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鄉鎮市區別 醫療單位 電話 住址

1 二林鎮 二林牙醫診所 8969922 彰化縣二林鎮斗苑路五段226號

2 二林鎮 允赫齒科牙醫診所 8969966 彰化縣二林鎮儒林路二段306號

3 二林鎮 挖仔小熊牙醫診所 8683999 彰化縣二林鎮二溪路7段428號

4 二林鎮 潔新美學牙醫診所 8685666 彰化縣二林鎮二溪路六段552號

5 永靖鄉 嘉美牙醫診所 8232179 彰化縣永靖鄉瑚璉珞401號

6 田中鎮 田中卓牙醫診所 8755631 彰化縣田中鎮南北街283號

7 田中鎮 卓瑞樵牙醫診所 8763336 彰化縣田中鎮中正路283號

8 伸港鄉 誠品牙醫診所 7991717 彰化縣伸港鄉忠孝路32號

9 和美鎮 仁美牙醫診所 7578018 彰化縣和美鎮仁美路182號

10 和美鎮 典亞牙醫診所 7557273 彰化縣和美鎮道周路262號

11 和美鎮 信德牙醫診所 7569838 彰化縣和美鎮和樂路71號

12 和美鎮 展群牙醫診所 7578185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六段153號

13 和美鎮 國仁牙醫診所 7564547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五段390號

14 芬園鄉 芬園楊牙醫診所 049-2522426 彰化縣芬園鄉芬草路二段277號

15 芬園鄉 琴揚牙醫診所 049-2512497 彰化縣芬園鄉彰南路四段328號

16 花壇鄉 佳佳牙醫診所 7870353 彰化縣花壇鄉中正路284號

17 芳苑鄉 芳華牙醫診所 8934676 彰化縣芳苑鄉芳漢路王玏段438號

18 員林市 全斌牙醫診所 8319707 彰化縣員林市育英路96之9號

19 員林市 周詳牙醫診所 8375911 彰化縣員林市三民東街210號1-2樓

20 員林市 承儒牙醫診所 8325471 彰化縣員林市大同路一段285巷1號

21 員林市 林欣牙醫診所 8330233 彰化縣員林市正興街288號

22 員林市 俊超牙醫診所 8320220 彰化縣員林市萬年路三段248號

23 員林市 員林基督教醫院(牙科部) 8381456 彰化縣員林市莒光路456號

24 員林市 宸霖牙醫診所 8333386 彰化縣員林市和平東街一段150號1~2樓

25 員林市 高新牙醫診所 8390123 彰化縣員林市萬年路三段105號

26 員林市 崇翔牙醫診所 8340545 彰化縣員林市萬年路三段250號

27 埔心鄉 太平洋牙醫診所 8363835 彰化縣埔心鄉經口村中山路73號

28 埔心鄉 守正牙醫診所 8283889 彰化縣埔心鄉員鹿路二段191號

29 埔鹽鄉 沅德牙醫診所 8658963 彰化縣埔鹽鄉彰水路一段389號

30 鹿港鎮 光群牙醫診所    7755503 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30號

31 鹿港鎮 成典牙醫診所 7716761 彰化縣鹿港鎮頂草路一段108號

32 鹿港鎮 美的牙醫診所 7772932 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221號

33 鹿港鎮 淳美牙醫診所 7779780 彰化縣鹿港鎮東興路295號

34 鹿港鎮 鹿港基督教醫院 7779595 彰化縣鹿港鎮中正路480號

35 鹿港鎮 達榮牙醫診所 7772088 彰化縣鹿港鎮民族路179號

36 溪湖鎮 光良牙醫診所 8852347 彰化縣溪湖鎮員鹿路三段191號

37 溪湖鎮 欣亞牙醫診所 8829060 彰化縣溪湖鎮培英路40號

38 彰化市 大寶牙醫診所 7263331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一段404號

39 彰化市 天空樹齒科牙醫診所 7220520 彰化縣彰化市公園路一段46號2樓

40 彰化市 名人牙醫診所 7203091 彰化縣彰化市竹和路80號

41 彰化市 名家牙醫診所 7282049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二段184號

42 彰化市 安信牙醫診所 7271307 彰化縣彰化市東民街53號1樓、2樓

43 彰化市 東欣牙醫診所 7373100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二段61、63號

44 彰化市 欣向美牙醫診所 7203666 彰化縣彰化市東民街58.60.62號1~2樓

45 彰化市 長欣美學牙醫診所 7110202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2號1樓

46 彰化市 康妍美學牙醫診所 7263880 彰化縣彰化市建國東路295號

47 彰化市 陳長泰牙醫診所 7228306 彰化縣彰化市三民路49號

48 彰化市 晶華牙醫診所 7293766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一段346號

49 彰化市 菲凡牙醫診所 7224338 彰化縣彰化市三民路277號

50 彰化市 雅世牙醫診所 7241240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87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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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彰化市 黃左琪牙醫診所 7228813 彰化縣彰化市曉陽路50號1、2樓

52 彰化市 新高牙醫診所 7283379 彰化縣彰化市中華路138號

53 彰化市 新程牙醫診所 7244531 彰化縣彰化市中民街64號

54 彰化市 楊昌學牙醫診所 7222034 彰化縣彰化市曉陽路104號

55 彰化市 彰化基督教醫院(牙科部) 7250433 彰化縣彰化市旭光路235號

56 彰化市 龍邸牙醫診所 7266999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三段168、170號

57 彰化市 觀心牙醫診所 7123800 彰化縣彰化市大埔路645號

58 福興鄉 吳東勇牙醫診所 7756930 彰化縣福興鄉沿海路五段330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