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次 鄉鎮別 服務診所 地址 連絡電話

1 福興鄉 三福診所 彰化縣福興鄉彰水路368號 04-7681024

2 福興鄉 慶安診所 彰化縣福興鄉沿海路三段275號  04-7704276

3 彰化市 黃紀源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250號 04-7618238

4 彰化市 林烱旻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長壽街169號 04-7271498

5 彰化市 陽光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二段219號 04-7320210

6 彰化市 賴政光耳鼻喉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一段433號-1號 04-7375678

7 彰化市 白鴻祥耳鼻喉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彰美路一段147號 04-7276393

8 彰化市 蔡明吉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延平路397巷1號 04-7118732

9 彰化市 陳祖傑耳鼻喉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二段187號 04-7375935

10 彰化市 幸運草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東民街11號 04-7287557

11 彰化市 廖慶龍骨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一段452號 04-7282142

12 彰化市 連哲震耳鼻喉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一段452號 04-7258790

13 彰化市 許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一段452號 04-7222279

14 彰化市 張寶倫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一段452號 04-7222279

15 彰化市 平安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一段452號 04-7222279

16 彰化市 陳家銘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民族路270號 04-7296658

17 彰化市 現代皮膚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曉陽路52號 04-7230580

18 彰化市 張文宗小兒科內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長安街25號 04-7256363

19 彰化市 莊永勳耳鼻喉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曉陽路200號 04-7201551

20 彰化市 聖比安耳鼻喉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華山路99號 04-7203595

21 彰化市 葉易愷耳鼻喉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一段258號 04-7277679

22 彰化市 安怡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55之1號 04-7232389

23 彰化市 吉原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中華西路266號 04-7627522

24 彰化市 余偉傑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曉陽路188號 04-7289786

25 彰化市 謝銘森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一段97號 04-7371997

26 彰化市 十仁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辭修路82號 04-7281067

27 彰化市 信成耳鼻喉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三民路304號 04-7235900

28 彰化市 惠聖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一段432號 04-7222699

29 彰化市 廖逸平耳鼻喉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三民路78號 04-7235358

30 彰化市 盧正欽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三民路78號 04-7235358

31 彰化市 鄭明宗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二段640號 04-7231726

32 彰化市 家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茄南里永安街 04-7331788

33 彰化市 祐幼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二段27號 04-7372499

34 彰化市 惠幼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自強路38號 04-7268800

35 彰化市 永安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三民路207號 04-7231995

36 溪湖鎮 啄木鳥小兒科家庭醫學科診所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三段365號 04-8825511

37 溪湖鎮 簡志彰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溪湖鎮育才街67號 04-8856472

38 溪湖鎮 南恩內科診所 彰化縣溪湖鎮大溪路二段346號 04-8827009

39 溪湖鎮 安泓耳鼻喉專科診所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三段492號 04-8828119

40 溪湖鎮 安泓神經科診所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三段492號 04-8828119

41 鹿港鎮 頂安診所 彰化縣鹿港鎮鹿和路三段381號 04-7722989

42 鹿港鎮 謝政洪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鹿港鎮復興路89號 04-7743388

43 鹿港鎮 王健龍診所 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259號 04-7755188

44 鹿港鎮 吳肇基診所 彰化縣鹿港鎮民族路114號 04-7787968

45 鹿港鎮 佳生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鹿港鎮民權路137號 04-7776789

46 鹿港鎮 豐安聯合診所 彰化縣鹿港鎮海浴路11之1號 04-7763711

47 鹿港鎮 林育慶泌尿專科診所 彰化縣鹿港鎮復興路340號 04-7780328

48 鹿港鎮 黃俊熙診所 彰化縣鹿港鎮頂草路一段12號 04-7718955

49 鹿港鎮 葉宣哲診所 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348號 04-7764495

50 埤頭鄉 綜祐診所 彰化縣埤頭鄉彰水路三段494號 04-8911911

51 埤頭鄉 祐康診所 彰化縣埤頭鄉彰水路三段492號 04-8911922

52 埤頭鄉 光明診所 彰化縣埤頭鄉合興村建興街130號 04-8924696

53 員林市 楊博堯診所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165號 04-8361062

54 員林市 統誠診所 彰化縣員林市正興街370號 04-8361818

55 員林市 統仁診所 彰化縣員林市正興街370號 04-8367128

56 員林市 統新診所 彰化縣員林市正興街正興街368號1-2樓 04-8390779

57 員林市 天城外科診所 彰化縣員林市員水路二段482號、林森路127號 04-8324479

58 員林市 天廣診所 彰化縣員林市員水路二段482號、林森路127號 04-8324479

59 員林市 張天長診所 彰化縣員林市員水路二段482號、林森路127號 04-8324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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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員林市 小太陽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員林市大同路一段285巷15號 04-8375331

