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化縣衛生局特約醫療廠商名冊
更新日期：107/07/27
區域 機關名稱
地址
電話
彰化市 大友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旭光路346號
04-7283850
大友醫療器材行
彰化縣彰化市南校街83號
04-7283820
祐祥醫療保健器材行
彰化縣彰化市博愛街123巷15號1樓
04-7288212
金典醫療儀器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旭光路283號
04-7268009
信昌醫療儀器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全福街31號
04-7241590
鼎澄生醫股份有限公司-秀傳一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一段556巷10號
04-7234408
鼎澄生醫股份有限公司-秀傳二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一段542號
04-7262697
順心醫療器材行
彰化縣彰化市博愛街121號
04-7220222
順馨醫療器材行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一段556巷9號
04-7115565
詮友醫療器材行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一段134號
04-7283037
維俊明醫療用品行
彰化縣彰化市光南里旭光路340號
04-7112862
永茂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旭光路321號1樓
04-7272925
健陽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牛埔里一德南路20號
04-7381022
維明醫療儀器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12號
04-7112862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彰化縣彰化市南校街135號
04-7238595
杏一醫療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彰基店
彰化縣彰化市博愛街135號
04-7248862
杏一醫療股份有限公司-彰基二店
彰化縣彰化市旭光路300號1樓
04-7276520
杏一醫療股份有限公司-秀傳婦幼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一段558號
04-7224753
照鑫企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東興里南郭路一段47巷5號1樓 04-7240987
維康醫療用品-彰基院內二店
彰化市南校街135號1樓(彰基大樓)
04-7238675
維康醫療用品-彰基中華店
彰化市南校街135號1樓(彰基門診大樓)
04-7285753
維康醫療用品-秀傳店
彰化市中山路一段562號1樓
04-7270813
維康藥局-彰基店
彰化市博愛街133號(彰基大門對面)
04-7279446
正光藥局民族店
彰化市彰安里民族路211號
04-7234876
正光藥局彰南店
彰化市中庄里彰南路一段21號
04-7321003
正光藥局中正店
彰化市中正里中正路一段253號
04-7235068
康好藥局三民店
彰化市三民路201號
04-7281089
康好健保藥局
彰化市旭光路291號
04-7234725
康好藥局南校店
彰化市南校街104號
04-7283491
津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市磚磘里線東路一段臨670-1
04-7610288
津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市中山路一段507號
04-7510289
全宏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彰化市博愛街104號
04-7275472
佑全保健藥妝-彰化
彰化市民族路450號1樓
04-8873383
芬園鄉 啓安大藥局
彰化縣芬園鄉社口村芬草路二段230號
049-2522858
金宏恩藥局
彰化縣芬園鄉彰南路四段108巷12號
04-9522391
花壇鄉 善生藥局
彰化縣花壇鄉中正路200號
04-7862361
大村鄉 天德藥師藥局
彰化縣大村鄉中正西路61號
04-8525256
賴藥局
彰化縣大村鄉中山路一段50號
04-8356786
五行藥局
彰化縣大村鄉黃厝村12鄰山腳路2-26號
04-8527603
郭藥局
彰化縣大村鄉茄苳路一段一三二號
04-8522988
和美鎮 毅家醫療輔具有限公司
彰化縣和美鎮道和港路319號
04-7576112
佑全保健藥妝-和美
彰化縣和美鎮鹿和路6段441號
04-7559401
友誼藥局和美店
彰化縣和美鎮和東里仁化路147、149號
04-7550866
秀水鄉 伸豐藥局
彰化縣秀水鄉福安村彰水路二段663號
04-7697482

