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計畫 A單位」 
壹、敏盛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計畫服務區域： 

1.桃園區  

2.八德區  

貳、敏盛社區整體照顧模式: 

叁、服務對象： 

   1.65 歲以上失能老人 

   2.55-64 歲失能原住民 

   3.50 歲以上失智者 

   4.領有身障卡者，無年齡限制 

    
個管師與本院居家護理

師家訪，為個案換管路。 

個管師與治療師共同訪視早

療個案。 



肆、聘用外籍看護注意事項 

聘僱看護工或遷出服務區域等情事需停止使用服務時，應於 3 日前口頭或書面

告知本單位，倘若發現刻意隱瞞情事(如已聘請外籍看護工)而取得不當服務，乙

方應負一切法律責任並返還已支付之服務補助經費。 

伍、提供服務項目 

   1.照顧服務： 

              提供長者需要身體照顧服務，包含協助如廁、沐浴、穿換衣服、口腔清潔、進

食、服藥、翻身、拍背、關節活動及生豁日常輔助事宜。 

   2.專業服務： 

    復能照護、營養照護、進食及吞嚥照護、問擾行為照護、居家護理訪視、臥床

或長期活動受限照護 

   3.交通接送服務： 

    往返居家至醫療院所就醫、復健、洗腎等之交通接送。 

   4.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改善服務： 

    輔具、輔具選用建議、使用說明、輔具各尺寸調整配置、諮詢服務。 

   5.居家醫療： 

提供就醫不便之長者居家醫療訪視之需求，解決個案至醫院就醫不便，醫師進

入家中診療、開藥。 

陸、派案機制 

(1) 個案服務選擇意願優先 

(2) 服務量能充足優先 

(3) 服務提供及時性高優先 

(4) 服務提供可近性高優先 



柒、小故事 
桃園區-李 O 祥個案 

個案因於今年 4 月初跌倒而導致骨裂，案家擔憂風險過高至今尚未開刀，故目前長

期臥床，於 5 月中旬申請長照服務，個管師安排初次訪視、了解個案身體狀況、需

求，與個案、家屬討論後擬定了照顧計畫，因個案出現壓瘡傷口、手腳僵硬退化、

情緒不穩等情況，造成家屬極大的身心壓力，在個管師協助安排專業服務介入(居家

復健、居家護理)。1 個月後便有明顯的進步，家屬表示居家護理、衛教指導皆幫助

個案傷口癒合快速，且個案開始有意願自行翻身、手腳運動等，認為身體疼痛減緩

許多讓個案心情開朗許多，願意開口與他人談話，期待持續使用長照服務，提升個

案各方面之能力。 



捌、服務單位聯繫方式 
居家照顧 

居家照顧 

單位名稱 服務轄區 電話 

財團法人天主教德來會附設桃園市私立德來綜合長照機構(居家服務) 桃園區、八德區 03-3317226 

桃園市私立祥育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桃園區 03-3333623 

桃園市私立桃園市私立慈照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居家式服

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桃園區、八德區 03-3391181 

桃園市私立家慈居家長照機構 桃園區、八德區 03-3651901 

桃園市私立銀寶寶居家長照機構 桃園區、八德區 03-3776048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桃園市私立慈濟居家長照

機構(居家服務及居家喘息) 
桃園區、八德區 

03-3586111 

轉 202 

桃園市私立健德居家長照機構(居家服務及居家喘息) 桃園區、八德區 03-3651399 

好厝邊長照有限公司附設桃園市私立好厝邊居家長照機構 桃園區 03-3391736 

(居家服務)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怡德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附設

桃園市私立怡德綜合長照機構 
桃園區、八德區 

03-337-3488 

轉 36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桃園市分會社團法人附設桃園市私立紅十字居家式

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桃園區、八德區 03-3327656 

桃園市私立旭登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居家服務) 桃園區、八德區 03-2181190 

桃園市私立睿齡居家長照機構 桃園區 03-3330912 

桃園市私立寬福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居家服務) 桃園區、八德區 03-3702500 

