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類別：■社區接種站  1111103版

鄉鎮市區 村里 醫療院所名稱 設站或提供服務地點 設站地址 預計接種日期 預計接種時間

竹塘鄉 土庫村 二林基督教醫院 土庫關懷據點 彰化縣竹塘鄉土庫村東陽路一段安平巷2之1號  111/10/07 13:00-15:30
竹塘鄉 永安村 竹塘鄉衛生所 永安村活動中心 彰化縣竹塘鄉永安村東陽路2段224-1號  111/10/11 13:30-15:00
竹塘鄉 內新村 竹塘鄉衛生所 內新村廣靈宮 彰化縣竹塘鄉內新村洛陽路58-1號   111/10/11  15:10-16:00
竹塘鄉 溪墘村 竹塘鄉衛生所 溪墘村慈天宮 彰化縣竹塘鄉溪墘村河陽路6號   111/10/11  16:10-16:50
竹塘鄉 樹腳村 竹塘鄉衛生所 大灣活動中心 彰化縣竹塘鄉樹腳村竹林路1段大新巷42號   111/10/13  14:00-14:40
竹塘鄉 五庄村 竹塘鄉衛生所 五庄村后天宮 彰化縣竹塘鄉五庄村竹五路222號   111/10/13  15:00-15:40
竹塘鄉 長安村 洪宗鄰醫院 長安村活動中心 彰化縣竹塘鄉長安村東陽路2段150-18號  111/10/18 08:00-11:00
竹塘鄉 田頭村 竹塘鄉衛生所 田頭村北天宮 彰化縣竹塘鄉田頭村光明路竹田巷74號  111/10/18 13:30-15:00
竹塘鄉 新廣村 竹塘鄉衛生所 新廣村廣福宮 彰化縣竹塘鄉新廣村光明路廣福巷57號   111/10/18  15:10-16:30
竹塘鄉 竹林村 竹塘鄉衛生所 竹林村保安宮 彰化縣竹塘鄉竹林村竹鹿路保安巷39-1號  111/10/20 14:00-14:40
竹塘鄉 小西村 竹塘鄉衛生所 小西村活動中心 彰化縣竹塘鄉小西村竹西路175-1號   111/10/20  15:00-15:50
竹塘鄉 民靖村 竹塘鄉衛生所 民靖村活動中心 彰化縣竹塘鄉民靖村成功路116號   111/10/20  16:00-16:50
竹塘鄉 竹元村 竹塘鄉衛生所 竹塘教會 彰化縣竹塘鎮東陽路1段45號  111/10/21 11:00-11:50

芬園鄉 社口村 芬園鄉衛生所 芬園鄉環保公園旁 彰化縣芬園鄉社口村公園一街11號 111/10/14 09:00-10:00

芬園鄉 芬園村 芬園鄉衛生所 芬園鄉環保公園旁 彰化縣芬園鄉社口村公園一街11號 111/10/14 10:00-11:00

芬園鄉 中崙村 芬園鄉衛生所 芬園鄉中崙村社區第三館活動中心 彰化縣芬園鄉中崙村大彰路2段臨143號 111/10/19 13:10-14:10

芬園鄉 進芬村 芬園鄉衛生所 芬園鄉進芬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芬園鄉進芬村中華路91號 111/10/19 14:25-15:25

芬園鄉 楓坑村 芬園鄉衛生所 芬園鄉楓坑村活動中心 彰化縣芬園鄉楓坑村楓林街629號 111/10/19 15:40-16:40

芬園鄉 茄荖村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芬園鄉茄荖村下茄荖福德祠 彰化縣芬園鄉茄荖村芬草路一段346號 111/10/27 09:00-11:00

芬園鄉 竹林村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芬園鄉竹林村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芬園鄉竹林村太平路77巷12號 111/10/27 14:10-15:10

芬園鄉 嘉興村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芬園鄉嘉興村嘉東集會所 彰化縣芬園鄉嘉興村嘉東街845巷5號旁 111/10/27 15:30-16:30

芬園鄉 大埔村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芬園鄉大埔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芬園鄉大埔村大埔路156號 111/10/28 09:00-10:20

芬園鄉 舊社村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芬園鄉舊社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芬園鄉舊社村彰南路五段2巷41號 111/10/28 10:30-11:30

芬園鄉 縣庄村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芬園鄉縣庄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芬園鄉縣庄村彰南路二段385巷21號 111/10/28 14:10-15:10

芬園鄉 圳墘村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芬園鄉圳墘村寶山社區關懷點 彰化縣芬園鄉圳墘村碧園路一段368號旁 111/10/28 15:30-16:30

芬園鄉 溪頭村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芬園鄉溪頭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芬園鄉溪頭村碧園路一段23號 111/10/31 09:00-10:20

芬園鄉 大竹村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芬園鄉大竹村活動中心(山青宮旁) 彰化縣芬園鄉大竹村大彰路一段345巷臨67號 111/10/31 10:30-11:30

芬園鄉 同安村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芬園鄉同安村太安宮 彰化縣芬園鄉同安村大彰路三段147巷13號 111/10/31 14:10-16:00

北斗鎮 光復里 北斗鎮衛生所 停一停停車場 彰化縣北斗鎮光復里地政路406巷16號 111/10/07 09:00-11:00

北斗鎮 東光里 沈婦產科 東光里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北斗鎮東光里769號1樓 111/10/07 10:00-12:00

北斗鎮 重慶里 仁和醫院 武英殿(重慶里) 彰化縣北斗鎮重慶里武英巷24號 111/10/07 09:00-11:00

北斗鎮 大新里 仁和醫院 福門宮(大新里) 彰化縣北斗鎮大新里大新路180號 111/10/07 13:00-15:00

北斗鎮 大道里 卓醫院 張天師府(大道里) 彰化縣北斗鎮大道里螺陽路351號 111/10/07 14:00-16:00

北斗鎮 七星里 卓醫院 七星里辦公處 彰化縣北斗鎮七星里民權路71號 111/10/11 09:00-11:00

     彰化        縣（市）「111年度流感疫苗接種計畫」設立社區接種站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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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鎮 文昌里 仁和醫院 文昌里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北斗鎮文昌里復興路300號 111/10/11 09:00-11:00

北斗鎮 西安里 仁和醫院 寶天宮(西安里) 彰化縣北斗鎮西安里斗苑路2段50巷 111/10/11 13:00-15:00

北斗鎮 中寮里 卓醫院 順天宮(中寮里) 彰化縣北斗鎮中寮里中寮路37號 111/10/11 15:00-17:00

北斗鎮 新生里 仁和醫院 新生里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北斗鎮新生里興農路一段537號 111/10/12 09:00-11:00

北斗鎮 五權里 沈婦產科 五權里辦公室 彰化縣北斗鎮斗苑路一段111號 111/10/12 10:00-12:00

北斗鎮 西德里 卓醫院 大榕樹下(西德里) 彰化縣北斗鎮西德里斗苑路一段397號前 111/10/12 13:00-15:00

北斗鎮 中和里 仁和醫院 白鶴宮(中和里) 彰化縣北斗鎮中和里中和路47號 111/10/12 13:00-15:00

北斗鎮 新政里 仁和醫院 福德祠旁巷內(新政里) 彰化縣北斗鎮新政里福安巷8之3號 111/10/13 09:00-11:00

北斗鎮 居仁里 仁和醫院 居仁里聚會所 彰化縣北斗鎮居仁里光仁街21號 111/10/13 14:00-16:00

北斗鎮 斗中店 仁和醫院 全聯北斗斗中店 彰化縣北斗鎮斗中路739號 111/11/01 14:00-16:00

埔心鄉 瓦北村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靈慈宮 彰化縣埔心鄉瓦中村東明路71巷23號 111/10/11 09:00-11:00

埔心鄉 瓦中村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靈慈宮 彰化縣埔心鄉瓦中村東明路71巷23號 111/10/11 09:00-11:00

埔心鄉 瓦南村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靈慈宮 彰化縣埔心鄉瓦中村東明路71巷23號 111/10/11 09:00-11:00

埔心鄉 芎蕉村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芎蕉村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埔心鄉芎蕉村仁安路65巷103號 111/10/11 14:00-15:00

埔心鄉 羅厝村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羅厝村天主教堂 彰化縣埔心鄉羅厝村羅永路109號 111/10/11 15:30-16:30

埔心鄉 南舘村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南舘村聖興堂 彰化縣埔心鄉南館村南安路28號 111/10/13 08:30-09:30

埔心鄉 新館村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新館村村集會所 彰化縣埔心鄉新舘村新舘路一段87號 111/10/13 10:00-11:00

埔心鄉 舊舘村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舊舘村村集會所 彰化縣埔心鄉舊舘村員鹿路四段282號 111/10/13 14:00-15:00

埔心鄉 梧鳳村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梧鳳村顯聖宮 彰化縣埔心鄉梧鳳村大溪路三段171巷31號 111/10/13 15:30-16:30

埔心鄉 二重村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二重村聖玄會媽宮 彰化縣埔心鄉二重村南昌南路148號 111/10/17 08:30-09:20

埔心鄉 油車村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油車村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埔心鄉油車村瑤鳳路347號 111/10/17 09:40-10:30

埔心鄉 埔心村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埔心村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埔心鄉埔心村武英北路417號 111/10/17 10:40-11:30

埔心鄉 大華村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大華村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埔心鄉大華村大明路250號 111/10/17 14:00-15:00

埔心鄉 仁里村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仁里村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埔心鄉仁里村仁一路241號 111/10/17 15:30-16:30

埔心鄉 埤霞村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埤霞村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埔心鄉埤霞村五通北路23號 111/10/19 08:30-09:30

埔心鄉 埤腳村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埤腳村五龍宮 彰化縣埔心鄉埤脚村菜寮路183號 111/10/19 10:00-11:00

埔心鄉 太平村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太平村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埔心鄉太平村太平路175號 111/10/19 14:00-15:00

埔心鄉 經口村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經口村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埔心鄉經口村明道路86號 111/10/19 15:30-16:30

彰化市東區 牛埔里 陽光診所 東興宮(守望相助隊)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三段226號

旁(守望相助隊)
111/10/07 08:30-11:30

彰化市東區 茄苳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王公廟 彰化縣彰化市茄苳路二段292號 111/10/07 14:3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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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市東區 和調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和調(里辦公室) 彰化市中山路三段21-1號 111/10/08 08:30-11:30

彰化市東區 石牌里 陽光診所
石牌里公厝斜對面

(利奇公司過去一點)老人會
彰化市石牌里石牌路一段112號 111/10/11 08:30-10:00

彰化市東區 福田里 陽光診所 福田關懷據點 彰化市彰南路五段383號 111/10/11 10:30-11:30

彰化市東區 快官里 陽光診所 快官(長壽俱樂部)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五段8號後側旁 111/10/11 14:00-15:00

彰化市東區 竹巷里 陽光診所 竹巷(老人會) 彰化市彰南路5段1號 111/10/11 16:00-17:00

彰化市東區 台鳳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台鳳(廣鳳宮) 彰化市互助一街9號 111/10/12 08:30-11:30

彰化市東區 香山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香山(鳳山宮) 彰化市彰南路二段590巷38號 111/10/12 14:30-16:30

