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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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衛生所內) 

撥打當地照管中心分站專線 089-55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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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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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基醫療財團法人台東 

基督教醫院 

鹿野鄉 
臺東縣臺東市開封街 350 號 

089-960888#1215 

延平鄉、鹿野鄉(龍田村) 
臺東縣臺東市開封街 350 號 

089-960888#1212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關山慈濟醫院 

鹿野鄉、關山鎮 
臺東縣關山鎮和平路 125 之 5 號 

089-814880#353/0982-198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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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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私立真善美居家 

長照機構 

卑南鄉、鹿野鄉、延平鄉 
臺東縣臺東市中華路三段 142 號 

089-345688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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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受託單位備專車至受服務者家裡接送至服

務單位；下午 3:3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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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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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一粒麥子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鹿野鄉 
臺東縣鹿野鄉瑞隆村佑民路 2 號 

089-581359 

※實際收費依日間照顧中心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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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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東縣鹿野鄉衛生所附設

居家護理所 
鹿野鄉 

臺東縣鹿野鄉中華路 1 段 418 號 

089-550722/089-551074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附設關山慈濟居家護理所 

延平鄉、鹿野鄉、關山鎮 

海端鄉、池上鄉 

臺東縣關山鎮和平路 125 之 5 號 

089-814880#351 

天主教花蓮教區醫療財團

法人附設聖母居家護理所 

臺東全縣 

(離島除外) 

臺東市杭州街 2 號 

089-322833#125 

天主教花蓮教區醫療財團

法人台東聖母醫院 
臺東全縣 

臺東市杭州街 2 號 

089-322833#112 

東基醫療財團法人附設 

居家護理所 

臺東市、卑南鄉、鹿野鄉 

東河鄉都蘭村 

臺東市開封街 350 號 

089-960888#1203 

東基醫療財團法人台東 

基督教醫院 

臺東市、卑南鄉、關山鎮 

鹿野鄉、延平鄉、海端鄉 

臺東市開封街 350 號 

089-960888#1182 

鹿野鄉 
臺東縣鹿野鄉佑民路 2 號 

089-580070 

衛生福利部台東醫院附設

居家護理所 
臺東全縣 

臺東市五權街 1 號 

089-324112#1131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 臺東全縣 
臺東市五權街 1 號 

089-324112#1201 

馬偕醫院台東分院附設 

居家護理所 
臺東全縣 

臺東市長沙街 303 巷 1 號 

089-356947 

馬偕紀年醫院臺東分院 臺東全縣 
臺東市長沙街 303 巷 1 號 

089-310150#490 

臺北榮民總醫院臺東分院 
臺東全縣 

(離島除外) 

臺東市更生路 1000 號 

089-222995#2012/0910-474899 

晴安居家護理所 臺東全縣 
臺東市中華路三段 103 號 

089-358500 

東美居家物理治療所 臺東全縣 
臺東市興安路一段 55 號 1 樓 

089-235832/0939-429938 

大福職能治療所 臺東全縣 
臺東市勝利街 50 巷 1 號 

089-321001 

臺東縣藥師公會 臺東全縣 
臺東市開封街 370 號 2 樓 

089-337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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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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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補助標準：(每月最多補助 8 趟次) 

給付額度 

300 元/次 

交通接送部分負擔比率(%) 

長照低收 0% 長照中低收 7% 一般戶 21% 

單趟費用 0 21 元/次 63 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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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採電話預約方式，請於乘車日前三天至七天完成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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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ttshbltc.ttshb.gov.tw/view.php?bno=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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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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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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基醫療財團法人台東 

基督教醫院 
臺東市開封街 350 號 

089-960888 

#1215 
李春惠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關山慈濟醫院 

臺東縣關山鎮和平路

125 之 5 號 

089-814880 

#353 
馬怡仙 

臺東縣私立真善美居家 

長照機構 

臺東市中華路三段 

142 號 
089-345688 耿清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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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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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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 提供服務單位 單位地址 電話 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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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東市中興路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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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9285 

