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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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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彰化縣彰化市延和里延和街59號

04-7112596

彰化市、和美鎮、線西
鄉、秀水鄉、大村鄉、鹿
港鎮、伸港鄉、福興鄉、
花壇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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禎祥綜合式服務
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500

彰化縣和美鎮美寮路2段490號

04-7299727

全彰化縣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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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彰化縣彰化市民族路209號5樓

04-7238595#4542

4

彰化縣私立長安居家長照機構

500

彰化市中央路184號12樓之11

04-7512433

5

彰化縣馨福長幼服務協會附設彰化縣
私立友善居家長照機構

500

彰化市南興里10鄰中山路一段103巷12弄
04-7638171
1號1樓

彰化市、和美鎮、秀水
鄉、大村鄉、花壇鄉、芬
園鄉
全彰化縣市

全彰化縣市

6

大瑩長照服務股份有限公司附設彰化
縣私立秀家人居家長照機構

500

彰化市卦山里公園路一段329巷12號1樓

04-7289766

彰化市、和美鎮、秀水
鄉、花壇鄉 、 大村鄉、芬
園鄉、員林市、永靖鄉、
田中鎮、社頭鄉、埔心
鄉、田尾鄉、溪湖鎮、埔
鹽鄉、鹿港鎮

7

彰化縣私立均康居家長照機構

500

彰化市萬安里三福街152-1號

04-7281656

彰化市、和美鎮、線西
鄉、秀水鄉、員林市、鹿
港鎮、伸港鄉、福興鄉、
花壇鄉、芬園鄉

8

彰化縣私立宥安心居家長照機構

500

彰化市福安里3鄰華山路37號9樓之5

04-7282777

全彰化縣市

9

彰化縣私立安心居家長照機構

500

彰化縣彰化市南瑤里中山路二段48號1樓 04-7112279

彰化市、和美鎮、秀水
鄉、鹿港鎮、花壇鄉、芬
園鄉

10

造福源企業有限公司附設彰化縣私立
安心老居家長照機構

500

彰化縣彰化市南興里南興街121巷25弄39
04-8333961
號1樓

全彰化縣市

11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
基金會彰化縣私立慈濟綜合長照機構

504

彰化縣秀水鄉彰鹿路626號1樓

04-7699340#410

彰化市、花壇鄉、福興
鄉、秀水鄉、鹿港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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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

彰化縣鹿港鎮忠孝路403號3樓

04-7841455

和美鎮、線西鄉、鹿港
鎮、伸港鄉、福興鄉

13

康勤股份有限公司附設彰化縣私立昕
家居家長照機構

505

彰化縣鹿港鎮立德街8號1樓

04-7781055

鹿港鎮、福興鄉、花壇
鄉、秀水鄉、和美鎮、埔
鹽鄉、線西鄉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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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興秀和苑綜合
長照機構

506

彰化縣福興鄉福興村8鄰福興路51巷2號3
04-7776399
樓

鹿港鎮、福興鄉、埔鹽鄉

15

彰化縣私立好朋友居家長照機構

510

彰化縣員林市林森路231巷26號

04-8390219

彰化市、和美鎮、溪湖
鎮、大村鄉、員林市、鹿
港鎮、福興鄉、花壇鄉、
埔心鄉、芬園鄉、永靖
鄉、社頭鄉

16

聯宏人力資源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附設彰化縣私立聯宏居家長照機構

510

彰化縣員林市北和街55號

04-8366117

全彰化縣市

17

銀采社會企業有限公司附設彰化縣私
立家樂福居家長照機構

510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里林森路231巷1號

04-8383121

彰化市、鹿港鎮、福興
鄉、花壇鄉、田中鎮、埔
鹽鄉、二水鄉、芳苑鄉、
溪州鄉、大村鄉、二林
鎮、線西鄉、員林市、永
靖鄉、溪湖鎮、北斗鎮、
和美鎮、秀水鄉、埔心
鄉、社頭鄉、田尾鄉、竹
塘鄉、埤頭鄉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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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彰化縣員林市林森路231巷1號

