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8.10.16更新

醫療院所名稱 電話 鄉鎮別 地址 週六有

看診之

週日有

看診之

備註

1 立人耳鼻喉科診所 24832555 大里市 益民路2段49號 ○

2 顏安耳鼻喉科診所 24872999 大里市 益民路2段317號 ○

3 愛欣診所 24829641 大里市 新南路87號 ○

4 陳建利診所 24935145 大里市 成功路385號2樓 ○

5 陳內小兒科診所 22815484 大里市 大里路19號

6 大欣診所 24069660 大里市 新興路15號

7 魏文宏診所 24862592 大里市 中興路2段229號 ○

8 何延慶婦產科診所 24813233 大里市 東榮路155、157號 ○

9 劉兆平診所 24827566 大里市 中興路二段468號 ○

10 台安診所 22754666 大里市 甲堤南路112號

11 沈宗憲診所 24837655 大里市 中興路二段712號

12 江耳鼻喉科診所 24818345 大里市 東榮路324號 ○

13 聖心診所 24872100 大里市 東榮路350號

14 祐生診所 24814981 大里市 東明路231號

15 安聲耳鼻喉科診所 24852301 大里市 中興路二段109之3號 ○

16 佑仁診所 24061222 大里市 新興路18號 ○

17 李良小兒科診所 24810998 大里市 益民路二段119號 ○

18 祐生診所 24814981 大里市 東明路231號 ○

19 陳祥雪小兒科診所 24850052 大里市 新生西路42號 ○

20 黃耳鼻喉科診所 24830888 大里市 中興路二段169之1號 ○

21 楊文澤小兒科診所 24930319 大里市 塗城路864號 ○

22 群欣診所 24825651 大里市 東榮路165號 ○

23 顧耳鼻喉科診所 24966988 大里市 塗城路546號 ○

24 林輝雲診所 24936567 大里市 塗城路713巷16號

25 祥安婦產科診所 23322626 大里市 中興路一段275號

26 順和眼科診所 23330883 大里市 中興路一段263號

27 大里市衛生所 24060785 大里市 大衛街82號 ○

28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

大里仁愛醫院

24819900 大里市 大里市東榮路483號 ○ ○

29 新菩提醫院 24829966 大里市 大里市中興路二段

621號

○ ○

30 劉暄峰小兒科診所 23332418 霧峰鄉 中正路1141號 ○

31 蔡明哲小兒科診所 23338728 霧峰鄉 中正路1102號

32 陳儀崇診所 23391349 霧峰鄉 萊園路6-1號

33 平奚診所 23332684 霧峰鄉 四德路408號

34 長佑診所 23321661 霧峰鄉 樹仁路36號

35 謝煌德小兒科診所 23314766 霧峰鄉 中正路872號 ○

36 霧峰澄清醫院 23390667 霧峰鄉 霧峰鄉中正路1129號 ○ ○

37 本堂澄清醫院 23390000 霧峰鄉 霧峰鄉中正路718號 ○ ○

38 泰安醫院 23393015 霧峰鄉 中正路928號

＊因試劑及藥物供貨有限，建議欲前往就醫前，再次向診所確認，以免造成不便。

98年臺中縣醫療院所提供新型流感H1N1快篩及藥物服務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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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洪士明診所 22730640 太平市 宜昌路527號 ○

