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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愛的手鍊申請辦法: 

地區 申請單位 申請方式 申請文件 費用 申辦地點 領取方式 

台北市 失蹤老人協尋中心 

郵寄辦理 

1.「預防走失-愛的手鍊申請表

1份 (附件一正反面) 

2.使用人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1份

(及以下擇一檢附) 

1.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1份 

2.醫師診斷書 1份 

3.中低收入影本 1份 

4.走失紀錄單 1份 

免費 

(如不符需自費,

請繳交工本費及

服務費 700元, 

劃撥帳號: 

17778341) 

失蹤老人協尋中心 

104台北市民權西路 79號 3 樓之 2 

02-25971700 

郵寄領取 - 以掛號寄

回 (請附掛號回郵信

封需貼足 36元郵票) 

臨櫃辦理 

親自領取 - 失蹤老人

協尋中心：台北市民

權西路 79號 3樓之 2 

新北市 

失蹤老人協尋中心 
1.郵寄辦理 

2.臨櫃辦理 
同台北市 同台北市 同台北市 同台北市 

1.各區公所社政課 

2.地區社福中心 

3.新北市政府社會

局身心障礙科 

臨櫃辦理 

1.新北市「預防走失手鍊」申 

請表 1份 (附件二) 

2.使用人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1份 

3.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 1份 

4.印章 

免費 

1.新北市各區公所社政課 

2.新北市各區社會福利中心(附表 1) 

3.新北市政府社會局身心障礙科 

  (板橋區中山路 1段 161號 25樓 

  02-29603456轉 3619) 

隨到隨辦, 臨櫃領取 

桃園市 

失蹤老人協尋中心 
1.郵寄辦理 

2.臨櫃辦理 
同台北市 同台北市 同台北市 同台北市 

各區公所社會課 臨櫃辦理 

1.桃園市「預防走失-愛的手

鍊」申請表 (附件三正反面) 

2.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1份 

(及以下擇一檢附) 

3.醫師診斷證明書 1份 

4.警察局走失紀錄影本 1份 

免費 桃園市各區公所社會課 隨到隨辦, 臨櫃領取 

基隆市 

失蹤老人協尋中心 
1.郵寄辦理 

2.臨櫃辦理 
同台北市 同台北市 同台北市 同台北市 

1.各區公所社政課 

2.基隆市政府社會

處老人福利科 

2.臨櫃辦理 

1.基隆「預防走失手鍊」申請表  

  1份 (附件四正反面) 

2.使用人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1份 

3.身心障礙手冊 1份 

4.印章 

免費 

1.基隆市各區公所社政課 

2.基隆市政府社會處老人福利科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 1號 

  02-24201122轉 2211、2212、2219) 

隨到隨辦, 臨櫃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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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指紋建檔辦法: 

項目 服務簡介 申請資格 申請方式 申辦地點 服務區域 

指紋建檔 

為有可能迷路走失的長者提供免費
的指紋建檔辨識服務，之後如果走
失，就可以藉由指紋檔案辨識身份、
住址，快速聯繫家屬尋回。 

設籍北北基桃，50歲以上身心障礙、
或有可能走失的長者。 

１.直接至各分局現場申請辦理。 
※申請請備以下資料： 
1.申請人印章 
2.本人及申請人身分證 
3.本人戶口名簿或殘障手冊 
4.身心障礙者 2 吋正面相片 2 張 

當地警察局各分局 全區 

[三] 人臉辨識系統: 
項目 服務簡介 申請資格 申請方式 申辦地點 服務區域 

人臉辨識 
(警政單位) 

當警方發現疑似走失人口時，將進
行人臉辨識比對人員資料。 
家屬可透過幫失智者重辦、更新身
份證照片之方式，更新其戶政系統
照片，以提高臉部辨識成功率。 

 失智症確診者 
 50 歲以上身心障礙、或有可能走
失的長者 

重辦身分證更新照片等各項流程及準備資
料請洽各地戶政事務所。 

各地戶政事務所 
(可跨區辦理) 

全區 

[四] 衛星定位器服務: 
項目 服務簡介 申請資格 申請方式 申辦地點 服務區域 

衛星定位器 

當失智長輩自行外出時，配戴個人
衛星定位器可協助追蹤協尋、了解
長輩所在的位置，還有緊急求援功
能。 

1.有走失之虞的失智症患者。可自
費向「個人衛星定位器」廠商購
買。 

2.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有走失之虞
且具獨力外出能力的失智症患者
可申請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
助，以補助購買「個人衛星定位
器」之費用。 

1. 持身心障礙手冊(失智、智障、自閉) 
電洽或至輔具中心申請輔具評估 

2. 由輔具中心評估並開立評估建議書(3個
月內有效) 

3. 評估通過後攜帶評估書與相關證件(身
分證、身心障礙手冊、戶口名簿)至各
地鄉鎮區公所社會課取得資格認定公文 

4. 收到核定公文可在 6個月內自行購買符
合規範的衛星定位器 

5. 持購買發票與保固書至各區公所社會課
申請補助款 

評估/購買: 
各區輔具中心(聯絡方
式請見下表) 
 