彰化市東區 復興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復興(關懷據點) 彰化巿復興里竹和路172-1號 111/10/13 08:30-11:30

彰化市東區 大竹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大竹(啟順宮) 彰化市大竹里三竹路52之6號號 111/10/13 14:00-15:00

彰化市東區 竹中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竹中(梅鑑霧教會 彰化巿彰南路2段55巷7號 111/10/13 16:00-17:00

彰化市東區 古夷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古夷(泰和活動中心) 彰化巿泰和路三段364號 111/10/14 08:30-11:30

彰化市東區 國聖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國聖(永安宮) 彰化市國聖路175巷永安宮前廣場 111/10/14 14:00-15:00

彰化市東區 中庄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中庄(清雲寺) 彰化市中山路3段410巷13號 111/10/14 16:00-17:00

彰化市東區 阿夷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阿夷(集會堂) 彰化市建國東路69號 111/10/15 08:30-11:30

彰化市東區 安溪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安溪(活動中心) 彰化市安溪路5號 111/10/17 08:30-11:30

彰化市東區 茄南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市茄南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市茄南里金馬路二段260號 111/10/18 08:3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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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市東區 寶廍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寶廍(活動中心） 彰化縣彰化市寶廍里寶廍路140號 111/10/18 14:30-16:30

彰化市東區 福山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福山(集會所) 彰化市彰南路300巷99弄旁 111/10/19 08:30-11:30

彰化市東區 田中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田中(萬興宮） 彰化市田中里田中路245巷6號 111/10/19 14:00-15:00

彰化市東區 三村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三村(南正宮） 彰化市三村路836巷57號 111/10/19 16:00-17:00

花壇鄉 崙雅村 花壇鄉衛生所 崙雅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花壇鄉崙雅村花秀路446號 111/10/14 13:30-14:30

花壇鄉 劉厝村 花壇鄉衛生所 劉厝村天聖宮 彰化縣花壇鄉劉厝村明德街443號 111/10/14 15:00-16:00

花壇鄉 灣雅村 員林郭醫院大村分院 楓灣宮活動中心 彰化縣花壇鄉灣雅村楓腳巷128號 111/10/17 13:30-14:30

花壇鄉 灣東村 員林郭醫院大村分院 楓灣宮活動中心 彰化縣花壇鄉灣雅村楓腳巷128號 111/10/17 13:30-14:30

花壇鄉 永春村 員林郭醫院大村分院 三家春福德宮 彰化縣花壇鄉永春村福德198號 111/10/17 15:00-16:00

花壇鄉 三春村 員林郭醫院大村分院 三家春福德宮 彰化縣花壇鄉永春村福德198號 111/10/17 15:00-16:00

花壇鄉 長春村 員林郭醫院大村分院 三家春福德宮 彰化縣花壇鄉永春村福德198號 111/10/17 15:00-16:00

花壇鄉 白沙村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白沙村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花壇鄉溪北街191號 111/10/20 14:00-16:00

花壇鄉 文德村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白沙村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花壇鄉溪北街191號 111/10/20 14:00-16:00

花壇鄉 岩竹村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白沙村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花壇鄉溪北街191號 111/10/20 14:00-16:00

花壇鄉 北口村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白沙村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花壇鄉溪北街191號 111/10/20 14:00-16:00

花壇鄉 花壇村 花壇鄉衛生所 花壇村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花壇鄉花壇村平和街76號 111/10/21 13:30-14:30

花壇鄉 中庄村 花壇鄉衛生所 中庄村福安宮 彰化縣花壇鄉中庄村中山路一段123號 111/10/21 15:00-16:00

花壇鄉 金墩村 花壇鄉衛生所 中庄村福安宮 彰化縣花壇鄉中庄村中山路一段123號 111/10/21 15:00-16:00

花壇鄉 中口村 花壇鄉衛生所 南口村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花壇鄉南口村中山路二段369號 111/10/26 13:30-14:30

花壇鄉 南口村 花壇鄉衛生所 南口村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花壇鄉南口村中山路二段369號 111/10/26 13:30-14:30

花壇鄉 橋頭村 花壇鄉衛生所 橋頭村聖惠宮 彰化縣花壇鄉花橋街119號 111/10/26 15:00-16:00

花壇鄉 長沙村 花壇鄉衛生所 橋頭村聖惠宮 彰化縣花壇鄉花橋街119號 111/10/26 15:00-16:00

鹿港鎮 頂番里 頂安診所 頂番敬老協會 彰化縣鹿港鎮彰頂路326巷135號 111/10/08 08:00-08:50

鹿港鎮 頭崙里 頂安診所 頂番敬老協會 彰化縣鹿港鎮彰頂路326巷135號 111/10/08 08:00-08:50

鹿港鎮 廖厝里 頂安診所 頂番敬老協會 彰化縣鹿港鎮彰頂路326巷135號 111/10/08 08:00-08:50

鹿港鎮 溝墘里 頂安診所 溝墘魚池雜貨店 彰化縣溝墘里棋盤巷55號 111/10/08 09:00-09:50

鹿港鎮 廖厝里 頂安診所 溝墘魚池雜貨店 彰化縣溝墘里棋盤巷55號 111/10/08 09:00-09:50

鹿港鎮 東崎里 頂安診所 東崎里辦公室 彰化縣鹿港鎮東崎里彰鹿路五2巷2號 111/10/08 10:0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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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港鎮 東崎里 頂安診所 富麗大鎮(管理中心) 彰化縣鹿港鎮鹿東路二段667號 111/10/08 11:30-12:00

鹿港鎮 東石里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東興宮 彰化縣鹿港鎮東石里崇文路35-1號 111/10/17 13:30-14:30

鹿港鎮 海埔里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東興宮 彰化縣鹿港鎮東石里崇文路35-1號 111/10/17 13:30-14:30

鹿港鎮 詔安里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東興宮 彰化縣鹿港鎮東石里崇文路35-1號 111/10/17 13:30-14:30

鹿港鎮 街尾里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街尾里活動中心 彰化縣鹿港鎮力行街45號 111/10/17 15:10-16:30

鹿港鎮 洋厝里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洋厝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鹿港鎮洋厝里洋厝巷42-3號 111/10/18 13:30-14:30

鹿港鎮 山崙里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洋厝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鹿港鎮洋厝里洋厝巷42-3號 111/10/18 13:30-14:30

鹿港鎮 草中里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洋厝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鹿港鎮洋厝里洋厝巷42-3號 111/10/18 13:30-14:30

鹿港鎮 頭南里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洋厝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鹿港鎮洋厝里洋厝巷42-3號 111/10/18 13:30-14:30

鹿港鎮 鹿和里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保聖宮 彰化縣鹿港鎮鹿興路91號 111/10/18 15:10-16:30

鹿港鎮 鹿東里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保聖宮 彰化縣鹿港鎮鹿興路91號 111/10/18 15:10-16:30

鹿港鎮 頂厝里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保聖宮 彰化縣鹿港鎮鹿興路91號 111/10/18 15:10-16:30

鹿港鎮 新宮里 鹿港鎮衛生所 永安宮 彰化縣鹿港鎮新宮里民生路35號 111/10/14 13:00-15:00

鹿港鎮 洛津里 鹿港鎮衛生所 永安宮 彰化縣鹿港鎮新宮里民生路35號 111/10/14 13:00-15:00

鹿港鎮 大有里 鹿港鎮衛生所 永安宮 彰化縣鹿港鎮新宮里民生路35號 111/10/14 13:00-15:00

鹿港鎮 興化里 鹿港鎮衛生所 永安宮 彰化縣鹿港鎮新宮里民生路35號 111/10/14 13:00-15:00

鹿港鎮 長興里 鹿港鎮衛生所 永安宮 彰化縣鹿港鎮新宮里民生路35號 111/10/14 13:00-15:00

鹿港鎮 菜園里 鹿港鎮衛生所 永安宮 彰化縣鹿港鎮新宮里民生路35號 111/10/14 13:00-15:00

鹿港鎮 龍山里 鹿港鎮衛生所 永安宮 彰化縣鹿港鎮新宮里民生路35號 111/10/14 13:00-15:00

鹿港鎮 泰興里 鹿港鎮衛生所 永安宮 彰化縣鹿港鎮新宮里民生路35號 111/10/14 13:00-15:00

鹿港鎮 鹿和里 鹿港鎮衛生所 永安宮 彰化縣鹿港鎮新宮里民生路35號 111/10/14 13:00-15:00

鹿港鎮 鹿東里 鹿港鎮衛生所 永安宮 彰化縣鹿港鎮新宮里民生路35號 111/10/14 13:00-15:00

鹿港鎮 頂厝里 鹿港鎮衛生所 永安宮 彰化縣鹿港鎮新宮里民生路35號 111/10/14 13:00-15:00

鹿港鎮 順興里 鹿港鎮衛生所 鹿港老人會 彰化縣鹿港鎮順興里忠孝路403號 111/10/14 15:10-16:30

鹿港鎮 景福里 鹿港鎮衛生所 鹿港老人會 彰化縣鹿港鎮順興里忠孝路403號 111/10/14 15:10-16:30

鹿港鎮 永安里 鹿港鎮衛生所 鹿港老人會 彰化縣鹿港鎮順興里忠孝路403號 111/10/14 15:10-16:30

鹿港鎮 埔崙里 鹿港鎮衛生所 鹿港老人會 彰化縣鹿港鎮順興里忠孝路403號 111/10/14 15:10-16:30

鹿港鎮 玉順里 鹿港鎮衛生所 鹿港老人會 彰化縣鹿港鎮順興里忠孝路403號 111/10/14 15:10-16:30

鹿港鎮 郭厝里 鹿港鎮衛生所 鹿港老人會 彰化縣鹿港鎮順興里忠孝路403號 111/10/14 15:10-16:30

鹿港鎮 中興里 鹿港鎮衛生所 鹿港老人會 彰化縣鹿港鎮順興里忠孝路403號 111/10/14 15:10-16:30

鹿港鎮 鹿和里 鹿港鎮衛生所 鹿港老人會 彰化縣鹿港鎮順興里忠孝路403號 111/10/14 15:10-16:30

鹿港鎮 鹿東里 鹿港鎮衛生所 鹿港老人會 彰化縣鹿港鎮順興里忠孝路403號 111/10/14 15:1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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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港鎮 頂厝里 鹿港鎮衛生所 鹿港老人會 彰化縣鹿港鎮順興里忠孝路403號 111/10/14 15:10-16:30

鹿港鎮 頭南里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南勢社區 彰化縣鹿港鎮頭南里南勢向鄰57之21號 111/10/31 09:30-10:30