莊陳維麟 

安康護理之家 
臺東市中華路三段

195 號 
089-345865 林思岑 

臺東縣私立樂齡老人 

長期照顧中心 

臺東市太原路三段

242 號 
089-322655 郭懿萱 

日照喘息 
財團法人一粒麥子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臺東縣鹿野鄉瑞隆村 

佑民路 2 號 
089-581359 謝昕莼 

小規模多

機能夜間

喘息 

財團法人一粒麥子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臺東縣鹿野鄉瑞隆村 

佑民路 2 號 
089-581359 謝昕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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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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9-960220#6809 趙娸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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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共同照護中心服務對象及內容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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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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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作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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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東醫院 臺東醫院一樓 黃朱岑 護理長 089-324112#1136 089-34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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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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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野鄉社區 

健康促進協會 
鹿野鄉 

朱心怡 

電話：089-580871 

每周二至周五 8:00~16:00 

據點地址： 

臺東縣鹿野鄉瑞隆村瑞景路一段 22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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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疑似失智症個案確診試辦計畫 

1.緣起：本縣轄內年輕人口外移，家中長者相互照顧，且偏鄉醫療資源貧乏，鑑定失

智症之醫療院所皆在市中心，而本縣可進行失智症確診之醫師僅少數，加上其確診

程序繁瑣，檢查及追蹤期間較為耗時。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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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0 年度疑似失智個案鑑別診斷看診醫院及時間總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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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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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臺東縣疑似失智症個案鑑別診斷流程： 

 

 

 

 

 

 

 

 

 

 

 

 

 

 

 

 

醫療單位\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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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一粒麥子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089-580632 

臺東市、卑南鄉、延平鄉、鹿野鄉、關

山鎮、海端鄉、池上鄉、太麻里鄉、綠

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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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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級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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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鄉衛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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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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豐社區照顧

關懷據點 

臺東縣鹿野鄉新豐村新和路 281巷 1 號 

(新豐社區活動中心) 

每週一至週五

09:00-15:00 
089-580871 

永安社區照顧

關懷據點 

臺東縣鹿野鄉永安村 3鄰永安路 282 號 

(永安老人會館) 

每週一至週五

09:00-15:00 
089-580871 

龍田社區照顧

關懷據點 

臺東縣鹿野鄉光榮路 306號 

(龍田社區活動中心) 

每週一至週五

09:00-15:00 
089-580871 

瑞源社區照顧

關懷據點 

臺東縣鹿野鄉瑞源村同興路 156號 

(大原花布燈籠生活文化館)  

每週一至週五

09:00-15:00 
089-580871 

(2)文化健康站 

文健站名稱 服務地點 服務時間 聯絡人 

永昌老人日托

關懷站 

(永昌文健站) 

臺東縣鹿野鄉永安村永安路 98號  
每週一至週五 

08:00~16:00 

089-960220 

#6810 

山嶺榴文健站 臺東縣鹿野鄉永安村 10 鄰中華路三段 5 號 
每週二至週六 

08:00~16:00 
089-551909 

巴拉雅拜文健站 臺東縣鹿野鄉鹿野村 3鄰和平路 57號 
每週一至週五 

08:00~16:00 
089-552039 

卡拿吾部文健站 臺東縣鹿野鄉瑞隆村 15鄰同興路 200號 
每週一至週五 

08:00~16:00 
089-581181 

瑞興文健站 臺東縣鹿野鄉瑞興村寶華路 7 鄰 82 號 

每週二、四、

五 

08:00~16:00 

089-550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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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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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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野鄉公所資源網絡 

(一) 資源連結課室 

單位 名稱 聯絡電話 服務內容 

鹿野鄉公所 社原課 089-580136 

1.申請低收入戶生活補助 
2.中低收入戶殘障生活補助 
3.中低收入戶老人生活補助 
4.身心障礙者生活輔助器具補助 
5.急難救助埋葬補助 
6.中低收入戶老人醫療看護補助 
7.中低收入傷病醫療看護費用補助 
8.低收入戶證明 
9.弱勢家庭緊急兒少扶助 
10.災害及意外事故慰問金 

鹿野鄉公所 社原課 089-550049 

1.換發老人及殘障乘車票 
2.身心障礙者停車證 
3.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及低收入老人公費轉介教養 
4.敬老福利生活津貼 
5.原住民急難救助 