職物語長照事業有限公司附設桃園市私立樂職心居家式長照機構 桃園區 0900-778-610 

有限責任台灣怡嘉看護家事管理勞動合作社附設桃園市私立怡嘉居家

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八德區 03-2170580 

桃園市私立慈山居家長照機構 八德區 03-3650498 

桃園市私立弘成居家長照機構 八德區 03-3465666 

有限責任台灣弘和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附設桃園市私立弘和居家長照

機構 
八德區 03-3667076 



桃園市私立慶安居家長照機構 八德區 03-3277500 



營養送餐 

單位名稱 服務轄區 電話 

旭登護理之家 桃園區、八德區 03-3677666 



 

專業服務 

單位名稱 服務轄區 電話 

弘成居家護理所 桃園區、八德區 

03-3465666、0911-322882、 

0911-372002 

全能居家職能治療所 桃園區、八德區 0903101140 

盛豐診所 桃園區、八德區 

02-22062339、0933-280601、 

0911872945 

寶珠職能治療所 桃園區 02-24256090、0906-030-403 

全齡居家職能治療所 桃園區、八德區 0989-340673 

家安居家護理所 桃園區、八德區 03-3559930、0927-395594 

關鍵語言治療所 桃園區、八德區 03-4364329、0958-021211 

惠心居家護理所 桃園區、八德區 03-3126508、0963-733650 

仁心居家物理治療所 桃園區、八德區 03-3126508、0963-733650 

桃園居家職能治療所 桃園區、八德區 

03-45530956、0910-375369、 

0955-491485 

職物語居家職能治療所 桃園區、八德區 0913-820528、0900-778610 

晴康居家護理所 桃園區、八德區 0905-737624 

美家人力資源股份有限公司附設私立樂齡居家

長照機構 

桃園區、八德區 

04-35077388#302、 

0976-536761 

用心居家呼吸照護所 桃園區、八德區 03-3175992、0915-885919 

達特窩可居家物理治療所 桃園區、八德區 02-26748522、0918237138 

億家安居家物理治療所 桃園區、八德區 

03-3323143 、 0921-193141 、

0934-316161 

擁晴居家職能治療所 桃園區、八德區 03-4522618 、 0918-291491 、



0968-768818 

幸福居家護理所 桃園區 03-3633004、0952-991765 

致樂居家物理治療所 桃園區、八德區 03-3700102、0920-005215 

樂福居家護理所 桃園區、八德區 03-2160080、0987-760750 

晴天居家護理所 桃園區、八德區 0935-800983 

恭一居家物理治療所 桃園區、八德區 0937-804147 

詠馨居家護理所 桃園區、八德區 03-3852779、0988-387378 

宜杏居家護理所 桃園區、八德區 0965-303838 

好時光心理治療所 桃園區、八德區 04-24071149、0978-672525 

社團法人台灣健康整合服務協會 桃園區、八德區 03-2222607、0937-122794 

桃園市物理治療生公會(110 年結束簽約) 桃園區、八德區 0932-280601 

福安居家物理治療所 桃園區、八德區 03-3868700#11、0965-667316 

富立順居家護理所 桃園區、八德區 0968-511760 

瑞之盟營養機構 桃園區、八德區 

0907-010671 、 0919-264562 、

0952-264599 

中順居家護理所 桃園區、八德區 03-3179113、0912-885851 

本芯居家物理治療所 桃園區、八德區 03-3596985、0919-926517 

惠好居家職能治療所 桃園區、八德區 0936-999246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桃園區、八德區 

