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洗腎院所㇐覽表 
機構

類型 
機構名稱 

鄉鎮市

區 
地址 電話 

血液透析

病床數 

醫院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 

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市 

彰化市南瑤里中山路 1段 536、542

號 04-7256166 70 

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

彰化基督教醫院 彰化市 

彰化市南校街 135 號、中華路 176

號 04-7238595 73 

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

漢銘基督教醫院 彰化市 彰化市南興里中山路一段 366 號 04-7113456 28 

醫院 信生醫院 彰化市 彰化市三民路 312 號 04 7251191 20 

醫院 冠華醫院 彰化市 彰化市光復里中正路一段 437 號 047255177 15 

醫院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鹿港鎮 鹿港鎮鹿工路 6號、6-2 號 04-7813888 45 

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

鹿港基督教醫院 鹿港鎮 鹿港鎮中正路 480 號 04-7779595 45 

醫院 
道周醫療社團法人 

道周醫院 和美鎮 

和美鎮和光路 180 號、和善路 118

號 04-7566995 15 

醫院 
員榮醫療社團法人 

員榮醫院 員林市 員林市中正路 201 號 04-8326161 55 

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

員林基督教醫院 員林市 員林市南平里莒光路 456 號 04-8381456 68 

醫院 員林何醫院 員林市 員林市民族街３３號 04-8327666 30 

醫院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埔心鄉 埔心鄉中正路二段 80 號 04-8298686 60 

醫院 卓醫院 北斗鎮 北斗鎮中山路一段３１１號 04 8882517 15 

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

二林基督教醫院 二林鎮 

二林鎮南光里大成路一段 558 號、

安和街 40 巷 28 號 2 樓 048960128 45 

診所 
安馨彰美內科診所 彰化市 

彰化市信義里中正路一段 432 號

1、2、3、6 號 04-7288367 15 

診所 
惠聖診所 彰化市 

彰化市信義里中正路 1段 432 號

1、2、3、6 樓 04-7222699 19 

診所 
仁美診所 彰化市 

彰化市新興里彰美路 1段 186 號 9

樓之 1、9樓之 2 04-7236773 30 

診所 秀農診所 秀水鄉 秀水鄉安東村中山路 328 號 4 樓 04-7688213 25 

診所 佳文內科診所 鹿港鎮 鹿港鎮民權路 126 號 2,3,4,5,6 樓 04-7760176 29 

診所 
建霖內科診所 和美鎮 

和美鎮彰美路五段二五六號一、二

樓 04-7558857 36 



診所 
員美診所 員林市 

員林市仁愛里員東路 2段 410 號 5

樓、6樓 04-8367859 30 

診所 新安診所 員林市 員林市三義里莒光路 69 號 04-8352366 19 

診所 玉安診所 員林市 員林市新生里莒光路 267 號 3、4 樓 04-8377889 29 

診所 健新內科診所 員林市 員林市新生路 366、368 號 0448336865 30 

診所 慈元診所 員林市 員林市林森路 250 號 04-8378805 19 

診所 旭安診所 溪湖鎮 溪湖鎮光平里文東街 9號 4樓 04-8857665 21 

診所 
佳安內科診所 溪湖鎮 

溪湖鎮光平里員鹿路三段 172-1 號

1、2 樓、176 號 1 樓 04-8821305 18 

診所 
里仁診所 田中鎮 

田中鎮公館路 283 號 2 樓及 285 號

1 樓、2樓 04-8755097 30 

診所 田安診所 田中鎮 田中鎮福安路 250 號 1、2、3、4 樓 04-8757733 30 

診所 
合濟診所 北斗鎮 

北斗鎮西安里 1鄰中山路二段 36

號、38 號 04-8877995 19 

診所 瑞林診所 二林鎮 二林鎮大成路一段 302 號 04-8954406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