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鄉鎮 村里 地址

1 彰化縣關懷長青協會 彰化市 中民街 彰化縣彰化市中民街14巷6號

2 彰化市磚磘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市 彰草路 彰化縣彰化市彰草路425號

3 彰化市西勢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市 忠誠路 彰化市西勢里忠誠路1號

4 彰化縣金齡關懷協會 彰化市 陳陵路 彰化縣彰化市陳陵路2號

5 彰化縣彰化市西安社區發展協協會 彰化市 民族路 彰化縣彰化市民族路369號

6 彰化縣彰化市向陽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市 向陽里 彰化縣彰化市向陽里崙平南路39號

7 社團法人耆樂社會福利發展協會 彰化市 中正路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一段100號3F

8 彰化縣彰化市光復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市 民生路 彰化縣彰化市民生路179之3號

9 彰化縣彰化市牛埔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市 牛埔里 彰化縣彰化市牛埔里彰南路3段226號

10 彰化縣彰化市長樂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市 長樂里 彰化縣彰化市長樂里和平路173號

11 彰化市介壽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市 介壽里 彰化縣彰化市介壽里介壽新村21號

12 彰化縣彰化市復興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市 復興里 彰化縣彰化市復興里竹和路176-1號

13 彰化縣梅鑾霧全人關懷協會 彰化市 彰南路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二段55巷7號

14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心基金會 彰化市 大埔路 彰化縣彰化市大埔路666號

15 社團法人彰化縣益康關懷協會 彰化市 西興里 彰化縣彰化市西興里金馬路三段539巷26弄6號

16 彰化市忠權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市 忠權里 彰化縣彰化市忠權里自立街146號

17 財團法人福智慈善基金會 彰化市 萬安里 彰化縣彰化市萬安里三民路407號一樓及地下一樓

18 彰化市成功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市 成功里 彰化縣彰化市成功里旭光西路39號

19 榮貞癸中醫診所 彰化市 向陽里 崙平南路143號

20 永安診所 彰化市 興北里 三民路207號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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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廖慶龍骨科診所 彰化市 信義里 中正路一段450號2樓

22 三和語言治療所附設聽力部門 彰化市 中正里 中山路二段809號

23 賴政光耳鼻喉科診所 彰化市 福山里 彰南路一段433號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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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市 三義里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一段530巷10號

25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秀和慈善事業基金會 彰化市 光平里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一段530巷10號

26 樂齡社區關懷協會-彰化市華北里 彰化市 華北里 彰化市南校街160號1樓

27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彰化中會員東路

教會
員林市 員東路 彰化縣員林市員東路一段浮圳南巷14號

28 彰化縣員林市新生社區發展協會 員林市 雙景街 彰化縣員林市雙景街50號

29 社團法人彰化縣家樂福人文生活關懷協進會 員林市 林森路 彰化縣員林市林森路231巷30號

30 社團法人彰化縣愛加倍社區服務協會 員林市 三義路 彰化縣員林市三義路105號

31 彰化縣員林市鎮興里社區發展協會 員林市 鎮興里 彰化縣員林市鎮興里山腳路3段2巷150號

32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員林）
員林市 浮圳里 彰化縣員林市浮圳里員東路一段465號

33

社團法人彰化縣白玉功德會附設彰化縣私立

秀老郎綜合式服務長期照顧機構(新住民巷弄

長照站)

員林市 新生里 新生路235號1樓

34

社團法人彰化縣白玉功德會附設彰化縣私立

秀老郎綜合式服務長期照顧機構(惜玉巷弄長

照站)

