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診所名稱 地址 門診時間 是否備有克流感 聯絡電話

童小兒家醫 埔里鎮中正路408號 8-12點、14-18點、19-21點 是 2983212

芸通耳鼻科 埔里鎮南昌街229號 8-12點、14-18點、19-21點 是 2996790

得恩診所 埔里鎮中正一路162號 8-12點 是 2904222

御安診所 集集鎮民生路13-29號 8-12點、14-18點 是 2764743

信昌診所 中寮鄉龍岩村龍南路196號 9-11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603209

上恩診所 魚池鄉魚池街388號 8-12點、14-18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897448

楊順喜小兒科 魚池鄉魚池街401號 8-12點、15-18點  是 2898591

平安診所 國姓鄉北山村南港路303號 8-12點 是 2452506

澄清診所 水里鄉民生路203號 8-12點、14-18點、19-21點30分 否〈提供轉介服務〉 2871868

汪弘洲診所 鹿谷鄉六合街110號 8-12點、16-20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51845

信義衛生所 信義鄉明德村玉山路45號 21-24點 是 2791148

慶安診所 信義鄉明德村玉山路100號 8：30-12點、14：30-17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91850

信安診所 信義鄉地利村開信巷7號 8-12點、15-17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41255

懷恩診所 信義鄉明德村玉山路29-1號 8：30-12點、14：30-17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92257

吉龍診所 信義鄉同富村同和巷67-1號 8-12點、14-18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02702

親民診所 信義鄉同富村同和巷67號 8-12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02308

楊診所 信義鄉羅娜村信筆巷182-4號 8-12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831945

中國附設地利門診中心 信義鄉地利村開信巷121號 8-11點30、14-16點、17-21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42321

健安診所 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108號 8-12點、14-16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802250

聖本篤診所 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153號 8-12點、14-21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802922

霧社急診中心（埔基） 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153號 14-24點 是 2803417

田診所 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38號 8-12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803434

長榮診所 埔里鎮忠孝路329號 8-12點、14-18點、19-21點 是 2994830

集集鎮衛生所 集集鎮衛生所106號 8-16點 是 2762015

中寮鄉衛生所 中寮鄉永平村永昌街102號 9-11點 是 2691404

上恩診所 魚池鄉魚池街388號 8-12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897448

台安診所 魚池鄉魚池街364巷16號 8-12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895139

國姓鄉衛生所 國姓鄉民族街42號 8-12點 是 2721009

澄清診所 水里鄉民生路203號 8-12點、14-18點、19-21點30分 否 2871868

農民診所 鹿谷鄉廣興村光復路188號1樓 8-12點、16-20點 是 2753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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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衛生所 信義鄉明德村玉山路45號 0-24點 是 2791148

吉龍診所 信義鄉同富村同和巷67-1號 8-12點、14-18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02702

中國附設地利門診中心 信義鄉地利村開信巷121號 on call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42321

聖本篤診所 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153號 8-12點、14-21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802922

霧社急診中心（埔基） 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153號 0-24點 是 2803417

幼安小兒科診所 南投市復興路187號 全日 是 2206706

淵源診所 南投市民族路298號 全日 是 2222171

行政院衛生署南投醫院 南投市復興路478號 8:30-11:30點 是 2231150

埔里榮民醫院 埔里鎮榮光路1號 全日〈急診〉 是 2990833#3761

埔里基督教醫院 埔里鎮鐵山路1號 全日〈急診〉 是 29121515#2860

童小兒家醫 埔里鎮中正路408號 8-12點、14-18點、19-21點 是 2983212

芸通耳鼻科 埔里鎮南昌街229號 8-12點、14-18點、19-21點 是 2996790

得恩診所 埔里鎮中正一路162號 8-12點 是 2904222

佑民社團法人佑民醫院 草屯鎮太平路一段200號 上午 是 2358151#1225

曾漢棋綜合醫院 草屯鎮虎山路915號 全日 是 2314145#719

林洸燁小兒科診所 草屯鎮中正路626號 全日 是 2318735

宏安耳鼻喉科診所 草屯鎮中正路670號 全日 是 2338109

林錦林診所 草屯鎮虎山路736號 全日 是 2357509

洪瑞成小兒科診所 草屯鎮中山街36.38號1樓 全日 是 2323151

竹山秀傳醫院 竹山鎮集山路二段75號 全日 是 2624266

陳重光診所 竹山鎮集山路三段1062號 全日 是 2662352

智瑤小兒科診所 竹山鎮集山路三段879號 上、下午 是 2652288

弘仁診所 竹山鎮集山路三段948-1號 全日 是 2652259

御安診所 集集鎮民生路13-29號 8-12點、14-18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64743