03-3384889#3141、 

0912-695093 

安安物理治療所 桃園區、八德區 

02-28120898 、 0928-222366 、  

0908-105539 

嘉育居家護理所 桃園區、八德區 03-3732203、0900-277269 

承德居家護理所 桃園區、八德區 02-25557985#212、 



0921-821039、0988-092096 

仁仁居家護理所 桃園區、八德區 03-4685666、 

敦仁診所附設居家護理所 桃園區、八德區 03-3708262、0936-655826 

敦仁診所附設居家物理治療所 桃園區、八德區 03-4535258、0933-761506 

良祺復健科診所 桃園區 03-3467890、0937348983 

雄心理治療所(110 年結束簽約) 桃園區 0937-011-874 

向日天使物理治療所(只接早療) 桃園區、八德區 03-2183092、0923-105440 

康健居家護理所 桃園區、八德區 02-26098531、0934-018821 

元新居家物理治療所(110 年結束簽約) 桃園區、八德區 0966-880711 

優兒適職能治療所 桃園區、八德區 03-3318899、0930-053308 

美一天居家物理治療所  桃園區、八德區 0922-073672 

馨安居家護理所 桃園區、八德區 03-2871090、0975-590125 

敏盛綜合醫院(復健科) 桃園區 

03-3179599#7322、 

0975-082176 

美安居家護理所 桃園區、八德區 03-5517731、0978-120171 

美善居家護理所 桃園區、八德區 02-26092380、0978-120171 

祥安居家物理治療所 桃園區、八德區 0985877157 

安安職能治療所 桃園區、八德區 

02-28120898 、 0911-983911 、  

0908-105539 

聯新國際醫院桃新分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桃園區、八德區 

03-3325678#2535、 

0903-243287 

真醫診所 桃園區、八德區 03-3565918#11、0906-997708 

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附設聖保祿

居家護理所 

八德區 03-3773329、0975-838992 



交通接送、緊急救援 

服務類別 單位名稱 服務轄區 電話 

交通接送 世豪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桃園區、八德區 03-331-6367 

交通接送 福倫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區、八德區 
0800-616-978 

02-412-8789 

交通接送 生通公司 桃園區、八德區 03-376-6625 

交通接送 康健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桃園區、八德區 
02-26718598 

0989-632560 

緊急救援 中興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區、八德區 0800-095-119 

 



居家喘息 

單位名稱 服務轄區 電話 

中華民國弘揚看護協會附設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 
桃園區、八德區 04-24759611 

財團法人天主教德來會附設桃園市私立德來綜合

長照機構 
桃園區、八德區 

03-3317226#17 、

0972-776389 

桃園市私立祥育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桃園區 
03-3333623、 

0933-946897 

桃園市私立桃園市私立慈照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桃園區、八德區 

03-3391181、 

0910-618593 

桃園市私立家慈居家長照機構 桃園區、八德區 03-3651901、 

桃園市私立銀寶寶居家長照機構 桃園區、八德區 
03-3776048、 

0976-384048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桃園

市私立慈濟居家長照機構(居家服務及居家喘息) 
桃園區、八德區 

03-3586111#202 、

0982-041068 

桃園市私立健德居家長照機構 桃園區、八德區 

03-3651399、 

0919-303740 、

0953-700370 

有限責任台灣怡嘉看護家事管理勞動合作社附設

桃園市私立怡嘉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桃園) 

桃園區、八德區 0905-855777 

(居家服務)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怡德老人長期照

顧中心(養護型)附設桃園市私立怡德綜合長照機

構 

桃園區、八德區 
03-3373488#12 、

0972616379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桃園市分會社團法人附設桃園

市私立紅十字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桃園區、八德區 03-3327609#16 

桃園市私立旭登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桃園區、八德區 
03-2181190#6303 、

0920953482 

桃園市私立睿齡居家長照機構 桃園區、八德區 
03-3330912 、

0982471123 

有限責任台灣弘和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附設桃園

市私立弘和居家長照機構(居家喘息) 
桃園區、八德區 

03-3667076、 

0922-757050 

寬福護理之家( 機構喘息及居家喘息) 桃園區、八德區 03-3702500#16、26 

桃園市私立長青文殊居家長照機構(居喘) 桃園區 
03-4277990#12 、

0922613486 

桃園市私立慈山居家長照機構 八德區 
03-3650498、 

0965-508625 

桃園市私立慶安居家長照機構 八德區 03-3277500、 



0987-468857 



機構喘息 

單位名稱 電話 地址 

財團法人天下為公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附設桃園市私立

龍潭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

型) 

03-4116889 
桃園市龍潭區高原里8鄰南

坑 3之 5 號 

桃園市私立慈恩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養護型) 
03-4558858、0919877360 

