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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全縣失能人口推估 
一、 臺東縣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服務簡介 

因應高齡社會來臨，本縣失能人口日趨增加，於 96 年 3 月依中央決議成

立臺東縣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協助家屬減輕照顧負擔，滿足多樣性之照顧需

求，本中心提供「單一窗口、免費諮詢、多元服務」方式，整合所需的服務

體系與資源，提供需要長期照顧服務的民眾完整性、持續性、可近性的照顧

服務。 

(一) 全縣失能人口推估(統計時間：109 年 12 月 31 日) 

110 年臺東縣各鄉鎮人口數、獨居老人及身心障礙人口狀況 

 

110 年臺東縣實施長照十年計畫 2.0 之長照需求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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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長照服務 2.0 服務內容介紹 
一、 長期照顧服務對象 

1. 65 歲以上失能老人：65 歲以上日常生活如穿衣脫襪、進食、洗澡、平地走

動等需協助的老人。 

2. 55 歲以上失能原住民：55 歲以上日常生活如穿衣脫襪、進食、洗澡、平地

走動等需協助的原住民。 

3. 失能之身心障礙者：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並日常生活需協助的失

能者。 

4. 50 歲以上之失智症患者：50 歲以上有表達能力降低、記憶力下降、睡眠障

礙、產生幻覺等疑似失智症狀，或確診為失智症民眾。 

5. 僅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IADLs)活動需協助且獨居之老人。 

6. 僅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IADLs)活動需協助之衰弱老人。 

 

 

 

  

※ADLs：進食、移位、如廁、洗澡、平面走動、穿脫衣褲鞋襪六項中有一項失能。 

※IADLs：上街購物、外出活動、食物烹調、整理家務、洗衣服五項有三項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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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長期照顧服務申請方式及服務流程 

 
  

親自洽當地照管中心分站(成功衛生所內) 

撥打當地照管中心分站專線 089-851419 

撥打 1966 長照服務專線 

醫院出院準備服務轉介 

長照 E 申請(臺東縣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網頁) 

照管專員到府服務 

一起討論照顧計畫 

取得長照服務 

由專員進行失能評估 

核定服務額度，開始服務 

與個案、家屬、個案管理

師共同擬定照顧計畫，找

到合適的長照資源 

長照 E申請 

(請掃描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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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失能等級每月給付 

10,020~36,180 元 

一般戶部份負擔=給付額度 x 16% 

中低收部份負擔=給付額度 x 5% 

低收入戶由政府全額補助，免部份負擔 

超過政府補助額度，由民眾自費負擔 

聘請外籍看護工家庭限用「照顧及專業服

務」給付額度之 30% 

三、 長期照顧服務項目 

(一) 照顧及專業服務 

A、照顧服務 

(a)居家服務 

1.服務說明：符合長照 2.0 服務對象，由取得照顧服務員資格人員定期至家中提供

日常生活及身體照顧等服務，以減緩照顧者照顧壓力。(每月給付額度以照管專員

評估後，依失能程度有不同給付額度) 

2.服務內容： 

(1)身體照顧服務：協助如廁、沐浴、穿換衣物、口腔清潔、進食、服藥、翻身、

拍背、簡易被動式肢體關節活動、上下床、陪同運動、協助使用日常生活輔具

及其他服務等。 

(2)家事服務：換洗衣物之洗滌及修補、服務對象生活起居空間之環境清潔、文書

服務、餐飲服務、陪同就醫或聯絡醫療機構及其他相關服務。 

3.居家照顧服務單位 

執行單位 服務區域 地址/電話 

財團法人一粒麥子社會福利慈善

事業基金會附設台東縣私立有福

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台東市、東河、成

功、長濱、關山、池

上、太麻里、金峰鄉 

臺東縣臺東市開封街 350號 

電話：089-960203#6822 

天主教花蓮教區醫療財團法人附

設臺東縣私立聖母綜合式服務類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台東市、東河、成

功、太麻里、金峰、

大武、達仁、蘭嶼 

臺東縣臺東市杭州街 2號 

電話：089-219021 

有限責任臺灣第二照顧服務勞動 台東市、東河、綠 臺東市仁義北路 103-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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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附設臺東縣私立居家服務

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島、成功、長濱鄉 電話：089-343801 

(b)家庭托顧服務 

1.服務說明：由照顧服務員在自家空間提供日常生活及身體照顧等服務，以減緩照

顧者壓力。(每月給付額度以照管專員評估後，依失能程度有不同給付額度)  