第一診所 集集鎮民生路234號 8-12點、14-18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61888

信昌診所 中寮鄉龍岩村龍南路196號 9-11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603209

楊順喜小兒科 魚池鄉魚池街401號 8-12點、15-18點 是 2898591

上恩診所 魚池鄉魚池街388號 8-12點、14-18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897448

國姓鄉衛生所 國姓鄉民族街42號 8-12點 是 2721009

澄清診所 水里鄉民生路203號 8-12點、14-18點、19-21點30分 否〈提供轉介服務〉 2871868

農民診所 鹿谷鄉廣興村光復路188號1樓 8-12點、16-20點 是 2753995

信義衛生所 信義鄉明德村玉山路45號 21-24點 是 279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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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安診所 信義鄉明德村玉山路100號 8：30-12點、14：30-17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91850

信安診所 信義鄉地利村開信巷7號 8-12點、15-17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41255

懷恩診所 信義鄉明德村玉山路29-1號 8：30-12點、14：30-17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92257

吉龍診所 信義鄉同富村同和巷67-1號 8-12點、14-18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02702

親民診所 信義鄉同富村同和巷67號 8-12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02308

楊診所 信義鄉羅娜村信筆巷182-4號 8-12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831945

中國附設地利門診中心 信義鄉地利村開信巷121號 8-11點30、14-16點、17-21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42321

健安診所 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108號 8-12點、14-16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802250

聖本篤診所 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153號 8-12點、14-21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802922

霧社急診中心（埔基） 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153號 14-24點 是 2803417

田診所 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38號 8-12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803434

佳成小兒科診所 南投市民族路358號 全日 是 2231115

梁力仁診所 南投市彰南路2段391號 8:30-12點、17:00-21點30分 是 2202155

埔里榮民醫院 埔里鎮榮光路1號 全日〈急診〉 是 2990833#3761

埔里基督教醫院 埔里鎮鐵山路1號 全日〈急診〉 是 29121515#2860

長榮診所 埔里鎮忠孝路329號 8-12點、14-18點、19-21點 是 2994830

曾漢棋綜合醫院 草屯鎮虎山路915號 上午 是 2314145#719

林洸燁小兒科診所 草屯鎮中正路626號 全日 是 2318735

林錦林診所 草屯鎮虎山路736號 全日 是 2357509

洪瑞成小兒科診所 草屯鎮中山街36.38號1樓 全日 是 2323151

竹山秀傳醫院 竹山鎮集山路二段75號 全日 是 2624266

集集鎮衛生所 集集鎮衛生所106號 8-12點 是 2762015

中寮鄉衛生所 中寮鄉永平村永昌街102號 9-11點 是 2691404

上恩診所 魚池鄉魚池街388號 8-12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897448

台安診所 魚池鄉魚池街364巷16號 8-12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895139

國姓鄉衛生所 國姓鄉民族街42號 8-12點 是 2721009

澄清診所 水里鄉民生路203號 8-12點、14-18點、19-21點30分 否〈提供轉介服務〉 2871868

農民診所 鹿谷鄉廣興村光復路188號1樓 8-12點、16-20點 是 2753995

信義衛生所 信義鄉明德村玉山路45號 21-24點 是 2791148

吉龍診所 信義鄉同富村同和巷67-1號 8-12點、14-18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02702

中國附設地利門診中心 信義鄉地利村開信巷121號 on call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42321

聖本篤診所 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153號 8-12點、14-21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80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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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社急診中心（埔基） 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153號 0-24點 是 2803417

曾俊傑診所 南投市大同街一巷2號 8點30分-11點30分、15-18點 是 2223875

幼安小兒科診所 南投市復興路187號 全日 是 2206706

淵源診所 南投市民族路298號 全日 是 2222171

埔里榮民醫院 埔里鎮榮光路1號 全日〈急診〉 是 2990833#3761

埔里基督教醫院 埔里鎮鐵山路1號 全日〈急診〉 是 29121515#2860

童小兒家醫 埔里鎮中正路408號 8-12點、14-18點、19-21點 是 2983212

芸通耳鼻科 埔里鎮南昌街229號 8-12點、14-18點、19-21點 是 2996790

黎俊奇診所 埔里鎮中正路464號 8-12點 是 2999576

得恩診所 埔里鎮中正一路162號 8-12點 是 2904222

佑民社團法人佑民醫院 草屯鎮太平路一段200號 上午 是 2358151#1225

曾漢棋綜合醫院 草屯鎮虎山路915號 全日 是 2314145#719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草屯分院
草屯鎮平等街140號 上午 是 2321188#370或371