桃園市中壢區自立三街2巷

16、18 號 

桃園市私立台大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養護型) 
03-3555036、0973353156 

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242號

4 樓 

桃園市私立恩澤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養護型) 
03-3333636、0933874832 

桃園市桃園區中央街26號1

樓 

桃園市私立長祐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養護型) 
03-4356337、0988222252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

188、190 號二樓 

桃園市私立龍德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養護型) 
03-4970361、0921981425 

桃園市新屋區三民路265巷

68 號 

桃園市私立八德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養護型) 
03-2182128、0912272622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

758 巷 8 號 

桃園市私立樂活護理之家 03-4724659 
桃園市楊梅區富豐南路 109

巷 106 號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附設

護理之家（1090826 解約） 
03-3384889、0976731627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三段

100 號 

仁義護理之家 03-3191688、0930280176 
桃園市龜山區自強南路 289

號 

信安護理之家 03-3272200、0930353518 
桃園市龜山區文昌二街 79

號 

桃園市私立元福護理之家 03-3909835 
桃園市大溪區瑞源里石園

路 760 巷 316 號 

國軍桃園總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03-4799595、0972765618 
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168號

5 樓 

天成醫院附設護理之家(停業) 03-4850601 桃園市楊梅區新成路196號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附設長青護

理之家 
03-3492345#2346 

桃園市龜山區舊路村東舊

路坑 26-8 號 

大園敏盛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03-3867521#508 
桃園市大園區華中街 2 號

3-5 樓 

桃園市私立家悅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養護型) 
03-3342139、0963513002 

桃園市桃園區新生路165號

5 樓之 2 

桃園市私立康益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養護型) 
03-3347259、0963513003 

桃園市桃園區新生路165號

5 樓之 1 

桃園市私立龍祥長期照顧中心

(長期照護型) 
03-4719302、0932247636 

桃園市龍潭區高平村高揚

南路 97-1 號 

桃園市私立愈健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養護型) 
03-3181946、0963632995 

桃園市龜山區大湖里文三

三街 5巷 5號 

恩典護理之家 03-3490069、0960009488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

956 號 4-6 樓 

桃園市私立恩典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養護型) （1090910 解約） 
03-3498111、0960009488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

956 號 2-3 樓 

桃園市私立慈家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養護型) 
03-3331155、0988191261 

桃園市桃園區新生路165號

6 樓之 1 

桃園市私立慈庭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長期照護型) 
03-3319379、0988191261 

桃園市桃園區新生路165號

6 樓之 2 

揚明護理之家 
03-4581899#111 

0961583363 

桃園市平鎮區金陵路 2 段

268 號 

旭登護理之家 
03-3677666#6203 

0982307538 

桃園市八德區樹仁三街 601

號 1-2 樓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附設護理

之家 

03-3699721#4101 

0979097519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 1492

號 11 樓 

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桃園仁愛

之家 
03-4643385#115 

桃園市楊梅區高榮里梅獅

路 539 巷 3號 

桃園市私立瑞生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養護型) 
03-4509199、0975782019 

桃園市平鎮區金陵路 5 段

32-2 號 



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國宏老人

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03-4582977#199 

0912831229 

桃園市平鎮區關爺東路

19-5 號 

桃園皇家護理之家 03-3379595#22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 70 號

6、7樓 

樂鑫護理之家 03-4591292 
桃園市中壢區廈門街91號2

樓 

寬福護理之家 03-3702500#18 桃園市桃園區裕和街 35號 

承恩護理之家 03-4570518、0970183832 
桃園市平鎮區和平路 86 號

6、7樓 

大慶護理之家 03-3960035、0922501211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七路 182

巷 9 號 

平鎮佳醫護理之家 03-4607277#112 
桃園市平鎮區東光路 23 巷

18 號 

懷寧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03-2811177、0937913173 
桃園市中壢區志廣路119號

8、9樓 

懷寧內科診所附設護理之家 
03-4080143#2103 

0921-628885 

桃園市中壢區崇德三路 250

號、252 號 

智化護理之家 03-4732301、0920791667 
桃園市觀音區三和里 5 鄰

39-1 號 

桃園市私立雲鵬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養護型) 
03-4881300、0988560778 

