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鄉鎮 診所 電話 上午 下午 夜診 上午 下午 夜診

二水鄉 安康診所 04-8797279 BNT、高端

二水鄉 恩生診所 04-8793636 AZ、BNT、高端、流感

二林鎮 二林基督教醫院 04-8952031 高端、流感

二林鎮
洪宗鄰醫療社團法人

洪宗鄰醫院
04-8967955 BNT、流感 AZ、BNT、流感 流感 流感

二林鎮 宋志懿醫院 04-8968707 AZ、BNT、高端、流感 AZ、BNT、高端、流感

二林鎮 台安診所 04-8961138 流感

二林鎮 李順安診所 04-8960267 BNT、流感 BNT、流感

二林鎮 長佑診所 04-8957339 AZ、流感 流感

大村鄉 黃建成診所 04-8524074 BNT

北斗鎮 張巍耀耳鼻喉科診所 04-8877628
AZ、BNT、高端、流

感

AZ、BNT、高端、流

感
AZ、BNT、高端、流感

田中鎮 仁和醫院 04-8742108 流感

田中鎮 建元醫院 04-8743747 高端、流感 高端、流感

田中鎮 中英診所 04-8762021 BNT、高端、流感 BNT、高端、流感 BNT、高端、流感 高端、流感 高端、流感 高端、流感

田中鎮 公園診所 04-8752200 BNT BNT

田中鎮 周武昌診所 04-8753625 AZ、BNT、高端 AZ、BNT、高端

田中鎮 聖欣診所 04-8753706 BNT、高端

田中鎮 謝進國診所 04-8761710 BNT

田尾鄉 洪明仁診所 04-8835135 AZ、BNT、高端

田尾鄉 盛譽診所 04-8245899 AZ、BNT、高端

竹塘鄉 茂榮家庭醫學科診所 04-8970709
AZ、BNT、高端、流

感(9:3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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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塘鄉 上賀診所 04-8970700
AZ、BNT、高端、流

感14:00-16:00

AZ、BNT、高

端、流感(8:00-

10:00)

伸港鄉
何彰季家庭醫學科診

所
04-7985828 流感

秀水鄉 佑美診所 04-7698282 BNT、流感 BNT、流感

秀水鄉 宗生診所 04-7692201 高端、流感 高端、流感 高端、流感

秀水鄉 秀明耳鼻喉科診所 04-7684550 流感 流感

和美鎮 曾榮昌診所 04-7559151 AZ、BNT、高端、流感

社頭鄉 宏名診所 04-8723660 流感 流感 流感

社頭鄉 張景仁診所 04-8725879 BNT、高端、流感 BNT、高端、流感 BNT、高端、流感

社頭鄉 春卿診所 04-8724211 AZ、BNT、高端、流感 AZ、BNT、高端、流感 AZ、BNT、高端、流感

社頭鄉 蜜蜂診所 04-8720266 流感 流感 流感 流感 流感 流感

社頭鄉 景新診所 04-8721227 BNT、高端、流感

社頭鄉 張榮俊小兒科診所 04-8722171 流感 流感

社頭鄉 長安診所 04-8727200 AZ、BNT、高端、流感
AZ、BNT、高端、

流感

社頭鄉 蕭國濃內兒科診所 04-8735901 AZ、BNT、高端、流感 AZ、BNT、高端、流感 AZ、BNT、高端、流感

員林市 員林基督教醫院 04-8381456 流感

員林市
惠來醫療社團法人宏

仁醫院
04-8375878 流感 流感 流感 流感 流感 流感

員林市 員榮醫院員生院區 04-8383995 流感 流感

員林市 員榮醫院 04-8326161 流感 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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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林市 員林何醫院 04-8343838 流感 流感 流感

員林市 員郭醫院 04-8312889 流感 流感

員林市 常春醫院 04-8376689 流感 流感 流感 流感 流感 流感

員林市 楊博堯診所 04-8361062 AZ、BNT、高端、流感 流感 流感

員林市 佳佳診所 04-8380016 流感 流感

員林市 長頸鹿小兒科診所 04-8392039 流感

員林市 合康診所 04-8363272 流感 流感 流感

員林市 劉岳隆小兒科診所 04-8320446 流感 流感

員林市 寶貝熊小兒科 04-8395253 流感 流感 流感 流感 流感 流感

員林市 慈安小兒科 04-8369578 流感

員林市 黃崇凱診所 04-8318286 AZ、BNT、高端、流感 AZ、BNT、高端、流感

員林市 張天長診所 04-8324479 流感 流感 流感

員林市 天城外科診所 04-8324479 流感 流感 流感

員林市 天廣診所 04-8324479 流感 流感 流感

員林市 盧天恩診所 04-8339159 流感 流感

員林市 統誠診所 04-8361818 BNT、高端 BNT、高端 BNT、高端 BNT、高端 BNT、高端 BNT、高端

員林市 統仁診所 04-8367128 BNT、高端 BNT、高端 BNT、高端 BNT、高端 BNT、高端 BNT、高端

員林市 統新診所 04-8361818 BNT、高端 BNT、高端 BNT、高端

員林市 博文診所 04-8385546 高端、流感 高端、流感 高端、流感

員林市 小太陽小兒科診所 04-8375331 流感 流感

員林市 天莘診所 04-8369918 流感 流感 流感

員林市 天葆診所 04-8324479 流感 流感 流感

埔心鄉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04-8298686 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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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心鄉 元泰診所 04-8234549 BNT、流感 BNT、流感 高端、流感

