35號 04-25601791

190 臺中市 杏一北區忠明藥局 臺中市北區忠明路442號 04-22081273

191 臺中市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大甲光田門市部 臺中市大甲區經國路307號 04-26803478

192 臺中市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汝川門市部 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地下1樓 04-24739418

193 臺中市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中山院外門市部 臺中市南區文心南路578號 04-22654455

194 臺中市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五權門市部 臺中市北區學士路2號地下1樓 04-22336823

195 臺中市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門市部 臺中市北區育德路10號、五常街147號 04-22036598

196 臺中市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附醫東區門市部 臺中市東區自由路3段296號 04-22154769

197 臺中市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附醫門市部 臺中市北區學士路95號 04-22070797

198 臺中市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五權院外門市部 臺中市北區學士路65號 04-22075928

199 臺中市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太平中興東路門市部 臺中市太平區中興東路76號 04-23510550

200 臺中市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太平院前門市部 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2段348號 04-23937418

201 臺中市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中山門市部 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2樓 04-24718411

202 臺中市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仁愛門市部 臺中市大里區東榮路478號 04-24811826

203 臺中市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台中林新門市部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十一街457號 04-23805425

204 臺中市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台中澄清門市部 臺中市西屯區福康路5號、7號 04-24635952

205 臺中市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台中醫院門市部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99號 04-22291728

206 臺中市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平等澄清門市部 臺中市中區光復里平等街126、128號 04-22222227

207 臺中市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光田門市部 臺中市沙鹿區沙田路130號 04-26633635

208 臺中市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亞大院內門市部 臺中市霧峰區福新路222號B1 04-23390881

209 臺中市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亞大院外門市部 臺中市霧峰區福新路209號 04-23303078

210 臺中市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東勢農醫門市部 臺中市東勢區延平里忠孝街18號 04-25772555

211 臺中市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梧棲新童門市部 臺中市梧棲區台灣大道八段699號 04-26584786

212 臺中市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童醫沙鹿門市部 臺中市沙鹿區成功西街8號 04-26625430

213 臺中市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潭子慈濟院內門市部 臺中市潭子區豐興路一段88號 04-25393720

214 臺中市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豐原辰光店 臺中市豐原區安康路100號 04-25297795

215 臺中市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豐原豐醫門市部 臺中市豐原區安康路97號 04-25296419

216 臺中市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霧峰門市部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577-5、577-6號 04-23305147

217 臺中市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中榮住院一店門市部 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1650號(營養大樓三樓) 04-23598062

218 臺中市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中榮住院二店門市部 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1650號(第一醫療大樓2樓) 04-23598310

219 臺中市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中榮婦幼門市部 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1650號(第二醫療大樓1樓) 04-23598382

220 臺中市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大里仁愛院內門市部 臺中市大里區國光路2段398號1樓 04-24823086

221 臺中市 杏一北區文心藥局 臺中市北區文心路4段210-8號1、2樓 04-22993847

222 臺中市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台中林新二店門市部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十一街439號 04-23801647

223 臺中市 京呈醫療器材行 臺中市豐原區永康路95號 04-25203855

224 臺中市 奇立強國際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旅順路2段117號 04-22410776

225 臺中市 宗育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西安街277巷27之2號 04-24523245

226 臺中市 居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臺中市北區英才路108號 04-22027710

227 臺中市 秉建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區台中路312號 0901-174800

228 臺中市 長洲醫療儀器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均安街127號 04-22025808

229 臺中市 冠辰國際有限公司 臺中市東區精武路63號3樓 0978-156617

230 臺中市 威創便利商店 臺中市西屯區福康路23號 04-24630330

231 臺中市 重維復健用品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安和路120-9號 04-23580448

232 臺中市 展群福祉事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區漢口路四段345巷10號 04-22301888

233 臺中市 恭成生技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平興街131號1樓 0906-042277

234 臺中市 崇德藥局(大樹) 臺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二段31號 04-22361331

235 臺中市 康悅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國光路二段675號 04-24180666

236 臺中市 康榮醫療器材行 臺中市西屯區福科路835號 04-24622522

237 臺中市 康爾富企業社 臺中市豐原區榮春街90號 04-25131993

238 臺中市 康豪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臺中市中區平等街120號 04-22230233

239 臺中市 康興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甲區經國路346號 04-26880238

240 臺中市 康護醫療器材行 臺中市沙鹿區大同街36號 04-26628953



241 臺中市 您好醫療器材行 臺中市北區進化北路369之1號 04-22069090

242 臺中市 清源健康事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烏日區溪南路一段506巷453弄10號 04-22657927

