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照護團隊名稱 聯絡人 諮詢電話 提供照護院所所在之鄉鎮市區

1 晏居 曾士贏 04-22294411#6222

台中市北區、北屯區、中區、東區、西區、

西屯區、南屯區、南區、大里區、太平區、

龍井區

2 台中醫院居家整合照護團隊 曾士贏 04-22294411#6222 台中市西區

3 豐原醫院居家醫療 李福春 04-25271180
台中市新社區、豐原區、大里區、外埔區、

后里區、和平區、東勢區

4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許淑純 04-8281899#7933

彰化縣二水鄉、大村鄉、永靖鄉、田中鎮、

田尾鄉、社頭鄉、花壇鄉、員林市、埔心

鄉、埤頭鄉、溪湖鎮

5 長安醫院居家醫療照護團隊 吳勻婷 04-36113611#3692

台中市北區、北屯區、南屯區、太平區、烏

日區、彰化縣彰化市、南投縣南投市、草屯

鎮

6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簡慈儀

049-2231150#5198

049-2246315#1317

0985-585891

台中市北區、大里區、太平區、烏日區、南

投縣南投市、中寮鄉、水里鄉、名間鄉、竹

山鎮、埔里鎮、草屯鎮、國姓鄉、鹿谷鄉、

集集鎮

7 健康 鄭誼均
04-2229-7559

04-2223-2737

台中巿北區、北屯區、中區、東區、西區、

西屯區、南屯區、南區、大里區、太平區、

潭子區、龍井區、烏日區

8 台中榮民總醫院 吳佳雯 04-23592525#3391

台中巿北區、北屯區、中區、東區、西區、

西屯區、南屯區、南區、大里區、大雅區、

太平區、東勢區、神岡區、潭子區、新社

區、豐原區、霧峰區、烏日區、外埔區、后

里區、龍井區、大甲區、大肚區、沙鹿區、

清水區、彰化縣彰化市、田中鎮、花壇鄉

9 台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 陳嘉慧
049-2990833#1956

0922-020420
南投縣水里鄉 、埔里鎮

10 580 林廣盛 0939-632085
台中市北屯區、東區、南屯區、太平區、烏

日區、南投縣竹山鎮

11 西區 戴筱涵 04-2229-7559
台中市北區、北屯區、中區、西區、西屯

區、南屯區、大里區、太平區、烏日區

12 自家安老居家整合照護團隊 王伊岑 04-24360305

台中巿北區、北屯區、中區、東區、南屯

區、南區、潭子區、大里區、太平區、烏日

區

13 大甲李綜合 曾世懷 0978-728695 台中市大甲區

14 光田醫院 劉惠美
04-26365000#2105

台中市南屯區、西屯區、外埔區、太平區、

大甲區、大安區、大肚區、龍井區、清水

區、沙鹿區

15 童一家 陳建仲 0963-183781

台中市北區、西區、西屯區、南屯區、東勢

區、龍井區、大雅區、太平區、新社區、梧

棲區、大肚區、清水區、沙鹿區

16 坪安 陳建仲 0963-183781 台中市東勢區、龍井區、石岡區、梧棲區

17 彰濱秀傳 曾芳英

04-23269828

0975-611635

0975-617890

台中市北區、西屯區、彰化縣彰化市、大村

鄉 、員林市、鹿港鎮、南投縣草屯鎮

18 彰聯居家醫療整合照護團隊 蔡明惠 04-7238595#4510

台中市西屯區、北區、南區、彰化縣彰化

市、二林鎮、大村鄉、縣永靖鄉、和美鎮、

花壇鄉、員林市、鹿港鎮、福興鄉、線西

鄉、南投縣南投市、草屯鎮、集集鎮

19 員滿 陳怜穎

048-331929

0982-217095

0906-396889

台中市西屯區、彰化縣二水鄉、北斗鎮、花

壇鄉、員林市

1/共3頁



編號 照護團隊名稱 聯絡人 諮詢電話 提供照護院所所在之鄉鎮市區

20 洪宗鄰醫院居家醫療照護團隊 蘭怡淇
04-8967955

0966-636281
彰化縣二林鎮

21 大里仁愛 陳妤玫 0921-991885 台中市中區、大里區、太平區

22 台中慈濟 楊琇媚

04-36060666#318

04-36060666#3552

0937-687422

台中市北屯區、潭子區

23 家康 蔡宗璇 0963-620885
台中市北屯區、東區、南區、大甲區、大里

區、太平區、烏日區、南投縣草屯鎮

24 美安 鄂美淑 0921-756745 台中市北屯區、大里區、梧棲區、太平區

25 真善美 陳怜穎
0982-217095

0906-396889

台中市西區、西屯區、大里區、太平區、和

平區、烏日區、霧峰區、彰化縣線西鄉

26 員林基督教醫院 王采硯 04-8381456#2068 彰化縣員林市

27 二林基督教醫院 陳美君 04-8952031#7709 彰化縣二林鎮

28 南彰化 王政賢 0988-058197 彰化縣二林鎮、芳苑鄉

29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 魏妤辰 049-2912151#1680 南投縣仁愛鄉 、埔里鎮、國姓鄉、魚池鄉

