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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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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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端鄉衛生所內) 

 撥打當地照管中心分站專線 931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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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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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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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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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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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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端鄉 臺東市寧波街 195 號/960203#6828 

東基醫療財團法人 

台東基督教醫院 
海端鄉 臺東市開封街 350 號/960888#1202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關山慈濟醫院 
海端鄉 關山鎮和平路 125-5 號/814880#306 

社團法人天主教 

愛德婦女協會 
海端鄉 海端村初來 7鄰 6號/931560 

台東縣私立樂心 

居家長照機構 
海端鄉 

臺東市民生里徐州街 334 號 1 樓

/093769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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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東縣私立山茨方社區

長照機構 

崁頂村、加拿村、

海端村 
關山鎮中正路 65 號/0912656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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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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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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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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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天主教 

愛德婦女協會 
海端鄉 

海端鄉廣原村錦屏 5-2 號/ 

863650、0960807610 

備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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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能及其他專業服務單位： 

執行單位 服務區域 地址/電話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關山慈濟醫院 
海端鄉 

關山鎮和平路 125-5 號/ 

814880#681、682 

東美居家物理治療所 海端鄉 臺東市興安路一段 55號 1樓/235832 

大福職能治療所 海端鄉 臺東市勝利街 333 號 2 樓/32100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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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提供居住海端鄉的長照失能者，跨縣市醫院往返之交通服務。 

（限玉里鄉之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佛教慈濟醫

療財團法人玉里慈濟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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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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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684 臺東市更生路 94 號 1 樓 全臺東縣 

備註：採電話預約方式，請於乘車日前五天~七天完成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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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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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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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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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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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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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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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天主教愛德婦女協會 海端鄉廣原村錦屏5-2號 864687 王琪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關山慈

濟醫院 
關山鎮和平路 125-5 號 814880#353 王愛倫 

東基醫療財團法人台東基督教

醫院 
臺東市開封街 350 號 960888#1202 余秀美 

財團法人一粒麥子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臺東市寧波街 195 號 960888#1408 賴永蓉 

台東縣私立樂心居家長照機構 
臺東市民生里徐州街 

334 號 1 樓 
0937690911 

尚未開始

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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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112#1210 陳美玲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附設成功

海景護理之家 
成功鎮中山東路 3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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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220#6120 高汝梅 

臺東縣私立太麻里老人長期照

顧中心(養護型) 
太麻里鄉外環路 220 號 

78069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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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985#120 翁瑾諺 

臺東縣私立臺東仁愛之家 臺東市中興路3段54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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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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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032 陳曉芬 

臺東縣私立仁和老人養護中心 
卑南鄉利嘉村利嘉路 627

巷 31 弄 16 號 
383477 

劉和蘴、 

林意耘 

臺東縣私立利嘉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 

卑南鄉利嘉村利嘉路 627

巷 31 弄 20 號 

385204 

0920-019285 
莊陳維麟 

安康護理之家 臺東市中華路3段195號 345865 林思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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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655 郭懿萱 

日照喘息 社團法人天主教愛德婦女協會 海端鄉廣原村錦屏5-2號 864687 鄭清玲 

巷弄長照

站臨托 
社團法人天主教愛德婦女協會 

海端鄉崁頂村 20 號 

廣原村大埔 12-1 號 

814392 

863010 
胡佩珍 

小規模多

機能夜間

喘息 

社團法人天主教愛德婦女協會 海端鄉廣原村錦屏5-2號 
863650 

0960807610 
鄭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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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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地址 電話 聯絡人 

財團法人一粒麥子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臺東市寧波街 195 號 960201 施美瑜 

服務對象社會福利別 每餐金額 補助餐數 
政府 

補助 

民眾 

自負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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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照中心 中心位置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衛生福利部台東醫院 臺東市五權街1號1樓 黃朱岑 
324112 

#1136 
340820 

天主教花蓮教區醫療 

財團法人台東聖母醫院 
臺東市杭州街2號 2樓 

俞至凌、 

謝芳婷 

322833 

#388、389 
381505 

東基醫療財團法人 

台東基督教醫院 

臺東市開封街 350 號 

慈愛樓 2樓 
張馨文 

960888 

#1253 
96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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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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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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勢者關懷協會 池上鄉 
陳金美 

359586#106 
星期一至五 8:30-16:30 

天主教花蓮教區醫療 

財團法人台東聖母醫院 
池上鄉 

簡志龍 

892490 

星期三、五 8:00-16:00 

星期四 8:00-12:00 

財團法人一粒麥子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關山鎮 

豐美花 

813542 
星期一至五 8:00-12:00 

備註：海端鄉目前無據點，提供鄰近服務據點資訊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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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疑似失智症個案確診試辦計畫 

1.協辦醫院：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臺東分院、臺東基督教醫院。 

2. 110 年度疑似失智個案鑑別診斷看診時間總表： 

  備註：東基醫療財團法人台東基督教醫院於 110 年 2 月開始特約門診。 

3.免費交通車接送：僅提供偏遠地區之個案，分為海岸線、縱谷線及南迴線，每台 

車配有一名接受過訓練之照顧服務員，且可有一名家屬陪同就醫。 

4.確診三階段：醫師問診―理學檢查―心理師評估及測驗。(當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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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關山慈濟醫院 
814880 分機 310 關山鎮、池上鄉、海端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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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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端鄉衛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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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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關懷據點 