員林市 南興里 南潭路一巷30弄35-4號

35 黃建成診所 員林市 大埔里 員大路二段167巷61號

36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督教醫院 員林市 南平里 莒光路472號

37 員林何醫院(員林市中山里) 員林市 中山里 民族街31-1號6樓

38 慈心護理之家(員林市三義里) 員林市 三義里 員鹿路245巷112號

39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彰化中會鹿港教

會
鹿港鎮 泰興里 彰化縣鹿港鎮泰興里復興路69號

40 鹿港鎮景福社區發展協會 鹿港鎮 景福里 彰化縣鹿港鎮景福里萬壽路244號

41 彰化縣鹿港新厝社區發展協會 鹿港鎮 洋厝里 彰化縣鹿港鎮洋厝里新厝巷51之1號



42 鹿港鎮萬興社區發展協會 鹿港鎮 頭崙里 彰化縣鹿港鎮頭崙里頂草路2段150號

43 社團法人彰化縣鹿港鎮洋厝社區發展協會 鹿港鎮 洋厝里 彰化縣鹿港鎮洋厝里洋厝巷42-3號

44 彰化縣鹿港鎮南勢社區發展協會 鹿港鎮 頭南里 彰化縣鹿港鎮頭南里南勢巷臨57之21號

45 華佗物理治療所 鹿港鎮 景福里 復興路179號

46 頂安診所 鹿港鎮 頂番里 彰頂路326巷138號

47 溪湖鎮媽厝社區發展協會 溪湖鎮 湳底路 彰化縣溪湖鎮湳底路78號

48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憶智樂活之

家）
溪湖鎮 湖東里 彰化縣溪湖鎮湖東里興學街75號2樓

49 溪湖鎮田中社區發展協會 溪湖鎮 田中里 彰化縣溪湖鎮田中里二溪路一段695巷125弄59號

50 彰化縣溪湖鎮西勢社區發展協會 溪湖鎮 西勢里 彰化縣溪湖鎮西勢里西安路117巷26號

51 彰化縣溪湖鎮大突社區發展協會 溪湖鎮 大突里 彰化縣溪湖鎮大突里二溪路10-50號

52 彰化縣溪湖鎮汴頭社區發展協會 溪湖鎮 汴頭里 彰化縣溪湖鎮汴頭里福德路261巷30號

53 南恩診所 溪湖鎮 光平里 興學街311號

54 溪湖鎮衛生所 溪湖鎮 湖東里 彰化縣溪湖鎮湖東里青雅路36號.

55 台灣家庭關懷成長協會 田中鎮 頂潭里 彰化縣田中鎮頂潭里員集路三段518巷6號

56 彰化縣田中鎮舊街社區發展協會 田中鎮 沙崙里 彰化縣田中鎮沙崙里沙崙路281號

57 彰化縣田中鎮頂潭社區發展協會 田中鎮 頂潭里 彰化縣田中鎮頂潭里崁頂路153號

58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田中）
田中鎮 南路里 彰化縣田中鎮南路里員集路一段854號

59 愛心物理治療所 田中鎮 東路里 南北街80號4樓

60 慈心護理之家(田中鎮中路里) 田中鎮 中路里 中新路198巷10號

61 慈心護理之家(北斗鎮東光里) 北斗鎮 東光里 斗中路769號

62 慈心護理之家(北斗鎮居仁里) 北斗鎮 居仁里 復興路49號

63 慈心護理之家(北斗鎮中寮里) 北斗鎮 中寮里 裕後路475巷61號



64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彰化中會二林教

會
二林鎮 中正路 彰化縣二林鎮中正路13號

65 二林鎮梅芳社區發展協會 二林鎮 梅芳里 彰化縣二林鎮梅芳里太平路4段臨69號

66 社團法人彰化縣全人照顧專業整合協會 二林鎮 西和一 彰化縣二林鎮西和一街65號

67 彰化縣二林鎮華崙社區發展協會 二林鎮 華崙里 彰化縣二林鎮華崙里光復路37號

68 洪宗鄰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二林鎮 頂厝里 二溪路二段359巷臨39號

69 東明護理之家(二林鎮後厝里) 二林鎮 後厝里 新榮巷1-2號

70 東明護理之家(二林鎮西斗里) 二林鎮 西斗里 再發路45-2號

71 東明護理之家(二林鎮廣興里) 二林鎮 廣興里 溝頭巷3弄21號

72 東明護理之家(二林鎮萬興里) 二林鎮 萬興里 二溪路6段506號2樓

73 彰化縣二水鄉合興社區發展協會 二水鄉 合興村 彰化縣二水鄉合興村英義路12巷46號

74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二水天主堂 二水鄉 文化村 彰化縣二水鄉文化村員集路3段452號