40 建志耳鼻喉科診所 22766899 太平市 中興路118-3號 ○

41 文貴旺診所 22794321 太平市 太平路326號 ○

42 萬泰診所 23938501 太平市 大興路112號 ○

43 正安診所 23959822 太平市 樹德路69巷4號 ○

44 可安診所 23932219 太平市 大源路21號

45 陳天乙診所 22760110 太平市 新仁路一段154號

46 黃健郎耳鼻喉科診所23917936 太平市 樹孝路14號

47 佳恩聯合診所 23926762 太平市 中山路二段372之１ ○

48 呂其嘉婦產科診所 22750158 太平市 中平路151之5號 ○ ○

49 育德診所 22766862 太平市 太平路195號 ○

50 健康診所 23927267 太平市 中山路二段434號1樓 ○

51 順智診所 22772766 太平市 太平路99號 ○

52 順輝內科診所 22786845 太平市 成功東路2號 ○

53 蔡其洪耳鼻喉科診 23910957 太平市 中山路3段26號

54 人人診所 22783830 太平市 中興路28號

55 太平市衛生所 23938083 太平市 中山路一段213之1號 ○

56 承安診所 22700209 太平市 永豐路3號

57 李正智診所 22766399 太平市 太平路232號

58 仁宏診所 22759241 太平市 太平路587號

59 卓小兒科診所 22769879 太平市 中興路51-2號

60 宜欣診所 22765683 太平市 宜佳街10號1樓

61 耀仁診所 23939815 太平市 樹孝路39-7號1、2樓 ○ ○

62 賢德醫院 22732551 太平市 太平市宜昌路420號 ○ ○

63 國軍台中總醫院 23934191 太平市 太平市中山路二段

348號

○ ○

64 太平澄清醫院 22788347 太平市 太平市中興路92號 ○ ○

65 施建成診所 23363590 烏日鄉 中山路1段455號

66 惠馨小兒科診所 23360115 烏日鄉 中山路2段77號 ○

67 學田診所 23366809 烏日鄉 學田路便行巷2號

68 陳孟正診所 23371686 烏日鄉 長春街170號

69 張文華診所 23361058 烏日鄉 中山路1段423號 ○

70 宏德診所 23381603 烏日鄉 三民街165號 ○

71 賴永清小兒科診所 23388955 烏日鄉 中山路1段538號 ○

72 劉耀宜診所 23385193 烏日鄉 信義街167號 ○

73 明陽小兒科診所 23361483 烏日鄉 中山路一段359號 ○

74 慈祐聯合診所 23368633 烏日鄉 中山路一段548號1、2樓

75 惠心聯合診所 23381162 烏日鄉 中山路二段97號

76 旭光診所 23381529 烏日鄉 中山路二段157號

77 明愛眼科診所 23375131 烏日鄉 中山路一段345號

78 明仁診所 23354232 烏日鄉 溪南路一段702號

79 信安診所 23377397 烏日鄉 中山路一段548號5樓

80 劉耳鼻喉科診所 23384438 烏日鄉 信義街164巷32號

81 鴻源診所 23381053 烏日鄉 烏日村三民街115號

82 神農皮膚科診所 23380101 烏日鄉 中山路一段400號

83 藍毅生診所 23368180 烏日鄉 中山路一段34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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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烏日鄉衛生所 23381027 烏日鄉 長榮街136號 ○