 

(二) 各村長/村幹事連絡資訊 

村別 

職稱 
姓名 連絡電話 辦公處地址 

鹿野村 
村長 張英宏 

089-551406 
0928-350965 臺東縣鹿野鄉瑞隆村瑞景路一段 21 號 

村幹事 胡沛綸 089-580136#146 

龍田村 
村長 陳濯源 

089-551594 
0937-390888 臺東縣鹿野鄉瑞隆村瑞景路一段 21 號 

村幹事 詹定涼 089-580136#148 

永安村 
村長 陳志輝 

089-551454 
0936-989199 臺東縣鹿野鄉瑞隆村瑞景路一段 21 號 

村幹事 詹定涼 089-580136#148 

瑞隆村 
村長 彭國雄 

089-581739 
0928-836231 臺東縣鹿野鄉瑞隆村瑞景路一段 21 號 

村幹事 蘇彩琳 089-580136#145 

瑞源村 
村長 劉進金 

089-581739 
0920-910489 臺東縣鹿野鄉瑞隆村瑞景路一段 21 號 

村幹事 蘇彩琳 089-580136#145 

瑞和村 
村長 徐智雄 

089-581741 
0921-271780 臺東縣鹿野鄉瑞隆村瑞景路一段 21 號 

村幹事 洪慧如 089-580136#125 

瑞豐村 
村長 林美惠 

089-812745 
0919-202945 臺東縣鹿野鄉瑞隆村瑞景路一段 21 號 

村幹事 洪慧如 089-58013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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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醫療資源 

項次 單位 電話 地址 

1 鹿野衛生所 
089-551074 

089-550722 
鹿野鄉鹿野村中華路一段 418 號 

2 鹿名診所 089-551255 鹿野鄉鹿野村中華路二段 52 號 

3 鹿野診所 089-550457 鹿野鄉鹿野村中華路二段 156 號 

4 平安藥局(健保特約藥局) 089-550688 鹿野鄉鹿野村中華路二段 5 號 

5 鹿野藥局(健保特約藥局) 089-552027 
鹿野鄉鹿野村中華路二段 146 號 1

樓 

6 東沐藥師藥局 089-551825 鹿野鄉鹿野村中華路二段 7 號 

 

四、 在地團體資源 

(一) 社區發展協會 

類別 名稱 理事長/電話 地址 服務項目 

社會

福利

組織 

臺東縣鹿野鄉和平社區

發展協會 

林正德 

0905-208822 

臺東縣鹿野鄉鹿野村 

和平路 57 號 

1.社區產業發

展及導覽。 

2.社區守望。 

3.喪葬喜宴關

懷協助。 

臺東縣鹿野鄉龍田社區

發展協會 

蔡登源 

089-551259 

臺東縣鹿野鄉龍田村 

光榮路 308 號 

臺東縣鹿野鄉永昌社區

發展協會 

周淑芬 

089-552093 

臺東縣鹿野鄉永安村 

永安路 98 號 

臺東縣鹿野鄉永安社區

發展協會 

陳宗猛 

089-552224 

臺東縣鹿野鄉永安村 

永安路 275 巷 75 號 

臺東縣鹿野鄉瑞隆社區

發展協會 

彭國雄 

0928-836231 

臺東縣鹿野鄉瑞隆村 

佑民路 7 號 

臺東縣鹿野鄉瑞源社區

發展協會 

劉進金 

089-580492 

臺東縣鹿野鄉瑞源村 

瑞景路一段 388 號 

臺東縣鹿野鄉瑞豐社區

發展協會 

林美惠 

089-812013 

臺東縣鹿野鄉瑞豐村 

景新路 60 巷 2 號 

臺東縣鹿野鄉瑞和社區

發展協會 

韓筆鋒 

0928-825863 

臺東縣鹿野鄉瑞和村 4

鄰瑞景路 3 段 121 號 

臺東縣鹿野鄉新豐社區

發展協會 

江永清 

089-580131 

臺東縣鹿野鄉瑞豐村 

新和路 281 巷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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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老人會 