林洸燁小兒科診所 草屯鎮中正路626號 全日 是 2318735

宏安耳鼻喉科診所 草屯鎮中正路670號 全日 是 2338109

林錦林診所 草屯鎮虎山路736號 全日 是 2357509

洪瑞成小兒科診所 草屯鎮中山街36.38號1樓 全日 是 2323151

竹山秀傳醫院 竹山鎮集山路二段75號 全日 是 2624266

陳重光診所 竹山鎮集山路三段1062號 全日 是 2662352

智瑤小兒科診所 竹山鎮集山路三段879號 上下午 是 2652288

弘仁診所 竹山鎮集山路三段948-1號 全日 是 2652259

御安診所 集集鎮民生路13-29號 8-12點、14-18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64743

第一診所 集集鎮民生路234號 8-12點、14-18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61888

信昌診所 中寮鄉龍岩村龍南路196號 9-11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603209

上恩診所 魚池鄉魚池街388號 8-12點、14-18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897448

楊順喜小兒科 魚池鄉魚池街401號 8-12點、15-18點 是 2898591

平安診所 國姓鄉北山村南港路303號 8-12點 是 2452506

澄清診所 水里鄉民生路203號 8-12點、14-18點、19-21點30分 否〈提供轉介服務〉 2871868

農民診所 鹿谷鄉廣興村光復路188號1樓 8-12點、16-20點 是 2753995

信義衛生所 信義鄉明德村玉山路45號 21-24點 是 2791148

慶安診所 信義鄉明德村玉山路100號 8：30-12點、14：30-17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9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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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安診所 信義鄉地利村開信巷7號 8-12點、15-17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41255

懷恩診所 信義鄉明德村玉山路29-1號 8：30-12點、14：30-17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92257

吉龍診所 信義鄉同富村同和巷67-1號 8-12點、14-18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02702

親民診所 信義鄉同富村同和巷67號 8-12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02308

楊診所 信義鄉羅娜村信筆巷182-4號 8-12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831945

中國附設地利門診中心 信義鄉地利村開信巷121號 8-11點30、14-16點、17-21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42321

聖本篤診所 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153號 8-12點、14-21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802922

霧社急診中心（埔基） 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153號 14-24點 是 2803417

田診所 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38號 8-12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803434

佳成小兒科診所 南投市民族路358號 全日 是 2231115

淵源診所 南投市民族路298號 全日 是 2222171

新馨生小兒科 南投市崇文里復興路187號 全日 是 2201286

埔里榮民醫院 埔里鎮榮光路1號 全日〈急診〉 是 2990833#3761

埔里基督教醫院 埔里鎮鐵山路1號 全日〈急診〉 是 29121515#2860

長榮診所 埔里鎮忠孝路329號 8-12點、14-18點、19-21點 是 2994830

曾漢棋綜合醫院 草屯鎮虎山路915號 上午 是 2314145#719

林洸燁小兒科診所 草屯鎮中正路626號 全日 是 2318735

林錦林診所 草屯鎮虎山路736號 全日 是 2357509

洪瑞成小兒科診所 草屯鎮中山街36.38號1樓 全日 是 2323151

竹山秀傳醫院 竹山鎮集山路二段75號 全日 是 2624266

集集鎮衛生所 集集鎮衛生所106號 8-12點 是 2762015

中寮鄉衛生所 中寮鄉永平村永昌街102號 9-11點 是 2691404

上恩診所 魚池鄉魚池街388號 8-12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897448

台安診所 魚池鄉魚池街364巷16號 8-12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895139

國姓鄉衛生所 國姓鄉民族街42號 8-12點 是 2721009

澄清診所 水里鄉民生路203號 8-12點、14-18點、19-21點30分 否 2871868

農民診所 鹿谷鄉廣興村光復路188號1樓 8-12點、16-20點 是 2753995

信義衛生所 信義鄉明德村玉山路45號 0-24點 是 2791148

吉龍診所 信義鄉同富村同和巷67-1號 8-12點、14-18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02702

中國附設地利門診中心 信義鄉地利村開信巷121號 on call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42321

聖本篤診所 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153號 8-12點、14-21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802922