04-8383878

全彰化縣市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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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彰化縣員林市至平街50巷39號

04-8378009#14
04-8378009#26

全彰化縣市

20

彰化縣私立大心居家長照機構

510

彰化縣田中鎮中路里中南路三段466號

04-8746696

北斗鎮、大村鄉、永靖
鄉、員林市、田中鎮、埔
心鄉、社頭鄉

21

溫佳健康生活有限公司附設彰化縣私
立溫佳居家長照機構

510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里林森路231巷15號1
樓

04-8369122

全彰化縣市

22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希望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附設彰化縣私立希望居
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510

彰化縣員林市興隆街108號3樓

04-8312889#2301

全彰化縣市

23

彰化縣私立顧老照居家長照機構

510

彰化縣員林市新義街346號

04-8397177

員林市、埔心鄉、大村鄉

24

承恩社會企業有限公司附設彰化縣私
立承恩居家長照機構

510

彰化縣員林市新生路198號2樓

04-8377082

全彰化縣市

25

社團法人彰化縣愛加倍社區服務協會
附設彰化縣私立愛加倍居家長照機構

510

彰化縣員林市員水路一段449巷23號

04-8362713#1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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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彰化縣社頭鄉朝興村山腳路二段724-3號 04-8739767

27

彰化縣私立家福居家長照機構

511

彰化縣社頭鄉崙雅村民生路422號1樓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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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仁愛學苑社
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513

彰化縣埔心鄉義民村員鹿路二段340號3F 04-8280995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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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

彰化縣永靖鄉福興村永福路二段218號

04-8732900

04-8235699

員林市
彰化市、花壇鄉、福興
鄉、田中鎮、埔鹽鄉、二
水鄉、秀水鄉、員林市、
永靖鄉、溪湖鎮、北斗
鎮、溪州鄉、大村鄉、芬
園鄉、埔心鄉、社頭鄉、
田尾鄉、埤頭鄉
全彰化縣市

全彰化縣市
彰化市、花壇鄉、福興
鄉、田中鎮、埔鹽鄉、二
水鄉、秀水鄉、員林市、
永靖鄉、溪湖鎮、北斗
鎮、溪州鄉、大村鄉、芬
園鄉、埔心鄉、社頭鄉、
田尾鄉、埤頭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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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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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

彰化縣大村鄉大橋村慶安路429巷25號2
樓

04-8534226

全彰化縣市

31

彰化縣私立東明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

521

彰化縣北斗鎮斗中路769號2樓

04-8877118

溪湖鎮、北斗鎮、永靖
鄉、員林市、二林鎮、田
中鎮、埔心鄉、田尾鄉、
溪州鄉、埤頭鄉、二水
鄉、社頭鄉、竹塘鄉

32

彰化縣私立家禾居家長照機構

522

彰化縣田尾鄉平和路二段309巷9號

04-8245787

員林市、永靖鄉、大村
鄉、埔心鄉、田中鎮、社
頭鄉、北斗鎮、田尾鄉、
溪州鄉

33

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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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長照機
構

523

彰化縣埤頭鄉合興村斗苑西路121號

04-8920970

溪州鄉、芳苑鄉、埤頭
鄉、田尾鄉、北斗鎮、二
林鎮

04-8683143
04-8681199#119

彰化市、鹿港鎮、福興
鄉、花壇鄉、埔鹽鄉、芳
苑鄉、大村鄉、二林鎮、
大城鄉、員林市、永靖
鄉、溪湖鎮、北斗鎮、和
美鎮、秀水鄉、埔心鄉、
社頭鄉、田尾鄉、竹塘
鄉、埤頭鄉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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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社團法人彰化縣關懷弱勢社會服務協
會附設彰化縣私立百悅居家長照機構