申請公文/補助款: 
各區公所社會課 

全區 

 
縣市  名稱 (服務區域) 地址  電話  

台北市 

合宜輔具中心 (大同、士林、中山、北投) 台北市中山區玉門街 1號(圓山花博公園台北悠活村) 02-77137760 

台北市南區輔具中心(文山、信義、內湖、南港)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150巷 310號 02-27207364 

台北市西區輔具中心(中正、萬華、大安、松山)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西路 5巷 2號 2樓 02-25237902 

內政部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心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322號 B1 (榮總-身障重建中心大樓 B1) 02-28743415、02-28743416 

台大醫院醫療復健輔具中心 台北市中正區常德街 1號(台大醫院西址復健部 3樓) 02-23123456轉 67292 

新北市 新北市輔具資源中心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 245 號 9樓 02-82867045 

基隆市 基隆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路 282-45號 02-24662355轉 248 

桃園市 桃園市輔具資源中心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 901巷 49弄 91號(桃園市綜合性身心障
礙福利服務中心 1樓) 

03-3683040、03-373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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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愛心布標: 

項目 服務簡介 申請資格 申請方式 申辦地點 服務區域 

愛心布標 

透過 QR code 概念，家屬可將愛心
布標縫在失智者常穿的衣服、背包、
帽子上，以利警察或路人辨識及協
助。 

 失智症確診者 
 50 歲以上身心障礙、或有可能走
失的長者 

 請洽台灣失智症協會網站申請: 
 網址如下(或 掃右側 QR code) 
 https://goo.gl/UqpgiD 

 
台灣失智症協會 
愛心布標製作申請 

全區 

[六] 輔具服務:  
項目 服務簡介 申請資格 申請方式 申辦地點 服務區域 

輔具購買、
租借 

滿足失能者對輔助器具的需求，提
供輔具購買補助與輔具租借服務，
讓失能者可透過輔具運用減少身體
退化，以協助其克服生理機能障礙，
促進生活自理能力及便於照顧者的
照顧提供。 

一、設籍且實際居住該縣市，有接受
長期照顧服務必要，並經長期照顧管
理中心評估之失能者，包含下列二
類： 
 65 歲以上老人。 
 50 歲以上失能身心障礙者。 
二、申請補助項目未獲政府其他醫療
補助、社會保險給付或其他相同性質
補助者。曾申請輔具補助者，須已超
過輔助器具之補助年限。 

 電話/臨櫃洽詢: 
 《長照服務專線 1966》 
 《當地長照管理中心專線》 

各地區長照管理中心分
站 
(附表 2) 

全區 

輔具資源中
心 

提供專業完整的輔具評估、適用度
檢測、及強化後續追蹤與輔導服務；
並採簡化輔具補助申請程序，以減
少申請者往來奔波的麻煩情形。 
同時，透過推展二手輔具，達到資源
回收再利用的機制，以期促使身心
障礙者能享有更完善生活品質。 

應為長照需要等級第 2級（含）以上
者，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65 歲以上老人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者 
 55 歲以上失能原住民 
 50 歲以上失智症者 

洽詢專線: 
 台北市長照管理中心 02-25371099 
 新北市輔具中心 02-82867045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02-29603456 轉

3865 
 基隆市輔具中心 02-24696966 
 桃園市輔具中心 03-3683040或 03-

3732028 
 各地區長照管理中心分站 

1.台北市長照管理中心
(附表 2) 

2.新北市輔具中心 
3.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4.基隆市輔具中心 
5.桃園市輔具中心 
6.各地區長照管理中心
分站(附表 2) 

[七] 失智服務課程: 
項目 服務簡介 申請資格 申請方式 課程地點 服務區域 

瑞智學堂 

專為輕度失智症病友及家屬設計之社區
式健康促進服務-瑞智學堂，期能於活動
中發揮病友功能、減緩疾病之退化並提
升病友及家屬生活品質 

1.輕度失智(CDR=1)且持續就醫者 
2.可獨自且願意參與團體活動 

(不須家屬時刻在旁陪同) 
3.行動自如，一般生活可自理 

(僅需少部份協助) 
4.專注力可持續 1.5小時以上 

(可完成評估） 
5.家屬能準時接送。 

洽詢專線:  
 台灣失智症協會 0800-474580 
 各地學堂課程查詢: 

http://tada2002.ehosting.com.tw/sow.tada200
2.org.tw/Default.htm 

課程不定期
舉行、請上網
查詢各地學
堂報名 

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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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服務 
課程 

失智症家屬支持團體: 
每期課程「認識失智症」、「失智症照顧
原則」、「居家生活及環境安排」、「社會
福利及長期照顧資源介紹」、「防走失措
施介紹及走失通報流程」及「失智症家
屬心靈舒壓」等課程，減輕家屬照顧負
荷。 