75 彰化縣二水鄉復興村社區發展協會 二水鄉 員集路 彰化縣二水鄉員集路5亂472號

76 彰化縣二水鄉大園社區發展協會 二水鄉 大園村 彰化縣二水鄉大園村大園巷11-9號

77 彰化縣二水鄉源泉社區發展協會 二水鄉 源泉村 彰化縣二水鄉源泉村月眉巷10-2號

78 彰化縣二水鄉倡和社區發展協會 二水鄉 倡和村 彰化縣二水鄉倡和村倡和路41-1號

79 二水鄉合和社區發展協會 二水鄉 合和村 彰化縣二水鄉合和村番田二巷17號

80 二水衛生所 二水鄉 三義里 彰化縣二水鄉過圳路19號

81 彰化縣大村鄉南勢社區發展協會 大村鄉 南勢村 彰化縣大村鄉南勢村南一橫巷3-12號

82 彰化縣大村鄉加錫社區發展協會 大村鄉 加錫村 彰化縣大村鄉加錫村加錫二巷3之8號

83 彰化縣大村鄉大崙社區發展協會 大村鄉 大崙村 彰化縣大村鄉大崙村大崙二巷28-2號

84 彰化縣大村鄉平和社區發展協會 大村鄉 山腳路 彰化縣大村鄉山腳路127號

85 彰化縣大村鄉大橋社區發展協會 大村鄉 大橋村 彰化縣大村鄉大橋村中山路3段193巷69號



86 大村鄉貢旗社區發展協會 大村鄉 貢旗村 彰化縣大村鄉貢旗村大崙路2枝1號

87 大村鄉新興社區發展協會 大村鄉 新興村 彰化縣大村鄉新興村新興巷6號之3

88 宜禾診所 大村鄉 過溝村 過溝三巷29號

89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希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
大村鄉 三義里 彰化縣大村鄉(村)田洋橫巷2-9號

90 大城鄉潭墘社區發展協會 大城鄉 潭墘村 彰化縣大城鄉潭墘村光復路22號

91 彰化縣大城鄉東港社區發展協會 大城鄉 東港村 彰化縣大城鄉東港村中央路2-1號

92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二林基督教醫院(大

城鄉老人文康中心)
大城鄉 大城村 中平路118號

93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彰化中會聖約

翰教會
永靖鄉 崙子村 彰化縣永靖鄉崙子村崙饒路170號

94 社團法人彰化縣永靖鄉福興社區發展協會 永靖鄉 福興村 彰化縣永靖鄉福興村中肚巷52號

95 慈心護理之家(永靖鄉瑚璉村) 永靖鄉 瑚璉村 中山路二段167巷16號

96 慈心護理之家(永靖鄉新莊村) 永靖鄉 新莊村 永社路75號

97 彰化縣田尾鄉北鎮社區發展協會 田尾鄉 北鎮村 彰化縣田尾鄉北鎮村平和路二段151號

98 田尾鄉溪畔社區發展協會 田尾鄉 溪畔村 彰化縣田尾鄉溪畔村溪畔巷157號

99 彰化縣田尾鄉新生社區發展協會 田尾鄉 延平路 彰化縣田尾鄉延平路150號

100 慈心護理之家(田尾鄉溪畔村) 田尾鄉 溪畔村 溪畔巷86號

101 彰化縣竹塘鄉竹塘社區發展協會 竹塘鄉 竹塘村 彰化縣竹塘鄉竹塘村文化街36巷43號

102 彰化縣竹塘鄉土庫社區發展協會 竹塘鄉 土庫村 彰化縣竹塘鄉土庫村東陽路一段安平巷2-1號

103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二林基督教醫院(竹

塘鄉老人文康中心)
竹塘鄉 民靖村 金山路40號

104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社區發展協會 伸港鄉 溪底村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8鄰溪底路103-2號

105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伸港鄉

七嘉村
伸港鄉 七嘉村 彰化縣伸港鄉七嘉村嘉二路47號

106 樂齡社區關懷協會-伸港鄉新港村 伸港鄉 新港村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村自強路77號