30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陳嘉菱 04-22052121#4704

台中市北區、北屯區、中區、西區、東區、

南屯區、南區、太平區、大雅區 、潭子

區、豐原區、和平區、彰化縣彰化市、南投

縣南投市、草屯鎮

31 天使團隊 鄭月婷

04-25771809

04-25773481

0926-362636

台中市北區、北屯區、中區、東區、西區、

西屯區、南屯區、南區、大里區、大雅區、

太平區、東勢區、烏日區、神岡區、潭子

區、龍井區、豐原區、霧峰區、后里區、和

平區、大甲區 、大肚區、沙鹿區、清水

區、梧棲區、新社區

32 慈心 林彩鳳 04-22910337

台中巿北區、北屯區、中區、東區、西區、

西屯區、南屯區、南區、大里區、大雅區、

太平區、烏日區、神岡區、豐原區、霧峰

區、東勢區、大甲區、大肚區、清水區、彰

化縣芬園鄉、南投縣草屯鎮

33 中山 曾采楓 04-24739595#34961
台中市東區、西區、南區、大里區、和平

區、烏日區、新社區

34 馨豐 詹雅帆
0983-806059

0932-143725

台中市北區、北屯區、后里區、豐原區、南

投縣草屯鎮

35 臺安醫院雙十分院居家醫療照護團隊 李美佳 04-22268990#2210 台中巿北區、北屯區、西區、烏日區

36 第一醫院居家整合照護團隊 許維邦 04-2222-1122#660 台中市北區、中區 、太平區

37 澄清綜合醫院 蕭玉芳 04-24632000#66326

台中市北屯區、中區、東區、西區、西屯

區、南屯區、南區、太平區、霧峰區、南投

縣草屯鎮

38 清泉醫院 廖燕如 04-25605600#2222 台中市北區 、大雅區、太平區

39 勝美醫院居家醫療照護團隊 黃貴玉
22013333#300

22013333#153

台中市北屯區、北區、西屯區、西區、東

區、南屯區、大雅區、太平區、新社區、大

雅區、沙鹿區、和平區、潭子區

40 平安(原名稱:微笑東勢) 陳怜穎

0982-217095

0926-362636

0906-396889

台中市北屯區、北區、西屯區、西區、東

區、南屯區、南區、大雅區、太平區、東勢

區、豐原區、后里區、烏日區、新社區

41 祥恩醫院 沈惠雯 04-25255522#9 台中市北區 、市豐原區、太平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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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鄭伊婷
04-24632000#32646

04-24632000#32648

台中市北屯區、中區、東區、西區、西屯

區、南屯區、南區、太平區、霧峰區、東

區、南投縣草屯鎮

43 心分享 李彥明

04-22227885

04-23173069

04-22294411#6222

台中市北區、北屯區、中區、西區、西屯

區、南屯區、南區、大肚區、大里區、太平

區、石岡區、烏日區、潭子區、豐原區、后

里區、大雅區、東勢區

44 竹山秀傳醫院 郭淑華
049-2624266#3692

0978-676599
南投縣竹山鎮 、鹿谷鄉

45 二水衛生所 陳怜穎

0933-473531

0982-217095

0906-396889

彰化縣彰化市 、二水鄉、二林鎮、大村

鄉、大城鄉、北斗鎮、永靖鄉、田中鎮、田

尾鄉、竹塘鄉、伸港鄉、秀水鄉、和美鎮、

社頭鄉、芳苑鄉、花壇鄉、芬園鄉、員林

市、埔心鄉、埔鹽鄉、埤頭鄉、鹿港鎮、溪

州鄉、溪湖鎮、福興鄉、線西鄉、台中市北

屯區、南區、烏日區、南投縣草屯鎮

46 健康二林 陳怜穎
0982-217095

0906-396889
彰化縣二水鄉、二林鎮

47 馨滿 詹雅帆
0983-806059

0932-143725
彰化縣二水鄉、埤頭鄉、溪湖鎮

48 馨美 詹雅帆
0983-806059

0932-143725
彰化縣二水鄉、伸港鄉、和美鎮、鹿港鎮

49 馨樂 詹雅帆
0983-806059

0932-143725
彰化縣二水鄉、彰化市

50 南投縣信義鄉衛生所 蘇若祺 049-2791148#200 南投縣信義鄉

51 國軍台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廖俊正 0961-525951 台中市北屯區、太平區、烏日區

52 馨福 詹雅帆
04-22806059

0800-500106

台中市霧峰區、彰化縣芬園鄉、南投縣草屯

鎮

53 幸福彰化 陳怜穎
0982-217095

0906-396889
台中市大里區、彰化縣彰化市、線西鄉

54 全家 謝錫炎
047-540392

047-555536
彰化市 、彰化縣和美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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