61 員林市 凃嘉桂診所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113號 04-8360898

62 員林市 合康診所 彰化縣員林市南平街22號 04-8363272

63 員林市 博文診所 彰化縣員林市員東路一段55號 04-8385546

64 員林市 江元煌診所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一段759號 04-8335363

65 員林市 長頸鹿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員林市浮圳路二段370號 04-8392039

66 花壇鄉 陳裕文耳鼻喉科診所 彰化縣花壇鄉中正路166號 04-7879009

67 花壇鄉 龍安診所 彰化縣花壇鄉學前路242號 04-7860151

68 花壇鄉 德亮診所 彰化縣花壇鄉中山路一段409號 04-7865645

69 花壇鄉 蔡俊榕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花壇鄉中山路二段26號 04-7869602

70 花壇鄉 春天診所 彰化縣花壇鄉長沙村中山路二段28號 04-7870913

71 花壇鄉 白沙診所 彰化縣花壇鄉彰員路三段40號 04-7882388

72 花壇鄉 志元診所 彰化縣花壇鄉中正路118號 04-7878892

73 社頭鄉 張榮俊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社頭鄉員集路二段176號 04-8722171

74 社頭鄉 春卿診所 彰化縣社頭鄉忠孝三路9號 04-8724211

75 社頭鄉 景新診所 彰化縣社頭鄉清水岩路333號 04-8721227

76 社頭鄉 蜜蜂診所 彰化縣社頭鄉信義三路72號 04-8720266

77 和美鎮 順平診所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五段276號 04-7555407

78 和美鎮 吳祥富內科復健科診所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五段217號 04-7563430

79 和美鎮 曾思遠診所 彰化縣和美鎮和線路85號 04-7555423

80 和美鎮 蕭國隆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五段255號 04-7553021

81 和美鎮 城堡耳鼻喉科診所 彰化縣和美鎮仁安路200號 04-7566550

82 和美鎮 吳祥發耳鼻喉科診所 彰化縣和美鎮和東里彰美路五段277號 04-7573629

83 和美鎮 和生婦產科診所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六段143號 04-7567178

84 和美鎮 家禮診所 彰化縣和美鎮仁美路186號 04-7551829

85 和美鎮 醫世紀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五段315號 04-7575859

86 和美鎮 文棟耳鼻喉科診所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五段295號 04-7552266

87 和美鎮 佳佑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五段181號 04-7576678

88 和美鎮 庚新診所 彰化縣和美鎮糖友一街90號  04-7367095

89 田中鎮 聖欣診所 彰化縣田中鎮中正路415號 04-8753706

90 田中鎮 中英診所 彰化縣田中鎮員集路二段342號 04-8762021

91 田中鎮 玉樹診所 彰化縣田中鎮員集路二段557號 04-8742176

92 大村鄉 黃建成診所 彰化縣大村鄉茄苳路一段235號 04-8524074

93 大村鄉 宜禾診所 彰化縣大村鄉過溝三巷29號 04-8520937

94 二林鎮 明穎耳鼻喉科診所 彰化縣二林鎮仁愛路676號 04-8969662

95 二林鎮 二林綜祐診所 彰化縣二林鎮中正路6號 04-8952991

96 二林鎮 育安聯合診所 彰化縣二林鎮斗苑路四段702號 04-8953358

97 北斗鎮 張巍耀耳鼻喉科診所 彰化縣北斗鎮中華路226號 04-8877628

98 北斗鎮 蔡瑞聰耳鼻喉科診所 彰化縣北斗鎮中華路197號 04-8875577

99 北斗鎮 合濟診所 彰化縣北斗鎮中山路二段38號 04-8877995

100 北斗鎮 邱錫熊診所 彰化縣北斗鎮光復路141號 04-8871239

101 伸港鄉 福安診所 彰化縣伸港鄉中山路16號 04-7981482

102 伸港鄉 何彰季家庭醫學科診所 彰化縣伸港鄉中山東路130號 04-7985828

103 伸港鄉 許權傑婦產科家庭醫學科診所 彰化縣伸港鄉忠孝路9號 04-7995100

104 伸港鄉 芳生診所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路161號 04-7987597

105 永靖鄉 瑚璉診所 彰化縣永靖鄉瑚璉路243號 04-8226566

106 秀水鄉 宗生診所 彰化縣秀水鄉彰水路二段195號 04-7692201

107 秀水鄉 辰詳診所 彰化縣秀水鄉彰水路二段195號 04-7692201

108 秀水鄉 鄭永煌耳鼻喉科診所 彰化縣秀水鄉彰水路二段452號 04-7681191

109 溪州鄉 鄭國洲診所 彰化縣溪州鄉前庄巷1號 04-8805985

110 埔心鄉 元泰診所 彰化縣埔心鄉中山路39號 04-8234549

111 竹塘鄉 上賀診所 彰化縣竹塘鄉竹塘街68號 04-8970700

112 田尾鄉 盛譽診所 彰化縣田尾鄉中山路二段375號 04-82458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