類別 名稱 理事長/電話 地址 服務項目 

社會

福利

組織 

臺東縣鹿野鄉老人會 
陳永盛 

0912-789370 

臺東縣鹿野鄉瑞隆村

佑民路 7 號 

辦理老人各項

活動、聚會及

關懷互助。 

臺東縣鹿野鄉龍田老人會 
張麗珍 

0919-551259 

臺東縣鹿野鄉龍田村

光榮路 316 號 

臺東縣鹿野鄉永安老人會 
陳志輝 

0936-989199 

臺東縣鹿野鄉永安村

永安路 472 號 

臺東縣鹿野鄉瑞豐老人會 
黃陳秀珠 

0937-331062 

臺東縣鹿野鄉瑞豐村

中山路 248 號 

臺東縣鹿野鄉瑞和老人會 
簡瑞榮 

0937-391043 

臺東縣鹿野鄉瑞和村

瑞景路三段 195 號 

臺東縣鹿野鄉長青協會 
蕭其寶 

0912-103267 

臺東縣鹿野鄉鹿野村

中華路一段 408 號 

 

(三) 其他服務在地民眾公部門 

類

別 
名稱 理事長/電話 地址 服務項目 

公 

部 

門 

臺東縣社會處-縱谷

線區社會福利服務

中心 

089-814177 
臺東縣關山鎮 

民權路 61 號 

1.脆弱家庭個案管理。 

2.團體或社區方案。 

3.福利服務資源之發掘、

整合、運用與轉介。 

臺東縣新住民家庭

服務中心 
089-320051 

臺東市中正路 103號

2 樓 

1.生活輔導服務。 

2.個案服務。 

3.方案服務。 

4.外語諮詢及電話關懷

服務。 

5.新住民家庭暴力追蹤

輔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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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各村資源 

(一) 鹿野村 

類

別 
名稱 電話 地址 服務項目 

公

部

門 

警察局關山分局 

-鹿野分駐所 
089-551114 

鹿野鄉鹿野村 9鄰

中華路二段 57 號 

24 小時受理報案「110」報案

勤務指揮中心，車輛免費加

水、充氣、提供廁所盥洗。 

鹿野鄉民代表會 089-551205 
鹿野鄉鹿野村 

中華路二段 141號 
服務民眾。 

鹿野村辦公處 089-552255 
鹿野鄉鹿野村 

中華路一段 408號 
服務民眾。 

臺東縣長期照顧中心

-鹿野分站 
089-551537 

鹿野鄉鹿野村 

中華路一段 418號 

申辦居家照顧服務、老人營

養送餐服務、居家(機構)喘

息服務、復能服務、交通服

務、輔具租借、無障礙環境

改善服務等。 

社

會

福

利

組

織 

鹿野華山基金會 

-愛心天使站 
089-550115 

鹿野鄉鹿野村 

中華路二段 145號 

1.65 歲以上或原住民 55 歲

以上獨居、失能、失智長

輩。 

2.100 歲以上之人瑞。 

3.原床泡澡需求之長輩，提

供關懷訪視、家務服務、居

家環境改善、身體照顧、餐

食服務、陪同就醫取藥、物

資協助、年節關懷、促進社

會參與。 

鹿野鄉樂齡學習中心

-和平分班 
089-580871 

鹿野村和平路 

57 號 

建立全鄉性銀髮族學習支

持系統，以達到「在地學習」

的目標，使銀髮族「活到老、

學到老、活得快樂、活的有

尊嚴、活的有價值進而、健

康久久」。 

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

心-日佧地關懷協會 
089-550580 

鹿野鄉鹿野村 12 鄰

中華路二段103號 

提供關懷諮詢服務，運用團

體工作、社區工作專業方法

推展福利服務，以及原住民

族各項權益宣導或講座。 

巴拉雅拜文化健康站 089-552039 
鹿野鄉鹿野村 

和平路 57 號 
原住民文化健康站。 

聖十字架瑪莉德蘭社

會福利基金會 -鹿野

慈愛書屋 

089-330721 

089-334167 

鹿野鄉鹿野村 

中華路二段 97 號 

貧病老人居家關懷、社區老

人樂齡服務、弱勢族群關

懷、偏鄉兒童課後輔導(目前

鹿野地區僅提供此服務)等。 



22 

 