2.服務內容： 

(1)身體照顧服務：包括協助如廁、沐浴、穿換衣服、進食、陪同運動、協助使用

日常生活輔助器具等服務。 

(2)日常生活照顧服務：備餐服務 

(3)安全性照顧：注意異常狀況、緊急通報醫療機構、協助危機事故處理等相關服

務。 

3.家庭托顧服務提供單位及服務區域 

執行單位 服務區域 地址/電話 

臺東縣私立成功社區式服

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成功鎮 臺東縣成功鎮三民里中山路 139之 8號 

電話：0912-103627 

臺東縣私立原鄉社區長照

機構 

成功鎮 臺東縣成功鎮忠智里中正路 29號 

電話：0913-789817 

備註：家庭托顧服務以該家托站方圓 30 公里內為可服務範圍之區域。 

(c)日間照顧服務 

1.服務說明：落實社區照顧功能及在地老化政策，以減輕照顧者照顧壓力及經濟負

擔。(每月給付額度以照管專員評估後，依失能程度有不同給付額度) 

2.服務內容：  

(1)交通服務：周一至周五每日早上 7:30~8:30 間受託單位備專車至受服務者家裡

接送至服務單位；下午 4:30 之後陸續從機構出發送受服務者返家。 

(2)飲食服務：配合接受服務者需求，提供所需餐飲，於每日服務時間供應午餐一

次及上下午各一次點心。 

(3)午憩服務：提供男女休息寢室，個人休息寢具床組及置物櫃，供接受服務者午

間休息及置放物 品使用。 

(4)衛生服務：身體清潔、儀容整理 

(5)護理服務：每日例行性身體檢查(包括血壓、體溫、脈搏及體重…等)，以及視

受服務者身體需求，協助復健運動、保健教育、健康諮詢。 

(6)藥物服務：依據受服務者就診後的處方，由護理人員協助其適當服藥。 

(7)護送服務：送受服務者至本中心附近醫院急診就醫。 

(8)心理輔導：以個別會談或互助活動的方式協助受服務者面對各種心理及社會的

問題。 

(9)團體活動：帶領動態及靜態團體活動，增進受服務者的社會功能及增進其生活

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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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間照顧服務提供單位及服務區域 

執行單位 服務區域 地址/電話 

社團法人臺東縣聖心全人

關懷協會附設臺東縣私立

聖心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 

成功鎮 臺東縣成功鎮中華路 150號 

電話：089-853161 

※實際收費依日間照顧中心公告為主 。 

B、專業服務 

1.復能服務：提供無法外出接受積極性治療之失能個案，由專業人員教導民眾復能

服務，以恢復或促進體能及日常生活自主功能能力。 

2.其他專業服務：為因應各面向不同的長照服務需求，日常生活功能能力所對應的

專業服務也含括在內(如營養照護、進食與吞嚥照護、居家環境安全或無障礙空

間規劃等)。 

3.專業服務單位：  

執行單位 服務區域 地址/電話 

天主教花蓮教區醫療財團

法人臺東聖母醫院 

臺東市,成功鎮,東河

鄉,長濱鄉,太麻里鄉,

大武鄉,金峰鄉,達仁鄉 

臺東縣臺東市杭州街 2號 

電話：089-322833#112 

臺東縣成功鎮衛生所附設

居家護理所 

成功鎮 臺東縣成功鎮中山東路 64號 

電話：089-851419 

東美居家物理治療所 臺東全縣(含綠島、蘭嶼

鄉) 

臺東縣臺東市興安路 1段 55號

1樓 

電話：0939-429938 

大福職能治療所 臺東全縣 臺東縣臺東市勝利路 50巷 1號 

電話：089-321001 

都蘭診所 臺東市,成功鎮,卑南

鄉,東河鄉,長濱鄉 

臺東縣東河鄉都蘭村 145-21號 

電話：089-530021 

臺北榮民總醫院臺東分院 臺東縣全縣(不含綠島

鄉、蘭嶼鄉) 

臺東縣臺東市更生路 1000號 

電話：089-22299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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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失能等級與城鄉距離每月給付2,400元 

一般戶部份負擔=給付額度 x21% 

中低收部份負擔=給付額度 x7% 

低收入戶由政府全額補助，免部份負擔 

超過政府補助額度，由民眾自費負擔 

(二) 交通接送服務 

 