霧社急診中心（埔基） 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153號 0-24點 是 2803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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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署南投醫院 南投市康壽里復興路478號 8點30分-11點30分 是 2231150

幼安小兒科診所 南投市崇文里復興路187號 全日 是 2206706

佳成小兒科診所 南投市民族路358號 全日 是 2231115

埔里榮民醫院 埔里鎮榮光路1號 全日〈急診〉 是 2990833#3761

埔里基督教醫院 埔里鎮鐵山路1號 全日〈急診〉 是 29121515#2860

童小兒家醫 埔里鎮中正路408號 8-12點、14-18點、19-21點 是 2983212

芸通耳鼻科 埔里鎮南昌街229號 8-12點、14-18點、19-21點 是 2996790

黎俊奇診所 埔里鎮中正路464號 8-12點 是 2999576

得恩診所 埔里鎮中正一路162號 8-12點 是 2904222

佑民社團法人佑民醫院 草屯鎮太平路一段200號 上午 是 2358151#1225

曾漢棋綜合醫院 草屯鎮虎山路915號 全日 是 2314145#719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草屯分院
草屯鎮平等街140號 上午 是 2321188#370或371

林洸燁小兒科診所 草屯鎮中正路626號 全日 是 2318735

宏安耳鼻喉科診所 草屯鎮中正路670號 全日 是 2338109

林錦林診所 草屯鎮虎山路736號 全日 是 2357509

洪瑞成小兒科診所 草屯鎮中山街36.38號1樓 全日 是 2323151

竹山秀傳醫院 竹山鎮集山路二段75號 全日 是 2624266

陳重光診所 竹山鎮集山路三段1062號 全日 是 2662352

智瑤小兒科診所 竹山鎮集山路三段879號 上下午 是 2652288

弘仁診所 竹山鎮集山路三段948-1號 全日 是 2652259

御安診所 集集鎮民生路13-29號 8-12點、14-18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64743

第一診所 集集鎮民生路234號 8-12點、14-18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61888

信昌診所 中寮鄉龍岩村龍南路196號 9-11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603209

上恩診所 魚池鄉魚池街388號 8-12點、14-18點  否〈提供轉介服 2897448

楊順喜小兒科 魚池鄉魚池街401號 8-12點、15-18點 是 2898591

平安診所 國姓鄉北山村南港路303號 8-12點 是 2452506

澄清診所 水里鄉民生路203號 8-12點、14-18點、19-21點30分 否〈提供轉介服務〉 2871868

農民診所 鹿谷鄉廣興村光復路188號1樓 8-12點、16-20點 是 2753995

信義衛生所 信義鄉明德村玉山路45號 0-24點 是 2791148

慶安診所 信義鄉明德村玉山路100號 8：30-12點、14：30-17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91850

信安診所 信義鄉地利村開信巷7號 8-12點、15-17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4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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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恩診所 信義鄉明德村玉山路29-1號 8：30-12點、14：30-17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92257

吉龍診所 信義鄉同富村同和巷67-1號 8-12點、14-18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02702

親民診所 信義鄉同富村同和巷67號 8-12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02308

楊診所 信義鄉羅娜村信筆巷182-4號 8-12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831945

中國附設地利門診中心 信義鄉地利村開信巷121號 8-11點30、14-16點、17-21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42321

健安診所 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108號 8-12點、14-16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802250

聖本篤診所 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153號 8-12點、14-21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802922

霧社急診中心（埔基） 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153號 14-24點 是 2803417

田診所 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38號 8-12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803434

佳成小兒科診所 南投市民族路358號 全日 是 2231115

梁力仁診所 南投市彰南路2段391號 8點30分-12點、17-21點30分 是 2202155

埔里榮民醫院 埔里鎮榮光路1號 全日〈急診〉 是 2990833#3761

埔里基督教醫院 埔里鎮鐵山路1號 全日〈急診〉 是 29121515#2860

淵源診所 南投市南投里民族路298號 全日 是 2222171

長榮診所 埔里鎮忠孝路329號 8-12點、14-18點、19-21點 是 2994830

曾漢棋綜合醫院 草屯鎮虎山路915號 上午 是 2314145#719

林洸燁小兒科診所 草屯鎮中正路626號 全日 是 2318735

林錦林診所 草屯鎮虎山路736號 全日 是 2357509

洪瑞成小兒科診所 草屯鎮中山街36.38號1樓 全日 是 2323151

竹山秀傳醫院 竹山鎮集山路二段75號 全日 是 2624266

集集鎮衛生所 集集鎮衛生所106號 8-12點 是 2762015

中寮鄉衛生所 中寮鄉永平村永昌街102號 9-11點 是 2691404

上恩診所 魚池鄉魚池街388號 8-12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897448

台安診所 魚池鄉魚池街364巷16號 8-12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895139

