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單位接受派案及服務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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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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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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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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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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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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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縣私立好朋友居家長照機構

彰化縣私立長安居家長照機構

仁堡護理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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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醫院

員郭醫院

彰化縣物理治療師公會

誠真居家職能治療所

社團法人彰化縣笑瞇瞇關懷協會

順緣小客車租賃車行

明傑租賃有限公司

彰化縣私立彰居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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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愛如心老人養護中心

私立芬園居家護理所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督教醫院

員林何醫院

彰化輔具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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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珍瑩老人養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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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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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縣私立均康居家長照機構

彰化縣私立宥安心居家長照機構

彰化縣私立安心居家長照機構

中華民國德安社會關懷協會

愷耀居家物理治療所

員林何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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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晨曦日照中心

月份 A單位名稱
照管中心

派案量 B單位名稱

110年

01月

財團法人切膚之愛

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

128



B單位接受派案及服務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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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朋友居家長照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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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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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康居家長照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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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私立大眾學苑社區長照機構

明傑租賃

物理治療師公會輔具

社團法人彰化縣白玉功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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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彰化縣職能治療師公會

長安居家長照機構

宥安心居家長照機構

員林何醫院(長照)

笑瞇瞇關懷協會

財團法人切膚之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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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附設彰化縣私立鹿港綜合長照機構

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體系輔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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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慈恩老人養護中心(長照)

康合復健科診所

康勤股份有限公司附設彰化縣私立昕家居家長照機構

順緣小客車租賃行

慈光護理之家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慈美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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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督教醫院

德安社會關懷協會

馨福長幼服務協會附設彰化縣私立友善居家長照機構

月份 A單位名稱
照管中心

派案量 B單位名稱

110年

01月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

金會
170



B單位接受派案及服務情形

財團法人介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附設彰化縣私立居家式服務

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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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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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縣私立東明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彰化縣私立社頭鄉幸福村社區長照機構

彰化縣私立家禾居家長照機構

彰化縣私立顧老照居家長照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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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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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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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社團法人彰化縣物理治療師公會

社團法人彰化縣職能治療師公會

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體系輔具中心

愷耀居家物理治療所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二林基督教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A級單位-社團法人彰化縣白玉功德會

明傑租賃

員林何醫院(長照)

笑瞇瞇關懷協會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慈恩老人養護中心(長照)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慈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順緣小客車租賃車行

慈心護理之家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督教醫院

德安社會關懷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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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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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份 A單位名稱
照管中心

派案量 B單位名稱

110年

01月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

立慈恩老人養護中

心

158



B單位接受派案及服務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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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珍瑩老人養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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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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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頭葳群社區長照機構

卓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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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彰化縣物理治療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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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私立順元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玉樹診所

愷耀居家物理治療所

彰化縣私立東明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A級單位-社團法人彰化縣白玉功德會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督教醫院

笑瞇瞇關懷協會

慈心護理之家

明傑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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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縣私立社頭鄉幸福村社區長照機構

彰化縣私立松柏綜合長照機構

彰化縣私立大心居家長照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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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縣私立家禾居家長照機構

順緣小客車租賃車行

交通-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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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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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彰化縣肢體傷殘協進會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慈恩老人養護中心

彰化縣私立家福居家長照機構

仁和醫院

月份 A單位名稱
照管中心

派案量 B單位名稱

110年

01月

A級單位-財團法人

彰化縣私立珍瑩老

人養護中心

118



B單位接受派案及服務情形

A級單位-社團法人彰化縣白玉功德會

中華民國德安社會關懷協會

交通-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如沐居家護理所

卓醫院

社團法人彰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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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彰化縣物理治療師公會

社團法人彰化縣笑瞇瞇關懷協會

社團法人彰化縣職能治療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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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生醫院

員郭醫院

笑瞇瞇關懷協會

財團法人介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附設 彰化縣私立居家式服務

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財團法人切膚之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GA07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珍瑩老人養護中心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慈恩老人養護中心(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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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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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緣小客車租賃車行

慈心交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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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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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督教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督教醫院

彰化縣私立家禾居家長照機構

彰化縣輔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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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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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安社會關懷協會

月份 A單位名稱
照管中心

派案量 B單位名稱

110年

01月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

立葳群公益慈善事

業基金會

119



B單位接受派案及服務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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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縣私立大心居家長照機構

財團法人介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附設 彰化縣私立居家式服務

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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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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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縣私立松柏綜合長照機構