1.服務對象： 

符合長照 2.0 服務對象，且經評估確為失能者(失能等級第二級以上)，核定後始

能提供服務。 

2.服務內容： 

(1)提供本縣居家失能者就醫、洗腎、復健交通接送服務。 

(2)另外提供居住長濱鄉、海端鄉、池上鄉、成功鎮博愛里以北的長照失能者，跨

縣市醫院往返交通服務 (限玉里鄉、豐濱鄉醫院)。 

4.服務提供單位： 

執行單位 電話 地址 服務區域 

財團法人一粒麥子社會

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089-960160 臺東市寧波街 195號 全臺東縣 

財團法人門諾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金會 

089-345684 臺東市更生路 94號 1樓 全臺東縣 

松德租賃有限公司台東

營業所 

089-855003 台東縣成功鎮民生路 156

號 

臺東市、長濱

鄉、成功鎮、東

河鄉 

都蘭診所 089-530025 台東縣東河鄉都蘭村 96號 臺東市、成功

鎮、東河鄉、卑

南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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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採電話預約方式，請於乘車日前五天~七天完成預約。 

 
※交通車跨轄區服務 
一、本縣可使用跨轄之居住區域： 

1.  長濱鄉。 

2.  成功鎮博愛里以北。 

3.  海端鄉。 

4.  池上鄉。 

二、本縣交通接送至跨轄區醫院： 

1.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豐濱原住民分院。 

2.  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 

3.  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 

4.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玉里慈濟醫院。 

三、跨轄區收費方式： 

依「乘客搭乘跳表金額-本縣補助金額 300 元÷2+個案福利別自付額=單趟搭乘應負擔

費用」；計算式如下： 

範例說明：跳表金額為 700 元，依個案福利別自付下列金額， 

1.  低收入戶（700-300）÷2+0 元=200 元 

2.  中低收入戶（700-300）÷2+21 元=221 元 

3.  一般戶（700-300）÷2+63 元=263 元 

四、跨轄區服務注意事項： 

1. 由於南迴路段多為山路考量民眾搭乘時可能有身體不適的疑慮，故暫無提供南迴

路段至屏東就醫之交通接送。 

2. 個案照顧管理評估報告須敘明該民眾失能現況及因何疾病，確有跨轄區就醫或復

健需求。 

3. 搭乘須提前 14 天向服務提供單位提出車輛預約申請，每人每月最高可使用 8 趟次

跨轄區交通接送服務。 

4. 跨轄區交通接送服務，僅限於以上限定居住區域之民眾至限定跨轄區醫院就醫或

復健服務，不提供緊急個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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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生活輔具購買或 

租賃居家無障礙設施改善 

每 3 年給付 40,000 元 

一般戶部份負擔=給付額度 x30% 

中低收部份負擔=給付額度 x10% 

低收入戶由政府全額補助，免部份負擔 

超過政府補助額度，由民眾自費負擔 

(三) 輔具與居家無障礙空間改善服務 

 

 

 

1.服務對象： 

符合長照 2.0 服務對象，且經評估確為失能者(失能等級第二級以上)，核定後始

能提供服務。 

2.服務內容： 

包含居家生活輔具購置或租賃，如助行器、拐杖、輪椅(座墊)、便盆椅、移位腰

帶、居家用照顧床等；居家無障礙設施改善，如扶手、固定式斜坡道、防滑措施、

拉門等。 

 

3.服務提供單位： 

服務項目 提供服務單位 單位地址 電話 

輔具購買及居家

無障礙環境改善 

特約廠商名冊詳見「臺東縣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網站 

★本補助僅限居家使用，不得使用在醫院、養護機構等。 

★所申請之補助在規定最低使用年限內，不得重複申請；與身障者生活輔

具項目亦不得重複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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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喘息服務 

 

