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化縣-106 年度「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特約服務據點佈建規劃及服務情形一覽表(1061128)
編

特約(據點)單位

地址

1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彰化縣二水鄉合和村番田二巷
「營養防衰弱•運動保健康」本
衰弱老人班
林秀卿 (04)829-8686#3401
17 號
土研發方案

2

華崙里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二林鎮華崙里光復路 35
積木玩出好腦力~認知訓練實證
衰弱老人班
賴亭文 (04)868-1199#135
號
應用方案

3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慈恩老人養護中 彰化縣二林鎮華崙里光復路 83
積木玩出好腦力~認知訓練實證
衰弱老人班
賴亭文 (04)868-1199#135
心
號
應用方案

4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希望社會福利慈
彰化縣大村鄉大村村田洋橫巷
「營養防衰弱•運動保健康」本
善事業基金會大村鄉大橋社區活動中
衰弱老人班
尤怡婷 (04)853-9888
2-9 號
土研發方案
心

5

切膚之愛連瑪玉學苑

6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希望社會福利慈
彰化縣大村鄉過溝村過溝村集
「營養防衰弱•運動保健康」本
善事業基金會大村鄉過溝集會活動中
衰弱老人班
尤怡婷 (04)853-9888#3222
會活動中心
土研發方案
心

7

二基大城鄉長期照護服務據點

8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二林基督教 彰化縣大城鄉頂庄村東厝路
醫院
63-1 號

9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秀和慈善事業基 彰化縣北斗鎮七星里陶朱路 26
積木玩出好腦力~認知訓練實證
中度失能班
陳佳琪 (04)888-0789
金會
號
應用方案

號

10
11

彰化縣松齡健康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永靖鄉老人會會館

開班類型

照護方案

彰化縣大村鄉大橋村慶安路 429
輕度失智班 動手動腦樂齡遊
巷 25 號 2 樓

紀巧屏 (04)853-4226

彰化縣大城鄉大城村中平路 118
積木玩出好腦力~認知訓練實證
中度失能班
黃惠卿 (04)894-5510
號
應用方案

彰化縣永靖鄉永安街 86 號

衰弱老人班

積木玩出好腦力~認知訓練實證
黃惠卿 (04)8945510
應用方案

衰弱老人班 社區型失智症預防及延緩

彰化縣松齡健康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彰化縣永靖鄉竹子村社區發展
衰弱老人班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
竹子村社區發展協會
協會

12 員林何醫院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楊素珍 0963-927003
楊素珍 0963-927003

愛您健康 GO GO GO!
彰化縣永靖鄉福興村中肚巷 66
衰弱老人班 積木玩出好腦力~認知訓練實證 何舜婷 (04)834-3838#100
號
應用方案

13
14

彰化縣松齡健康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彰化縣田尾鄉打簾村民生路一
衰弱老人班 社區型失智症預防及延緩
打簾社區關懷據點
段 380 號
彰化縣松齡健康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溪畔社區關懷據點

彰化縣田尾鄉溪畔巷 157 號

衰弱老人班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

楊素珍 0963-927003
楊素珍 0963-927003

15 二基土庫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竹塘鄉土庫村東陽路一
衰弱老人班 吃百二 銀髮動一動
段安平巷 2-1 號

詹賜貳 (04)895-2031

16 二基五庄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竹塘鄉竹五路 222 號

詹賜貳 (04)896-7755

17

彰化基督教醫院醫療財團法人鹿東基 彰化縣和美鎮中寮里靖東路 50
積木玩出好腦力~認知訓練實證
衰弱老人班
邱鈴綺 (04)778-9595#1173
督教醫院
號
應用方案

18 崇愛老人長期照護中心
19

輕度失能班 吃百二 銀髮動一動

彰化縣和美鎮中寮里糖友一街
82 號

有限責任彰化縣大愛照顧服務勞動合 彰化縣和美鎮竹營里美寮路 2
作社(和美鎮竹營里)
段 490 號 3 樓

衰弱老人班 銀髮太極養生操

林紘正 0980-272551

輕度失能班 健康活力 go go go

黃婷君 (04)729-9727

20 慈光護理之家慈光社區服務據點

彰化縣和美鎮和東里彰美路五
衰弱老人班 自立支援的導入照護
段 301 號 1 樓

21 鹿基和美鎮南佃里民集會所

彰化縣和美鎮南佃里嘉佃路 157
高齡者之 X-core 核心訓練及認
衰弱老人班
邱玉禎 (04)777-9595#7982
號
知訓練教室

22 彰化縣和美鎮源埤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和美鎮源埤里南安路 105
衰弱老人班 吃百二 銀髮動一動
號