彰化縣私立長安居家長照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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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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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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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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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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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私立順元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奇異恩典居家護理所

仁和醫院

玉樹診所

A級單位-社團法人彰化縣白玉功德會

庭安居家護理所

肢體傷殘協進會

A級單位-財團法人青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珍瑩老人養護中心

笑瞇瞇關懷協會

交通-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督教醫院

順緣小客車租賃車行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慈恩老人養護中心(長照)

月份 A單位名稱
照管中心

派案量 B單位名稱

110年

01月

A級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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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B單位接受派案及服務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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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青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銀彩社區式服務類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A級單位-財團法人青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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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慈恩老人養護中心(長照)

交通-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財團法人介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附設彰化縣私立居家式服務

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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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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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級單位-社團法人彰化縣白玉功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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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縣私立好朋友居家長照機構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珍瑩老人養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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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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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彰化縣物理治療師公會

社團法人彰化縣職能治療師公會

員郭醫院

社團法人彰化縣肢體傷殘協進會

笑瞇瞇關懷協會

明傑租賃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督教醫院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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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縣私立顧老照居家長照機構

月份 A單位名稱
照管中心

派案量 B單位名稱

110年

01月

財團法人青山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

84



B單位接受派案及服務情形

社團法人彰化縣白玉功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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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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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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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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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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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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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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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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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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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彰化縣物理治療師公會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督教醫院

慈心護理之家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附設員林基督教居家護理所

員林何醫院(長照)

明傑租賃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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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緣小客車租賃車行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笑瞇瞇關懷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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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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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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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郭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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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縣私立宥安心居家長照機構

彰化縣私立好朋友居家長照機構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慈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B單位接受派案及服務情形

彰化縣私立長安居家長照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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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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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家長照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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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林何醫院

明傑租賃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督教醫院

月份 A單位名稱
照管中心

派案量 B單位名稱

110年

01月

社團法人彰化縣白

玉功德會
862

月份 A單位名稱
照管中心

派案量 B單位名稱

110年

0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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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B單位接受派案及服務情形

彰化縣私立好朋友居家長照機構

彰化縣私立愛加倍居家長照機構

彰化縣私立溫佳居家長照機構

彰化縣私立家樂福居家長照機構

彰化縣私立友善居家長照機構

彰化縣私立社頭鄉幸福村社區長照機構

彰化基督教醫院輔具

物理治療師公會

職能治療師公會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鹿港基督教醫院

慈恩老人養護中心

白玉功德會

員林何醫院

康合診所

珍瑩老人養護中心

笑瞇瞇關懷協會

道周醫院

員林基督教醫院

員林郭醫院

明傑租賃有限公司

B單位接受派案及服務情形

彰化縣私立長安居家長照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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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縣私立顧老照居家長照機構

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體系輔具中心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社團法人彰化縣物理治療師公會

社團法人彰化縣職能治療師公會

彰化跑居家物理治療所

交通-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道周醫療社團法人道周醫院

明傑租賃

笑瞇瞇關懷協會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珍瑩老人養護中心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

順緣小客車租賃車行

財團法人切膚之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線東大眾護理之家

仁堡護理之家

月份 A單位名稱
照管中心

派案量 B單位名稱

110年

01月

彰化縣私立好朋友

居家長照機構
55

月份 A單位名稱
照管中心

派案量 B單位名稱

110年

01月

彰化縣私立長安居

家長照機構
25



B單位接受派案及服務情形

彰化縣私立東明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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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彰化縣物理治療師公會

慈心護理之家

順緣小客車租賃車行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笑瞇瞇關懷協會

社團法人彰化縣肢體傷殘協進會

B單位接受派案及服務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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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縣私立安心居家長照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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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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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勤股份有限公司附設彰化縣私立昕家居家長照機構

彰化縣私立長安居家長照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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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縣輔具資源中心

彰化縣職能治療師公會

彰化縣物理治療師公會

彰化基督教醫院輔具中心

A級單位-財團法人切膚之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A級單位-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明傑租賃有限公司

員林何醫院

員郭醫院

順緣小客車租賃車行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慈恩老人養護中心

喘息服務尚未啟用

彰秀護理之家

月份 A單位名稱
照管中心

派案量 B單位名稱

110年

01月

彰化縣私立東明居

家式服務類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

22

月份 A單位名稱
照管中心

派案量 B單位名稱

110年

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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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