桃園市楊梅區中山北路一

段 319 號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八

德榮譽國民之家(停止派案中) 

03-3651285#271 

0955610917 

桃園市八德區榮興路 1100

號 

財團法人桃園市甡光社會福利

基金會附設桃園市私立甡光老

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03-4643380、0938033834 
桃園市平鎮區南平路二段

516 巷 99 號 

桃園市私立友緣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養護型) 
03-3195969、0939876328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 2 段

345 號 3 樓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附設護

理之家 

02-82006366 

0912674992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1段50

巷 2 號 



敏盛綜合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03-3379340#620 

0975-082155 

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三段

106 號 6 樓 

桃園市私立富佑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養護型) 

03-4721972 

0927-333720( 負 責 人 ) 

0955-736608(連絡人) 

桃園市楊梅區富豐南路 418

號 

楊梅佳醫護理之家 03-4317786 
桃園市楊梅區裕成南路 159

號 

東陽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

型) 
03-2850571、0975072360 

桃園市中壢區興仁路 2 段

152-2 號 

陽光空氣水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養護型) 
03-3588966、0910395625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720之

7 號 8樓 

桃園市私立大溪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養護型) 
03-3870119 

桃園市大溪區慈湖路一段

85 號 4 樓 

金色時代護理之家 03-4623929 桃園市中壢區忠勤街 36號 

松林護理之家 03-3180999、0917607582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北路6巷

46 號 

南雅護理之家 03-3361501、0988683522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東路

32-20 號 7-8 樓 

桃園市私立禾安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養護型) 
03-3329899、0926858686 

桃園市桃園區武陵里9鄰朝

陽街 2段 26、28 號 2 樓 

桃園市私立吉安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養護型) 
03-3345631、0913499194 

桃園市桃園區朝陽街二段

26、28 號 1 樓 

桃園市私立博愛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養護型) 
03-4775570、0935971890 

桃園市新屋區東明里3鄰上

庄子 5之 5號 

健亞護理之家 03-3334203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東路

32-20 號 4樓之 1 

陽明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03-4929929#350 
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二段

56 號 3 樓 

和康護理之家 03-5575333、0910170832 
新竹縣新豐鄉員山村7鄰員

山 133-59 號 



桃園市私立康健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養護型) 
03-3552638、0928133917 

桃園市桃園區新埔七街 101

號 2、3 樓 

桃園市私立同安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養護型) 
03-3552546、0928872701 

桃園市桃園區新埔七街 101

號 1 樓 

桃園市私立馨禾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養護型) 
03-3782633、0935566828 

桃園市蘆竹區文中路一段

108 號 

新竹縣私立德欣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養護型) 
03-5691118、0910339430 

新竹縣湖口鄉長嶺村八德

路 2段 713 號 

鼎居護理之家 03-2888666 
桃園市楊梅區高鐵南路7段

178 巷 16 號 

桃園市私立松林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長期照護型) 
03-3288001、0905025230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北路6巷

42 號 

桃園市私立慈園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養護型) 

03-4700766 

0931-376277 

0938-461890 

桃園市龍潭區武中路558號 

桃園市私立慈慧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養護型) 

03-3194922 

0972-833731 

0972-347129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 2 段

345 號 1 樓 

桃園市私立逸慈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養護型) 

03-3015051 

0928-832988 

0928-832987 

桃園市桃園區寶慶路201號 

中敏護理之家 

03-4371000#205、218 

0975-081531 

0975-081907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2段

525-7 號 2樓 

至善天下護理之家 03-3281896、0977350293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二路 78