1.服務說明： 

符合長照 2.0 服務對象，經評估為長照需要等級 2 至 8 級者，如其所聘外籍家庭

看護工休假或因故請假無法協助照顧，即可申請喘息服務，不再受 30 天以上空

窗期之限制，以紓緩照顧者長期照顧下的壓力並獲得短暫休息機會。 

2.服務內容： 

(1)居家喘息：安排照顧服務員至家中照顧失能者。 

(2)機構喘息：安排失能者進住適合之長期照顧機構，接受全天候的照顧。 

(3)日照喘息：安排失能者至就近的日照中心，提供白天時期的照顧服務。 

(4)小規模多機能夜間喘息：提供失能者臨時需要時，安排至就近的日照中心，提

供 18 點至隔日 8 點的夜間照顧。 

3.喘息服務提供單位： 

服務項目 提供服務單位 單位地址 電話 聯絡人 

居家喘息 財團法人一粒麥子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

設臺東縣私立有福居家

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

機構 

臺東縣臺東市開封街

350號 

089-960203

#6823 

黃愛花 

天主教花蓮教區醫療財

團法人附設臺東縣私立

聖母綜合式服務類長期

臺東縣臺東市杭州街

2號 

089-219021 鄧翠芳 

依失能等級每年給付 

32,340~48,510元 

一般戶部份負擔=給付額度 x16% 

中低收部份負擔=給付額度 x5% 

低收入戶由政府全額補助，免部份負擔 

超過政府補助額度，由民眾自費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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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服務機構 

有限責任臺灣第二照顧

服務勞動合作社附設臺

東縣私立居家服務類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 

臺東市仁義北路

103-1號 

 

089-343801 蔡雅婷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

基金會附設臺東縣私立

耆福綜合式服務類長期

照顧服務機構 

臺東縣長濱鄉忠勇村

58號 

089-830016 鍾心萍 

機構喘息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附

設護理之家 

臺東市五權街 1號 089-324112 

#1210 

陳美玲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附

設成功海景護理之家 

臺東縣成功鎮中山東

路 32號 

089-854735 余秀芬 

東基醫療財團法人附設

迦南護理之家 

臺東市寧波街 195號 089-960220 

#6120 

高汝梅 

臺東縣私立太麻里老人

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臺東縣太麻里鄉外環

路 220號 

089-780699 

#333 

089-780561 

簡嘉瑩 

臺東縣私立柏林老人養

護中心 

臺東市重慶路 831號 089-339985 

#119 

翁瑾諺 

臺東縣私立臺東仁愛之

家 

臺東市中興路 3 段

549號 

089-227592 

#201 

吳叔平 

臺東縣私立長青老人養

護中心 

臺東市鐵花路 51號 089-331095 

089-348465 

伍鐔尼 

臺東縣私立大愛老人養

護中心 

臺東市仁義北路 165

號 

089-346032 陳曉芬 

臺東縣私立仁和老人養

護中心 

臺東縣卑南鄉利嘉村

利嘉路 627巷 31弄 16

號 

089-383477 劉和蘴 

/林意耘 

臺東縣私立利嘉老人長

期照顧中心 

臺東縣卑南鄉利嘉村

利嘉路 627巷 31弄 20

號 

089-385204 

0920-01928

5 

莊 陳 維

麟 

安康護理之家 臺東市中華路 3 段

195號 

089-345865 林思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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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私立樂齡老人長

期照顧中心 

臺東市太原路 3 段

242號 

089-322655 郭懿萱 

日照喘息 社團法人臺東縣聖心全

人關懷協會附設臺東縣

私立聖心社區式服務類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臺東縣成功鎮中華路

150號 

089-853161 廖素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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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營養餐飲服務 

 1.服務說明 

長照 2.0 服務對象且失能程度 2 級以上者，本縣結合民間資源提供居家式營養餐

飲服務，藉由送餐志工每日探訪及關懷老人生活狀況。經核定後，最多補助每周

一至周六中餐、晚餐便當各乙只。(一般戶僅提供獨居或與老年配偶同住之失能

老人午餐或晚餐便當乙只) 

2.服務對象 

長照中低收 

& 

長照低收 

65 歲以上失能老人、55 歲以上失能原住民 

失能之身障者、50 歲以上失智症患者 

僅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IADLs)活動需協助且獨居之老人 

僅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IADLs)活動需協助之衰弱老人 

一般戶 
65 歲以上之獨居且失能老人 

僅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功能(IADLs)失能之獨居且失能老人 

3.收費及補助標準 

※獨居定義： 

(1)單獨一人居住、(2)與配偶同住，但配偶同時需要他人照顧者(雙老同住或老殘同

住)、(3)獨自照顧學齡前兒童或身心障礙者。以上其中一點符合為是。 

※長照低收定義：領有社會救助法列冊低收入、中低收入、中低收入老人生活補助津

貼(1.5倍以下)。 

※長照中低收定義：領有身心障礙生活補助津貼、社會救助法中低收入老人生活補助

津貼(1.5倍~2.5倍)。 

4.服務單位 

提供服務單位 服務地址 電話 聯絡人 

天主教花蓮教區醫療財團法人附設臺

東縣私立聖母綜合式服務類長期照顧 

臺東縣臺東市杭

州街 2號 

089-219021#620 

 