526

彰化縣二林鎮華崙里光復路77號

35

彰化縣私立金田居家長照機構

526

彰化縣二林鎮南光里24鄰建國路34號1樓 04-8953700

36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附設二水綜合式
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530

彰化縣二水鄉二水村員集路三段647號2
樓

37

慈林庭園護理之家

500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4段300巷8號

04-7376009

全彰化縣市

38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中仁愛之家附
設彰化縣私立慈惠老人養護中心

500

彰化市中民街100號

04-7276668

全彰化縣市

39

健祥田園護理之家

500

彰化縣彰化市埔內街27巷66號

04-7121066

全彰化縣市
彰化市、和美鎮、秀水
鄉、花壇鄉、鹿港鎮、福
興鄉、線西鄉、伸港鄉

全彰化縣市

花壇鄉、田中鎮、埔鹽
鄉、二水鄉、溪州鄉、大
村鄉、員林市、永靖鄉、
溪湖鎮、北斗鎮、埔心
鄉、社頭鄉、田尾鄉、埤
頭鄉

04-8298686#8062

40

彰化縣私立吉祥老人養護中心

500

彰化縣彰化市光復路25號

04-7299727

41

彰化縣私立彰居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長
期照護型)

500

彰化縣彰化市民族路178-1號

04-7286828

全彰化縣市

42

彰化縣私立寶祥老人長期照護中心

500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2段605號3樓之2

04-7290005

彰化市、和美鎮、秀水
鄉、花壇鄉、鹿港鎮、福
興鄉、線西鄉、伸港鄉

43

彰化縣私立崇愛老人長期照護中心

500

彰化縣彰化市金馬路三段912號

04-7626956

彰化市、鹿港鎮、褔興
鄉、花壇鄉、員林市、和
美鎮、秀水鄉

44

線東大眾護理之家

500

彰化市莿桐里線東路一段1號

04-7630685

全彰化縣市

45

彰化縣私立群燕老人養護中心

500

彰化市林森路157號

04-7610988

全彰化縣市

46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愛如心老人養護
中心

502

彰化縣芬園鄉舊社村中興路376號

049-2520986

全彰化縣市

47

彰化縣私立馨園老人長期照護中心

503

彰化縣花壇鄉溪北街17號

04-7878847

全彰化縣市

48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茉莉園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彰化縣私立茉莉
園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503

彰化縣花壇鄉彰花路651巷37號

04-7519088

全彰化縣市

49

宜信護理之家

503

彰化縣花壇鄉北口村口庄街592號

04-7879168

50

彰化縣私立通堡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長
期照護型)

503

彰化縣花壇鄉中庄村中山路一段40巷88
號

04-7870726

彰化市、員林市、花壇
鄉、大村鄉、秀水鄉

51

仁堡護理之家

503

彰化縣花壇鄉中庄村中山路一段40巷66
號

04-7868567

彰化市、員林市、花壇
鄉、大村鄉、秀水鄉

52

安歆護理之家

503

彰化縣花壇鄉中正路355號

04-7882595

全彰化縣市

53

彰化縣私立賜福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
護型)

504

彰化縣秀水鄉陝西村水尾巷2號

04-7697439

彰化市、秀水鄉、埔鹽
鄉、大村鄉、鹿港鎮、福
興鄉、花壇鄉、埔心鄉

54

彰化縣私立寶譽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長
期照護型)

504

彰化縣秀水鄉中山路589號

04-7690781

全彰化縣市

55

健馨護理之家

505

彰化縣鹿港鎮鹿西路235巷17號

04-7762531

全彰化縣市

56

彰秀護理之家

505

彰化縣鹿港鎮東石里鹿工路1-3號

04-7812818

全彰化縣市

57

穩祥護理之家

506

彰化縣福興鄉社尾村社尾街5-59號

04-7760685

58

彰化縣私立文祥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
護型)

506

彰化縣福興鄉秀安二街112巷77號

04-7783999

59

彰化縣私立文開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長
期照護型)