107 彰化縣秀水鄉鶴鳴社區發展協會 秀水鄉 鶴鳴村 彰化縣秀水鄉鶴鳴村明山街臨182號



108 社團法人彰化縣秀水鄉馬興社區發展協會 秀水鄉 馬興村 彰化縣秀水鄉馬興村西銘巷6-1號

109 彰化縣秀水鄉金陵社區發展協會 秀水鄉 金陵村 彰化縣秀水鄉金陵村竹圍巷3號

110 社團法人彰化縣秀水鄉埔崙社區發展協會 秀水鄉 埔崙村 彰化縣秀水鄉埔崙村蘇周巷162號

111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秀水）
秀水鄉 鶴鳴村 彰化縣秀水鄉鶴鳴村彰鹿路626號

112 財團法人和美天佑宮 和美鎮 面前里 彰化縣和美鎮面前里和順路232號

113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 和美鎮 和北里 彰化縣和美鎮和北里德美路596號

114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彰化中會和美教

會
和美鎮 彰美路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6段22號

115 彰化縣和美鎮詔安社區發展協會 和美鎮 彰和路 彰化縣和美鎮彰和路二段176號

116 彰化縣和美鎮中寮大庄社區發展協會 和美鎮 中圍里 彰化縣和美鎮中圍里桂東路159巷18號

117 彰化縣和美鎮面前社區發展協會 和美鎮 面前里 彰化縣和美鎮面前里雅安路265號

118 彰化縣和美鎮源埤社區發展協會 和美鎮 源埤里 彰化縣和美鎮源埤里南安路105號

119 彰化縣和美鎮鎮平社區發展協會 和美鎮 鎮平里 彰化縣和美鎮鎮平里南平路11號

120 和美鎮雅溝社區發展協會 和美鎮 雅溝里 彰化縣和美鎮雅溝里南軒路359巷7號

121 和美新庄社區發展協會 和美鎮 新庄里 彰化縣和美鎮新庄里東發路100巷36-1號

122 慈光護理之家 和美鎮 和東里 彰美路5段301號1樓

123 彰化縣社頭鄉湳底社區發展協會 社頭鄉 湳底村 彰化縣社頭鄉湳底村湳底一巷475號

124 彰化縣社頭鄉張厝社區發展協會 社頭鄉 張厝村 彰化縣社頭鄉張厝村張厝一巷30號

125 員林何醫院(社頭鄉舊社村) 社頭鄉 舊社村 南勢巷9-16號

126 彰化縣芬園鄉舊社社區發展協會 芬園鄉 舊社村 彰化縣芬園鄉舊社村彰南路5段2巷41號

127 彰化縣芬園鄉縣庄社區發展協會 芬園鄉 縣庄村 彰化縣芬園鄉縣庄村彰南路二段385巷21號

128 彰化縣楓灣慈善會 花壇鄉 灣雅村 彰化縣花壇鄉灣雅村彰員路一段635號

129 彰化縣花壇鄉花壇社區發展協會 花壇鄉 花壇村 彰化縣花壇鄉花壇村平和街76號



130 彰化縣婦女新知交流協會 花壇鄉 長沙村 彰化縣花壇鄉長沙村彰員路二段542號

131 樂齡社區關懷協會 花壇鄉 白沙村 彰化縣花壇鄉白沙村大厝巷40弄5號

132 彰化縣芳苑鄉草湖社區發展協會 芳苑鄉 草湖村 彰化縣芳苑鄉草湖村二溪路草二段319號

133 芳苑鄉芳苑社區發展協會 芳苑鄉 芳苑村 彰化縣芳苑鄉芳苑村芳漢路二段179號

134 芳苑鄉王功社區發展協會 芳苑鄉 王功村 彰化縣芳苑鄉王功村育嬰巷1號

135 芳苑鄉博愛社區發展協會 芳苑鄉 博愛村 彰化縣芳苑鄉博愛村北頭巷6號

136 彰化縣芳苑鄉漢寶社區發展協會 芳苑鄉 漢寶村 彰化縣芳苑鄉漢寶村成功一路45號

