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年彰化縣照顧服務評鑑期程表
108 年 9 月 3 日(二)
場次
第一場次

評鑑單位
社區式服務

時間

地點

09:30~11:30

田中鎮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真善美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彰化
縣私立順元服務社區式類長照服務機構

午 餐/交 通
第二場次

11:30~13:00

綜合式(居家)服務

13:00~15:00 二水鄉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附設二水綜合式服務類照顧服務機構

第三場次

綜合式(日照)服務

15:00~17:00 二水鄉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附設二水綜合式服務類照顧服務機構

108 年 9 月 4 日(三)
場次
第一場次

評鑑單位
綜合式(居家)服務

時間

地點

08:30~10:30 鹿港鎮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附設彰化縣私立鹿港綜合式服務類長期
照顧服務機構

第二場次

綜合式(日照)服務

10:30~12:30 鹿港鎮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附設彰化縣私立鹿港綜合式服務類長期
照顧服務機構

午 餐/交 通
第三場次

12:30~13:30

綜合式(居家)服務

13:30~15:30 彰化市

財團法人切膚之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彰化縣私立魏
愛倫學苑綜合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第四場次

綜合式(日照)服務

15:40~17:40 彰化市

財團法人切膚之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彰化縣私立魏
愛倫學苑綜合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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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彰化縣照顧服務評鑑期程表
106 年 9 月 5 日(四)
場次

評鑑單位

第一場次 社區式服務

時間

地點

09:30~11:30

和美鎮

彰化縣私立慈光護理之家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午 餐/交 通
第二場次

11:30~13:00

綜合式(居家)服務

13:00~15:00 和美鎮

有限責任彰化縣大愛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附設彰化縣私立和美
禎祥綜合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第三場次

綜合式(日照)服務

15:00~17:00 和美鎮

有限責任彰化縣大愛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附設彰化縣私立和美
禎祥綜合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108 年 9 月 9 日(一)
場次
第一場次

評鑑單位

時間

綜合式(居家)服務

地點

08:30~10:30 員林市

社團法人彰化縣白玉功德會附設彰化縣私立秀老郎綜合式服務類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第二場次

綜合式(日照)服務

10:30~12:30 員林市

社團法人彰化縣白玉功德會附設彰化縣私立秀老郎綜合式服務類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午 餐/交 通
第三場次

12:30~13:30

居家式(居家)服務

13:30~15:30 員林市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青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彰化縣私
立好幫手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第四場次

社區式(日照)服務

15:40~17:40 員林市

財團法人青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銀采社區式服務類長
照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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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彰化縣照顧服務評鑑期程表
108 年 9 月 19 日(四)
場次

評鑑單位

時間

第一場次 社區式服務

地點

08:30~10:00 伸港鄉

彰化縣忎本快樂協進會附設彰化縣私立伸港長樂社區式服務類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

交 通

10:00~10:10

第二場次 社區式服務(家托)

10:10~11:40

秀水鄉

彰化縣私立上晴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午 餐/交 通
第三場次

11:40~13:00

社區式服務

13:00~14:30 彰化市

彰化縣忎本快樂協進會附設彰化縣私立彰化長樂社區式服務類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

交 通
第四場次

14:30~14:40

居家式服務

14:40~16:10 彰化市

有限責任彰化縣祐安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附設彰化縣私立祐安居
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108 年 10 月 3 日(四)
第一場次 社區式服務

08:30~10:00 芬園鄉

彰化縣忎本快樂協進會附設彰化縣私立芬園長樂社區式服務類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

交 通

10:00~10:10

第二場次 社區式服務(家托)

10:10~11:40 彰化市

彰化縣私立建寶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午 餐/交 通

11:40~13:00

第三場次 社區式服務(家托)

13:00~14:30 員林市

彰化縣私立員林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交 通

14:30~14:40

第四場次 社區式服務(家托)

14:40~16:10 大村鄉

彰化縣私立大村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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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彰化縣照顧服務評鑑期程表
108 年 10 月 21 日(一)
場次

評鑑單位

第一場次 社區式服務

時間

地點

09:30~11:30

埤頭鄉

財團法人彰化縣喜樂小兒麻痺關懷協會附設彰化縣私立伯立歐社
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午 餐/交 通
第二場次

11:30~12:50

居家式服務

12:50~14:50 北斗鎮

彰化縣私立東明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交 通
第三場次

14:50~15;00

社區式服務

15:00~17:00 北斗鎮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秀和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彰化縣私立北斗秀
和苑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108 年 10 月 24 日(四)
場次
第一場次

評鑑單位

時間

社區式服務

地點

08:30~10:30 溪州鄉

名倫護理之家附設日間照顧中心

第二場次

社區式服務

10:30~12:30 田尾鄉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慈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彰化縣私
立田尾慈恩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午 餐/交 通
第三場次

12:30~13:30

居家式服務

13:30~15:30 社頭鄉

詮縈健康產業股份有限公司附設彰化縣私立詮縈居家式服務類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

交 通
第四場次

15:30~15:40

居家式服務

15:40~17:40 永靖鄉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葳群公益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彰化縣私立葳
群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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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彰化縣照顧服務評鑑期程表
108 年 10 月 28 日(一)
場次

評鑑單位

時間

第一場次 居家式服務

地點

09:30~11:30 二林鎮

介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附設彰化縣私立居家式服務類長照機構

午 餐/交 通
第二場次

11:30~13:00

居家式服務

13:00~15:00 二林鎮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慈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彰化縣私
立慈恩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第三場次

社區式服務

15:00~17:00 二林鎮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慈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彰化縣私
立二林慈恩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108 年 10 月 31 日(四)
場次
第一場次

評鑑單位

時間

社區式服務

地點

08:30~10:30 溪湖鎮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慈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彰化縣私
立溪湖慈恩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第二場次

居家式服務

10:30~12:30 福興鄉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附設彰化縣私立弘道居家式服務類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午 餐/交 通
第三場次

12:30~13:30

社區式服務

13:30~15:30 大村鄉

財團法人切膚之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彰化縣私立連瑪
玉學苑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交 通
第四場次

15:30~15:40

社區式服務

15:40~17:40 花壇鄉

仁堡護理之家增設日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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