二林鎮 西庄里 宋志懿醫院 慈靈宮-天上聖母 彰化縣二林鎮西庄里同安巷80-1號 111/10/11 09:00-09:50

二林鎮 萬興里 宋志懿醫院 萬興保安宮 彰化縣二林鎮萬興里中央北街40號 111/10/11 10:00-11:30

二林鎮 振興里 宋志懿醫院 萬興保安宮 彰化縣二林鎮萬興里中央北街40號 111/10/11 10:00-11:30

二林鎮 永興里 宋志懿醫院 萬興保安宮 彰化縣二林鎮萬興里中央北街40號 111/10/11 10:00-11:30

二林鎮 萬合里 洪宗鄰醫院 萬合里新興宮 彰化縣二林鎮萬合里成田巷6之1號 111/10/12 14:00-15:00

二林鎮 大永里 洪宗鄰醫院 大永里永興宮 彰化縣大永里大永路17 號 111/10/12 15:30-17:00

二林鎮 頂厝里 宋志懿醫院 德靈宮 彰化縣二林鎮頂厝里文明巷3號 111/10/18 09:00-10:00

二林鎮 趙甲里 宋志懿醫院 圓和宮 彰化縣二林鎮鎮平巷21-1號 111/10/18 10:30-11:30

二林鎮 梅芳里 綜祐診所 梅芳里活動中心 彰化縣二林鎮梅芳里太平路四段臨69號 111/10/19 08:30-10:00

二林鎮 華崙里 綜祐診所 華崙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二林鎮華崙里華崙里光復路37號 111/10/19 10:10-11:00

二林鎮 西斗里 洪宗鄰醫院 西斗活動中心 彰化縣二林鎮西斗里再發路45-1號 111/10/19 14:00-15:00

二林鎮 原斗里 洪宗鄰醫院 原斗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二林鎮原斗里原竹路872號 111/10/19 15:30-17:00

二林鎮 東華里 洪宗鄰醫院 原斗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二林鎮原斗里原竹路872號 111/10/19 15:30-17:00

二林鎮 復豐里 洪宗鄰醫院 原斗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二林鎮原斗里原竹路872號 111/10/19 15:30-17:00

二林鎮 廣興里 二林鎮衛生所 廣興C據點 彰化縣二林鎮廣興里溝頭巷3弄21號 111/10/19 13:20-14:00

二林鎮 香田里 二林鎮衛生所 外竹至靈聖宮 彰化縣二林鎮外竹里西里巷12號 111/10/19 14:20-15:00

二林鎮 外竹里 二林鎮衛生所 外竹至靈聖宮 彰化縣二林鎮外竹里西里巷12號 111/10/19 14:20-15:00

二林鎮 東興里 二林鎮衛生所 東興里玄興宮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福建巷6-2號 111/10/19 15:20-16:00

二林鎮 後厝里 二林鎮衛生所 後厝里廣福宮 化縣二林鎮後厝里4鄰新榮巷1-2號 111/10/20 13:20-14:00

二林鎮 興華里 二林鎮衛生所 興華里雷王宮 彰化縣二林鎮興華里中農路20號 111/10/20 14:20-15:00

二林鎮 東勢里 二林鎮衛生所 東勢里活動中心 彰化縣二林鎮東勢里面前巷2-20號 111/10/20 15:20-16:00

二林鎮 中西里 二林鎮衛生所 振興宮 彰化縣二林鎮中西里中三路1號 111/10/21 13:20-14:00

二林鎮 東和里 二林鎮衛生所 二林文化園區 彰化縣二林鎮西和一街65號 111/10/21 14:20-15:00

二林鎮 西平里 二林鎮衛生所 二林文化園區 彰化縣二林鎮西和一街65號 111/10/21 14:20-15:00

二林鎮 南光里 二林鎮衛生所 二林文化園區 彰化縣二林鎮西和一街65號 111/10/21 14:20-15:00

二林鎮 北平里 二林鎮衛生所 二林文化園區 彰化縣二林鎮西和一街65號 111/10/21 14:20-15:00

二林鎮 豐田里 二林鎮衛生所 伍聖宮 彰化縣二林鎮豐田里福興巷2號 111/10/21 15:20-16:00

埔鹽鄉 石埤村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石埤村朝安宮 彰化縣埔鹽鄉石埤村番金路2巷12號 111/10/12 09:00-10:00

埔鹽鄉 天盛村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天盛村天龍宮 彰化縣埔鹽鄉天盛村番金路67-1號 111/10/12 10:30-11:30

埔鹽鄉 西湖村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西湖村活動中心 彰化縣埔鹽鄉西湖村大新路2巷26號 111/10/12 14: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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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鹽鄉 大有村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大有村活動中心 彰化縣埔鹽鄉大有村員鹿路三段15號 111/10/12 15:30-16:30

埔鹽鄉 崑崙村 溪湖道安醫院 崑崙村閭山道院 彰化縣埔鹽鄉崑崙村彰水路一段11號 111/10/13 08:30-10:00

埔鹽鄉 埔鹽村 溪湖道安醫院 埔鹽村順澤宮 彰化縣埔鹽鄉埔鹽村中正路55號 111/10/13 10:30-12:00

埔鹽鄉 新興村 溪湖道安醫院 新興村仁興宮 彰化縣埔鹽鄉新興村員鹿路三段209號 111/10/13 13:30-14:30

埔鹽鄉 角樹村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角樹村乾聖宮 彰化縣埔鹽鄉角樹村員鹿路一段37號 111/10/14 08:30-09:20

埔鹽鄉 南新村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南新村活動中心 彰化縣埔鹽鄉南新村好金路61號 111/10/14 09:40-10:30

埔鹽鄉 南新村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新庄仔興安宮 彰化縣埔鹽鄉南新村好金路3巷19-2號 111/10/14 10:50-11:30

埔鹽鄉 太平村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太平村活動中心 彰化縣埔鹽鄉太平村大新路1巷2之4號 111/10/14 14:00-15:00

埔鹽鄉 新水村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新水村四聖宮 彰化縣埔鹽鄉新水村大新路55-5號 111/10/14 15:30-16:30

埔鹽鄉 三省村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三省村活動中心 彰化縣埔鹽鄉埔鹽鄉好金二巷5號之1 111/10/19 09:00-11:00

埔鹽鄉 永平村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永平村奉安宮 彰化縣埔鹽鄉永平村番金路115號 111/10/21 09:00-10:00

埔鹽鄉 永樂村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永樂村福利園區 彰化縣埔鹽鄉永樂村永樂路435號 111/10/21 10:30-11:30

埔鹽鄉 出水村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出水村龍水宮 彰化縣埔鹽鄉出水村埔港路39號 111/10/21 14:00-15:00

埔鹽鄉 南港村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南港村武聖宮 彰化縣埔鹽鄉南港村埔菜路1巷5-10號 111/10/21 15:30-16:30

埔鹽鄉 瓦瑤村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瓦瑤村天清宮 彰化縣埔鹽鄉瓦窯村光明路二段516臨60之1號 111/10/24 09:00-10:00

埔鹽鄉 廍子村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廍子村活動中心 彰化縣埔鹽鄉廍子村光明路一段101號 111/10/24 10:30-11:30

埔鹽鄉 豐澤村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豐澤村活動中心 彰化縣埔鹽鄉豐澤村埔打路2巷48號之28 111/10/24 14:00-15:00

埔鹽鄉 打廉村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打廉村活動中心 彰化縣埔鹽鄉打廉村埔打路19號之15號 111/10/24 15:30-16:30

埤頭鄉 大湖村 埤頭鄉衛生所 大湖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埤頭鄉大湖村大湖路260號 111/10/07 13:00-14:30

埤頭鄉 崙腳村 埤頭鄉衛生所 崙腳村新吉宮 彰化縣埤頭鄉崙腳村和平路291號 111/10/07 14:45-16:15

埤頭鄉 新庄村 埤頭鄉衛生所 新庄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埤頭鄉光華路124號 111/10/07 16:30-18:30

埤頭鄉 陸嘉村 陳嘉烈診所 陸嘉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埤頭鄉陸嘉村中華路434號 111/10/07 18:00-19:00

埤頭鄉 竹圍村 光明診所 竹圍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埤頭鄉竹圍村竹圍路187號 111/10/07 18:30-20:00

埤頭鄉 埤頭村 陳嘉烈診所 埤頭福德祠 彰化縣埤頭鄉埤頭村福德路178-192號 111/10/08 13:30-14:30

埤頭鄉 興農村 陳嘉烈診所 埤頭福德祠 彰化縣埤頭鄉埤頭村福德路178-192號 111/10/08 14:30-15:30

埤頭鄉 和豐村 陳嘉烈診所 和豐村四武宮 彰化縣埤頭鄉埔尾路51號 111/10/08 15:30-17:00

埤頭鄉 芙朝村 陳嘉烈診所 芙朝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埤頭鄉芙朝村文化路842號 111/10/11 14:00-17:00

埤頭鄉 元埔村 陳嘉烈診所 元埔村三元宮 彰化縣埤頭鄉元埔村興農路38號 111/10/11 17:00-18:00

埤頭鄉 永豐村 光明診所 永豐村清峯巖 彰化縣埤頭鄉永豐村東西路465巷3號 111/10/11 18:30-20:00

埤頭鄉 中和村 陳嘉烈診所 中和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埤頭鄉中和村廟前路68號 111/10/12 14:00-17:00

埤頭鄉 庄內村 陳嘉烈診所 庄內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埤頭鄉庄內村光明路292號 111/10/12 17:00-18:00

埤頭鄉 豐崙村 光明診所 豐崙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埤頭鄉豐崙村校前路128號 111/10/14 09:0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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埤頭鄉 豐崙村 光明診所 豐崙村青埔仔救行宮 彰化縣埤頭鄉豐崙村青埔路428號 111/10/15 12:30-14:00

埤頭鄉 崙子村 埤頭鄉衛生所 崙子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埤頭鄉崙子南路194號 111/10/19 15:50-16:50

埤頭鄉 平原村 埤頭鄉衛生所 平原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埤頭鄉平原路170號 111/10/21 15:50-16:50

二水鄉 復興村 二水鄉衛生所 復興村活動中心 彰化縣二水鄉復興村員集路5段472號 111/10/07 13:10-14:10

二水鄉 過圳村 二水鄉衛生所 過圳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二水鄉過圳村過圳路686號 111/10/07 14:20-15:20

二水鄉 五伯村 二水鄉衛生所 五伯村武天宮廟 彰化縣二水鎮五伯村過圳路6鄰222號 111/10/07 15:30-16:30

二水鄉 合和村 二水鄉衛生所 合和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二水鄉合和村番田二巷112號 111/10/13 13:10-14:10

二水鄉 合和村 二水鄉衛生所 合和村受德宮 彰化縣二水鄉合和村坑內路38號. 111/10/13 14:20-15:00

二水鄉 文化村 二水鄉衛生所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二水天主堂 彰化縣二水鄉文化村員集路3段452號 111/10/13 15:20-16:20

二水鄉 修仁村 二水鄉衛生所 修仁村活動中心 彰化縣二水鄉修仁村修仁路11－9號 111/10/14 15:00-16:00

二水鄉 源泉村 二水鄉衛生所 源泉村活動中心 彰化縣二水鄉源泉村月眉巷10-2號 111/10/15 08:10-09:10

二水鄉 大園村 二水鄉衛生所 大園村新活動中心 彰化縣二水鄉大園村大園巷11-9號 111/10/15 09:20-10:20

二水鄉 裕民村 二水鄉衛生所 裕民村南天宮 彰化縣二水鄉裕民巷1號 111/10/15 10:30-11:30

二水鄉 十五村 二水鄉衛生所 十五村奉天宮 彰化縣二水鄉十五村十五路12-2號 111/10/15 13:10-14:10

二水鄉 惠民村 二水鄉衛生所 惠民村活動中心 彰化縣二水鄉惠民村山腳路48-1號 111/10/15 14:20-15:20

二水鄉 光化村 二水鄉衛生所 光化村活動中心 彰化縣二水鄉光化村光進一巷20-1號 111/10/15 15:30-16:30

二水鄉 二水村 二水鄉衛生所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二水日照中心 彰化縣二水鄉員集路三段647號 111/10/21 13:30-14:30

