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鄉鎮 類別 機關 十碼 電話

二水鄉 衛生所 二水鄉衛生所 2337200014 04-8790382

二林鎮 衛生所 彰化縣二林鎮衛生所 2337080012 04-8960035

二林鎮 合約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二

林基督教醫院
1137080017 04-8952031#8108

二林鎮 合約診所 陳立凱小兒科診所 3537081283 04-8956130

大村鄉 衛生所 彰化縣大村鄉衛生所 2337150019 04-8520513

大城鄉 衛生所 彰化縣大城鄉衛生所 2337240018 04-8941323

北斗鎮 衛生所 彰化縣北斗鎮衛生所 2337040018 04-8882059

北斗鎮 合約診所 幼恩小兒科診所 3537041252 04-8781819

北斗鎮 合約診所 恩幼小兒科診所 3537041323 04-8781819

北斗鎮 合約診所 小樹苗兒科診所 3537041387 04-8883823

北斗鎮 合約診所 邱錫熊診所 3537040148 04-8871239

永靖鄉 衛生所 彰化縣永靖鄉衛生所 2337180017 04-8221057

永靖鄉 合約診所 文華診所 3537181153 04-8233216

田中鎮 衛生所 田中鎮衛生所 2337070016 04-8742053

田中鎮 合約診所 陳宏志小兒科 3537071205 04-8740330

田中鎮 合約診所 周武昌診所 3537070084 04-8753625

田中鎮 合約診所 中英診所 3537071214 04-8762021

田尾鄉 衛生所 彰化縣田尾鄉衛生所 2337210010 04-8832145

竹塘鄉 衛生所 彰化縣竹塘鄉衛生所 2337250014 04-8972009

伸港鄉 衛生所 彰化縣伸港衛生所 2337100019 04-7982034

伸港鄉 合約診所 芳生診所 3537101182 04-7987597

秀水鄉 衛生所 彰化縣秀水鄉衛生所 2337120020 04-7693001

秀水鄉 合約診所 楊鴻振診所 3537121111 04-7686060

秀水鄉 合約診所 佑美診所 3537121193 04-7698282



和美鎮 衛生所 彰化縣和美鎮衛生所 2337030012 04-7552744

和美鎮 合約診所 佳佑小兒科 3537031498 04-7576678

和美鎮 合約診所 蕭國隆小兒科 3537030099 04-7553021

和美鎮 合約診所 曾思遠小兒科 3537030151 04-7555423

和美鎮 合約診所 庚新診所 3537030357 04-7367095

社頭鄉 衛生所 彰化縣社頭鄉衛生所 2337190013 04-8732038

社頭鄉 合約診所 張榮俊小兒科 3537190125 04-8722171

社頭鄉 合約診所 陳毅忠小兒科 3537191220 04-8733278

芬園鄉 衛生所 彰化縣芬園鄉衛生所 2337140013 049-2522904

花壇鄉 衛生所 彰化縣花壇鄉衛生所 2337130017 04-7862035

花壇鄉 合約診所 志元診所 3537131215 04-7878892

花壇鄉 合約診所 大生診所 3537131402 04-7875686

芳苑鄉 衛生所 彰化縣芳苑鄉衛生所 2337230012 04-8983134

員林鎮 衛生所 員林市衛生所 2337050014 04-8320315

員林鎮 合約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

林基督教醫院
1137050019 04-8381456

員林鎮 合約醫院 皓生醫院 1537051274 04-8379560

員林鎮 合約診所 長頸鹿小兒科診所 3537052308 04-8392039

員林鎮 合約診所 寶貝熊小兒科診所 3537052451 04-8395253

員林鎮 合約診所 小太陽小兒科診所 3537051098 04-8375331

員林鎮 合約診所 慈安小兒科診所 3537050886 04-8369578

員林鎮 合約診所 佳佳診所 3537052166 04-8380016

員林鎮 合約診所 劉岳隆小兒科診所 3537050153 04-8320446

員林鎮 合約診所 合康診所 3537052371 04-8363272

員林鎮 合約診所 楊博堯診所 3537050171 04-8361062

員林鎮 合約診所 蕭弘智診所 3537050457 04-8357571



埔心鄉 衛生所 彰化縣埔心鄉衛生所 2337170011 04-8294611

埔心鄉 合約醫院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0137170515 04-8298686轉1782