(二) 龍田村 

類

別 
名稱 電話 地址 服務項目 

公

部

門 

龍田村辦公處 089-551594 
鹿野鄉龍田村 9

鄰龍馬路 120 號 
村里辦公室。 

伯公照護站 089-580871 
鹿野鄉龍田村 

光榮路 316 號 

照顧客庄銀髮族，落實「建

構客庄伯公醫療行動網」、

「推動夥房銀髮照顧中

心」。 

敬老視力好據點 089-580871 
鹿野鄉龍田村 

光榮路 316 號 

提供設籍臺東 65 歲以上長

者免費驗光配鏡(持身分證+

印章)。 

社

會

福

利

組

織 

龍田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暨巷弄長照 C

站 

089-580871 
鹿野鄉龍田村 

光榮路 316 號 

提供健康、亞健康老人預防

及延緩失能之巷弄長照服

務站。 

鹿野鄉樂齡學習中

心-龍田分班 
089-580871 

鹿野鄉龍田村 

光榮路 306 號 

建立全鄉性銀髮族學習支

持系統，以達到「在地學習」

的目標，使銀髮族「活到老、

學到老、活得快樂、活的有

尊嚴、活的有價值進而、健

康久久」。 

商

店 
順利便利商店 無 

鹿野鄉龍田村 

光榮路 430 號 
必要時個案之訊息追蹤站。 

宗

教 
崑慈堂 089-551451 

鹿野鄉龍田村 

光榮路 308 號 

辦理大型宣導、衛教、篩檢、

巡迴醫療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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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永安村 

類

別 
名稱 電話 地址 服務項目 

公

部

門 

永安村辦公處 
089-

551454 

鹿野鄉永安村 7 鄰

永安路 578 巷 3 號 
服務民眾。 

伯公照護站 
089-

580871 

鹿野鄉永安村 

永安路 472 號 

照顧客庄銀髮族，落實「建

構客庄伯公醫療行動網」、

「推動夥房銀髮照顧中

心」。 

敬老視力好據點 
089-

580871 

鹿野鄉永安村 

永安路 472 號 

提供設籍臺東 65 歲以上長

者免費驗光配鏡(持身分證+

印章)。 

社

會

福

利

組

織 

永安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暨巷弄長照 C

站 

089-

580871 

鹿野鄉永安村 

永安路 472 號 

提供健康、亞健康老人預防

及延緩失能之巷弄長照服

務站。 

鹿野鄉樂齡學習中

心-永安分班 

089-

580871 

鹿野鄉永安村 

永安路 282 號 

建立全鄉性銀髮族學習支

持系統，以達到「在地學習」

的目標，使銀髮族「活到老、

學到老、活得快樂、活的有

尊嚴、活的有價值進而、健

康久久」。 

永昌文化健康站 
089-

960220 

鹿野鄉永安村 

永安路 98 號 
原住民文化健康站。 

山嶺榴文化健康站 
0919-

600148 

鹿野鄉永安村 10 鄰

中華路三段 5 號 
原住民文化健康站。 

臺東縣聖佳琳原住

民關懷發展協會 

周明德 

0921-

449798 

鹿野鄉永安村 11 鄰

中華路 3 段 362 號 

秉持基督博愛的精神，善用

各種方法服務需要服務的

人，使他們獲得身心靈的救

援。 

商

店 
永祥商號雜貨店 無 

鹿野鄉永安村 

永安路 338 號 
必要時個案訊息追蹤站。 

宗

教 
聖安宮 

089-

551503 

鹿野鄉永安村 

永安路 512 號 

辦理大型宣導、衛教、篩檢、

巡迴醫療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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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瑞隆村 