蔡秋香 

 

服務對象社會福利別 每餐金額 補助餐數 政府補助 民眾自付額 

長照低收 

70 元 

2 餐 

(午餐及晚餐) 

70 元 免費 

長照中低收 63 元 7 元 

一般戶 

(設籍臺東縣需獨居且滿 65 歲) 

1 餐 

(午餐或晚餐) 
42 元 2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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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失智照顧服務 

A、失智症共同照護計畫 

(a)失智共同照護中心服務對象： 

1.疑似失智個案者。 

2.初確診失智症第 1 年個案。 

3.經診斷失智症症狀穩定者。 

(b)失智共同照護中心服務內容： 

協調個案及照顧者需要之照顧服務使用、轉介及追蹤服務情形，陪伴照顧者於

失不同階段所需要之生活照顧與醫療照護之諮詢、服務、協調、轉介與追蹤。 

(c)聯絡窗口： 

1.臺東縣長期照顧管理中心：1966 

2.臺東縣失智共同照護中心： 

    (1)台東醫院        黃朱岑 護理長       089-324-112 #1136 

    (2)台東聖母醫院    俞至凌 個管師       089-322-833 #388 

  謝方婷 個管師       089-322-833 #389 

    (3)台東基督教醫院  張馨文 個管師      089-960-888 #1253 

(d)承作台東縣失智共同照護中心及聯絡方式： 

共照中心 中心位置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衛生福利部台

東醫院 
台東醫院一樓 黃朱岑護理長 

089-324112 

#1136 
089-340820 

天主教花蓮教

區醫療財團法

人台東聖母醫

院 

台東聖母醫院

二樓 

俞至凌個管師 

謝方婷個管師 

089-322833#388 

089-322833#389 
089-381505 

台東基督教醫

院 

台東基督教醫

院 
張馨文個管師 

089-960888 

#1253 
089-960139 

B、失智社區服務據點之服務對象及內容： 

(a)服務對象： 

1.疑似失智症者。 

2.經診斷並載明臨床失智症評量表(CDR)值≧0.5 分之極輕、輕度或中、重度失智。 

3.經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轉介之個案。 

(b)服務內容： 

1.認知促進、緩和失智服務。 

2.電話問安諮詢及轉介服務。 

3.關懷訪視、安全看視服務。 

4.家屬支持團體(輔導諮商)服務。 

5.家屬照顧課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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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承作臺東縣失智社區服務據點及服務地點： 

執行單位 服務區域 聯絡窗口 服務時間 

長濱診所 成功鎮 

劉淑慧 

電話 

0913789817 

美山據點：臺東縣成功鎮忠孝里石傘路

16-6號(玉水橋活動中心一樓) 

*星期一~五 8：00~16：00 

C、疑似失智症個案確診試辦計畫 

 緣起：  
轄內年輕人口外移，家中老老照顧。  

醫療資源貧乏，醫師異動頻繁，就醫無法延續。  

鑑定失智的醫療院所皆在市中心，本縣能夠進行失智症確診之醫師僅少數。  

失智症確診程序繁瑣，檢查及追蹤期間耗時。  

 目的：  

    解決疑似失智症個案因舟車勞頓及就醫程序繁瑣的困境。 

 失智症確診三階段：  

醫師問診。  

理學檢查(包含抽血及腦部電腦斷層)。  

   心理師評估及測驗三階段。 

 

 110年度疑似失智個案鑑別診斷看診時間總表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衛生福利部 

臺東醫院 
  

上午 

(身心科) 
  

臺北榮民總醫院 

臺東分院 

4/8/12月 

下午 

(身心科) 

1/5/9月 

下午 

(身心科) 

2/6/10月 

下午 

(身心科) 

 

3/7/11月 

上午 

(身心科) 

東基醫療財團法人 

台東基督教醫院 
  

下午 

(身心科) 

(神經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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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 

1.服務說明： 

協助照顧者在照顧家人的同時，也關注自已的個人需求、抒解照顧壓力。 

2.服務對象： 

照顧長照十年計畫 2.0 服務對象之家庭照顧者，經高負荷家庭照顧者初篩指標符

合 2 項以上，且壓力負荷量表超過 22 分者。 

 