506

彰化縣福興鄉秀厝村秀安二街112巷75號

04-7783999

60

慈光護理之家

508

彰化縣和美鎮孝文路110號

04-7573895

61

彰化縣私立慈美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
護型)

508

彰化縣和美鎮西美路183號

04-7568497

全彰化縣市

62

享樂活和美院區護理之家

508

彰化縣和美鎮中正路140號

04-7552557

全彰化縣市

63

伸美護理之家

509

彰化縣伸港鄉建國一街121號

04-7980369

全彰化縣市

全彰化縣市

彰化市、線西鄉、秀水
鄉、埔鹽鄉、福興鄉
全彰化縣市
全彰化縣市
彰化市、和美鎮、鹿港
鎮、線西鄉、伸港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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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彰化縣私立主光老人養護中心

509

彰化縣伸港鄉忠孝路31號

04-7980892

彰化市、和美鎮、鹿港
鎮、線西鄉、伸港鄉

65

長欣護理之家

509

彰化縣伸港鄉全興村濱海路51巷12號

04-7995888

和美鎮、線西鄉、鹿港
鎮、伸港鄉

66

和安護理之家

510

彰化縣員林市員水路一段580巷25號

04-8390453

全彰化縣市

67

良成護理之家

510

彰化縣員林市新義街85號1樓

04-8397556

全彰化縣市

68

員星護理之家

510

彰化縣員林市員集路一段466巷85弄7號

04-8713399

全彰化縣市

69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廣成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附設老人安養中心

510

彰化縣員林市員水路一段102巷76號

04-8337536

全彰化縣市

70

彰化縣私立惠親老人養護中心

510

彰化縣員林鎮崙雅里崙雅巷5-27號

04-8310331

全彰化縣市

71

彰化縣私立良安老人長期照護中心

510

彰化縣員林市新義街85號3樓

04-8397555

全彰化縣市

72

上好護理之家

511

彰化縣社頭鄉湳雅村新雅路3之12號

04-8727493

全彰化縣市

73

仁道護理之家

511

彰化縣社頭鄉山湖村山腳路二段95巷29
號

04-8738389

全彰化縣市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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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長
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512

彰化縣永靖鄉福興村永福路二段218號

04-8246888

北斗鎮、永靖鄉、員林
市、田中鎮、埔心鄉、田
尾鄉、溪州鄉、埤頭鄉、
社頭鄉、二水鄉

75

護康護理之家

513

彰化縣埔心鄉舊館村中興路158號

04-8296000

全彰化縣市

76

彰化縣私立迦南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
護型)

513

彰化縣埔心鄉南館村四湳路383巷30號

04-8281278

全彰化縣市

77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513

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二段80號

04-8298686#7901

全彰化縣市

78

彰化縣私立埔心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513

彰化縣埔心鄉舊館村興霖路577號

04-8282932

全彰化縣市

79

員林郭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515

彰化縣大村鄉大村村田洋橫巷2-9號

04-8539888

全彰化縣市

80

財團法人洋明紀念護理之家

515

彰化縣大村鄉貢旗村旗興路一段288號

04-8536220

全彰化縣市

81

彰化縣私立好修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
護型)

516

彰化縣埔鹽鄉好修村員鹿路二段170號

04-8654888

全彰化縣市

82

里仁診所附設護理之家

520

彰化縣田中鎮公館路283號

04-8762036

田中鎮、二水鄉、溪州
鄉、員林市、溪湖鎮、北
斗鎮、埔心鄉、社頭鄉、
田尾鄉、埤頭鄉

83

仁美庭園護理之家

520

彰化縣田中鎮一心街55號

04-8762070

田中鎮、二水鄉、溪州
鄉、員林市、溪湖鎮、北
斗鎮、埔心鄉、社頭鄉、
田尾鄉、埤頭鄉

84

衛生福利部中區老人之家

520

彰化縣田中鎮碧峰里中南路2段210號

04-8742811#639

溪湖鎮、埔心鄉、員林
市、埤頭鄉、田尾鄉、永
靖鄉、社頭鄉、溪州鄉、
北斗鎮、田中鎮、二水鄉

85

慈心護理之家

521

彰化縣北斗鎮新生里興農路二段156號

04-8885616#103

全彰化縣市

彰化縣北斗鎮中山路一段311號

04-8882995#805
04-8881512

86

卓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521

87

彰化縣私立晨閔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
護型)