二水鄉 聖化村 二水鄉衛生所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二水日照中心 彰化縣二水鄉員集路三段647號 111/10/21 14:30-15:00

二水鄉 上豐村 二水鄉衛生所 上豐村活動中心 彰化縣二水鄉上豐村芋內巷1號 111/10/21 15:20-16:30

二水鄉 倡和村 二水鄉衛生所 倡和村活動中心 彰化縣二水鄉倡和村倡和路41-1號 111/10/28 13:30-15:20

二水鄉 合興村 二水鄉衛生所 合興村活動中心 彰化縣二水鄉合興村英義路12巷46號 111/10/28 15:30-16:10

大村鄉 加錫村 大村鄉衛生所 加錫社區 彰化縣大村鄉加錫二巷39-16號 111/10/11 08:00-09:00

大村鄉 擺塘村 大村鄉衛生所 (慈祥寺)擺塘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大村鄉擺塘橫巷3-4號 111/10/13 08:00-09:00

大村鄉 大橋村 大村鄉衛生所 大橋村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大村鄉中山路三段193巷69號 111/10/12 08:00-09:00

大村鄉 福興村 大村鄉衛生所 受興宮 彰化縣大村鄉山腳路78號 111/10/14 14:00-15:00

大村鄉 美港村 大村鄉衛生所 賜福宮 彰化縣大村鄉中山路一段118號 111/10/14 15:10-16:10

大村鄉 村上村 大村鄉衛生所 村上村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大村鄉中正東路98巷2號 111/10/17 14:00-15:00

大村鄉 平和村 大村鄉衛生所 聖瑤宮 彰化縣大村鄉聖瑤東路79號 111/10/17 15:10-16:10

大村鄉 茄苳村 大村鄉衛生所 杏林宮 彰化縣大村鄉茄苳路二段臨153號 111/10/21 14:00-15:00

大村鄉 田洋村 大村鄉衛生所 田洋村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大村鄉田洋巷11號 111/10/21 15:10-16:10

大村鄉 新興村 大村鄉衛生所 新興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大村鄉新興巷6號之3號 111/10/24 14:00-15:00

大村鄉 大崙村 大村鄉衛生所 大崙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大村鄉大崙二巷28-2號 111/10/24 15:1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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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村鄉 南勢村 大村鄉衛生所 南勢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大村鄉南一橫巷3-7號 111/10/28 14:00-15:00

大村鄉 貢旗村 大村鄉衛生所 貢旗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大村鄉大崙路2-10號 111/10/28 15:10-16:10

大村鄉 過溝村 大村鄉衛生所 鎮安宮 彰化縣大村鄉過溝三巷36號 111/10/31 14:00-15:00

大村鄉 黃厝村 大村鄉衛生所 五行宮 彰化縣大村鄉山腳路35號 111/10/31 15:10-16:10

永靖鄉 竹子村 張天長診所 竹子村活動中心 彰化縣永靖鄉竹中巷41號 111/10/08 09:00~10:00

永靖鄉 福興村 張天長診所 福興村活動中心 彰化縣永靖鄉福興村中肚巷52號 111/10/08 10:10-11:00

永靖鄉 四芳村 張天長診所 芳濟宮 彰化縣永靖鄉四湳路106號 111/10/08 11:10~11:50

永靖鄉 瑚璉村 張天長診所 輔天宮 彰化縣永靖鄉瑚璉村錫壽路1號 111/10/08 13:00~13:50

永靖鄉 湳港村 張天長診所 甘澍宮 彰化縣永靖鄉湳港村永社路205號 111/10/08 14:00~14:50

永靖鄉 崙子村 張天長診所 聖約翰教堂 彰化縣永靖鄉崙饒路170號 111/10/08 09:00~09:50

永靖鄉 永興村 張天長診所 聖興宮 彰化縣永靖鄉興寧路196號 111/10/08 10:00~11:00

永靖鄉 浮圳村 張天長診所 乾巽宮 彰化縣永靖鄉浮圳路490號 111/10/08 11:10~11:50

永靖鄉 新莊村 張天長診所 新莊活動中心 彰化縣永靖鄉永社路75-1號 111/10/08 13:00~14:00

永靖鄉 五福村 張天長診所 五福宮 彰化縣永靖鄉五福巷97號512 111/10/08 14:10~15:10

永靖鄉 港西村 張天長診所 五福宮 彰化縣永靖鄉五福巷97號512 111/10/08 14:10~15:10

永靖鄉 光雲村 張天長診所 意善堂(活動中心) 彰化縣永靖鄉意善巷78號 111/10/08 15:10~16:00

永靖鄉 崙美村 張天長診所 慈聖宮 彰化縣永靖鄉獨鰲路二段270號 111/10/09 09:00~10:10

永靖鄉 獨鰲村 張天長診所 舜天宮 彰化縣永靖鄉獨鰲路一段139巷2號 111/10/09 10:20~11:30

永靖鄉 敦厚村 張天長診所 舜天宮 彰化縣永靖鄉獨鰲路一段139巷2號 111/10/09 10:20~11:30

永靖鄉 同安村 張天長診所 同安村活動中心 彰化縣永靖鄉四湳路31號33 號 111/10/09 13:00~14:00

永靖鄉 同仁村 張天長診所 同霖宮 彰化縣永靖鄉永福路一段500號 111/10/09 14:10~14:50

永靖鄉 湳墘村 張天長診所 鎮南宮 彰化縣永靖鄉忠心路31號 111/10/09 15:00~16:00

永靖鄉 東寧村 張天長診所 永興宮 彰化縣永靖鄉永興路二段162號 111/10/10 09:00~10:00

永靖鄉 永南村 張天長診所 醒化宮 彰化縣永靖鄉永南村永西路177巷5弄136~1號 111/10/10 10:10~11:00

永靖鄉 永北村 張天長診所 受清宮 彰化縣永靖鄉永北村水尾路148巷1號 111/10/10 11:10-11:50

永靖鄉 永西村 張天長診所 永安宮 彰化縣永靖鄉永靖街75號 111/10/10 13:30~15:00

永靖鄉 永東村 張天長診所 永安宮 彰化縣永靖鄉永靖街75號 111/10/10 13:30~15:00

永靖鄉 五汴村 張天長診所 五汴村活動中心 彰化縣永靖鄉五汴巷17號 111/10/10 15:10~16:00

田中鎮 新庄里 田中鎮衛生所 新庄里新聖宮寶樹宮 彰化縣田中鎮新庄里中南路3段286巷14號 111/10/07 13:30-15:00

田中鎮 東源里 中英診所 東源里德安岩 彰化縣田中鎮東源里中南路2段608巷35號 111/10/07 08:30-09:30

田中鎮 碧峰里 中英診所 東源里德安岩 彰化縣田中鎮東源里中南路2段608巷35號 111/10/07 10:00-11:00

田中鎮 復興里 中英診所 復興里保安宮 彰化縣田中鎮復興里山腳路4段253巷312號 111/10/07 14: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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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鎮 平和里 中英診所 平和里順天宮 彰化縣田中鎮平和里山腳路5段246號 111/10/07 15:30-16:30

田中鎮 三安里 田中鎮衛生所 三安里讚天宮 彰化縣田中鎮三安里同安路107號 111/10/13 13:30-14:30

田中鎮 龍潭里 田中鎮衛生所 龍潭里龍門宮 彰化縣田中鎮龍潭里大社路1段216巷100弄20號 111/10/13 15:20-16:20

田中鎮 南路里 中英診所 中英診所前廣場 彰化縣田中鎮員集路二段342號 111/10/14 10:00-12:00

田中鎮 頂潭里 中英診所 頂潭里晉天宮 彰化縣田中鎮頂潭里崁頂路153號 111/10/14 14:00-15:00

田中鎮 香山里 中英診所 香山里活動中心 彰化縣田中鎮香山里山腳路2段80號 111/10/14 15:30-17:00

田中鎮 大崙里 田中鎮衛生所 大崙里活動中心 彰化縣田中鎮大崙里大安路3段380號 111/10/20 13:30-15:00

田中鎮 北路里 公園診所 公園診所前 彰化縣田中鎮新福路57號 111/10/23 08:00-10:00

田中鎮 東路里 公園診所 公園診所前 彰化縣田中鎮新福路57號 111/10/23 10:00-12:00

田中鎮 新民里 田中鎮衛生所 新民里關懷據點 彰化縣田中鎮新民里大福街13號 111/10/24 13:30-14:30

田中鎮 沙崙里 田中鎮衛生所 沙崙里關懷據點
彰化縣田中鎮沙崙里沙崙路242號 

沙崙里活動中心(天受宮對面)
111/10/24 15:00-16:00

田中鎮 三光里 公園診所 三光里慶福宮(土地公廟) 三光里慶福宮(土地公廟.明禮國小旁) 111/10/24 15:00-17:00

田中鎮 三民里 公園診所 三民里參天宮 彰化縣田中鎮三民里斗中路2段598號 111/10/25 15:00-17:00

田中鎮 中潭里 仁和醫院 中潭社區 彰化縣田中鎮中潭里員集路三段125巷276號 111/10/25 13:00-14:00

田中鎮 大社里 仁和醫院 大社社區 彰化縣田中鎮大社里大社路3段764巷38號 111/10/25 14:10-15:10

田中鎮 西路里 田中鎮衛生所 田中鎮衛生所 彰化縣田中鎮斗中路一段222號 111/10/27 08:30-09:30

田中鎮 梅州里 田中鎮衛生所 田中鎮衛生所 彰化縣田中鎮斗中路一段222號 111/10/27 10:00-11:00

田中鎮 中路里 仁和醫院 仁和醫院前 彰化縣田中鎮中州路一段157號 111/10/31 08:30-09:30

大城鄉 台西村 大城鄉衛生所 台西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大城鄉大城鄉台西村許厝巷(顯榮宮對面) 111/10/07 13:30-14:30

大城鄉 頂庄村 大城鄉衛生所 頂庄國小 彰化縣大城鄉大城鄉頂庄村東厝路63之1號 111/10/07 14:30-15:30

大城鄉 潭墘村 洪宗鄰醫院 福安宮 彰化縣大城鄉潭墘村光復路22號 111/10/11 08:00-11:00

大城鄉 西港村 洪宗鄰醫院 西港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大城鄉永鎮路35號 111/10/12 08:00-11:00

大城鄉 東港村 洪宗鄰醫院 西港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大城鄉永鎮路35號 111/10/12 08:00-11:00