埔鹽鄉
溪湖鎮

埔心鄉

伸港鄉

線西鄉
鹿港鎮

福興鄉
員林市

福安藥局
彰化縣秀水鄉福安村彰水路二段523號
維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埔鹽鄉豐澤村埔打路54號
石埤藥局
彰化縣埔鹽鄉石埤村番金路80-16號
西環藥局
彰化縣溪湖鎮太平街191號
正光藥局溪湖店
彰化縣溪湖鎮大竹里平和街202、204號
志成藥局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三段243號
康健藥局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三段388號
達伊醫療器材行
彰化縣埔心鄉中興路53號
杏一醫療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彰醫院外店彰化縣埔心鄉中興路29號
安順醫療器材行
彰化縣埔心鄉舊舘村中興路31號1樓
維康醫療用品-部立彰化店
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二段80號
維康醫療用品-署彰院外店
彰化縣埔心鄉舊館員村中興路47號
淑惠藥局
彰化縣埔心鄉瓦北村員鹿路一段244號
真豐藥局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村新港路117號
正昌藥局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村中華路81號
友誼藥局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村中山路15號
巨巧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全興工業區工東一路33號
寓埔藥局
彰化縣線西鄉寓埔村中華路48號1樓
線西藥局
彰化縣線西鄉中央路48號
鼎澄生醫股份有限公司-秀傳彰濱店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路6號1樓
維明醫療儀器有限公司-鹿港營業所
彰化縣鹿港鎮中正路480號
杏一醫療股份有限公司-鹿港鹿基店
彰化縣鹿港鎮自由路168號
辰晏實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鹿港鎮永安里自由路2號
永翔商行
彰化縣鹿港鎮永安里中正路435號
維康醫療用品-鹿基院外店
彰化縣鹿港鎮中正路428號
康好藥局鹿港店
彰化縣鹿港鎮民權路134號
正光藥局鹿港店
彰化縣鹿港鎮復興路251號
佑全保健藥妝-鹿港
彰化縣鹿港鎮民族路67號、69號1樓
佳昇大藥局
彰化縣鹿港鎮鹿和路三段609號
東泰藥局
彰化縣福興鄉沿海路五段366號
健安藥局
彰化縣福興鄉沿海路3段214之1號1
大立康醫療用品
彰化縣員林市新義街306號
全友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彰化縣員林市南平里新義街312號1樓
康富醫療器材行
彰化縣員林市南平里新義街292號
德昌醫療器材行
彰化縣員林市莒光路360號
杏一醫療股份有限公司-員林員生店
彰化縣員林鎮莒光路343號
杏一醫療股份有限公司-員林員榮店
彰化縣員林鎮中正路203號
杏一醫療股份有限公司-員基院內店
彰化縣員林鎮莒光路456號
維一醫療用品有限公司
彰化縣員林市南平里新義街316號1樓
維康醫療用品-員榮院外店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195號1樓
維康醫療用品-員基院外店
彰化縣員林市新義街286號
健安生科行銷有限公司
彰化縣員林市新生里新生路50號
新義藥局
彰化縣員林市新義街288號
正光藥局員林店
彰化縣員林市仁愛里三民東街310、312號
佑全保健藥妝-員林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135、137號1樓
家展藥局
彰化縣員林市三民街35-1號

0911-113352
04-22809573
04-8655146
04-8810615
04-8825138
04-8853528
04-8822549
04-8284137
04-8282538
04-8290959
04-8285812
04-8281650
04-8297798
04-7988337
04-7982287
04-7980591
04-7977012
04-7589805
04-7582482
04-7073230
04-7779680
04-7775385
04-7840382
04-7756608
04-7782587
04-7773302
04-7775769
04-7751139
04-7716789
04-7772277
04-7707835
04-8332308
04-8378287
04-8333331
04-8394065
04-8368322
04-8365404
04-8363523
04-8391987
04-8367521
04-8391676
04-8376308
04-8396788
04-8328765
04-8368669
04-8367768