 

 

 

 

 

 

 

 

 

 

 

 

 

 

 

 

 

   3.服務內容： 

由家照據點專業人員進行需求評估，並連結以下各項支持性服務。 

(1)個案管理服務。 

(2)照顧技巧指導：(a)居家照顧技巧指導(b)照顧技巧訓練課程。 

(3)情緒支持：(a)情緒支持與團體服務(b)心理協談(c)關懷服務。 

(4)創新服務：(a)家庭照顧巡守隊(b)照顧者咖啡館/有福館。 

4.家庭照顧者據點服務窗口： 

服務單位 聯絡電話 服務區域 

財團法人門諾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金會 
089-831998 東河鄉、成功鎮、長濱鄉 

財團法人伊甸基金會 089-830016 成功鎮、長濱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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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居家失能個案家庭醫師照護服務 

1.服務對象： 

經照管中心評估失能等級第 2-8級之居家個案並接受長照服務給付及支付基準之

服務。 

2.服務內容： 

(1)每月：個案健康慢性疾病管理諮詢及衛教指導 

(2)每 4 個月：至少 1 次醫護人員家訪。 

(3)每年 2 次：醫師家訪，評估個案狀況及長照醫師照護需求，開立長期照護醫師

意見書，作為長照計畫及照顧時的參考 

(4)費用：免費-醫師會另外約時間訪視評估，政府支付費用，不需負擔費用。 

3.特約單位：成功鎮衛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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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預防或延緩失能照顧服務 

1.預防失能或延緩失能 

辦理預防失能及延緩失能惡化之服務：提供肌力強化運動、生活功能重建訓練、

膳食營養、口腔保健、認知促進等服務。 

2.延緩失智服務 

(1)強化失智症初級預防，普及充實社區服務照顧資源：積極辦理早期介入服務方

案，優化失智症社區服務據點。 

(2)為提升失智症社區服務普及性，擴增失智症長期照顧服務量能，透過發展多元

照顧服務模式，以推動早期介入服務方案，滿足失智症照顧需求，減輕家庭照

顧者負擔。 

3.服務提供單位 

(1)醫事巷弄長照站(C) 

執行單位 站名 服務地點及時間 聯絡人 電話 

天主教花蓮教區醫

療財團法人臺東聖

母醫院 

小馬活力站 周一至周五 8時-12時 蔡容真 
089-219021  

#622 

(2)社區關懷據點 

關懷據點 據點地點 服務時間 聯絡電話 

三民社區關

懷據點 

成功鎮三民里中山路 82號-

真耶穌教會忠智教會 
週四 9時-13時 0921-297129 

和平社區關

懷據點 

成功鎮和平里拔邊路 29號-

真耶穌教會和平教會 
週四 9時-13時 0921-297129 

聖心社區關

懷據點 

成功鎮中華路 150號-聖心

活動廣場 

週一至週三，8時-12時 
089-853161 

忠孝社區關

懷據點 

成功鎮忠孝里成廣路 7號-

小港活動中心    

週一、週三、週五， 

8時-12時 
089-853161 

忠仁社區關

懷據點 

成功鎮中山東路 55號-新港

教會 

週四 9時-12時 
089-851074 

(3)文化健康站 

文健站名稱 服務地點 服務時間 聯絡電話 

民豐文健站 成功鎮三民里三民路 99號 週二至週六，8時~16時 0921-297129 

宜灣文健站 成功鎮博愛里宜灣路 107號 週一至週五，8時~16時 089-852190 

芝田文健站 成功鎮三仙里芝田路 10號 週一至週五，8時~16時 0919-643301 

麒麟文健站 成功鎮忠仁里麒麟路 26號 週一至週五，8時~16時 0919-643301 

豐田文健站 成功鎮信義里豐田路 92-1號 週一至週五，8時~16時 0982-871717 

和平文健站 成功鎮和平里 2鄰和平路 47

號 

週一至週五，8時~16時 0905-818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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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健站名稱 服務地點 服務時間 聯絡電話 

都歷文健站 成功鎮信義里都歷路 113號 週一至週五，8時~16時 0966-509919 

美山文健站 
成功鎮忠孝里美山路108之1

美山活動中心 
週一至週五，8時~16時 0953-794992 

重安文健站 成功鎮博愛里重安路 45號 週一至週五，8時~16時 0933-196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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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成功鎮多元照顧服務中心(建置中) 