埔鹽鄉 衛生所 埔鹽鄉衛生所 2337160015 04-8654814

埤頭鄉 衛生所 彰化縣埤頭鄉衛生所 2337220016 04-8922445

埤頭鄉 合約診所 綜祐診所 3537221143 04-8911911

鹿港鎮 衛生所 彰化縣鹿港鎮衛生所 2337020016 04-7772309

鹿港鎮 合約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督

教醫院
1137020520 04-7779595#7112

鹿港鎮 合約醫院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

念醫院
1137020511 04-7813888#71256

鹿港鎮 合約診所 宏文小兒科診所 3537021394 04-7779489

鹿港鎮 合約診所 吳肇基診所 3537020075 04-7787968

鹿港鎮 合約診所 頂安診所 3537021652 04-7722989

鹿港鎮 合約診所 謝慧瑛小兒科診所 3537021625 047769955#15

鹿港鎮 合約診所 黃俊熙診所 3537021429 04-7718955

鹿港鎮 合約診所 佳生小兒科診所 3537021572 04-7776789

鹿港鎮 合約診所 祐安小兒科診所 3537020360 04-7755602

鹿港鎮 合約診所 謝政洪小兒科診所 3537021698 04-7743388

溪州鄉 衛生所 彰化縣溪州鄉衛生所 2337260010 04-8890330

溪湖鎮 衛生所 彰化縣溪湖鎮衛生所 2337060010 04-8815112

溪湖鎮 合約診所 鍾尚霖婦產科診所 3537061441 04-8612565

溪湖鎮 合約診所 林忠毅婦產科診所 3537061414 04-8829666

溪湖鎮 合約診所 柯助伊婦科診所 3537060186 04-8818118

溪湖鎮 合約診所 啄木鳥小兒科家醫科診所 3537061496 04-8825511

溪湖鎮 合約診所 許立德診所 3537060293 04-8856518

溪湖鎮 合約診所 簡志彰診所 3537060239 04-8856472

溪湖鎮 合約診所 王鏜焜小兒科診所 3537060391 04-8825835



彰化市

東區
衛生所 彰化巿東區衛生所 2337010029 04-7381647

彰化市

東區
合約診所 祐幼小兒科診所 3537011683 04-7372499

彰化市

東區
合約診所 陽光小兒科診所 3537011745 04-7320210

彰化市

東區
合約診所  賴政光耳鼻喉科診所 3537013418 04-7375678

彰化市

南西北

區

衛生所 彰化市南西北區衛生所 2337010010 04-7282141

彰化市

南西北

區

合約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

化基督教兒童醫院
1137010042 04-7238595

彰化市

南西北

區

合約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

化基督教醫院
1137010024 04-7238595

彰化市

南西北

區

合約醫院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

醫院
0937010019 04-7256166

彰化市

南西北

區

合約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漢

銘基督教醫院
1137010051 04-7113456轉1261

彰化市

南西北

區

合約醫院 順安醫院 1537010237 04-7229889

彰化市

南西北

區

合約醫院 成美醫院 1537010219 04-7273127＃2101

彰化市

南西北

區

合約診所 陳錫鎰小兒科診所 3537011094 04-7259592

彰化市

南西北

區

合約診所 莊永熙診所 3537010159 04-7240805

彰化市

南西北

區

合約診所 吳桂芬診所 3537011361 04-7280638

彰化市

南西北

區

合約診所 楊志泰小兒科診所 3537010284 04-7231958

彰化市

南西北

區

合約診所 陳奇男診所 3537011487 04-7286671



彰化市

南西北

區

合約診所 盧正欽小兒科診所 3537011085 04-7235358

彰化市

南西北

區

合約診所 張文宗小兒科內科診所 3537010140 04-7256363

彰化市

南西北

區

合約診所 林明燦小兒科診所 3537011405 04-7223526

彰化市

南西北

區

合約診所 許小兒科診所 3537010211 04-7222279

彰化市

南西北

區

合約診所 平安診所 3537013347 04-7222279

彰化市

南西北

區

合約診所 惠幼小兒科診所 3537013374 04-7268800

彰化市

南西北

區

合約診所 鄭明宗小兒科診所 3537013329 04-7231726

彰化市

南西北

區

合約診所 蔡文瑞耳鼻喉科診所 3537011692 04-7273238

彰化市

南西北

區

合約診所 群祐小兒科診所 3537013061 04-7330679

彰化市

南西北

區

合約診所 愛貝兒小兒科診所 3537013598 04-7276388

彰化市

南西北

區

合約診所 蔡明吉小兒科診所 3537013632 04-7118732

彰化市

南西北

區

合約診所 余偉傑小兒科診所 3537013650 04-7289786

彰化市

南西北

區

合約診所 林文乙診所 3537013794 04-7280826

彰化市

南西北

區

合約診所 張寶倫診所 3537013356 04-7222279

福興鄉 衛生所 彰化縣福興鄉衛生所 2337110015 04-7772371

線西鄉 衛生所 彰化縣線西鄉衛生所 2337090018 04-7585201



田中鎮 合約診所 公園診所 3537071269 04-8752200

員林鎮 合約診所 李明倫親子診所 3537053083 04-8395686

員林鎮 合約醫院 員郭醫院 1537051309 04-8312889

員林鎮 合約診所 天莘診所 3537053109 04-8369918

員林鎮 合約診所 天莘兒科診所 3537053136 04-8369918

秀水鄉 合約診所 鄭永煌耳鼻喉科診所 3537121139 04-7681191

*合約醫療院所共113家，27家衛生所，85家合約院所(13家醫院，72家診所)