523

彰化縣埤頭鄉彰水路一段275號

04-8891992

88

彰化縣私立松柏老人長期照護中心

524

彰化縣溪州鄉榮光村政民路287巷51弄5
號

04-8795090

全彰化縣市
田中鎮、二水鄉、溪州
鄉、二林鎮、溪湖鎮、北
斗鎮、埔心鄉、社頭鄉、
田尾鄉、竹塘鄉、埤頭鄉
全彰化縣市

89

名倫護理之家

524

彰化縣溪州鄉大庄村田中路49-30號

04-8806666#221

北斗鎮、田中鎮、溪州
鄉、埤頭鄉、社頭鄉、二
水鄉、員林市、永靖鄉、
田尾鄉

90

德安護理之家

526

彰化縣二林鎮豐田里福興巷120號

04-8956116

溪湖鎮、二林鎮、埤頭
鄉、大城鄉、芳苑鄉

91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慈恩老人養護中
心

526

彰化縣二林鎮華崙里光復路61巷20號

04-8683143
04-8681199#140

全彰化縣市

04-8956136#105

全彰化縣市

04-8952031#7395

92

東明護理之家

526

彰化縣二林鎮後厝里斗苑路3段390巷77
號

93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附設二林基
督教護理之家

526

彰化縣二林鎮南光里安和街40巷28號

全彰化縣市
溪湖鎮、二林鎮、大城
鄉、芳苑鄉、竹塘鄉

94

洪宗鄰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526

彰化縣二林鎮二溪路二段269號

04-8955555

95

彰化縣私立詮福莊園老人長期照顧中
心(養護型)

528

彰化縣芳苑鄉二溪路草二段807號

04-8862928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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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彰化縣彰化市民族路209號5樓

04-7238595#4543
04-7285420

全彰化縣市

97

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

500

彰化縣彰化市桃源里虎崗路1號

04-7258131#178

彰化市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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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彰化縣彰化市平和一街134號

04-7517711

彰化市

99

彰化縣私立樂活學苑長照機構

500

彰化縣彰化市崙平里1鄰中央路184號二
樓之2

04-7516779

全彰化縣市

502

彰化縣芬園鄉民權路53巷31號4樓

049-2512277

芬園鄉

全彰化縣市

彰化縣忎本快樂協進會附設彰化縣私
100 立芬園長樂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
503

彰化縣花壇鄉中庄村中山路1段40巷66號

04-7870726

彰化市、員林市、秀水
鄉、花壇鄉、大村鄉、埔
心鄉

彰化縣忎本快樂協進會附設彰化縣私
102 立秀水長樂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

504

彰化縣秀水鄉埔崙村9鄰彰水路二段100
號

04-7680222

溪湖鎮、秀水鄉、鹿港
鎮、福興鄉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
基金會彰化縣私立慈濟綜合長照機構

504

彰化縣秀水鄉彰鹿路626號1樓

04-7699340#410

彰化市、花壇鄉、福興
鄉、秀水鄉、鹿港鎮

101 仁堡護理之家附設日間照顧中心

103

備註

110年度彰化縣喘息服務特約單位清冊
居家喘息

機構喘息

日間照顧

小規模多機能

巷弄長照臨托

電話

電話

電話

電話

電話

郵政區
碼

機構地址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秀和慈善事業基
104 金會附設彰化縣私立福興秀和苑綜合
長照機構

506

彰化縣福興鄉福興村8鄰福興路51巷2號3
樓

04-7776399

鹿港鎮、福興鄉、埔鹽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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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

