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區別 醫療院所名稱 地           址 電話

1 西屯區 臺中榮民總醫院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1650號 23592525

2 西屯區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966號 24632000

3 南區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24739595

4 北區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臺中市北區育德路2號 22052121

5 中區 澄清綜合醫院 臺中市中區平等街139號 24632000

6 西區 衛生福利部台中醫院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99號 22294411

7 太平區 國軍臺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2段348號 23934191

8 太平區 長安醫院 臺中市太平區永平路一段9號 36113611

9 大甲區 李綜合醫療術團法人大甲李綜合醫院 臺中市大甲區八德街2號 26862288

10 沙鹿區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臺中市沙鹿區沙田路117號 26625111

11 豐原區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臺中市豐原區安康路100號 25271180

12 梧棲區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臺中市梧棲區臺灣大道八段699號 26581919

13 霧峰區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臺中市霧峰區福新路222號 37061668

14 東勢區 東勢農民醫院 臺中市東勢區豐勢路297號 25771919

15 潭子區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臺中市潭子區豐興路一段88號 36060666

16 大里區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院區 臺中市大里區東榮路483號 24819900

17 大里區 馨禾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111號1樓 24836086

18 大里區 羅邦倚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202-3號1樓 24852000

19 大里區 羅戊山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731號1樓 24861279

20 大里區 魏文宏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229號 24862592

21 大里區 蔡景晴婦產科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145號 24838002

22 大里區 劉兆平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468號 24827566

23 大里區 福生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227號 24939691

24 大里區 廖正雄小兒科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167號1樓 24938497

25 大里區 楊鴻興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109之7號 24929969

26 大里區 黃耳鼻喉科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169-1號 24830888

27 大里區 順和眼科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263號 24930883

28 大里區 惠和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582號 24876903

29 大里區 祥安婦產科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275號 24922626

30 大里區 祥全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320號 24922100

31 大里區 悅安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2段153-4號1樓 24838287

32 大里區 香光小兒科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392-1號 24825105

33 大里區 胡國祥皮膚科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686號 24864308

34 大里區 沈宗憲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712號 24837655

35 大里區 江萬洲內科小兒科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651號 24851908

36 大里區 江志明內小兒科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53號 24930233

37 大里區 向陽皮膚科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281號 24930493

38 大里區 王思為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251之1號 24861899

39 大里區 王金星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159-1號 24839981

40 大里區 大直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2段349號1樓、2樓 24852200

41 大里區 戴啟訓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益民路二段113號1樓 24873300

42 大里區 李良小兒科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益民路二段119號 24810998

43 大里區 蔡政益小兒科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益民路二段169號 24870721

44 大里區 吳文正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益民路二段179號1至3樓 24811500

45 大里區 李文軒耳鼻喉科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益民路二段271號 24872898

46 大里區 顏安耳鼻喉科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益民路二段317號 24872999

47 大里區 江宗龍小兒科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益民路二段323號 24821555

48 大里區 立人耳鼻喉科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益民路二段55號 24832555

49 東區 台新醫院 臺中市東區振興路441號 22139966

50 東區 惟康耳鼻喉科診所 臺中市東區建成路662號 22808716

51 東區 東區衛生所 臺中市東區信義街142號　 22834121

52 中西區 中西區衛生所 臺中市西區民權路105號 22223811

53 太平區 太平區衛生所 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一段213之1號 23936083

54 北區 北區衛生所 臺中市北區永興街301號 22359182

55 潭子區 潭子區衛生所 臺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二段241巷5號 25324643

56 大肚區 大肚區衛生所 臺中市大肚區榮華街1號 26992111

57 霧峰區 霧峰區衛生所 臺中市霧峰區民生路1-9號 23393022

58 大雅區 大雅區衛生所 臺中市大雅區中清東路232號 25661091

59 沙鹿區 沙鹿區衛生所 臺中市沙鹿區文昌街20號 26625040

60 梧棲區 梧棲區衛生所 臺中市梧棲區雲集街70巷3號 26562809

61 龍井區 龍井區衛生所 臺中市龍井區沙田路四段243號 2635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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