大城鄉 東城村 大城鄉衛生所 上安宮 彰化縣大城鄉大安路40-1號 111/10/13 13:30-14:30

大城鄉 西城村 大城鄉衛生所 西城活動中心 彰化縣大城鄉大城鄉西城村西勢路31之2號 111/10/13 15:00-16:00

大城鄉 山腳村 大城鄉衛生所 萬安宮 彰化縣大城鄉古山路57號 111/10/14 13:30-14:30

大城鄉 公館村 大城鄉衛生所 永安宮 彰化縣大城鄉大城鄉公館村東西路43號 111/10/14 15:00-16:00

大城鄉 永和村 大城鄉衛生所 永光國小 彰化縣大城鄉青埔路7-8號 111/10/15 09:00-11:00

大城鄉 公館村 大城鄉衛生所 永光國小 彰化縣大城鄉青埔路7-8號 111/10/15 09:00-11:00

大城鄉 菜寮村 大城鄉衛生所 三太宮 彰化縣大城鄉菜寮村中山路3號 111/10/15 13:00-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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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鄉 豐美村 大城鄉衛生所 豐美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大城鄉豐美村平秩路31號 111/10/15 14:30-16:00

大城鄉 三豐村 大城鄉衛生所 豐美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大城鄉豐美村平秩路31號 111/10/15 14:30-16:00

大城鄉 上山村 大城鄉衛生所 富安宮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大城鄉大山路2-1號 111/10/17 10:30-11:00

田尾鄉 海豐村 田尾鄉衛生所 海陸豐沛霖宮 彰化縣田尾鄉中正路三段271號 111/10/07 13:30-16:00

田尾鄉 陸豐村 田尾鄉衛生所 海陸豐沛霖宮 彰化縣田尾鄉中正路三段271號 111/10/07 13:30-16:00

田尾鄉 福田村 田尾鄉衛生所 福田活動中心 彰化縣田尾鄉福田村光復路一段98巷189號 111/10/11 13:30-14:45

田尾鄉 新興村 田尾鄉衛生所 新興活動中心 彰化縣田尾鄉新興路280號 111/10/11 15:00-16:00

田尾鄉 仁里村 田尾鄉衛生所 仁里果菜市場 彰化縣田尾鄉仁里村前庄巷10號 111/10/13 13:30-16:00

田尾鄉 豐田村 田尾鄉衛生所 豐田活動中心 彰化縣田尾鄉豐田村光復路四段１６1號 111/10/14 11:00-12:00

田尾鄉 柳鳳村 田尾鄉衛生所 柳鳳活動中心 彰化縣田尾鄉民生路二段338號 111/10/14 14:00-15:00

田尾鄉 北曾村 田尾鄉衛生所 北曾活動中心 彰化縣田尾鄉北曾村福德巷359號 111/10/14 15:30-16:10

田尾鄉 南曾村 田尾鄉衛生所 南曾活動中心 彰化縣田尾鄉福德巷185號 111/10/14 16:20-17:00

田尾鄉 北鎮村 田尾鄉衛生所 北鎮活動中心 彰化縣田尾鄉北鎮村平和路二段151號 111/10/17 13:30-14:50

田尾鄉 南鎮村 田尾鄉衛生所 南鎮活動中心 彰化縣田尾鄉南鎮村平和路1段140號 111/10/17 15:00-16:20

田尾鄉 新生村 田尾鄉衛生所 新生活動中心 彰化縣田尾鄉延平路150號 111/10/18 13:30-14:45

田尾鄉 睦宜村 田尾鄉衛生所 睦宜活動中心 彰化縣田尾鄉地政路157號 111/10/18 15:00-16:00

田尾鄉 田尾村 田尾鄉衛生所 田尾活動中心 彰化縣田尾鄉光復路三段538巷1號 111/10/19 13:30-14:30

田尾鄉 打廉村 田尾鄉衛生所 田尾活動中心 彰化縣田尾鄉光復路三段538巷1號 111/10/19 13:30-14:30

田尾鄉 溪畔村 田尾鄉衛生所 田尾活動中心 彰化縣田尾鄉光復路三段538巷1號 111/10/19 13:30-14:30

田尾鄉 溪頂村 田尾鄉衛生所 溪頂活動中心 彰化縣田尾鄉溪頂村三溪路1段209號 111/10/19 14:50-15:30

田尾鄉 新厝村 田尾鄉衛生所 溪頂活動中心 彰化縣田尾鄉溪頂村三溪路1段209號 111/10/19 14:50-15:30

田尾鄉 正義村 田尾鄉衛生所 正義活動中心 彰化縣田尾鄉正義村中正路一段233號 111/10/20 11:00-12:00

田尾鄉 饒平村 田尾鄉衛生所 正義活動中心 彰化縣田尾鄉正義村中正路一段233號 111/10/20 11:00-12:00

伸港鄉 大同村 彰濱秀傳醫院 大同村活動中心 彰化縣伸港鄉大同路82號 111/10/12 10:30-12:00

伸港鄉 七嘉村 彰濱秀傳醫院 七嘉村文德宮 彰化縣伸港鄉嘉二路47號 111/10/12 09:00-10:00

伸港鄉 汴頭村 彰濱秀傳醫院 汴頭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伸港鄉汴頭路187號 111/10/11 09:00-11:00

伸港鄉 泉州村 彰濱秀傳醫院 泉州村泉安宮 彰化縣伸港鄉仁愛路123號 111/10/13 10:30-12:00

伸港鄉 泉厝村 彰濱秀傳醫院 泉厝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伸港鄉泉厝路44-3號 111/10/13 09:00-10:00

伸港鄉 溪底村 彰濱秀傳醫院 溪底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路103之2號 111/10/19 14:00-15:30

伸港鄉 蚵寮村 何彰季家庭醫學科診所 蚵寮社區活動中心(代天府旁邊) 彰化縣伸港鄉蚵寮村132之5號 111/10/12 11:00-12:00

伸港鄉 什股村 何彰季家庭醫學科診所 什股村玉興宮 彰化縣伸港鄉什股村什股路160巷50-1號 111/10/12 14:00-15:30

伸港鄉 新港村 何彰季家庭醫學科診所 新港社區活動中心(佰姓公) 彰化縣伸港鄉自強路臨30號 111/10/19 10:3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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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港鄉 曾家村 何彰季家庭醫學科診所 曾家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伸港鄉曾家路65-1號 111/10/13 10:30-11:30

伸港鄉 定興村 伸港鄉衛生所 定興村興安宮 彰化縣伸港鄉定興路63號 111/10/13 09:00-10:00

伸港鄉 全興村 伸港忠孝醫院 全興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伸港鄉東全路13號 111/10/11 09:00-10:00

伸港鄉 埤墘村 伸港鄉衛生所 埤墘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伸港鄉埤墘一路154號 111/10/12 09:00-10:30

伸港鄉 海尾村 伸港鄉衛生所 海尾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伸港鄉海尾路3之2號 111/10/14 09:00-10:30

社頭鄉 舊社村 員林何醫院 社頭鄉老人文康中心 彰化縣社頭鄉南勢巷9-16號 111/10/07 14:30-16:30

社頭鄉 松竹村 員林何醫院 社頭鄉老人文康中心 彰化縣社頭鄉南勢巷9-16號 111/10/07 14:30-16:30

社頭鄉 廣福村 員林何醫院 社頭鄉老人文康中心 彰化縣社頭鄉南勢巷9-16號 111/10/07 14:30-16:30

社頭鄉 東興村 員林何醫院 社頭鄉老人文康中心 彰化縣社頭鄉南勢巷9-16號 111/10/07 14:30-16:30

社頭鄉 協和村 社頭鄉衛生所 協和村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社頭鄉協和村山腳路四段252巷27號 111/10/15 08:30-09:50

社頭鄉 協和村 社頭鄉衛生所 湳雅國小 彰化縣社頭鄉湳雅村山腳路三段395號 111/10/15 10:10-11:30

社頭鄉 湳雅村 社頭鄉衛生所 湳雅國小 彰化縣社頭鄉湳雅村山腳路三段395號 111/10/15 10:10-11:30

社頭鄉 龍井村 社頭鄉衛生所 湳雅國小 彰化縣社頭鄉湳雅村山腳路三段395號 111/10/15 10:10-11:30

社頭鄉 仁和村 社頭鄉衛生所 福天宮 彰化縣社頭鄉仁和村石坑1巷12-1號 111/10/15 13:13-14:50

社頭鄉 泰安村 社頭鄉衛生所 福天宮 彰化縣社頭鄉仁和村石坑1巷12-1號 111/10/15 13:13-14:50

社頭鄉 平和村 社頭鄉衛生所 福天宮 彰化縣社頭鄉仁和村石坑1巷12-1號 111/10/15 13:13-14:50

社頭鄉 清水村 社頭鄉衛生所 舊清水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社頭鄉清水村清興路82號 111/10/15 15:10-16:00

社頭鄉 山湖村 社頭鄉衛生所 舊清水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社頭鄉清水村清興路82號 111/10/15 15:10-16:00

社頭鄉 埤斗村 社頭鄉衛生所 舊清水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社頭鄉清水村清興路82號 111/10/15 15:10-16:00

社頭鄉 張厝村 社頭鄉衛生所 張厝社區活動中心(原張厝幼兒園舊址) 彰化縣社頭鄉張厝村張厝一巷30號 111/10/21 13:20-14:00

社頭鄉 里仁村 社頭鄉衛生所 里仁進興宮 彰化縣社頭鄉邱厝巷里仁村5號 111/10/21 14:20-15:00

社頭鄉 崙雅村 社頭鄉衛生所 美雅村社區發展中心（第二社福大樓） 彰化縣社頭鄉美雅村民生路371號 111/10/21 15:20-16:00

社頭鄉 美雅村 社頭鄉衛生所 美雅村社區發展中心（第二社福大樓） 彰化縣社頭鄉美雅村民生路371號 111/10/21 15:20-16:00

社頭鄉 仁雅村 社頭鄉衛生所 美雅村社區發展中心（第二社福大樓） 彰化縣社頭鄉美雅村民生路371號 111/10/21 15:20-16:00

社頭鄉 橋頭村 社頭鄉衛生所 橋頭鎮安宮 彰化縣社頭鄉員集路三段413號 111/10/22 08:30-10:10

社頭鄉 湳底村 社頭鄉衛生所 橋頭鎮安宮 彰化縣社頭鄉員集路三段413號 111/10/22 08:30-10:10

社頭鄉 新厝村 社頭鄉衛生所 新厝文聖宮 彰化縣社頭鄉新興巷61-1號 111/10/22 10:30-11:30

社頭鄉 舊社村 社頭鄉衛生所 舊社天門宮 彰化縣社頭鄉中央巷9-8號 111/10/22 13:30-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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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頭鄉 松竹村 社頭鄉衛生所 舊社天門宮 彰化縣社頭鄉中央巷9-8號 111/10/22 13:30-14:50

社頭鄉 廣福村 社頭鄉衛生所 舊社天門宮 彰化縣社頭鄉中央巷9-8號 111/10/22 13:30-14:50

社頭鄉 東興村 社頭鄉衛生所 舊社天門宮 彰化縣社頭鄉中央巷9-8號 111/10/22 13:30-14:50

社頭鄉 社頭村 社頭鄉衛生所 廣興村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社頭鄉廣興村仁愛三路17號 111/10/22 15:10-16:10