23 大眾老人養護中心

彰化縣和美鎮源埤里德南路 18
積木玩出好腦力~認知訓練實證
衰弱老人班
張玉芳 (04)762-6552
號
應用方案

24 庚新診所-和美記憶保養班

彰化縣和美鎮糖友里糖友一街
衰弱老人班 銀髮太極養生操
90 號

林怡君 0980-805855

25 彰化縣花壇鄉花壇社區關懷據點

彰化縣花壇鄉花壇村平和街 76
衰弱老人班 愛您健康 GO GO GO!
號

洪淑娟 0934-256128

26 芳鄰居家護理所(芳苑鄉芳苑區)

彰化縣芳苑鄉斗苑路芳苑段 194
積木玩出好腦力~認知訓練實證
衰弱老人班
王芝琳 0982-489354
巷 48 號
應用方案

27 員基員林市南平社區

彰化縣員林市莒光路 470 號

28 彰化縣白玉功德會

「高齡長者肌力強化運動模組」
彰化縣員林市新生里至平街 50
中度失能班 本土研發方案
邱暉智 0906-782663
巷 39 號 4 樓

輕度失智班 生活智慧王~認知遊戲訓練

陳美華 (04)757-3895

王麗晴

(04)763-1247
0937-605989

蔡威瑩 (04)838-1456#2827

29
30

彰化縣松齡健康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彰化縣埔心鄉東門村武聖路 491
衰弱老人班 社區型失智症預防及延緩
永靖鄉東門村-武聖宮活動中心
號
彰化縣松齡健康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彰化縣埤頭鄉中和村廟前路 88
竹塘社區關懷據點

31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

號

衰弱老人班 社區型失智症預防及延緩

彰化縣鹿港鎮忠孝路 403 號 3 樓 中度失能班 健康活力 go go go

32

彰化縣松齡健康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彰化縣溪州鄉大庄村東橫巷 2
大庄村社區發展協會
號之 1

33

彰化縣松齡健康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彰化縣溪州鄉水尾村民生一巷 4
衰弱老人班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
水尾社區關懷據點
號

34

彰化縣松齡健康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彰化縣溪州鄉成功村登山路二

衰弱老人班 社區型失智症預防及延緩

楊素珍 0963-927003
楊素珍 0963-927003
王韋筑 (04)784-1455#205
楊素珍 0963-927003
楊素珍 0963-927003

衰弱老人班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

楊素珍 0963-927003

35

彰化縣松齡健康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彰化縣溪州鄉坑厝村中和路 28
衰弱老人班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
坑厝社區關懷據點
號

楊素珍 0963-927003

36

彰化縣松齡健康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彰化縣溪州鄉溪厝村呂厝路 15
衰弱老人班 社區型失智症預防及延緩
溪厝社區關懷據點
號

楊素珍 0963-927003

37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慈恩老人養護中 彰化縣溪湖鎮員鹿路三段 201
心財團法人-溪湖鎮日間照顧中心
號

成功社區關懷據點

38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39

段 209 號

41 彰化縣彰化市成功社區發展協會
42 社團法人彰化縣笑瞇瞇關懷協會

43 魏愛倫日間照顧中心

積木玩出好腦力~認知訓練實證
賴亭文 (04)868-1199#135
應用方案

「高齡長者肌力強化運動模組」
彰化縣溪湖鎮湖東里興學街 75
衰弱老人班 本土研發方案
蔡沛穎 (04)881-0155
號2樓
銀髮享樂健促班

彰化縣松齡健康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彰化縣溪湖鎮德華街 17 號
溪湖鎮老人文康中心

40 芳鄰居家護理所

中度失能班

衰弱老人班 社區型失智症預防及延緩

彰化縣彰化市向陽里崙平路 39
輕度失能班 銀髮太極養生操
號
彰化縣彰化市成功社區活動中
心
彰化縣彰化市金馬路三段 912
號5樓

楊素珍 0963-927003
陳宏彥 0986-082777

衰弱老人班 吃百二 銀髮動一動

詹金火 0932-965633

衰弱老人班 銀髮太極養生操

陳宏彥 0986-082777

彰化縣彰化市彰安里民族路 209
號5樓
輕度失能班 銀采懷舊之旅

陳汝珍 (04)723-8595#1172

44 春生堂護理之家
45 芳鄰居家護理所(福興鄉)

彰化縣彰化市彰草路 425 號
6F-8F
彰化縣福興鄉福興村福興路 51
巷2號

衰弱老人班 愛您健康 GO GO GO!

張玉芳 0912-322279

衰弱老人班 銀髮太極養生操

陳宏彥 0986-0827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