國姓鄉衛生所 國姓鄉民族街42號 8-12點 是 2721009

澄清診所 水里鄉民生路203號 8-12點、14-18點、19-21點30分 否〈提供轉介服務〉 2871868

農民診所 鹿谷鄉廣興村光復路188號1樓 8-12點、16-20點 是 2753995

信義衛生所 信義鄉明德村玉山路45號 21-24點 是 2791148

吉龍診所 信義鄉同富村同和巷67-1號 8-12點、14-18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02702

中國附設地利門診中心 信義鄉地利村開信巷121號 on call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42321

聖本篤診所 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153號 8-12點、14-21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802922

霧社急診中心（埔基） 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153號 0-24點 是 2803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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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基醫院 南投市嘉和里中興路870號 急診全日 是 2225595

新馨生小兒科 南投市崇文里復興路187號 全日 是 2201286

佳成小兒科診所 南投市民族路358號 全日 是 2231115

埔里榮民醫院 埔里鎮榮光路1號 全日〈急診〉 是 2990833#3761

埔里基督教醫院 埔里鎮鐵山路1號 全日〈急診〉 是 29121515#2860

童小兒家醫 埔里鎮中正路408號 8-12點、14-18點、19-21點 是 2983212

芸通耳鼻科 埔里鎮南昌街229號 8-12點、14-18點、19-21點 是 2996790

黎俊奇診所 埔里鎮中正路464號 8-12點 是 2999576

得恩診所 埔里鎮中正一路162號 8-12點 是 2904222

佑民社團法人佑民醫院 草屯鎮太平路一段200號 上午 是 2358151#1225

曾漢棋綜合醫院 草屯鎮虎山路915號 全日 是 2314145#719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草屯分院
草屯鎮平等街140號 上午 是 2321188#370或371

林洸燁小兒科診所 草屯鎮中正路626號 全日 是 2318735

宏安耳鼻喉科診所 草屯鎮中正路670號 全日 是 2338109

林錦林診所 草屯鎮虎山路736號 全日 是 2357509

洪瑞成小兒科診所 草屯鎮中山街36.38號1樓 全日 是 2323151

竹山秀傳醫院 竹山鎮集山路二段75號 全日 是 2624266

陳重光診所 竹山鎮集山路三段1062號 全日 是 2662352

智瑤小兒科診所 竹山鎮集山路三段879號 上下午 是 2652288

弘仁診所 竹山鎮集山路三段948-1號 全日 是 2652259

御安診所 集集鎮民生路13-29號 8-12點、14-18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64743

第一診所 集集鎮民生路234號 8-12點、14-18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61888

信昌診所 中寮鄉龍岩村龍南路196號 9-11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603209

上恩診所 魚池鄉魚池街388號 8-12點、14-18點  否〈提供轉介服 2897448

楊順喜小兒科 魚池鄉魚池街401號 8-12點、15-18點 是 2898591

平安診所 國姓鄉北山村南港路303號 8-12點 是 2452506

澄清診所 水里鄉民生路203號 8-12點、14-18點、19-21點30分 否 2871868

農民診所 鹿谷鄉廣興村光復路188號1樓 8-12點、16-20點 是 2753995

信義衛生所 信義鄉明德村玉山路45號 21-24點 是 2791148

慶安診所 信義鄉明德村玉山路100號 8：30-12點、14：30-17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91850

信安診所 信義鄉地利村開信巷7號 8-12點、15-17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4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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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恩診所 信義鄉明德村玉山路29-1號 8：30-12點、14：30-17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92257

吉龍診所 信義鄉同富村同和巷67-1號 8-12點、14-18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02702

親民診所 信義鄉同富村同和巷67號 8-12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02308

楊診所 信義鄉羅娜村信筆巷182-4號 8-12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831945

中國附設地利門診中心 信義鄉地利村開信巷121號 8-11點30、14-16點、17-21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742321

健安診所 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108號 8-12點、14-16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802250

聖本篤診所 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153號 8-12點、14-21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802922

霧社急診中心（埔基） 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153號 14-24點 是 2803417

田診所 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38號 8-12點 否〈提供轉介服務〉 280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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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醫療機構假日提供A型流感門診服務班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