社頭鄉 廣興村 社頭鄉衛生所 廣興村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社頭鄉廣興村仁愛三路17號 111/10/22 15:10-16:10

芳苑鄉 芳苑村 芳苑鄉衛生所 彰化縣芳苑衛生所 彰化縣芳苑鄉斗苑路芳苑段249號 111/10/07 08:30-10:30

芳苑鄉 芳中村 芳苑鄉衛生所 彰化縣芳苑衛生所 彰化縣芳苑鄉斗苑路芳苑段249號 111/10/07 08:30-10:30

芳苑鄉 信義村 芳苑鄉衛生所 彰化縣芳苑衛生所 彰化縣芳苑鄉斗苑路芳苑段249號 111/10/07 08:30-10:30

芳苑鄉 仁愛村 芳苑鄉衛生所 彰化縣芳苑衛生所 彰化縣芳苑鄉斗苑路芳苑段249號 111/10/07 08:30-10:30

芳苑鄉 三合村 芳苑鄉衛生所 迴龍宮 彰化縣芳苑鄉三合村三合段238巷86號 111/10/12 11:00-12:00

芳苑鄉 後寮村 芳苑鄉衛生所 後寮村活動中心 彰化縣芳苑鄉後寮村寮北巷8號 111/10/13 11:00-12:00

芳苑鄉 草湖村 芳苑鄉衛生所 保安宮 彰化縣芳苑鄉建平村二溪路草二段560號 111/10/13 14:00-15:30

芳苑鄉 福榮村 二林洪宗鄰醫院 代天府 彰化縣芳苑鄉福榮村廟後巷12-1號 111/10/13 14:00~16:30

芳苑鄉 三成村 二林洪宗鄰醫院 代天府 彰化縣芳苑鄉福榮村廟後巷12-1號 111/10/13 14:00~16:30

芳苑鄉 路上村 二林洪宗鄰醫院 代天府 彰化縣芳苑鄉福榮村廟後巷12-1號 111/10/13 14:00~16:30

芳苑鄉 路平村 二林洪宗鄰醫院 代天府 彰化縣芳苑鄉福榮村廟後巷12-1號 111/10/13 14:00~16:30

芳苑鄉 崙腳村 芳苑鄉衛生所 崙腳村活動中心 彰化縣芳苑鄉崙腳村中正路33號 111/10/14 11:00-12:00

芳苑鄉 五俊村 芳苑鄉衛生所 巡按府 彰化縣芳苑鄉五俊村民權路6號 111/10/17 11:00-11:30

芳苑鄉 漢寶村 芳苑鄉衛生所 天寶宮 彰化縣芳苑鄉漢寶村成功一路45號 111/10/17 14:00-15:30

芳苑鄉 新生村 芳苑鄉衛生所 北天宮 彰化縣芳苑鄉新生村草漢路草二段928巷7號 111/10/19 11:00-12:00

芳苑鄉 和平村 芳苑鄉衛生所 壽山宮 彰化縣芳苑鄉和平村新興巷2號 111/10/20 14:00-15:30

芳苑鄉 民生村 芳苑鄉衛生所 壽山宮 彰化縣芳苑鄉和平村新興巷2號 111/10/20 14:00-15:30

芳苑鄉 興仁村 芳苑鄉衛生所 壽山宮 彰化縣芳苑鄉和平村新興巷2號 111/10/20 14:00-15:30

芳苑鄉 王功村 芳苑鄉衛生所 壽山宮 彰化縣芳苑鄉和平村新興巷2號 111/10/20 14:00-15:30

芳苑鄉 新寶村 二林洪宗鄰醫院 保順宮 彰化縣芳苑鄉新寶村芳漢路永豐巷11之1號 111/10/20 14:00-16:30

芳苑鄉 頂廍村 芳苑鄉衛生所 頂部村活動中心 彰化縣芳苑鄉頂廍村上林路頂廍段403號 111/10/24 11:00-12:00

芳苑鄉 建平村 芳苑鄉衛生所 建平村活動中心(北山宮) 彰化縣芳苑鄉建平村新興巷33號後面 111/10/26 11:00-12:00

芳苑鄉 文津村 芳苑鄉衛生所 福安宮 彰化縣芳苑鄉文津村芳東路13號 111/10/26 13:30-14:30

芳苑鄉 博愛村 芳苑鄉衛生所 博愛村活動中心 彰化縣芳苑鄉博愛村北頭巷6號 111/10/31 11:00-12:00

芳苑鄉 新街村 芳苑鄉衛生所 玄武宮膳宿堂 彰化縣芳苑鄉新街村新東路20號 111/11/02 11:00-12:00

芳苑鄉 永興村 彰化縣芳苑衛生所 永興村關懷據點 彰化縣芳苑鄉永興村太平路218號 111/11/03 11:00-12:00

溪湖鎮 西勢里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西安宮 彰化縣溪湖鎮西勢里西安路117巷2號 111/10/07 08:3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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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湖鎮 西勢里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南興宮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一段218巷1號 111/10/07 09:40-10:10

溪湖鎮 番婆里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鎮安宮 彰化縣溪湖鎮鎮安路2號 111/10/07 10:30-11:30

溪湖鎮 媽厝里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壘球場 彰化縣溪湖鎮彰140鄉道62號 111/10/07 14:00-15:00

溪湖鎮 湳底里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龍水宮 彰化縣溪湖鎮湳底路27之1號 111/10/07 15:30-16:30

溪湖鎮 大竹里 道安醫院 慶安宮 彰化縣溪湖鎮大竹里大竹巷7-1號 111/10/11 08:30-09:30

溪湖鎮 汴頭里 道安醫院 保安宮 彰化縣溪湖鎮汴頭里福德路261巷30號 111/10/11 10:00-11:00

溪湖鎮 田中里 道安醫院 活動中心 彰化縣溪湖鎮田中里二溪路一段695巷125弄59號 111/10/11 13:30-14:30

溪湖鎮 湖西里 道安醫院 南天宮 彰化縣溪湖鎮湖西里二溪路湖西巷40號 111/10/11 15:00-16:00

溪湖鎮 湖東里 道安醫院 里辦公室 彰化縣溪湖鎮湖東里東興路臨136號 111/10/12 08:30-10:00

溪湖鎮 東寮里 道安醫院 里辦公室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四段482巷11號 111/10/12 10:30-12:00

溪湖鎮 西寮里 道安醫院 通天宮 彰化縣溪湖鎮西寮里員鹿路369-1號 111/10/12 13:30-14:30

溪湖鎮 西寮里 道安醫院 北天宮 彰化縣溪湖鎮員鹿路四段鳳厝巷88號 111/10/12 15:00-16:00

溪湖鎮 光華里 道安醫院 道安醫院旁停車場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三段362號 111/10/12 16:00-18:00

溪湖鎮 平和里 道安醫院 道安醫院旁停車場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三段362號 111/10/12 16:00-18:00

溪湖鎮 光平里 道安醫院 道安醫院旁停車場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三段362號 111/10/12 16:00-18:00

溪湖鎮 太平里 道安醫院 道安醫院旁停車場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三段362號 111/10/12 16:00-18:00

溪湖鎮 大突里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大安宮 彰化縣溪湖鎮大突巷70號 111/10/18 09:00-10:00

溪湖鎮 忠覺里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忠覺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溪湖鎮崙子腳路94號 111/10/18 10:30-11:30

溪湖鎮 西溪里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永安宮 彰化縣溪湖鎮員鹿路後溪巷28號 111/10/18 14:00-15:00

溪湖鎮 東溪里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肇霖宮 彰化縣溪湖鎮成功路63巷2號 111/10/18 15:30-16:30

溪湖鎮 河東里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聖母宮 彰化縣溪湖鎮河東里河東路281號 111/10/20 09:00-10:00

溪湖鎮 北勢里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舊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溪湖鎮北勢里北勢二巷19號 111/10/20 10:30-11:30

溪湖鎮 大庭里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溪湖鎮崙子腳路34-1號 111/10/20 14:00-15:00

溪湖鎮 頂庄里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鎮安宮 彰化縣溪湖鎮崙子腳路頂庄巷23-1號 111/10/20 15:30-16:30

溪湖鎮 中山里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澤民宮 彰化縣溪湖鎮中山里大溪路一段464號 111/10/25 09:00-10:00

溪湖鎮 中竹里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中竹里活動中心 彰化縣溪湖鎮竹福路181號 111/10/25 10:30-11:30

福興鄉 福寶村 福興鄉衛生所 福寶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福興鄉新生路24-10號 111/10/08 08:20-09:20

福興鄉 頂粘村 福興鄉衛生所 鎮興宮 彰化縣福興鄉頂粘街306號 111/10/08 09:40-11:00

福興鄉 西勢村 福興鄉衛生所 仁安宮 彰化縣福興鄉西勢村員鹿路2段411號 111/10/08 13:00-14:00

福興鄉 同安村 福興鄉衛生所 福安宮 彰化縣福興鄉員鹿路一段220號506 111/10/08 14:10-15:00

福興鄉 社尾村 福興鄉衛生所 社尾活動中心 彰化縣福興鄉社尾村浮景巷9號之12 111/10/08 15:20-16:30

福興鄉 二港村 福興鄉衛生所 朱玄宮 彰化縣福興鄉二港村福正路26巷1號 111/10/15 08:20-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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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興鄉 廈粘村 福興鄉衛生所 寶順宮 彰化縣福興鄉廈粘街60之5號 111/10/15 09:40-11:00

福興鄉 萬豐村 福興鄉衛生所 天法堂 彰化縣福興鄉萬豐村萬豐巷14之36號 111/10/15 13:00-13:50

福興鄉 元中村 福興鄉衛生所 永安宮 彰化縣福興鄉元中村橫圳巷6號 111/10/15 14:10-15:00

福興鄉 番社村 福興鄉衛生所 聖興宮 彰化縣福興鄉番花路二段210號 111/10/15 15:20-16:30

福興鄉 外中村 彰濱秀傳醫院 外中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福興鄉外中街234號隔壁 111/10/24 08:30-10:00

福興鄉 三汴村 彰濱秀傳醫院 三汴村活動中心 彰化縣福興鄉彰水路346巷47號 111/10/24 10:30-11:30

福興鄉 外埔村 彰濱秀傳醫院 外埔活動中心 彰化縣福興鄉外埔村復興路16-1號 111/10/24 13:00-14:10

福興鄉 大崙村 彰濱秀傳醫院 大崙村活動中心 彰化縣福興鄉大崙村大崙街31之5號 111/10/24 14:30-16:00

福興鄉 三和村 彰濱秀傳醫院 三和村活動中心 彰化縣福興鄉南興街66-8號 111/10/25 08:30-09:40

福興鄉 秀厝村 彰濱秀傳醫院 秀厝村活動中心 彰化縣福興鄉秀厝二街147號 111/10/25 10:00-11:30

福興鄉 麥厝村 彰濱秀傳醫院 鎮安宮 彰化縣福興鄉麥厝村（街）47之2號 111/10/26 08:30-09:50

福興鄉 鎮平村 彰濱秀傳醫院 鎮安宮 彰化縣福興鄉阿力街22號旁鎮安宮 111/10/26 10:20-11:30

福興鄉 番婆村 彰濱秀傳醫院 龍星宮 彰化縣福興鄉番婆街16-1號506 111/10/27 13:00-14:30

福興鄉 橋頭村 彰濱秀傳醫院 集興宮 彰化縣福興鄉彰鹿路七段522號 111/10/27 14:50-16:00

福興鄉 福興店 福興鄉衛生所 全聯彰化福興店 彰化縣福興鄉沿海路5段363號 111/11/04 15:00-16:00

線西鄉 下犁村 彰濱秀傳醫院 下犁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線西鄉下犁路139之1號 111/10/07 09:00-10:15