住址

彰化縣二水鄉二水村過圳路19號

彰化縣二林鎮斗苑路4段689號

彰化縣二林鎮大成路一段558號

彰化縣二林鎮大成路一段135號

彰化縣大村鄉大村村中正西路340號

彰化縣大城鄉大城村中平路126號

彰化縣北斗鎮地政路406巷17號

彰化縣北斗鎮新政里中華路245號

彰化縣北斗鎮新政里中華路245號

彰化縣北斗鎮中山路1段333號

彰化縣北斗鎮新政里光復路141號

彰化縣永靖鄉永西村西興路91號

彰化縣永靖鄉瑚璉村瑚璉路167巷6號

彰化縣田中鎮西路里斗中路1段222號

彰化縣田中鎮東路里新福路53巷10號

彰化縣田中鎮北路里新生街126號

彰化縣田中鎮南路里員集路2段342號

彰化縣田尾鄉饒平村光復路二段608號

彰化縣竹塘鄉竹塘村竹林路1段304號

彰化縣伸港鄉大同村中興路二段197號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路161號

彰化縣秀水鄉中山路288號

彰化縣秀水鄉彰水路二段661號

彰化縣秀水鄉彰水路二段358.358-1號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5段319號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5段181號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5段255號

彰化縣和美鎮和線路85號

彰化縣和美鎮糖友一街82號1樓及84號1樓

彰化縣社頭鄉社頭村員集路二段409號

彰化縣社頭鄉社頭村員集路二段176號

彰化縣社頭鄉社頭村員集路二段330號

彰化縣芬園鄉社口村公園一街11號

彰化縣花壇鄉長沙村中正路11號

彰化縣花壇鄉長沙村中正路118號

彰化縣花壇鄉中正路56-8號

彰化縣芳苑鄉斗苑路194巷48號

彰化縣員林市博愛路229號

彰化縣員林市莒光路456號

彰化縣員林市萬年路三段133號

彰化縣員林市浮圳路二段370號

彰化縣員林市靜修東路78號

彰化縣員林市大同路1段285巷15號

彰化縣員林市光明街163號

彰化縣員林市南昌路90號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664號

彰化縣員林市南平街22號之1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165號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2段114號



彰化縣埔心鄉員鹿路二段340號

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二段80號

彰化縣埔鹽鄉員鹿路2段58號

彰化縣埤頭鄉合興村健安街119號

彰化縣埤頭鄉合興村彰水路3段494號

彰化縣鹿港鎮順興里復興路423號

彰化縣鹿港鎮中正路480號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路6號

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3號之1

彰化縣鹿港鎮民族路114號

彰化縣鹿港鎮鹿和路三段622巷5號

鹿港鎮民權路57號

彰化縣鹿港鎮頂番里頂草路一段12號

彰化縣鹿港鎮民權路137號

彰化縣鹿港鎮三民路125號

彰化縣鹿港鎮復興路89號

彰化縣溪州鄉尾厝村溪下路4段570號

溪湖鎮湖東里青雅路36號

彰化縣溪湖鎮福德路21號

彰化縣溪湖鎮湖西里二溪路１段233號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4段159號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三段365號

彰化縣溪湖鎮培英路42號

彰化縣溪湖鎮育才街67號

彰化縣溪湖鎮西環路246號



彰化巿彰南路二段346巷31弄26號

彰化市彰南路二段27號

彰化市彰南路二段219號

彰化市彰南路1段433-1號

彰化縣彰化市旭光路166號

彰化市南校街135號

彰化市南校街135號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一段542號

彰化市中山路1段366號

彰化縣彰化市光復路53號

彰化市三民路56號

彰化縣彰化市民生南路76-1號

彰化縣彰化市民族路493號

彰化市民生路161號

彰化縣彰化市長壽街168號

彰化市三民路217號



彰化縣彰化市三民路78號

彰化縣彰化市長安街25號

彰化市民權路243號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一段452號1樓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一段452號1樓

彰化縣彰化市新興里自強路３８號

彰化市中正路二段640號

彰化市中正路2段491號

彰化市彰新路1段79號

彰化市曉陽路47號

彰化市延平路397巷1號

彰化市曉陽路188號

彰化市曉陽路209號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一段452號1樓

彰化縣福興鄉福興村福興路51巷2號

彰化縣線西鄉寓埔村和線路957巷2號



彰化縣田中鎮東路里新福路57號

彰化縣員林市大同路一段242號

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大道6段51號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511號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511號1-6樓

秀水鄉彰水路二段45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