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

專業服務特約單位名稱

彰化縣專業服務特約單位清冊
護理
機構地址
電話

107.11.08製
復健
電話

1 彰宜居家護理所

彰化縣彰化市崙平南路435號8樓

7615755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
2 附設彰化基督教居家護理
所

彰化縣彰化市南校街135號

7238595#451
0

3 芳鄰居家護理所
4 如沐居家護理所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
5
念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彰化縣彰化市向陽街213巷2弄15號
彰化縣彰化市仁愛路102巷7號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一段542號

0986-082777
0966-778881
7240829
0975-611411
0975-617545
7813888#731
79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附設彰
6
濱居家護理所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路6號3樓

7 同楹居家護理所

彰化縣鹿港鎮海埔里海埔巷76之5號

7754180
0911-916717

彰化縣鹿港鎮中正路480號

7779595#798
4

彰化縣埔心鄉舊館村中正路二段80號

8298686#793
1

彰化縣員林市惠來里惠來街89號

8375878#230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
8 附設鹿港基督教居家護理
所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附設
9
居家護理所
惠來醫療社團法人附設清
10
馨居家護理所

營養
電話

服務範圍
彰化市、和美鎮、溪湖
鎮、北斗鎮、秀水鄉、埔
鹽鄉、大村鄉、永靖鄉、
員林市、鹿港鎮、二林
鎮、田中鎮、福興鄉、花
壇鄉、埔心鄉、田尾鄉、
彰化市、和美鎮、溪湖
鎮、北斗鎮、線西鄉、秀
水鄉、埔鹽鄉、大村鄉、
永靖鄉、員林市、鹿港
鎮、田中鎮、伸港鄉、福
興鄉、花壇鄉、埔心鄉、
田尾鄉、溪州鄉、埤頭
鄉、芬園鄉、社頭鄉、二
彰化市、和美鎮
全縣
全縣
和美鎮、溪湖鎮、線西
鄉、埔鹽鄉、鹿港鎮、二
林鎮、伸港鄉、福興鄉、
彰化市、和美鎮、溪湖
鎮、線西鄉、秀水鄉、埔
鹽鄉、大村鄉、員林市、
鹿港鎮、伸港鄉、福興
鄉、花壇鄉、芳苑鄉
和美鎮、線西鄉、秀水
鄉、埔鹽鄉、鹿港鎮、伸
港鄉、福興鄉
全縣
員林市

11 奇異恩典居家護理所

彰化縣員林市員集路2段339號1樓

0928-926684

12 恩惠居家護理所

彰化縣員林市育英路466號

8338652
0953-367652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201號

8326161#292
9

13

員榮醫療社團法人附設員
榮居家護理所

14 仁堡護理之家
15 家歆居家護理所
16 私立芬園居家護理所

彰化縣花壇鄉中庄村中山路一段40巷66 7868567
彰化縣花壇鄉中正路355號2樓
7882595
04-92523588
彰化縣芬園鄉進芬村中山路6號
0931-333849

17 儀馨居家護理所

彰化縣社頭鄉松竹村社石路940號

0972-258256

18 慈光護理之家

彰化縣和美鎮孝文路110號

7573895

19 長欣護理之家

彰化縣伸港鄉全興村濱海路51巷12號

7995888

20 欣和居家護理所

彰化縣北斗鎮復興路228巷100號

0906-782663
8874203

21 蒙恩居家護理所

彰化縣線西鄉線西村沿海路二段51巷20
0978312816
之10號

22

員林郭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增設居家護理所

彰化縣大村鄉大村村田洋橫巷2-9號

8539888

溪湖鎮、大村鄉、永靖
鄉、員林市、田中鎮、埔
心鄉、田尾鄉、溪州鄉、
北斗鎮、埔鹽鄉、大村
鄉、永靖鄉、員林市、田
中鎮、田尾鄉、溪州鄉、
埤頭鄉、社頭鄉、二水鄉
彰化市、北斗鎮、大村
鄉、永靖鄉、員林市、田
中鎮、埔心鄉、田尾鄉、
溪州鄉、社頭鄉、二水鄉
大村鄉、花壇鄉
全縣
彰化市、和美鎮、線西
鄉、伸港鄉、花壇鄉、芬
彰化市、和美鎮、溪湖
鎮、北斗鎮、線西鄉、秀
水鄉、埔鹽鄉、大村鄉、
永靖鄉、員林市、鹿港
鎮、二林鎮、田中鎮、花
壇鄉、埔心鄉、田尾鄉、
溪州鄉、埤頭鄉、大城
鄉、芬園鄉、社頭鄉、二