85 烏日澄清醫院 23376232 烏日鄉 烏日鄉光明路419號 ○ ○

86 文化診所 25208068 豐原市 圓環東路721號 ○

87 豐原趙內兒科診所 25200226 豐原市 圓環東路393號 ○

88 許慶芳耳鼻喉科診所25292857 豐原市 中山路506號 ○

89 中新診所 25227308 豐原市 中正路136號 ○

90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

醫院豐原醫務室

25131680 豐原市 中正路193號 ○

91 王世裕小兒科診所 25252978 豐原市 中正路430號 ○

92 永福耳鼻喉科診所 25280042 豐原市 中正路701號 ○

93 洪榮信診所 25287157 豐原市 中正路888號 ○ ○

94 陳成福診所 25120612 豐原市 豐榮里和平街47號 ○

95 吳志修耳鼻喉科診所25120295 豐原市 中山路345、347號 ○

96 林金生耳鼻喉科診所25265951 豐原市 田心路1段141號 ○

97 呂揚德內科診所 25276200 豐原市 中正路104-1號 ○

98 宋沐馨診所 25264583 豐原市 中山路438號 ○

99 林余安耳鼻喉科診所25158008 豐原市 興安街1號 ○

100 劉銘郎內科診所 25159418 豐原市 中正路83號 ○

101 王思博耳鼻喉科診所25155166 豐原市 中正路246號 ○

102 林秋能小兒科診所 25268575 豐原市 中山路437號 ○

103 佳幼診所 25296336 豐原市 中正路264號 ○

104 林政光小兒科診所 25263342 豐原市 府前街96號 ○

105 基成內兒科診所 25232730 豐原市 中山路369號 ○

106 慈生婦產科診所 25268365 豐原市 府前街25號

107 謝東賢耳鼻喉科診 25268211 豐原市 中正路106號 ○

108 許躍騰診所 25269695 豐原市 中正路222號 ○

109 豐原市衛生所 25261170 豐原市 中興路136號 ○

110 親親診所 25312345 豐原市 中山路162號 ○

111 元懋診所 25226132 豐原市 富春街83號

112 陳聰波診所 25251598 豐原市 豐原市中正路234號 ○

113 行政院衛生署豐原

醫院

25271180 豐原市 豐原市安康路100號 ○ ○

114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

醫院豐原分院

25222538 豐原市 豐原市中正路199號 ○ ○

115 豐安醫院 25231180 豐原市 豐原市中正路115路 ○ ○

116 漢忠醫院 25222209 豐原市 豐原市中正路218號 ○ ○

117 祥恩醫院 25255522 豐原市 中興路35號

118 杏豐醫院 25234112 豐原市 三民路106號 ○ ○

119 國泰診所 25577378 后里鄉 甲后路240號

120 后安診所 25587800 后里鄉 甲后路281號 ○

121 后里維恩耳鼻喉科診所25586608 后里鄉 甲后路314號1樓

122 月眉診所 25572266 后里鄉 甲后路919號

123 厚生診所 25567201 后里鄉 三豐路104號

124 施博元診所 25572699 后里鄉 民生路220號 ○

125 黃彰暉耳鼻喉科診 25586666 后里鄉 甲后路396號 ○

126 生和診所 25562163 后里鄉 后里村甲后路46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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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后里鄉衛生所 25562048 后里鄉 公安路86號 ○