社頭鄉 冠威商行
宏立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田中鎮 仁春藥局
佑全保健藥妝-田中
良安藥局
二水鄉 長春藥局
永靖鄉 佳恩藥局
邱利藥局
天喜生大藥局
田尾鄉 均泰醫療器材行
溪畔藥局
北斗鎮 康倫醫療器材行
日興醫療器材行
泰興儀器行
佑全保健藥妝-北斗
合康藥局
溪州鄉 呂藥局
埤頭鄉 埤頭藥局
埤頭貓頭鷹藥局
祐幼藥局
竹塘鄉 上明藥局
宏吉藥局
二林鎮 杏一醫療股份有限公司-二林彰基店
康好藥局二林店
維康醫療用品-彰基二林店
佑全保健藥妝-二林
詹仕便利商店
鎮安藥局
大城鄉 順順藥局
大城藥局
芳苑鄉 芳苑藥局
路上中華藥局
新鎮安藥局
台北市 雙寶醫療器材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開水實業有限公司
永捷醫療器材
新北市 淳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兆謙益企業有限公司
雙寶醫療器材有限公司-三峽分公司
桃園市 銀寶寶健康樂活有限公司
台中市 維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詠茂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永大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喜老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康護醫療器材行
康興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彰化縣社頭鄉山腳路三段253號
04-8725983
彰化縣社頭鄉廣興村仁愛二路306巷7號
04-8738236
彰化縣田中鎮員集路2段453、455號
04-8742409
彰化縣田中鎮中正路305號
04-8761239
彰化縣田中鎮員集路2段614號
04-8743196
彰化縣二水鄉文化村光文路103號
04-8795289
彰化縣永靖鄉瑚璉路302號
04-8235753
彰化縣永靖鄉瑚璉路308號
04-8235509
彰化縣永靖鄉永西村西門路41號
04-8221821
彰化縣田尾鄉睦宜村聖德巷261號
04-8833308
彰化縣田尾鄉溪畔村中山路二段397號
04-8239016
彰化縣北斗鎮居仁里復興路42號
04-8875901
彰化縣北斗鎮大道里中山路二段287巷23號1樓
04-8783245
彰化縣北斗鎮八德路35巷7號
04-8888215
彰化縣北斗鎮中華路210號
04-8873383
彰化縣北斗鎮中山路二段32.34號
04-8881669
彰化縣溪州鄉(村)中興路1號
04-8895552
彰化縣埤頭鄉合興村斗苑西路261號
04-8922162
彰化縣埤頭鄉斗苑西路230號
04-8921011
彰化縣埤頭鄉彰水路三段496號
04-8911910
彰化縣竹塘鄉竹塘村竹塘街66號
04-8970600
彰化縣竹塘鄉竹仁愛街50號
04-8976709
彰化縣二林鎮大成路一段535號
04-8968775
彰化縣二林鎮大成路一段561號
04-8966015
彰化縣二林鎮大成路一段558號1樓(二基) 04-8956410
彰化縣二林鎮中山路137號
04-8925338
彰化縣二林鎮大成路一段557號
04-8957018
彰化縣二林鎮中山路52號之2
04-8960473
彰化縣大城鄉東城村東平路63-1號
04-8946379
彰化縣大城鄉(村)西平路103號
04-8941365
彰化縣芳苑鄉芳苑村斗苑路芳苑段194巷17號04-8986538
彰化縣芳苑鄉上林路388號
04-8983831
彰化縣芳苑鄉仁愛村斗苑路芳苑段184號1樓 04-8986537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二段70號1樓
02-25630910
台北市北投區振興街19號1樓
02-28219933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75巷1弄37號
02-23883020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30巷3號4樓
02-86671780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1段191巷2號
0911-490313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485號1樓
02-26712002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二段281號
03-4511811
台中市烏日區溪南路1段506巷500弄80號
04-23351935
台中市育德路22號1樓
04-22076632
台中市育德路30-1號1樓
04-22020800
台中市霧峰區振祥街81號3樓
0919-864283
台中市沙鹿區大同街36號
0911-687926
台中市大甲區經國路346號
0911-687926

安興醫療器材行
康豪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老公正實業有限公司沙鹿分公司
永康醫療器材行
康悅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弘康醫療儀器行
弘明醫療器材行
南投縣 杏康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日寶事業有限公司
勝祥醫療器材行
雲林縣 千喜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高雄市 永茂醫療器材行

台中市烏日鹿區健行路262號1樓
台中市中區平等街120號1樓
台中市沙鹿區中山路392-1號
台中市西區民生路77巷2號1樓
台中市大里區國光路二段675號
台中市南區建國南路一段92號1樓
台中市豐原區安康路65號
南投縣草屯鎮太平路一段207號1樓
南投縣草屯鎮虎山路838號
南投縣草屯鎮太平路1段211號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619號
高雄市三民區青島街112號1樓

04-23380819
04-22230233
04-26623027
04-22254973
04-24180666
04-22620215
04-25203588
049-2393083
049-2319199
04-92350366
05-5328484
07-3158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