彰化縣和美鎮美寮路2段490號

04-7560089

伸港鄉、和美鎮、線西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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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五段299號1.2樓及
301號2樓

04-7555995

彰化市、和美鎮、線西
鄉、伸港鄉、秀水鄉

509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路486號

04-7998411

510

彰化縣員林市至平街50巷39號

04-8378009

510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里林森231巷21號1樓

04-8383878

510

彰化縣員林市三愛里9鄰合作街243號1樓

04-8396881

員林市、大村鄉、埔心
鄉、永靖鄉、社頭鄉

511

彰化縣社頭鄉社頭村2鄰員集路二段4092號

04-8732929

員林市、社頭鄉、田中
鎮、永靖鄉

513

彰化縣埔心鄉義民村員鹿路二段340號3F

04-8280995

全彰化縣市

514

彰化縣溪湖鎮員鹿路三段201號

04-8819853

全彰化縣市

515

彰化縣大村鄉大橋村慶安路429巷25號2
樓

04-8534226

全彰化縣市

520

彰化縣田中鎮中路里中南路三段512號6
樓

04-8760030

社頭鄉、北斗鎮、田中
鎮、二水鄉

520

彰化縣田中鎮中南路2段421號

04-8747647#104
04-8747468

田中鎮、田尾鄉、溪州
鄉、二水鄉、社頭鄉

521

彰化縣北斗鎮陶朱路26號

04-8880789

北斗鎮

522

彰化縣田尾鄉北曾村福德巷359號

04-8833572

田尾鄉

523

彰化縣埤頭鄉合興村斗苑西路121號

04-8920970

全彰化縣市

編號

106

喘息服務特約單位名稱

服務範圍

備註

彰化縣忎本快樂協進會附設彰化縣私
107 立伸港長樂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

伸港鄉、和美鎮

務機構
社團法人彰化縣白玉功德會附設彰化
108 縣私立秀老郎綜合式服務類長期照顧

員林市、大村鄉、埔心
鄉、永靖鄉、社頭鄉

服務機構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青山社會福利慈
109 善事業基金會附設彰化縣私立銀彩社

全彰化縣市

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110

社團法人彰化縣白玉功德會附設彰化
縣私立左領秀家人社區長照機構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葳群公益慈善事

111 業基金會附設彰化縣私立社頭葳群社

區長照機構
財團法人切膚之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112 基金會附設彰化縣私立高仁愛學苑社

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慈恩社會福利慈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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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切膚之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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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真善美社會福利
115 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彰化縣私立順元

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彰化榮譽
116 國民之家附設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

星期六需先和服務
單位確認是否有人
力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秀和慈善事業基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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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慈恩社會福利慈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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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彰化縣喜樂小兒麻痺關懷協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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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

彰化縣溪州鄉大庄村田中路49-30號

04-8806666

北斗鎮、田中鎮、溪州
鄉、埤頭鄉、社頭鄉、二
水鄉、員林市、永靖鄉、
田尾鄉

526

彰化縣二林鎮光復路83號

04-8684804

二林鎮

中華民國德安社會關懷協會附設彰化
縣私立德安社區長照機構

526

彰化縣二林鎮豐田里5鄰福興巷120號1樓

04-8956116

全彰化縣市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慈恩社會福利慈
123 善事業基金會附設彰化縣私立芳苑慈
恩社區長照機構

528

彰化縣芳苑鄉頂廍村上林路頂廍段403號

04-8982700

全彰化縣市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附設二水綜合式
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530

