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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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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智型 X 彰化縣
04-7238595

分機1172
50048

彰化縣彰化市彰安里11鄰

民族路209號五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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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型 X X 04-7517711 50056
彰化縣彰化市崙平里1鄰平

和一街１３４號

3 彰化市 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 混合型 X X
04-7258131

分機178
50080 

彰化縣彰化市桃源里１１

鄰虎崗路１號(衛生福利部

彰化老人養護中心園區內)

4 彰化市 彰化縣私立樂活學苑社區長照機構 混合型 X X 04-7516779 50004
彰化縣彰化市崙平里1鄰中

央路184號二樓之2

5 彰化市
樂美長照社團法人附設私立金色丰華綜

合長照機構
混合型 X X

04-7289339

分機232
500007

彰化縣彰化市民權里5鄰民

族路465號2樓

6 彰化市
中華民國德安社會關懷協會附設彰化縣

私立德馨社區長照機構
混合型 X X 04-7388588 500039

彰化縣彰化市台鳳里8鄰互

助一街5巷95號1樓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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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型 X X
049-

2512277
50241

彰化縣芬園鄉社口村26鄰

民權路５３巷３１號4樓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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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型 X
伸港鄉-和美

鎮-線西鄉
04-7560089 50855

彰化縣和美鎮竹營里18鄰

美寮路二段４９０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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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型 X X 04-7573895 50861

彰化縣和美鎮和東里22鄰

彰美路五段２９９號1、2

樓及301號2樓

10 和美鎮 彰化縣私立大眾學苑社區長照機構 混合型小規機 3 X 04-7626552 508001
彰化縣和美鎮源埤里13鄰

德南路18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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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型 X X 04-7998411 50956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村20鄰

新港路486號

12 伸港鄉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秀和慈善事業基金

會附設彰化縣私立伸港秀和苑社區長照

機構

混合型 X X 04-7995779 509011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村12鄰

忠孝東街48號

13 鹿港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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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型小規機 4 彰化縣

04-7841455

分機201 50542

彰化縣鹿港鎮順興里10鄰

忠孝路403號3樓(鹿港鎮老

人文康中心)

14 鹿港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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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港慈恩社

區長照機構

混合型 X X 04-7783819 505024
彰化縣鹿港鎮泰興里20鄰

彰鹿路8段110號

15 鹿港鎮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附設彰化縣私立

花鹿覓社區長照機構
混合型 X X 04-7789262 505006

彰化縣鹿港鎮景福里2鄰復

興路425號3、4樓(鹿港鎮

衛生所)

16 花壇鄉 仁堡護理之家 混合型 X X 04-7870726 50343
彰化縣花壇鄉中庄村15鄰

中山路一段40巷66號

17 花壇鄉
安耆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附設彰化縣

私立安耆社區長照機構
混合型小規機 5 X 04-7872119 503003

彰化縣花壇鄉橋頭村13鄰

花橋街88號

18 花壇鄉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秀和慈善事業基金

會附設彰化縣私立花壇秀和苑社區長照

機構

混合型 X X 04-7882779 503002
彰化縣花壇鄉永春村3鄰長

青路25號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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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智型小規機 4 X 04-8534226 51542

彰化縣大村鄉大橋村17鄰

慶安路429巷25號2樓(大村

鄉立圖書館2樓)

彰化縣日間照顧(含小規模多機能)服務特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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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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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型 X

彰化市-員林

市-埔心鄉-溪

湖鎮-永靖鄉-

埔鹽鄉

04-8378009 51048
彰化縣員林市新生里28鄰

至平街50巷39號

21 員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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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型 X X 04-8383878 51056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里31鄰

林森路231巷21號1樓

22 員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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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能型 X X 04-8396881 510020

彰化縣員林市三愛里9鄰合

作街243號1樓

23 員林市
銀之家長照股份有限公司附設彰化縣私

立銀色年華之社區長照機構
混合型 X X 04-8320208 510021

彰化縣員林市萬年里21鄰

萬年路一段190號2、3及4

樓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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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茶社區長

照機構

混合型 X X 04-8383878 510011
彰化縣員林市三條里20鄰

條和五街125號2、3樓

25 社頭鄉 彰化縣私立社頭鄉幸福村社區長照機構 混合型小規機 4 X 04-8710462 51147

彰化縣社頭鄉舊社村9鄰南

勢巷９之１６號2樓、3樓

(社頭鄉老人文康活動中

心)

26 社頭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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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頭葳群社區長