類

別 
名稱 電話 地址 服務項目 

公

部

門 

瑞隆村村長服務處 089-581521 
鹿野鄉瑞隆村 

同興路 25 號 
服務民眾(村長家)。 

鹿野鄉公所 089-580136 
鹿野鄉瑞隆村 

瑞景路一段 21 號 

地政業務、兵役業務、財稅

業務、建設業務、社會福利

(含協助轉介長照)及原住民

業務、農業觀光業務、清潔

隊、圖書館、幼兒園。 

臺東就業服務站- 

鹿野鄉 
089-581006 

鹿野鄉瑞隆村 

瑞景路一段 21 號 
協助提供民眾就業機會。 

社

會

福

利

組

織 

臺東縣鹿野鄉社區

健康促進協會 
089-580871 

鹿野鄉瑞隆村 13

鄰瑞景路一段 119

號 

社區關懷據點暨巷弄長照 C

站及外籍配關懷據點，結合

衛生所辦理社區健康促進

各項保健活動及宣導、捐助

財物、推展社區民眾健康休

閒活動、關懷弱勢族群及高

風險家庭及為其謀求社會

福利。 

鹿野鄉樂齡學習中

心-瑞隆分班 
089-580871 

鹿野鄉瑞源村 

同興路 156 號 

建立全鄉性銀髮族學習支

持系統，以達到「在地學習」

的目標，使銀髮族「活到老、

學到老、活得快樂、活的有

尊嚴、活的有價值進而、健

康久久」。 

一粒麥子基金會 089-581359 
鹿野鄉瑞隆村 

佑民路 2 號 

A 單位辦公室、鹿野老人日

間照顧中心/小規模多機能

服務中心、復健服務、長照

服務申辦等。 

鹿野鄉失智社區服

務據點 
089-580871 

鹿野鄉瑞隆村 

瑞景路一段 221 號 
失智社區服務據點。 

瑞隆社區關懷據點 
林子珮

0988-722572 

鹿野鄉瑞隆村 

佑民路 7 號 

臨托、共餐、電話問安、關

懷訪視、健康促進。 

每周三 09:00~11:00 

鹿野鄉大原樂齡學

習中心 

林子珮

0988-722572 

鹿野鄉瑞隆村 

佑民路 7 號 
辦理樂齡課程。 

卡拿吾部文化健康

站 
0985-558167 

鹿野鄉瑞隆村 

同興路 22 號 
原住民文化健康站。 

臺東縣鹿野鄉原住

民族發展協會 

周菊英 

0935-130248 

鹿野鄉瑞隆村瑞景

路一段142巷10弄

10 號 

承辦鹿野鄉原住民族發展

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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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名稱 電話 地址 服務項目 

宗

教 
源聖宮 089-580216 

鹿野鄉瑞隆村 

佑民路 9 號 

辦理大型宣導、衛教、篩

檢、巡迴醫療場地。 

巡迴醫療時間： 

每週四 17:30~20:30 

 

(五) 瑞源村 

類

別 
名稱 電話 地址 服務項目 

公

部

門 

瑞源派出所 089-581134 
鹿野鄉瑞源村 6 鄰

瑞景路一段 386 號 
維護治安。 

瑞源村辦公處 089-581739 
鹿野鄉瑞源村 

瑞景路一段 388 號 
服務民眾。 

伯公照護站 089-580871 
鹿野鄉瑞源村 

同興路 156 號 

照顧客庄銀髮族，落實

「建構客庄伯公醫療行動

網」、「推動夥房銀髮照顧

中心」。 

敬老視力好據點 089-580871 
鹿野鄉瑞源村 

同興路 156 號 

提供設籍臺東 65 歲以上長

者免費驗光配鏡(持身分證+

印章)。 

社

會

福

利

組

織 

瑞源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暨巷弄長照 C

站 

089-580871 

鹿野鄉瑞源村 

同興路 156 號 

(大原花布燈籠 

生活文化館) 

提供健康、亞健康老人預

防及延緩失能之巷弄長照

服務站。 

鹿野鄉樂齡學習中

心 
089-580871 

鹿野鄉瑞源村 

同興路 156 號 

建立全鄉性銀髮族學習支

持系統，以達到「在地學習」

的目標，使銀髮族「活到老、

學到老、活得快樂、活的有

尊嚴、活的有價值進而、健

康久久」。 

商

店 

雜貨店 

(瑞源國小正門) 
無 

鹿野鄉瑞源村 

文化路 108 號 

必要時個案之訊息追蹤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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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瑞和村 