128 李煥照婦產專科診所25581886 后里鄉 文明路33號1樓

129 佳佑診所 25336888 潭子鄉 勝利路319號

130 林田診所 25380218 潭子鄉 潭子街2段52號 ○

131 家興診所 25319968 潭子鄉 中山路1段37號

132 簡宗保診所 25323005 潭子鄉 中山路2段295號 ○

133 泰昌診所 25329061 潭子鄉 頭張路1段88號 ○

134 潭興診所 25362225 潭子鄉 潭興路2段460號

135 林明亮診所 25322246 潭子鄉 頭張路1段3號 ○

136 林啟忠診所 25377563 潭子鄉 光陽路167號 ○

137 普霖小兒科診所 25391159 潭子鄉 復興路一段55號 ○

138 長虹耳鼻喉科診所 25355058 潭子鄉 勝利路231號

139 周肇銘診所 25312255

25335450

潭子鄉 中山路二段394號

140 郭耳鼻喉科診所 25348390 潭子鄉 中山路二段362之1、

362之2號

○

141 陳志慶婦產科診所 25325550 潭子鄉 中山路二段299號

142 潭子林外科診所 25325879 潭子鄉 中山路二段384之6號

143 何孟哲診所 25359173 潭子鄉 勝利路273號

144 柯耳鼻喉科診所 25339028 潭子鄉 雅潭路一段151號

145 愛兒診所 25310510 潭子鄉 中山路二段448號

146 明新眼科診所 25310816 潭子鄉 中山路二段371號

147 高麗燕診所 25342822 潭子鄉 潭富路一段28、30號

148 林眼科診所 25340090 潭子鄉 中山路二段384之2號

149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

綜合醫院台中分院

36060666 潭子鄉 豐興路1段66號 ○ ○

150 陳忠義診所 25628672 神岡鄉 民生路22號 ○

151 杏安診所 25612869 神岡鄉 中山路654號

152 祈安聯合診所 25625470 神岡鄉 民生路27號 ○

153 林政益小兒科診所 25152765 神岡鄉 中山路33號 ○

154 祥佑診所 25201825 神岡鄉 五權路69號

155 林炳麟診所 25610165 神岡鄉 神岡路24號 ○ ○

156 神岡鄉衛生所 25622793 神岡鄉 神岡路2號 ○

157 神岡童醫院 25626969 神岡鄉 神岡鄉中山路501號 ○ ○

158 張德旺耳鼻喉科診所25872206 東勢鎮 豐勢路559號 ○

159 榮陽內小兒科診所 25877563 東勢鎮 豐勢路424號 ○

160 東勢鎮一民診所 25875170 東勢鎮 豐勢路259號 ○

161 維恩耳鼻喉科診所 25885413 東勢鎮 豐勢路372號

162 巫哲森外婦產科診 25884898 東勢鎮 豐勢路548號

163 東和婦產科診所 25875645 東勢鎮 第五橫街30之1號 ○

164 東勢朱永泰診所 25871700 東勢鎮 豐勢路172號

165 長頸鹿小兒科診所 25771809 東勢鎮 豐勢路418號 ○

166 東勢鎮衛生所 25873872 東勢鎮 豐勢路490號 ○ 處方釋出

167 東勢鎮農會附設農

民醫院

25771919 東勢鎮 東勢鎮豐勢路318號 ○ ○

168 協和醫院 25872113 東勢鎮 豐勢路318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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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石岡鄉衛生所 25721887 石岡鄉 石岡街6號 ○

170 清海醫院 25721694 石岡鄉 石岡街下坑巷41之2 精神科住院為主

171 新社鄉衛生所 25811704 新社鄉 興社街4段1號 ○

172 廖力毅診所 25820290 新社鄉 興安街102號

173 林釗尚小兒科診所 25600313 大雅鄉 中清路2段155號 ○

174 中部科學園區員工診所25606712 大雅鄉 中科路6-6號

175 長榮耳鼻喉科診所 25669988 大雅鄉 雅潭路402之1號 ○ ○

176 大中小兒科診所 25607116 大雅鄉 雅潭路345之2號 ○

177 長安診所 25609988 大雅鄉 民興街57號

178 洪耳鼻喉小兒科診 25693977 大雅鄉 雅潭路393號

179 國光內科診所 25685099 大雅鄉 中清路二段21之3號

180 張內兒科診所 25663167 大雅鄉 學府路290號

181 得康診所 25609961 大雅鄉 學府路227號

182 雅林診所 25687742 大雅鄉 神林南路633號

183 大雅鄉衛生所 25661091 大雅鄉 中清路二段186號 ○

184 李大東皮膚科診所 25678162 大雅鄉 民生路一段59號

185 清泉醫院 25605600 大雅鄉 大雅鄉雅潭路178號

186 大雅澄清醫院 25677722 大雅鄉 大雅鄉中清路三段24

之2號

187 宏恩外科診所 22662957 梧棲鎮 梧棲路132號 ○

188 啟恩診所 26562268 梧棲鎮 中和街81號 ○

189 梧棲鎮衛生所 26562809 梧棲鎮 雲集街70巷3號 ○

190 明生診所 26561456 梧棲鎮 中央路931號

191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

人童綜合醫院

26581919 梧棲鎮 梧棲鎮中棲路一段

699號

○ ○

192 明德醫院 26579595 梧棲鎮 梧棲鎮仁美街33巷50 ○ ○

193 忠港醫院 26580161 梧棲鎮 中興路49號

194 小熊的森林診所 26805060 大甲鎮 三民路132號 ○ ○

195 力倫診所 26805889 大甲鎮 蔣公路246號

196 小朋友小兒科診所 26802025 大甲鎮 蔣公路255號 ○ ○

197 大元診所 26802250 大甲鎮 順天路165號 ○ ○

198 黃兆聖小兒科診所 26764252 大甲鎮 順天路297，299號 ○

199 琉璃光診所 26873051 大甲鎮 順天路342號 ○

200 鄭成發診所 26882366 大甲鎮 光明路68號 ○

201 王登源診所 26882620 大甲鎮 中山路一段576號 ○

202 錫欽診所 26815785 大甲鎮 孟春里通天路 178 號

203 清一診所 26863252 大甲鎮 順天里復興路 40 號 ○

204 岷安診所 26873636 大甲鎮 民生路9之2號 ○

205 見安診所 26889595 大甲鎮 順天路391號 ○

206 上安診所 26821377 大甲鎮 臨江路40之1號

207 宏光診所 26882002 大甲鎮 鎮政路6之2號 ○

208 大甲鎮衛生所 26879142 大甲鎮 德興路81號 ○

209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

光田綜合醫院

26885599 大甲鎮 經國路321號 ○ ○

210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

人大甲李綜合醫院

26862288 大甲鎮 八德街2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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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順安醫院 26862328 大甲鎮 光明路6號 ○ ○