1.服務說明： 

提供當地居民社區化長照多元服務，具有社區整合服務中心、日間照顧、居家服

務、小規模多機能(夜間住宿)、共餐共食、專業服務、失智團體家屋等多元之長

期照顧服務，使鎮民可以就近使用更多元的長照服務，亦可提升當地的就業機

會。 

2.地點：建置中，預計於 110 年 3 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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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長照資源網絡連結 
一、 臺東縣政府社會處資源網絡 

單位 電話 地址 服務項目 

社會福利科 089-340720 臺東市桂林北路 201 號 

1.老人福利 

2.身心障礙者福利 

3.輔具服務 

4.長青學苑 

5.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類分

類(ICF) 

社會救助科 089-350731 臺東市桂林北路 201 號 

1.社會救助 

2.急難與災害救助 

3.國民年金 

4.社區發展 

5.志願服務 

6.社工制度 

社會工作及

保護科 
089-320172 臺東市桂林北路 201 號 

1.家暴、性侵害防治及老人、身

障保護 

2.兒少保護 

3.性騷擾防治 

4.性剝削防制 

海岸線社會

福利服務中

心 

089-850995 成功鎮中華路 6號 

1.服務區域：東河鄉、成功鎮、

長濱鄉 

2.服務對象：脆弱家庭 

3.服務時間：周一至周五

08:00-12:00、13:00-17:00 

4.內容：個案及社會福利諮詢、

脆弱家庭個案管理服務、家庭

支持方案、宣導活動、實(食)

物銀行及館舍服務 

臺東縣輔具

暨生活重建

中心 

089-232263 臺東市更生路 1010 號 

服務對象 

1.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者。 

2.政府單位、身障及社福團體等

相關單位轉介之個案。 

3.失能者有輔具需求之個案。 

內容 

1.輔具服務 

2.生活重建服務（肢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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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鎮公所 

(一) 資源連結課室 

單位 姓名 聯絡電話 服務內容 

鎮長 黃博昌 
089-853521 

089-851004#11 

綜理鎮政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及機

關 

社會課 蔡甲申     089-851004#25 

1.社會救助：急難救助、低收、中低

收入看護及租屋補助等 

2.社會福利：身障輔具、身障及老人

托育、長期照護轉介等 

社會課 高靜瑩 089-851004#25 

社會救助津貼：低收入戶、中低收入

戶、中低收老人、身心障礙生活津貼

等 

民政課 陳雪芳      089-851004#29 防災及民防 

原住民行政課 劉惠娟 089-851004#19 原住民綜合業務 

 

(二) 各里長/里幹事連絡資訊 

里別 

職稱 
姓名 連絡電話 地址 

博愛里 
里長 利憲彥 0933-272521 

成功鎮博愛里重安路 62號 
里幹事 林永勝 089-851004#36 

忠孝里 

 

里長 陳文俊 
089-871711 

0919-147922 成功鎮忠孝里美山路 30號 

里幹事 林永勝 089-851004#36 

三仙里 
里長 胡文清 089-850862 

成功鎮三仙里芝田路 160-2號 
里幹事 陳信財 089-851004#35 

忠智里 
里長 林聰傑 

089-853358 

0937-390533 成功鎮忠智里新生路 12號 

里幹事 陳靜儒 089-851004#34 

三民里 
里長 曾連發 0933-158488 

成功鎮瀋陽街 50號 
里幹事 鄭美玲 089-851004#32 

忠仁里 
里長 蘇正隆 0921-885284 

成功鎮五權路 11-2號 
里幹事 高培華 089-851004#33 

和平里 

 

里長 武雪恩 0929-427839 
成功鎮大同路 39號 

里幹事 高培華 089-851004#33 

信義里 

 

里長 吳添安 0933-163318 
成功鎮都歷路 257號 

里幹事 黃琳雅 089-85100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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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醫療資源 

項次 單位 電話 地址 

1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

院成功分院 

089-854748 成功鎮中山東路 32號 

2 成功鎮衛生所 089-851419 成功鎮忠仁里中山東路 64號 

3 耕仁診所 089-851483 成功鎮忠智里 8鄰民權路 52號   

4 新港診所 089-850313 成功鎮中華路 33號 

5 陳仁祐診所 089-850851 成功鎮民生街 143號 

6 曾建元診所 089-851002 成功鎮中華路 112號 

7 宏霖中醫診所 089-852553 成功鎮三民路 32號  

8 仁仁中醫診所 089-851109 成功鎮中山路 27號 

 