照機構

混合型 X X 04-8732929 511001

彰化縣社頭鄉社頭村2鄰員

集路二段409-2號(社頭鄉

衛生所後棟)

27 社頭鄉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附設社頭社區長照

機構
混合型 X X 04-8739606 511008

彰化縣社頭鄉湳底村8鄰員

集路三段111巷200號2樓

28 埔心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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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仁愛學苑社區式

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失智型小規機 4 X 04-8280995 51344

彰化縣埔心鄉義民村1鄰員

鹿路二段340號3樓(埔心鄉

衛生所)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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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型 X X 04-8819905 51445
彰化縣溪湖鎮西寮里1鄰員

鹿路三段20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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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型 X X 04-8833572 52242
彰化縣田尾鄉北曾村4鄰福

德巷３５９號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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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型 X X 04-8880789 52146

彰化縣北斗鎮七星里15鄰

陶朱路２６號(北斗鎮七星

社區活動中心)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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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混合型 X X 04-8760030 52042
彰化縣田中鎮南路里13鄰

中南路三段５１２號7樓

33 田中鎮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彰化榮譽國

民之家附設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

機構

混合型 X X 04-8747468 52044

彰化縣田中鎮碧峰里2鄰中

南路二段421號(彰化榮譽

國民之家園區內)

34 田中鎮 衛生福利部中區老人之家 混合型 X X
04-8742811

分機311
520015

彰化縣田中鎮碧峰里1鄰中

南路二段２１０號(衛生福

利部中區老人之家園區內)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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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型
X X 04-8684804 52656

彰化縣二林鎮華崙里18鄰

光復路83號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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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型 X X 04-8956116 52600

彰化縣二林鎮豐田里5鄰福

興巷120號1樓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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祐社區長

照機構

混合型 4 X 04-8681199 526006
彰化縣二林鎮華崙里18鄰

光復路61巷46號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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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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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社區長

照機構

混合型 X X 04-8967383 526021
彰化縣二林鎮豐田里12鄰

大成路一段115號4樓

39 溪州鄉 名倫護理之家 混合型 X X

04-8806666

分機211 52447
彰化縣溪州鄉大庄村19鄰

田中路49-30號

40 溪州鄉 彰化縣私立松柏綜合長照機構 混合型小規機 4

田尾鄉-社頭

鄉-北斗鎮-田

中鎮-二水鄉-

溪州鄉

04-8795090 524007
彰化縣溪州鄉榮光村9鄰政

民路287巷9號

41 溪州鄉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附設彰化縣私立溪州

秀和苑社區長照機構
混合型 X X 04-8890557 524001

彰化縣溪州鄉尾厝村1鄰溪

下路四段570號4樓(溪州鄉

衛生所)

42 二水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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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型小規機 4 彰化縣 04-8791819 53043

彰化縣二水鄉二水村8鄰員

集路三段647號2樓

43 埤頭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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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式服務類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

混合型 X X
04-8920970

分機18
52341

彰化縣埤頭鄉合興村1鄰斗

苑西路121號

44 芳苑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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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苑慈恩社

區長照機構

混合型 X X 04-8982700 528001
彰化縣芳苑鄉頂廍村8鄰上

林路頂廍段403號

45 秀水鄉
彰化縣忎本快樂協進會附設彰化縣私立

秀水長樂社區長照機構
混合型 X X 04-7680222 504001

彰化縣秀水鄉埔崙村9鄰彰

水路二段100號

46 秀水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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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能型 X 彰化縣

04-7699340

分機410
504004

彰化縣秀水鄉鶴鳴村22鄰

彰鹿路626號1樓(慈濟彰化

靜思堂園區內)

47 福興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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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型 X 彰化縣 04-7776399 506014

彰化縣福興鄉福興村8鄰福

興路51巷2號3樓(福興鄉衛

生所)

48 埔鹽鄉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附設私立埔鹽社

區長照機構
混合型 X X 04-8651162 516014

彰化縣埔鹽鄉埔南村6鄰彰

水路一段340巷32號

49 埔鹽鄉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附設彰化縣私立

永樂社區長照機構
混合型 X X 04-8652131 516016

彰化縣埔鹽鄉永樂村5鄰永

樂路435號2樓(永樂社會福

利園區)

50 大城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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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慈恩社

區長照機構

混合型小規機 5 X 04-8945399 527003
彰化縣大城鄉東城村8鄰中

平路165號

51 永靖鄉
銀采社會企業有限公司附設彰化縣私立

永福村社區長照機構
混合型 X X 04-8226789 512008

彰化縣永靖鄉永南村13鄰

開明路86號2、3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