212 佳優診所 26832807 外埔鄉 甲后路430號

213 外埔鄉衛生所 26833208 外埔鄉 甲后路444號 ○

214 安田診所 26713527 大安鄉 中山南路281號 ○

215 大安鄉衛生所 26713681 大安鄉 中山南路333號 ○

216 崇祐診所 26321081 龍井鄉 新興路45-2號 ○

217 龍安診所 26390685 龍井鄉 文昌路433號

218 魏嘉慶診所 26330053 龍井鄉 藝術街142巷1號 ○

219 周群傑耳鼻喉科診所 26315950 龍井鄉 新興路53之10號 ○

220 吉村診所 26392226 龍井鄉 龍門路45之3號

221 哲民診所 26328421 龍井鄉 遊園南路193號 ○

222 祐晟診所 26326408 龍井鄉 國際街150號

223 博仁診所 26352253

24616677

龍井鄉 沙田路五段45號

224 聖和診所 26301862 龍井鄉 中央路一段241巷1弄

1號

○

225 龍井鄉衛生所 26352228 龍井鄉 沙田路4段243號 ○

226 黃如峯診所 26150107 沙鹿鎮 中清路15-4號 ○

227 高銘診所 26620286 沙鹿鎮 中棲路281-2號

228 簡祺修小兒科診所 26656435 沙鹿鎮 中山路404-1號

229 朱博欣小兒科診所 26630086 沙鹿鎮 中山路418號

230 彰仁外科婦產科診所26622902 沙鹿鎮 大同街65號 ○

231 小太陽小兒科診所 26365757 沙鹿鎮 鎮南路二段631號 ○

232 真善美診所 26656037 沙鹿鎮 成功東街117、119號

233 孫皓雲小兒科診所 26652230 沙鹿鎮 中山路161號 ○

234 蕭英宗耳鼻喉科診 26631879 沙鹿鎮 中山路348號

235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

光田綜合醫院

26625111 沙鹿鎮 沙鹿鎮沙田路117號 ○ ○

236 沙鹿鎮衛生所 26625040 沙鹿鎮 文昌街20號 ○

237 自強診所 26914188 大肚鄉 遊園路二段206號 ○

238 其安診所 26935789 大肚鄉 沙田路一段404號

239 眀安診所 26935789 大肚鄉 沙田路一段404號

240 培安診所 26935789 大肚鄉 沙田路一段404號

241 大度診所 26993637 大肚鄉 沙田路二段621號

242 緯廷耳鼻喉科診所 26981222 大肚鄉 沙田路二段763號

243 幼安診所 26990460 大肚鄉 文昌路1段28號

244 天佑內小兒科診所 26930035 大肚鄉 沙田路一段510號 ○

245 小林診所 26998489 大肚鄉 沙田路二段723號 ○

246 光華診所 26910451 大肚鄉 遊園路二段255號 ○

247 李岡燦耳鼻喉科診 26990460 大肚鄉 文昌路一段28號

248 大肚鄉衛生所 26992111 大肚鄉 榮華街1號 ○

249 陳振昆診所 26225205 清水鎮 中山路127號 ○

250 吳內科診所 26227702 清水鎮 西寧路 81之1號

251 林玉彪診所 26233880 清水鎮 光華路135號 ○ ○

252 顏耳鼻喉科診所 26220765 清水鎮 光復街110號 ○

253 林佳輝診所 26236456 清水鎮 中正街一九號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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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清水回生家庭醫學

科診所

26222050 清水鎮 中山路134號

255 陽明診所 26234075 清水鎮 光華路75號

256 順風耳鼻喉科診所 26226161 清水鎮 鎮南街41號 ○

257 萬安診所 26227823 清水鎮 中山路126之2號 ○

258 趙見福診所 26222699 清水鎮 鎮南街1之2號 ○ ○

259 蔡篤煌診所 26225690 清水鎮 西寧路15號 ○

260 蘇光緯診所 26222300 清水鎮 中山路198號 ○

261 清水鎮衛生所 26227130 清水鎮 中山路92號 ○

262 陽光精神科醫院 26202949 清水鎮 東山路68之1號 精神科住院為主

263 清濱醫院 26283995 清水鎮 港埠路四段195號 精神科住院為主

264 和平鄉衛生所 25942781 和平鄉 東關路三段132號 ○

265 梨山衛生所 25989540 和平鄉 梨山村中正路68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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