彰化縣二水鄉二水村員集路三段647號2
樓

04-8791819

505

彰化縣鹿港鎮忠孝路403號3樓

04-7841455#201
04-7841455#208

508

彰化縣和美鎮源埤里13鄰德南路18號

04-7626552

全彰化縣市

511

彰化縣社頭鄉舊社村9鄰南勢巷9-16號
(2F、3F）

04-8710462

田中鎮、社頭鄉

513

彰化縣埔心鄉義民村員鹿路二段340號3F

04-8280995

全彰化縣市

515

彰化縣大村鄉大橋村慶安路429巷25號2
樓

04-8534226

全彰化縣市

524

彰化縣溪州鄉政民路287巷9號

04-8795090

田尾鄉、社頭鄉、北斗
鎮、田中鎮、二水鄉、溪
州鄉

530

彰化縣二水鄉二水村員集路三段647號2
樓

04-8791819

二水鄉、溪州鄉、田中
鎮、社頭鄉

132 賴政光耳鼻喉科診所

500

彰化市彰南路一段433號

04-7375678

彰化市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秀和慈善事業基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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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彰化市南瑤里中山路一段530巷10號

04-7114790

全彰化縣市

134 三和語言治療所附設聽力部門

500

彰化市中山路二段809號

04-7228640

和美鎮、線西鄉、秀水
鄉、埔鹽鄉、鹿港鎮、伸
港鄉、福興鄉

135 慈光護理之家

508

彰化縣和美鎮和東里孝文路110號

04-7573895

全彰化縣市

136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

508

彰化縣和美鎮四張里德美路596號

04-7559320#10

全彰化縣市

120 名倫護理之家附設日間照顧中心

星期六、日開放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慈恩社會福利慈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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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124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附設彰化縣私
125 立鹿港綜合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

構

126 彰化縣私立大眾學苑社區長照機構

127

彰化縣私立社頭鄉幸福村社區式服務
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二水鄉、溪州鄉、田中
鎮、社頭鄉

和美鎮、線西鄉、鹿港
鎮、伸港鄉、福興鄉

鹿港、和美、福興
供車

財團法人切膚之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128 基金會附設彰化縣私立高仁愛學苑社

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財團法人切膚之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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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彰化縣私立松柏綜合長照機構

131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附設二水綜合式
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星期六需先和服務
單位確認是否有人
力

110年度彰化縣喘息服務特約單位清冊
編號

喘息服務特約單位名稱

郵政區
碼

機構地址

居家喘息

機構喘息

日間照顧

小規模多機能

巷弄長照臨托

電話

電話

電話

電話

電話

服務範圍
溪湖鎮、北斗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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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苑鄉、竹
塘鄉

137

社團法人彰化縣家樂福人文生活關懷
協進會

510

彰化縣員林市林森路231巷1號

04-8364872

138

彰化基督教醫院財團法人員林基督教
醫院

510

彰化縣員林市南平里莒光路472號

04-8381456#2133

彰化市、和美鎮

139 員林何醫院

510

彰化縣員林市民族街33號

04-8343838#100

大村鄉、花壇鄉

社團法人彰化縣白玉功德會附設彰化
140 縣私立秀老郎綜合式服務類長期照顧
機構(惜玉)

510

彰化縣員林市南興里南潭路一段30弄354號

04-8378009

員林市、大村鄉、永靖
鄉、埔心鄉

510

彰化縣員林市新生路235號

04-8378009

員林市、大村鄉、永靖
鄉、埔心鄉

142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514

彰化縣溪湖鎮湖東里興學街75號2樓

04-8810155

143 黃建成診所

510

彰化縣員林市員大路二段167巷61號

04-8398360

員林市、大村鄉

社團法人彰化縣白玉功德會附設彰化
141 縣私立秀老郎綜合式服務類長期照顧

機構(新住民)

全彰化縣市

社團法人彰化縣白玉功德會附設彰化
144 縣私立秀老郎綜合式服務類長期照顧
機構(田尾秀家人)

522

彰化縣田尾鄉饒平村中山路1段396號

04-8832885

田尾鄉、北斗鎮、社頭
鄉、田中鎮、埤頭鄉、溪
州鄉、永靖鄉

145 黃建成診所(大村)

515

彰化縣大村鄉茄苳路1段235號

04-8524074

大村鄉、員林市、花壇鄉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