137 彰化中會路上教會 芳苑鄉 福榮村 彰化縣芳苑鄉福榮村上林鹿路上段

138 彰化縣芳苑鄉三合社區發展協會 芳苑鄉 三合村 彰化縣芳苑鄉三合村三合段238巷86號

139 彰化縣芳苑鄉後寮社區發展協會 芳苑鄉 後寮村 彰化縣芳苑鄉後寮村4鄰寮北巷5號

140 彰化縣芳苑鄉崙腳社區發展協會 芳苑鄉 崙腳村 彰化縣芳苑鄉崙腳村中正路33號

141 彰化縣芳苑鄉新生社區發展協會 芳苑鄉 草漢路 彰化縣芳苑鄉草漢路草二段336號

142 彰化縣芳苑鄉永興社區發展協會 芳苑鄉 永興村 彰化縣芳苑鄉永興村太平路218號

143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彰化中會(芳苑教

會)
芳苑鄉 仁愛村 彰化縣芳苑鄉仁愛村斗苑路245號

144 彰化縣埔心鄉瓦中社區發展協會 埔心鄉 瓦中村 彰化縣埔心鄉瓦中村明聖路4段172號

145 護康護理之家 埔心鄉 舊館村 中興路156號

146 慈心護理之家(埔心鄉太平村) 埔心鄉 太平村 太平路180號

147 埔心衛生所 埔心鄉 光平里 彰化縣埔心鄉義民村員鹿路二段 340 號

148 埔鹽鄉天盛社區發展協會 埔鹽鄉 天盛村 彰化縣埔鹽鄉天盛村成功路三段286號

149 社團法人彰化縣埔鹽鄉永樂社區發展協會 埔鹽鄉 永樂村 彰化縣埔鹽鄉永樂村永樂路435號

150 彰化縣埔鹽鄉廍子社區發展協會 埔鹽鄉 廍子村 彰化縣埔鹽鄉廍子村光明路一段101號

151 彰化縣埔鹽鄉西湖社區發展協會 埔鹽鄉 西湖村 彰化縣埔鹽鄉西湖村大新路2巷22-6號



152 彰化縣埤頭鄉中和社區發展協會 埤頭鄉 中和村 彰化縣埤頭鄉中和村彰水路一段259號

153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彰化中會合興教

會
埤頭鄉 崙子村 彰化縣埤頭鄉崙子村庄子路65號

154 彰化縣埤頭鄉平原社區發展協會 埤頭鄉 平原村 彰化縣埤頭鄉平原村平原路170號

155 溪州鄉菜公社區發展協會 溪州鄉 菜公村 彰化縣溪州鄉菜公村民生路二段149號

156 彰化縣溪州鄉大庄社區發展協會 溪州鄉 新生巷 彰化縣溪州鄉新生巷1之10號

157 彰化縣溪州鄉溪厝社區發展協會 溪州鄉 溪厝村 彰化縣溪州鄉溪厝村呂厝路15號

158 彰化縣福興鄉外埔社區發展協會 福興鄉 外埔村 彰化縣福興鄉外埔村外埔巷11-1號

159 彰化縣福興鄉番社社區發展協會 福興鄉 番社村 彰化縣福興鄉番社村番社街17-3號

160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彰化中會萬豐教

會
福興鄉 萬豐村 彰化縣福興鄉萬豐村萬豐巷19號

161 彰化縣福興鄉外中社區發展協會 福興鄉 外中村 彰化縣福興鄉外中村外中街108-5號

162 彰化縣福興鄉番婆社區發展協會 福興鄉 番婆村 彰化縣福興鄉番婆村番婆街16-1號

163 社團法人彰化縣福興鄉西勢社區發展協會 福興鄉 西勢村 彰化縣福興鄉西勢村西勢街18-3號

164 彰化縣福興鄉大崙社區發展協會 福興鄉 大崙村 彰化縣福興鄉大崙村大崙街31-5號

165 線西寓埔社區發展協會 線西鄉 寓埔村 彰化縣線西鄉寓埔村寓埔路177-1號

166 彰化縣線西鄉老人會 線西鄉 寓埔村 彰化縣線西鄉寓埔村中央路2段15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