243 臺中市 盛興實業有限公司門市部 臺中市西屯區成都路280號 04-23168515

244 臺中市 凱能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大德街79、81號 04-24819355

245 臺中市 創健醫療器材行 臺中市北區五常街148號 04-22084333

246 臺中市 勝馨醫療器材行 臺中市大里區成功路45號 04-24963206

247 臺中市 舒適睡眠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區忠明路502-1號 04-22072077

248 臺中市 華信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區育德路14號 04-22065055

249 臺中市 詠茂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區育德路22號 04-22076632

250 臺中市 新保生活關懷股份有限公司台中輔具門市部 臺中市北屯區興安路一段90號1樓 04-22324760

251 臺中市 補立達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區門市 臺中市烏日區建國路415號 04-23386890

252 臺中市 夢功房睡眠系統科技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瀋陽路三段30號1樓 04-24253126

253 臺中市 漢翔航太興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248之11號 0952-892868

254 臺中市 漢彌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福順路217巷20號2樓 04-24619999

255 臺中市 維星醫療儀器行 臺中市北區育德路12號 04-22033758

256 臺中市 維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溪南分公司 臺中市烏日區溪南路一段506巷500弄80號 04-23351935

257 臺中市 樂齡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文心分公司 臺中市北區文心路四段202號 04-22994860

258 臺中市 樂齡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臺中市西區公益路237號 04-23051766

259 臺中市 衛康醫療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福順路952號 04-24619659

260 臺中市 戰熊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霧峰區育群路119號 04-23309589

261 臺中市 穗寶康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太原路三段1188號 04-24370366

262 臺中市 璽安康輔具醫材館 臺中市北屯區青島路三段123號2樓 0918-055238

263 臺中市 豐田生醫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永春東路1110號 0988-871694

264 臺中市 麗新醫材行(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東大路一段15、17號 04-23595918

265 臺中市 雙寶醫療器材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還太東路221之5號 04-23939348

266 臺中市 惠堤醫療器材行 臺中市西區柳川西路2段182號 04-22203452

267 臺中市 聖德愛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軍福十六路77號 0907-319977

268 臺中市 葳橋生技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建和路一段99號 04-24372806

269 臺中市 葳橋樂齡生活館 臺中市北區文心路四段202號 04-22994860

270 臺中市 成欣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成功路100號1樓 04-24950386

271 臺中市 仁豪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區大慶街二段15之1號1樓 04-22652556

272 臺中市 富城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臺中市清水區高美路231巷 0911-116885

273 臺中市 美吾家貿易有限公司台中文心門市(迪奧斯)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南五路一段291號1樓 04-24733845

274 臺中市 統醫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東榮路481號 04-24824969

275 臺北市 正全義肢復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北投區義理街26號 02-28229168

276 臺北市 保豐堂藥品儀器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26號 02-23831569

277 臺北市 開水實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北投區振興街19號 02-28219933

278 臺北市 鼎祥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同區鄭州路121號 02-25582167

279 臺北市 輔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士林區重慶北路四段136號2樓 02-28120899

280 臺北市 樂齡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179號 02-27011766

281 臺北市 樂齡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文山分公司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五段214之1號 02-29308006

282 臺北市 樂齡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生分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91號 02-27611866

283 臺北市 雙寶醫療器材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二段70號1樓 02-25630910

284 臺南市 永茂醫療器材 臺南市永康區大武街40號 06-2523222

285 臺南市 昕旂醫療用品社 臺南市新市區永就里光華街5-9號 06-5899991

286 臺南市 廣慈醫材有限公司 臺南市佳里區六安里六安116-55號 06-7261208

287 臺南市 德真醫療器材行 臺南市北區勝利路381號 06-2342573

288 臺南市 樂齡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崇德分公司 臺南市東區崇德路610號 06-2905508

289 桃園市 緯川醫療衛材行 桃園市桃園區建華三街3號1樓 03-3661330

290 桃園市 新禾醫療保健企業社 桃園市桃園區建華三街3號1樓 03-3661310

特約廠商陸續增加中

彰化縣衛生局長期照護科電話：04-7278503

最新訊息可至彰化縣衛生局長期照護類查詢  http://www.chshb.gov.tw/



序號 區域 廠商 地址 電話

1 彰化市 大友醫療器材行 彰化縣彰化市光南里南校街83號 04-7283850

110年1月1日更新

特約廠商陸續增加中

彰化縣衛生局長期照護科電話：04-7278503

最新訊息可至彰化縣衛生局長期照護類查詢  http://www.chshb.gov.tw/

110年彰化縣衛生局輔具租賃特約醫療廠商名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