埔鹽鄉 陳忠田診所 04-8811735 高端、流感 高端、流感

埤頭鄉 英仁診所 04-8922115 AZ、BNT、高端 AZ、BNT、高端

埤頭鄉 蘇外婦產科 04-8922170 AZ、BNT、高端 AZ、BNT、高端

埤頭鄉 光明診所 04-8924696 AZ、BNT、高端

埤頭鄉 綜祐診所 04-8911911 AZ、BNT、高端 AZ、BNT、高端

埤頭鄉 陳嘉烈診所 04-8920222 AZ、BNT、高端

鹿港鎮 鹿港基督教醫院 04-7779680 流感

鹿港鎮 彰濱秀傳醫院 04-7813888 流感

鹿港鎮 黃俊熙診所 04-7718955 BNT、高端、流感 BNT、高端、流感 BNT、高端、流感

鹿港鎮 頂安診所 04-7722989 BNT BNT

鹿港鎮 宏文小兒科診所 04-7779489 流感 流感 流感

鹿港鎮 謝慧瑛小兒科診所 04-7769955 BNT

鹿港鎮 吳肇基診所 04-7787968 BNT BNT

鹿港鎮 豐安診所 04-7763711 BNT BNT BNT

鹿港鎮 葉宣哲診所 04-7764495 高端

鹿港鎮 王健龍診所 04-7755188 流感 流感

鹿港鎮 施明哲診所 04-7720866 BNT 高端 流感

鹿港鎮 潘明勳診所 04-7780567 BNT、流感 BNT、流感 BNT、流感 流感

鹿港鎮 葉騰鑫內科診所 04-7769955 BNT

鹿港鎮 鹿安耳鼻喉科診所 04-7771172 BNT B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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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港鎮 林耳鼻喉診所 04-7763735 BNT BNT

鹿港鎮 穎宣診所 04-7781192 BNT、流感 流感

鹿港鎮 鹿合耳鼻喉科診所 04-7720588 BNT 流感 流感

溪州鄉 守仁診所 04-8890262 流感 流感

溪州鄉 鄭國洲診所 04-8805985 BNT

彰化市 東區-陽光小兒科診所 04-7320210
AZ、BNT、高端(電話

先行預約)

AZ、BNT、高端(電話

先行預約)

AZ、BNT、高端(電話先

行預約)

AZ、BNT、高端

(電話先行預約)

彰化市 謝宗智診所 04-7224560 AZ、BNT、高端 AZ、BNT、高端 AZ、BNT、高端

彰化市 莊永勳耳鼻喉科診所 04-7201551 BNT BNT BNT

彰化市 永安診所 04-7231995 BNT BNT

彰化市 惠聖診所 04-7222699 AZ、BNT、高端

彰化市 陳家銘診所 04-7296658 BNT、高端 高端

彰化市 信義診所 04-7631435 BNT、高端 BNT、高端 BNT、高端

彰化市 蔡文瑞耳鼻喉科診所 04-7273238 AZ、BNT、高端 AZ、BNT、高端 AZ、BNT、高端

彰化市 廖慶龍骨科診所 04 7282142 AZ、BNT、高端

彰化市 陳錫鎰小兒科診所 04-7259592 AZ、BNT、高端 AZ、BNT、高端

彰化市 盧正欽小兒科診所 04-7235358 AZ、BNT、高端 AZ、BNT、高端 AZ、BNT、高端

彰化市 楊志泰小兒科診所 04-7231958 AZ、BNT、高端

彰化市 愛貝兒小兒科診所 04-7276388 AZ、BNT、高端 AZ、BNT、高端 AZ、BNT、高端

彰化市 群祐小兒科診所 04-7330679 AZ、BNT、高端 AZ、BNT、高端

彰化市 信成耳鼻喉科診所 04-7235900 AZ、BNT、高端 AZ、BNT、高端

彰化市 陳奇男診所 04-7286671 AZ、BNT、高端 AZ、BNT、高端

福興鄉 三福診所 04-7681024 AZ、BNT、高端 AZ、BNT、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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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興鄉 慶安診所 04-7704276 AZ、BNT、高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