巷 48 號 

荷蘭村護理之家 

03-5811558#12、15 

0921-122499 

0937-998446 

新竹縣橫山鄉沙坑村中豐

路 3段 76號 

桃園市私立康全老人長期照顧 03-3615577 桃園市桃園區樹林四街 26



中心(養護型) 0933-951188 

0906-253676 

號 



日間照顧 

單位名稱 電話 地址 

財團法人天主教德來會附設桃園市私立

德來綜合長照機構(日間照顧) 
03-331-7226 桃園區三民路一段 2號 

社團法人桃園市愛鄰舍協會附設桃園市

私立幸福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

構 

03-426-6770 中壢區復興路 161 號 3 樓 

財團法人錸德文教基金會附設桃園市私

立錸工場社區長照機構 
03-328-0728 龜山區華亞二路 222 號 1樓 

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怡德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養護型)附設桃園市私立怡德綜合

長照機構(日間照顧) 
03-337-3488#35 桃園區和興街 17 號 

財團法人錸德文教基金會附設桃園市私

立蘆竹錸工場社區長照機構 
03-352-0152 蘆竹區錦溪路 125 號 3 號 

財團法人雙福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附設桃園市私立大溪崎頂社區長照機構 
03-380-5695 大溪區公園路 30 號 1 樓 

桃園市私立佳緣社區長照機構 03-378-0678 八德區中華路 9號 

桃園市私立惜老社區長照機構 03-481-7779 楊梅區瑞溪路二段156號2樓 

愛爾德長者事業有限公司附設桃園市私

立喜大人琪霖社區長照機構 
03-287-3266 中壢區高鐵北路二段 1 號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附設桃園市彩

虹居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03-338-4889#5311、5312 桃園區成功路三段 100 號 

桃園市私立茂庭社區長照機構  03-357-1210#15 

桃園區中正路1224巷1-1號2

樓 

桃園市私立愛自己社區長照機構(110 年

新增) 
03-335-1231  桃園區中正北路 83號 2樓 

 
 



長照服務類別&收費標準 

 



玖、服務效率與品質 

(1) 為使民眾在最短的時間內得到所需的服務，本單位積極協助下

109 年服務的長者中有近六成皆在 3 天內即得到需求之服務；其

餘四成民眾也在 6 天內得到所需之服務。 

(2) 為了解服務品質且做為日後改善的依據，本單位於 109 年進行滿

意度調查，有 96%之受訪者表示對個管師的整體服務感到滿意或

很滿意，個案之回饋意見將作為本單位進一步之改善策略及措

施。 

拾、申訴處理流程 

 1.申訴處理案件方式: 

(1) 個案 E-mail 至本院申訴信箱：CST@e-ms.com.tw 

(2) 個案可以直接打電話至社區醫學中心由主管處理，電話專

線：03-3179599 轉 7353 

(3) LINE ID：@bxt6867o   

(4) 個管師聯絡電話 

桃園區：0975-082-370 

八德區：0921-625-182 



 2、申訴流程，如下圖一: 

 

 

 

 

圖一、 長照 2.0 服務使用者申訴流程 

 



拾壹、網站連結 

    衛生福利部 

    (https://www.mohw.gov.tw/mp-1.html)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長期照顧服務網   

     (http://dph.tycg.gov.tw/care/) 

    桃園市居家服務單位連結   

(http://dph.tycg.gov.tw/care/home.jsp?id=54&parentpath=0,41) 

桃園市喘息服務單位連結 

(http://dph.tycg.gov.tw/care/home.jsp?id=46&parentpath=0,41) 

桃園市日間照顧服務單位連結 

(http://dph.tycg.gov.tw/care/home.jsp?id=52&parentpath=0,41) 

桃園市送餐服務單位連結 

(http://dph.tycg.gov.tw/care/home.jsp?id=55&parentpath=0,41) 

桃園市交通接送服務單位連結 

(http://dph.tycg.gov.tw/care/home.jsp?id=56&parentpath=0,41) 

 



拾貳、聯絡資訊： 
1. 敏盛綜合醫院-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計畫 A單位 

   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 08:30-17：30 

(中午休息時間 12：00-13：00) 

   連絡電話：03-3179599＃7351、7354、7355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 168 號 B3 

 

2. 敏盛綜合醫院-出院準備組 

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 08:30-17：30 

(中午休息時間 12：00-13：00) 

連絡電話：03-3179599＃7355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 168 號 B3 

 

3.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連絡電話：03-3340935＃2710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55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