線西鄉 塭仔村 彰濱秀傳醫院 塭仔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線西鄉沿海路一段495巷17號 111/10/07 10:30-12:00

線西鄉 德興村 彰濱秀傳醫院 德興村德興宮 彰化縣線西鄉東路二段429巷6號 111/10/07 13:30-15:00

線西鄉 頂犁村 彰濱秀傳醫院 頂犁村保安宮 彰化縣線西鄉頂犁路臨136-1號 111/10/07 15:30-16:30

線西鄉 溝內村 彰濱秀傳醫院 溝內村興安宮 彰化縣線西鄉溝內路113號 111/10/17 09:00-10:15

線西鄉 寓埔村 彰濱秀傳醫院 寓埔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線西鄉寓埔路177號之1號 111/10/17 10:30-12:00

線西鄉 頂庄村 彰濱秀傳醫院 頂庄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線西鄉沿海路二段334巷32號 111/10/18 09:00-10:15

線西鄉 線西村 彰濱秀傳醫院 線西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線西鄉中央路二段536巷31號 111/10/18 10:30-12:00

和美鎮 鐵山里 和美鎮衛生所 鐵山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和美鎮鎮東路190號 111/10/13 13:30-14:30

和美鎮 雅溝里 和美鎮衛生所 雅溝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和美鎮南軒路359巷7號 111/10/13 15:00-16:00

和美鎮 和北里 曾榮昌診所 和美教會旁 彰化縣和美鎮和北里彰美路六段26號 111/10/07 14:30-17:00

和美鎮 鎮平里 和美鎮衛生所 鎮平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和美鎮南平路11號 111/10/17 13:00-13:40

和美鎮 南佃里 和美鎮衛生所 南佃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和美鎮嘉佃路157號 111/10/17 14:00-15:00

和美鎮 源埤里 和美鎮衛生所 源埤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和美鎮南安路105號 111/10/19 13:30-14:30

和美鎮 詔安里 彰濱秀傳醫院 福安廟 彰化縣和美鎮138縣道228-274號 111/10/14 08:00-09:00

和美鎮 嘉犁里 彰濱秀傳醫院 嘉犁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和美鎮東坡路8巷2號 111/10/14 09:30-10:30

和美鎮 大霞里 彰濱秀傳醫院 大霞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和美鎮彰和路三段420號旁邊 111/10/14 11: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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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鎮 湖內里 和美鎮衛生所 湖內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和美鎮湖竹路12號對面 111/10/20 13:00-13:40

和美鎮 地潭里 和美鎮衛生所 地潭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和美鎮地潭里晉北路456號 111/10/20 13:50-14:30

和美鎮 嘉寶里 和美鎮衛生所 嘉寶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和美鎮嘉寶里福北路217號 111/10/20 15:00-16:00

和美鎮 頭前里 和美鎮衛生所 集聖宮 彰化縣和美鎮和頭路538號 111/10/21 13:00-13:40

和美鎮 塗厝里 和美鎮衛生所 塗厝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和美鎮和厝路二段485號 111/10/21 14:00-15:00

和美鎮 月眉里 和美鎮衛生所 月眉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和美鎮和厝路一段276號 111/10/21 15:30-16:30

和美鎮 和東里 文棟耳鼻喉科 華南銀行對面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五段277號 111/10/14 08:30-11:30

和美鎮 和東里 蕭國隆診所 和美鎮農會對面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五段255號 111/10/14 08:30-11:30

和美鎮 和南里 城堡耳鼻喉科 和美鎮仁安路200號 彰化縣和美鎮仁安路200號 111/10/14 08:30-11:30

和美鎮 糖友里 庚新診所 和美鎮糖友里活動中心一樓 彰化縣和美鎮糖友一街90號 111/10/13 10:00-12:00

和美鎮 和西里 道周醫院 道周醫院前 彰化縣和美鎮和光路180號 111/10/11 09:00-10:00

和美鎮 四張里 曾思遠診所 曾思遠診所前 彰化縣和美鎮和安街17號 111/10/14 10:00-11:30

和美鎮 仁愛里 道周醫院 道周醫院前 彰化縣和美鎮和光路180號 111/10/11 09:30-11:30

和美鎮 面前里 道周醫院 道周醫院前 彰化縣和美鎮和光路180號 111/10/07 14:30-15:30

和美鎮 好修里 道周醫院 道周醫院前 彰化縣和美鎮和光路180號 111/10/07 15:00-16:30

和美鎮 山犁里 道周醫院 道周醫院前 彰化縣和美鎮和光路180號 111/10/07 15:30-17:30

和美鎮 竹營里 和興聯合診所 和興聯合診所旁 彰化縣和美鎮德美路289號 111/10/07 14:00-16:30

和美鎮 新庄里 彰秀傳醫院 新庄里活動中心 彰化縣和美鎮新庄里東發路100巷36-1號 111/10/17 14:00-15:30

和美鎮 犁盛里 彰秀傳醫院 犁盛里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和美鎮東平路225巷9號 111/10/17 16:00-17:00

和美鎮 中圍里 彰濱秀傳醫院 中圍里活動中心 彰化縣和美鎮竹社路123號 111/10/12 13:30-14:30

和美鎮 中寮里 彰濱秀傳醫院 中寮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和美鎮桂東路159巷18號 111/10/12 15:00-16:00

和美鎮 柑井里 和美鎮衛生所 長青聯誼活動中心 彰化縣和美鎮柑竹路338號 111/10/14 13:00-14:00

和美鎮 還社里 和美鎮衛生所 北極宮 彰化縣和美鎮北堂路8巷10號 111/10/14 14:30-15:20

和美鎮 竹園里 和美鎮衛生所 竹園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和美鎮彰新路四段89號 111/10/14 15:50-16:30

溪州鄉 圳寮村 二林基督教醫院 普玄宮 彰化縣溪州鄉下樹巷1號 111/10/07 08:30~10:15

溪州鄉 潮洋村 二林基督教醫院 潮洋村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溪州鄉村民生路一段55號 111/10/07 10:30~12:00

溪州鄉 張厝村 二林基督教醫院 潮洋村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溪州鄉村民生路一段55號 111/10/07 10:30~12:00

溪州鄉 水尾村 公園診所 水尾村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溪州鄉中山路民權一巷5號 111/10/07 08:30~10:45

溪州鄉 三條村 公園診所 阿彌陀廟 彰化縣溪州鄉中央路二段31號 111/10/07 11:00~12:00

溪州鄉 菜公村 二林基督教醫院 菜公村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溪州鄉民生路二段149號 111/10/11 09:00-10:20

溪州鄉 三圳村 二林基督教醫院 三千宮活動中心 彰化縣溪州鄉三圳村庄內巷42之1號 111/10/11 10:30-11:50

溪州鄉 坑厝村 二林基督教醫院 溪坑厝活動中心 彰化縣溪州鄉坑厝村中和路79號 111/10/11 13:3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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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州鄉 溪厝村 二林基督教醫院 溪坑厝活動中心 彰化縣溪州鄉坑厝村中和路79號 111/10/11 13:30-16:00

溪州鄉 西畔村 公園診所 萬聖宮 彰化縣溪州鄉西中巷1號 111/10/11 08:30-10:30

溪州鄉 柑園村 公園診所 柑園集會所 彰化縣溪州鄉面前巷50號 111/10/11 10:50-12:00

溪州鄉 榮光村 公園診所 榮光村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溪州鄉政民路269號 111/10/14 08:30-09:30

溪州鄉 大庄村 公園診所 大庄社區發展協會(開天宮) 彰化縣溪州鄉大庄村東橫巷二之一號 111/10/14 09:45-11:45

溪州鄉 舊眉村 公園診所 舊眉村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溪州鄉登山路四段27號 111/10/19 08:30-10:00

溪州鄉 東洲村 公園診所 育善寺 彰化縣溪州鄉永安路226號 111/10/19 10:10-11:50

溪州鄉 成功村 公園診所 國姓廟 彰化縣溪州鄉莊中路1號 111/10/21 08:30-09:40

溪州鄉 尾厝村 公園診所 復興路 彰化縣溪州鄉中通路90號 111/10/21 10:00-11:00

溪州鄉 溪州村 公園診所 后天宮 彰化縣溪州鄉東光路18號 111/10/21 11:10-12:00

溪州鄉 瓦厝村 公園診所 后天宮 彰化縣溪州鄉東光路18號 111/10/21 11:10-12:00

南西北區 成功里 漢銘基督教醫院 成功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市中山路2段67巷10號 111/10/07 09:00-12:00

南西北區 東興里 漢銘基督教醫院 成功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市中山路2段67巷10號 111/10/07 09:00-12:00

南西北區 華北里 漢銘基督教醫院 成功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市中山路2段67巷10號 111/10/07 09:00-12:00

南西北區 光南里 漢銘基督教醫院 成功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市中山路2段67巷10號 111/10/07 09:00-12:00

南西北區 大同里 漢銘基督教醫院 成功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市中山路2段67巷10號 111/10/07 09:00-12:00

南西北區 福安里 漢銘基督教醫院 成功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市中山路2段67巷10號 111/10/07 09:00-12:00

南西北區 延和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市大埔慈恩寺活動中心 彰化市埔內街22號 111/10/07 09:00-11:00

南西北區 忠權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市忠權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市自立街155號旁 111/10/11 09:00-11:00

南西北區 新華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市忠權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市自立街155號旁 111/10/11 09:00-11:00

南西北區 興北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市忠權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市自立街155號旁 111/10/11 09:00-11:00

南西北區 忠孝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市忠權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市自立街155號旁 111/10/11 09:00-11:00

南西北區 五權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市忠權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市自立街155號旁 111/10/11 09:00-11:00

南西北區 新興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市忠權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市自立街155號旁 111/10/11 09:00-11:00

南西北區 下廍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市忠權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市自立街155號旁 111/10/11 09:00-11:00

南西北區 陽明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市忠權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市自立街155號旁 111/10/11 09:00-11:00

南西北區 文化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市忠權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市自立街155號旁 111/10/11 09:00-11:00

南西北區 西勢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市忠權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市自立街155號旁 111/10/11 09:00-11:00

南西北區 南安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市南安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市彰鹿路120巷147弄18號 111/10/11 14:30-16:30

南西北區 長樂里 漢銘基督教醫院 彰化市長樂里里辨公室 彰化市長安街112號 111/10/14 14:00-16:30

南西北區 信義里 漢銘基督教醫院 彰化市長樂里里辨公室 彰化市長安街112號 111/10/14 14:00-16:30

南西北區 民生里 漢銘基督教醫院 彰化市長樂里里辨公室 彰化市長安街112號 111/10/14 14: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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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西北區 光復里 漢銘基督教醫院 彰化市長樂里里辨公室 彰化市長安街112號 111/10/14 14:00-16:30