和美鎮、線西鄉、鹿港
鎮、伸港鄉
大村鄉、永靖鄉、員林
市、埔心鄉、田尾鄉、社
和美鎮、線西鄉、秀水
鄉、埔鹽鄉、鹿港鎮、伸
港鄉、福興鄉
秀水鄉、埔鹽鄉、大村
鄉、員林市、花壇鄉、埔

23 東明護理之家

24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
附設二林基督教居家護理

25 洪宗鄰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26

彰化縣二水鄉衛生所附設
居家護理所

27 安健居家護理所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
彰化基督教醫院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
29
念醫院
三和語言治療所附設聽力
30
部門
31 彰化縣語言治療師公會
28

彰化縣二林鎮後厝里斗苑路三段390巷
77號

8956136#105

彰化縣二林鎮安和街40巷28號

8952031#770
6

彰化縣二林鎮二溪路二段269號

8955555

彰化縣二水鄉二水村過圳路19號

8791077
8790382

彰化縣大村鄉過溝村員大路12-23號

8532191
0900-626897

彰化縣彰化市南校街135號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一段542號
彰化縣彰化市大埔路641號

溪湖鎮、北斗鎮、永靖
鄉、員林市、二林鎮、田
中鎮、福興鄉、埔心鄉、
田尾鄉、溪州鄉、大城
鄉、社頭鄉、二水鄉、芳
二林鎮、埤頭鄉、大城
鄉、芳苑鄉、竹塘鄉
溪湖鎮、二林鎮、大城
鄉、芳苑鄉、竹塘鄉
二水鄉
彰化市、秀水鄉、大村
鄉、員林市、花壇鄉、埔
心鄉、芬園鄉

7238595#846
7238595#7435
全縣、彰化市(營養)
6
7256166#8576
彰化市、秀水鄉、花壇鄉
7
7112591

彰化縣彰化市大埔路641號

7112591

彰化縣彰化市永生里華山路10號

7256166#8330
0

33 廖慶龍骨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一段452號1樓

7282142

34 樂說語言治療所

彰化市竹和路40巷22號

7201590

35 華佗物理治療所

彰化縣鹿港鎮復興路179號

32

社團法人彰化縣職能治療
師公會

7779069

36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
鹿港基督教醫院

彰化縣鹿港鎮中正路480號

7779595#7272

37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附設彰
濱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路6號3樓

7813888#7199
0

全縣
全縣
彰化市、和美鎮、北斗
鎮、秀水鄉、埔鹽鄉、大
村鄉、永靖鄉、員林市、
鹿港鎮、福興鄉、田尾鄉
彰化市、大村鄉、員林
市、溪湖鎮(語言)
彰化市、和美鎮、秀水
鄉、鹿港鎮、福興鄉
和美鎮、線西鄉、秀水
鄉、埔鹽鄉、鹿港鎮、伸
港鄉、福興鄉
線西鄉、鹿港鎮

38 康合診所

彰化縣鹿港鎮民族路36號

7747198

社團法人彰化縣物理治療
師公會
40 吳祥富內科復健科診所
41 道周醫療社團法人道周醫
惠來醫療社團法人宏仁醫
42
院

505彰化縣鹿港鎮東石里海浴路鹿興巷
97號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5段213.215.217號
彰化縣和美鎮和光路180號

0928-037600

彰化縣員林市惠來里惠來街89號

8375878#650

43 員林何醫院

彰化縣員林市民族街33號

39

44 員林郭醫院大村分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
二林基督教醫院
46 愛心物理治療所
45

47 同樂職能治療所
48

員榮醫療社團法人附設員
榮醫院

7563430
7566995#210

0933-574328

線西鄉、秀水鄉、埔鹽
鄉、鹿港鎮、伸港鄉、福
全縣
和美鎮
大村鄉、永靖鄉、員林
市、埔心鄉、社頭鄉
員林市

彰化縣大村鄉大村村田洋橫巷2-9號

8539666#2217

彰化市、溪湖鎮、秀水
鄉、埔鹽鄉、大村鄉、永
靖鄉、員林市、花壇鄉、
埔心鄉、埤頭鄉、竹塘鄉

彰化縣二林鎮大成路一段558號

8952031#8124

大城鄉竹塘鄉

520彰化縣田中鎮中山街287巷18號1樓

8741630

全縣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一段323號

7617153

全縣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201號

8326161*2005

49 員郭醫院

彰化縣員林市興隆街108號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
50
員林基督教醫院

彰化縣員林市莒光路456號

8539666*3223
8381456#2490

溪湖鎮、大村鄉、員林
市、花壇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