四、 在地團體 

類別 名稱 電話 地址 服務項目 

社會福

利組織 

成功鎮原

住民族家

庭服務中

心 

089-852190 

Fax:089-851016 

成 功 鎮 中 華 路

150號 

服務原住民族家庭婦女、

兒童或老人等，提供： 

1. 社會福利補助申請 

2. 居家關懷訪視與服務 

3. 推展原住民志願服務 

4. 推展婦女工作服務 

5. 法律諮詢及扶助 

6. 醫療關懷及轉介 

7. 就學就業扶助及轉介 

8. 推展原住民家庭社會

工作服務 

臺灣兒童

暨家庭扶

助基金會

成功服務

處 

089-854915 

Fax:089-854913 

成功鎮三民路 72

號 

服務 18 歲以下弱勢兒少

及家庭，提供： 

1. 家庭經濟扶助服務 

2. 家庭寄養服務 

3. 兒童少年保護追蹤輔

導方案 

4. 兒童少年保護家庭處

遇方案 

5. 心理創傷復原服務方

案 

6. 用愛包圍服務方案 

http://www.5151.tw/hospital.php?id=35460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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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臺東家扶希望宿舍 

8. 學校暨社區認養方案 

臺灣世界

展望會東

區辦事處

成功中心 

089-850846 

Fax:089-854967 

成 功 鎮 中 正 路

100號 6樓 

服務經濟弱勢 14 歲以下

的青少年家庭，提供： 

1. 教育助學計畫 

2. 兒少保護計畫 

3. 經濟發展計畫 

4. 健康促進計畫 

5. 救援與重建計畫 

6. 多元發展計畫 

7. 兒少及家庭社區支持

服務方案 

慢飛天使

園及幼兒

遊戲站 

089-854822 
成功鎮三民路 18

號(三民國小內) 

服務早療嬰幼兒及其家

庭，提供： 

1. 親子活動 

2. 親職課程 

3. 創意走透透 

4. 舊愛分享暨二手玩具

交換 

5. 托育及兒童發展諮詢 

6. 臨時托育 

7. 兒童發展篩檢及諮詢 

8. 社區早期介入服務

(療育課程) 

9. 家庭支持性服務(家

長支持團體、親子活動、

親職課程) 

10. 兒童發展老師培訓 

臺灣愛鄰

社區服務

協會臺東

成功辦事

處 

089-854265 

Fax:089-343917 

成功鎮漢口街 11

號 

提供：課後陪讀、食物銀

行、國小學童課業輔導 

社團法人

台東縣智

障者家長

協會 

089-854456 
成 功 鎮 中 正 路

100號 4樓 

設籍本縣 35 歲以上領有

身心障礙證明者，並經臺

東縣政府或委託單位評估

後符合資格者優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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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1. 生活自理能力增進。 

2. 人際關係與社會技巧

訓練。 

3. 休閒生活服務。 

4. 健康促進服務。 

5. 社區適應服務。 

6. 其他社區式日間照顧

服務。 

社會福

利組織 

華山基金

會成功愛

心天使站 

089-854930 

Fax: 

089-854475 

成 功 鎮 光 復 路

106之 2號 

服務 65 歲以上或原住民

55歲以上失依(獨居)、失

能(行動不便、生活無法自

理)、失智(確診或疑似)

長輩；100 歲以上之「人

瑞」；原床泡澡需求之長

輩，提供： 

1. 身體照顧：協助沐

浴、原床泡澡、護甲服務、

理髮。 

2. 生活照顧：代購物

品、陪同購買物品、物資

協助、代辦庶務。 

3. 餐飲及營養：待用

餐、協助烹飪、送餐到宅。 

4. 輔具服務：輔具提供。 

私立天主

教聖十字

架瑪利德

蘭社會福

利基金會

(成功慈

愛屋) 

089-330721 

Fax:089- 

331721 

成 功 鎮 港 邊 路

1-4號 

基金會地址：臺

東巿四維路一段

578號 

服務身心障礙、原住民、

新住民、弱勢關懷、貧困

救助者，提供： 

1. 貧病老人居家關懷 

2. 社區老人樂齡服務 

3. 弱勢族群關懷 

4. 偏鄉兒童課後輔導 

5. 福傳牧靈 

6. 長期照顧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