類

別 
名稱 電話 地址 服務項目 

公

部

門 

瑞和村辦公處 089-581741 
鹿野鄉瑞和村 

瑞景路三段 121 號 
服務民眾。 

鹿野鄉老人文康活

動中心 
無 

鹿野鄉瑞景路三段

福明宮隔壁 

辦理社區活動、宣導、健

康促進巡迴等場地。 

社

會

福

利

組

織 

瑞興文化健康站 089-550580 
鹿野鄉瑞和村 

寶華路 82 號 
原住民文化健康站。 

商

店 
雜貨店 無 

鹿野鄉瑞和村 2 鄰

瑞興路 65 號 

必要時個案之訊息追蹤

站。 

宗

教 
福明宮 089-581936 

鹿野鄉瑞景路三段

201 號 

辦理大型宣導、衛教、篩

檢、巡迴醫療場地。 

 

(七) 瑞豐村 

類

別 
名稱 電話 地址 服務項目 

公

部

門 

關山分局 

瑞豐派出所 
089-811419 

鹿野鄉瑞豐村 

中山路 171 號 
維護治安。 

鹿野鄉公所新豐活

動中心 
089-580131 

鹿野鄉瑞豐村 

新和路 281 巷 1 號 
社區活動中心。 

瑞豐村辦公處 089-810548 
鹿野鄉瑞豐村 

景新路 60 巷 2 號 
服務民眾。 

伯公照護站 089-580871 
鹿野鄉新豐村 

新和路 281 巷 1 號 

照顧客庄銀髮族，落實

「建構客庄伯公醫療行動

網」、「推動夥房銀髮照顧

中心」。 

敬老視力好據點 089-580871 
鹿野鄉新豐村 

新和路 281 巷 1 號 

提供設籍臺東 65 歲以上

長者免費驗光配鏡(持身

分證+印章)。 



27 

類

別 
名稱 電話 地址 服務項目 

社

會

福

利

組

織 

新豐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暨巷弄長照 C

站 

089-580871  
鹿野鄉新豐村 

新和路 281 巷 1 號 

提供健康、亞健康老人預

防及延緩失能之巷弄長照

服務站、伯公照護站。 

鹿野鄉樂齡學習 

中心-新豐分班 
089-580871 

鹿野鄉新豐村 

新和路 281 巷 1 號 

建立全鄉性銀髮族學習支

持系統，以達到「在地學

習」的目標，使銀髮族「活

到老、學到老、活得快樂、

活的有尊嚴、活的有價值

進而、健康久久」。 

瑞豐社區發展協會 
林子珮 

0988-722572 

鹿野鄉瑞豐村 

景新路 60 巷 2 號 

臨托、共餐、電話問安、關

懷訪視、健康促進。 

每周二 09:00~11:00 

商

店 

新豐便利商店 無 
鹿野鄉瑞豐村 

中山路 55 號 

兼明和中藥房及必要時個

案之訊息追蹤站。 

宗德商行 089-810145 
鹿野鄉瑞豐村 

中山路 207 號 

必要時個案之訊息追蹤

站。 

宗

教 

協天宮 089-810548 
鹿野鄉瑞豐村 

景新路 60 巷 2 號 

辦理大型宣導、衛教、篩

檢、巡迴醫療場地。 

巡迴醫療時間： 

每周二 13:30~16:30(輪週) 

聖豐宮 089-550131 
鹿野鄉新豐村 9 鄰

55 號 

辦理大型宣導、衛教、篩

檢、巡迴醫療場地。 

巡迴醫療時間： 

每周二 13:30~16:30(輪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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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鹿野鄉專屬服務資源 

(一) 鹿野鄉幸福小黃營運資訊 

 
 

 

(二) 臺東縣社區心理衛生中心─鹿野鄉服務站 

 服務內容：提供親子管教、夫妻婚姻、容易焦慮緊張、失眠、困擾行為、心情

憂鬱或有自殺念頭等免費心理諮詢/諮商服務。 

 服務時間：周三 14:00~16:00 

 服務地點：臺東縣鹿野鄉衛生所(臺東縣鹿野鄉鹿野村中華路一段 418 號) 

 服務電話：089-551074(採電話預約，承辦人：陳俐伶護理師) 

自殺防治諮詢安心專線：1925；臺東心理衛生中心專線：089-3365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