關懷據點 據點地點 服務時間 聯絡電話 

崁頂關懷站 海端鄉崁頂村 20號 
週一、週三 

08：00-16：00 
814392 

廣原關懷站 海端鄉廣原村大埔12-1號 
週一至週五 

08：00-16：00 
863010 

愛德故事館 海端鄉初來 7鄰 6號 
週一至週五 

08：00-16：00 
931560 

 

(2)文化健康站 

文健站名稱 服務地點 服務時間 聯絡人 

利稻文健站 
海端鄉利稻村 

1鄰 4-2 號 

週一至週五 

08:00-16:00 

古聖威 

938035 

加和文健站 
海端鄉加拿村 

加南 6-3 號 

週一至週五 

08:00-16:00 

馬樂可 

814260 

新武文健站 
海端鄉海端村 

新武呂 10 鄰 41 號 

週一至週五 

08:00-16:00 

余曉倩 

0977-1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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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池上鄉多元照顧服務中心 (建置中，預計 110 年 5 月開幕) 

1.服務說明： 

提供當地居民社區化長照多元服務，具有日間照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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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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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上鄉福文村文化 208-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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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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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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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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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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東縣政府 
縱谷線區社會
福利服務中心 

814177 
814782 

關山鎮民權路 61 號 

1.服務區域：延平鄉、鹿野
鄉、關山鎮、海端鄉及池上
鄉 

2.服務對象：居住縱谷線之民
眾 

3.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早上
8 點至下午 5 點 

4.內容：脆弱家庭個案管理、
團體或社區方案、及福利服
務資源之發掘、整合、運用
與轉介 

臺東縣輔具暨
生活重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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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公所 

(一) 資源連結課室 

單位 姓名 聯絡電話 服務內容 

社會課 劉韋呈 931019#258 老人福利資源、身心障礙福利資源 

社會課 吳沐霖 931019#206 老人福利資源 

 

(二) 各村長/村幹事連絡資訊 

村別 

職稱 
姓名 連絡電話 地址 

加拿 
村長 黃國雄 0928-441418 

加拿村 8鄰加平 44-2 號 
村幹事 田夢蕾 0910-980171 

崁頂 
村長 邱守常 814323 

崁頂村 3鄰中福 65 號 
村幹事 張碧蓉 0910-980172 

海端 
村長 邱春龍 0955-463625 

海端村 1鄰山平 7號 
村幹事 謝玉君 0910-980173 

廣原 
村長 余春梅 0912-781304 

廣原村 4鄰龍泉 30 號 
村幹事 潘郁心 0910-980174 

霧鹿 
村長 古振英 0936-356572 

霧鹿村 2鄰霧鹿 21 號 
村幹事 古欣玉 0910-980175 

利稻 
村長 古金福 0930-203972 

利稻村 1鄰文化 1-8 號 
村幹事 黃馨惠 0910-980176 

 

三、 醫療資源 

項次 單位 電話 地址 

1 海端鄉衛生所 931391 海端村山界 29 號 

2 關山慈濟醫院 814880 關山鎮和平路 125-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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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地團體 

 

類別 名稱 電話 地址 服務項目 

發展 

協會 

加拿社區發展協會 814260 
加拿村加南 6-3

號 

提升居民社區

意識與認同感；

推動社區志願

服務；辦理社區

守望相助 

崁頂社區發展協會 811927 
崁頂村東 8-1 鄉

道 20 號 

廣原社區發展協會 0905-675130 
廣原村錦屏 8 鄰

56 號 

利稻社區發展協會 938035 
利稻村 1鄰 

4-2 號 

海端社區發展協會 0905-993938 
海端村 9 鄰新武

呂 14-1 號 

霧鹿社區發展協會 0984-228551 
霧鹿村 3 鄰霧鹿

37 號 

基 

金 

會 

博幼基金會臺東中心 930073 
關山鎮德高里 32

鄰西莊 44 號 

辦理課後輔導

教學；培育在地

輔導教學資源 

華山基金會– 

海端天使站 
551782 

鹿野鄉中華路二

段 145 號 

為社區老人提

供專業照顧，建

立有尊嚴、尊重

的照護模式 

樂齡

學習 
海端鄉生活美學協會 0913-628936 

海端鄉崁頂村 

1鄰 13-15 號 

辦理以中高齡

者為主之課程

活動；提升中高

齡者身心健康

及改變增能 

輔具

資源 

輔具中心-海端據點 
輔具中心窗口

232263 

廣原村錦屏 5-2

號 

輔具維修、評

估、媒合等諮詢 

門諾基金會愛心輔具

銀行-關山工作站 

玉里分行 

03-8885800 

關 山 鎮 中 華 路

38-2 號 

輔具租借、募集

捐贈、整備再生

等諮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