南西北區 興北里 漢銘基督教醫院 彰化市長樂里里辨公室 彰化市長安街112號 111/10/14 14:00-16:30

南西北區 東芳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市永芳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市永芳路468號 111/10/20 09:00-11:00

南西北區 莿桐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市永芳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市永芳路468號 111/10/20 09:00-11:00

南西北區 建寶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市建寶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市介壽南路69巷6號 111/10/21 14:30-16:30

南西北區 卦山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市建寶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市介壽南路69巷6號 111/10/21 14:30-16:30

南西北區 華陽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市建寶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市介壽南路69巷6號 111/10/21 14:30-16:30

南西北區 崙平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市崙平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市中華西路283巷49弄1號 111/10/25 09:00-11:00

南西北區 平和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市崙平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市中華西路283巷49弄1號 111/10/25 09:00-11:00

南西北區 向陽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市崙平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市中華西路283巷49弄1號 111/10/25 09:00-11:00

南西北區 南瑤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市南瑤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市中正路二段675巷33號 111/10/26 09:00-11:30

南西北區 延平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市延平里里長辦公處 彰化市延平路478號 111/11/01 09:00-11:30

南西北區 介壽里 幸運草小兒科診所 介壽里活動中心 彰化市介壽新村21號 111/10/13 09:00~11:30

南西北區 桃源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市延平里里長辦公處 彰化市延平路478號 111/11/01 09:00-11:30

南西北區 西安里 幸運草小兒科診所 西安里活動中心 彰化市民族路369號 111/10/20 14:00~16:30

南西北區 民權里 幸運草小兒科診所 西安里活動中心 彰化市民族路369號 111/10/20 14:00~16:30

南西北區 永生里 幸運草小兒科診所 西安里活動中心 彰化市民族路369號 111/10/20 14:00~16:30

南西北區 富貴里 幸運草小兒科診所 西安里活動中心 彰化市民族路369號 111/10/20 14:00~16:30

南西北區 萬壽里 幸運草小兒科診所 西安里活動中心 彰化市民族路369號 111/10/20 14:00~16:30

南西北區 彰安里 幸運草小兒科診所 西安里活動中心 彰化市民族路369號 111/10/20 14:00~16:30

南西北區 桃源里 廖慶龍骨科診所 桃源里里長辦公室 彰化市公園路二段175號 111/10/28 08:00~09:30

南西北區 文化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老人文康中心 彰化市三民路436號 111/11/03 14:00-16:00

南西北區 陽明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老人文康中心 彰化市三民路436號 111/11/03 14:00-16:00

南西北區 萬安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老人文康中心 彰化市三民路436號 111/11/03 14:00-16:00

南西北區 民生里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老人文康中心 彰化市三民路436號 111/11/03 14:00-16:00

南西北區 金馬店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全聯彰化金馬店 彰化市金馬路二段553號 111/11/04 09:30-11:30

南西北區 中正店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全聯彰化中正店 彰化市中正路二段623-1.623-2號 111/11/04 14:30-16:30

秀水鄉 陝西村 廖慶隆骨科診所 陝西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秀水鄉埔南巷92號 111/10/07 08:30-09:30

秀水鄉 金陵村 廖慶隆骨科診所 金陵活動中心 彰化縣秀水鄉竹圍巷3號 111/10/07 10:00-11:00

秀水鄉 金興村 廖慶隆骨科診所 金興活動中心 彰化縣秀水鄉新興街123號 111/10/08 08:30-09:30

秀水鄉 下崙村 廖慶隆骨科診所 下崙天慈宮 彰化縣秀水鄉民生街206號 111/10/08 10:00-11:30

秀水鄉 馬興村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雅興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秀水鄉雅興街260巷8號 111/10/21 09: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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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水鄉 義興村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聖靈宮 彰化縣秀水鄉義雅巷臨5號 111/10/21 10:30-11:30

秀水鄉 福安村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清龍岩 彰化縣秀水鄉民意街64號 111/10/25 14:00-15:00

秀水鄉 埔崙村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埔崙社區關懷據點 彰化縣秀水鄉蘇周巷162號 111/10/25 15:30-16:30

秀水鄉 莊雅村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莊雅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秀水鄉秀中街82巷67弄3號 111/10/26 14:00-15:00

秀水鄉 曾厝村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曾厝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秀水鄉大厝巷66號 111/10/26 15:30-16:30

秀水鄉 安溪村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安溪玄德廟 彰化縣秀水鄉安溪村彰水路一段692巷32號 111/11/01 14:00-15:00

秀水鄉 秀水村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華龍宮 彰化縣秀水鄉秀水村花秀路臨46號  111/11/01 15:30-16:30

秀水鄉 鶴鳴村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鶴鳴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秀水鄉明山街臨182號 111/11/02 08:30-09:30

秀水鄉 安東村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長安宮 彰化縣鹿港鎮鹿草路三段170號 111/11/02 10:00-11:00

員林市 三信里 員林何醫院 三信里里辦公處 彰化縣員林市育英路474巷85弄18號 111/10/07 08:00-09:30

員林市 三多里 員林何醫院 三信里里辦公處 彰化縣員林市育英路474巷85弄18號 111/10/07 08:00-09:30

員林市 三愛里 員林何醫院 三愛里里辦公處 彰化縣員林市三愛里大同路二段34號 111/10/07 10:00-12:00

員林市 仁美里 員林何醫院 三愛里里辦公處 彰化縣員林市三愛里大同路二段34號 111/10/07 10:00-12:00

員林市 和平里 員郭醫院 大北門福營宮 員林市中山路二段153號 111/10/07 08:00-10:00

員林市 大饒里 員林何醫院 香山寺 彰化縣員林市大饒里2鄰員集路二段244巷117號 111/10/08 07:30-09:30

員林市 中央里 員林何醫院 昭安宮 彰化縣員林市中央里3鄰中央路435巷38號 111/10/08 10:00-12:00

員林市 林厝里 員林何醫院 林厝托兒所 彰化縣員林市林厝里11鄰山脚路一段48巷57號 111/10/11 08:30-10:30

員林市 中東里 員林何醫院 中東里-活動中心 彰化縣員林市中東里5鄰山脚路五段178號 111/10/11 11:00-12:30

員林市 南東里 員林何醫院 中東里-活動中心 彰化縣員林市中東里5鄰山脚路五段178號 111/10/11 11:00-12:30

員林市 三條里 員林何醫院 三條里-里長家 彰化縣員林市三條里忠孝街37巷臨12號 111/10/11 14:00-15:30

員林市 忠孝里 員林何醫院 忠孝里-羅馬大地 彰化縣員林市忠孝里15鄰員水路二段342號 111/10/11 16:00-18:00

員林市 出水里 員林何醫院 出水里活動中心 彰化縣員林市出水里彰78鄉道 111/10/12 08:00-10:00

員林市 崙雅里 員林何醫院 崙雅里-代天宮 彰化縣員林市崙雅里9鄰員水路一段449巷49號 111/10/12 10:30-12:00

員林市 湖水里 員林何醫院 湖水里/活動中心 彰化縣員林市湖水里5鄰湖水路276號 111/10/12 13:30-15:00

員林市 浮圳里 員林何醫院 浮圳里活動中心 彰化縣員林市浮圳里16鄰員東路一段浮圳南巷8弄14號 111/10/12 15:30-17:00

員林市 大明里 員林何醫院 大明里活動中心 彰化縣員林市大明里13鄰大饒路803巷21號 111/10/13 08:00-10:00

員林市 中正里 員林何醫院 國宅中庭(中正里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里林森路249巷12號 111/10/13 10:00-12:00

員林市 中山里 員林何醫院 國宅中庭(中正里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里林森路249巷12號 111/10/13 10:00-12:00

員林市 光明里 員林何醫院 國宅中庭(中正里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里林森路249巷12號 111/10/13 10:00-12:00

員林市 新興里 員林何醫院 國宅中庭(中正里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里林森路249巷12號 111/10/13 10:00-12:00

員林市 鎮興里 員林何醫院 鎮興里-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員林市鎮興里13鄰山脚路三段2巷150號 111/10/13 13:30-15:00

員林市 大峰里 員林何醫院 鎮興里-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員林市鎮興里13鄰山脚路三段2巷150號 111/10/13 13:3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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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林市 振興里 員林何醫院 振興里-天化宮 彰化縣員林市振興里6鄰山脚路二段600號 111/10/13 15:30-17:00

員林市 東北里 員林何醫院 東北里活動中心 彰化縣員林市東北里2鄰山脚路六段47巷22號 111/10/14 08:00-09:30

員林市 西東里 員林何醫院 西東里活動中心 彰化縣員林市西東里6鄰浮圳路一段365巷56弄36號 111/10/14 10:00-12:00

員林市 三橋里 員郭醫院 三橋里里長辦公室 彰化縣員林市三橋里建國路138號 111/10/07 08:00-10:00

員林市 源潭里 員郭醫院 源潭里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員林市源潭里三潭巷27號 111/10/10 08:00-09:30

員林市 大埔里 員郭醫院 大埔里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員林市大埔里員大路二段50號 111/10/10 10:00-11:30

員林市 南平里 員郭醫院 大埔里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員林市大埔里員大路二段50號 111/10/10 10:00-11:30

員林市 中央里 員郭醫院 中央里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員林市中央里中央路115巷170號 111/10/12 10:00-11:30

員林市 三和里 統誠聯合診所 三和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員林市林森路369號 111/10/11 08:30-10:00

員林市 南平里 統誠聯合診所 南平里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員林市新生路344-354號 111/10/12 10:30-12:00

員林市 南興里 統誠聯合診所 三聖宮 彰化縣員林市員大路一段20巷20號 111/10/17 08:30-10:00

員林市 三義里 統誠聯合診所 三義里長辦公室 彰化縣員林市莒光路90號(安全輪胎公司) 111/10/12 08:30-10:00

員林市 新生里 統誠聯合診所 三義里長辦公室 彰化縣員林市莒光路90號(安全輪胎公司) 111/10/12 08:30-10:00

員林市 萬年里 統誠聯合診所 萬年宮 彰化縣員林市萬年巷13-1號 111/10/11 10:30-12:00

員林市 惠來里 統誠聯合診所 妙化堂 員林市光明街141巷26號 111/10/07 08:30-10:00

員林市 溝皂里 統誠聯合診所 青山宮 員林市溝皂巷16號 111/10/07 10:30-12:00

員林市 東和里 統誠聯合診所 育英國小(活動中心) 員林市光明街31號 111/10/15 08:30-10:00

員林市 民生里 統誠聯合診所 育英國小(活動中心) 員林市光明街31號 111/10/15 08:30-10:00

員林市 黎明里 統誠聯合診所 育英國小(活動中心) 員林市光明街31號 111/10/15 08:30-10:00

員林市 新生里 統誠聯合診所 新生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員林市雙景街50號 111/10/25 08:30-12:00

員林市 三信里 張天長聯合診所 三信里里長辦公處 彰化縣員林市育英路474巷85弄18號 111/11/01 07:30-10:00

https://www.scmh.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