失智症家屬支持團體:  
1.參與瑞智學堂個案之家屬。 
2.家中有失智症個案或疑似失智症
個案之家屬。 

3.對認識失智症有興趣之民眾。 

洽詢專線: 
 長照服務管理中心 1966 
 衛生福利部失智照護專線 0800-474580 
 台灣失智症協會 02-25988580 
 新北市失智症協會 02-29504147 
 長庚紀念醫院基隆分院(社工室) 02-24313131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 02-23320992 
 桃園地區課程活動請洽當地衛生所洽詢 

 
課程資訊請參考: 
 新北市失智症共同照護網 http://missing.tw 
 新北市失智症 FB 粉絲團：失智・時空記憶的旅人 
 照顧者服務交流網

https://familycare.mohw.gov.tw/fcweb/Activity
/act-main.aspx 

 台灣失智症協會 http://www.tada2002.org.tw 

課程不定期
舉行、請電洽
左列單位或
上網查詢 

全區 

心理支持 
服務 

提供失智者、家屬、專業人員及一般民
眾失智症相關諮詢服務，如失智症疾病
知識、照護方法、社會資源、照護資源。
並給予照顧者心理支持，減輕家屬照顧
負荷，提昇失智者及家屬生活品質。 

 失智症病人及其家屬 
 一般社會大眾 
 相關失智症專業人員 

 失智症關懷專線： 
 0800-474580 (失智時，我幫您)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18:00) 

失智症關懷
專線 

[八] 失智共照中心: 
項目 服務簡介 申請資格 申請方式 申辦地點 服務區域 

失智共同
照護中心 

(共照中心) 

提供失智者社區式個案管理，設置單一窗口及連
絡電話，提供失智照護服務諮詢。 
 連絡醫療資源，協助提供失智醫療資訊及就醫 
 陪伴照顧者在照顧失智者不同階段的照顧需求 
 引導及協助照顧者，提供相關資訊及轉介等支
持服務 

1.經各地區長照管理中
心、醫療院所或其他
單位轉介之個案。 

2.失智症確診個案。 

 電話洽詢: 
《長照服務專線 1966》或 
《當地長照管理中心分站專線》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將派專員到家中進行
評估，共同擬定個別化的長照服務計
畫，並依需求提供量身訂做的長照服
務。 

各地區長照管理中
心分站 (附表 2) 

全區 

[九] 失智社區服務: 
項目 服務簡介 申請資格 申請方式 申辦地點 服務區域 

失智社區
服務據點 

提供失智症個案照護及家庭照顧
者支持之需求服務項目為主，包含
認知促進、緩和失智、安全看視、
家屬支持團體(輔導諮商)、家屬照
顧課程及其他創新服務等。 

1.疑似失智症者：經相關評估工具評
估為疑似失智症惟尚未確診者。 

2.失智症確診個案。 
3.經長照管理中心轉介之個案。 

同失智共照中心(附表 3) 同失智共照中心(附表 3) 全區 

 

http://missing.tw/
https://familycare.mohw.gov.tw/fcweb/Activity/act-main.aspx
https://familycare.mohw.gov.tw/fcweb/Activity/act-ma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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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失智團體家屋: 
項目 服務簡介 申請資格 申請方式 申辦地點 服務區域 

團體家屋 

有別於一般的機構式照護，家屋的空間規畫猶
如一般家庭，照顧服務員及工作人員都有受過
失智症相關訓練，他們像朋友家人一般陪伴患
者共同生活，尊重患者的生活經驗並依照患者
的獨特性與病程，依個人喜好與興趣制訂個別
生活照顧計畫，將照顧及復健技巧融入日常生
活中，且協助患者能夠從生活中維持其既有的
功能，幫助失智症患者安心地過正常的生活，延
緩退化的速度。 

經醫師診斷中度以上失智（CDR 為 2分
以上）為原則，具行動能力、但需被照
顧之失智症老人。 

請電洽失智症老人團體家屋，安
排入住評估。(聯絡方式請見下方
表格) 

失智症老人
團體家屋 

新北市 
台北市 
基隆市 

 
縣市  名稱  地址  電話  

台北市 天母家屋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 338巷 12之 1號 02-28381749 

新北市 
新店耕莘團體家屋 新北市新店區車子路 15號 13樓 02-22123066 轉 56137 

新店七張團體家屋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 102巷 8號 1樓 02-29110260 

基隆市 基隆市失智老人團體家屋 基隆市七堵區泰安路 24之 1號 2樓 02-24516920 

[十一] 失智症機構式照顧中心: 
項目 服務簡介 申請資格 申請方式 申辦地點 服務區域 

機構式照顧 

目前失智症機構式照顧可分為三種模式：混合
型(失智加失能)、專區型(失智症專區)、專責
型。機構式照護除了有專業的護理人員協助身
體評估、護理服務；照顧服務員提供日常生活
協助；另外還有社工師、職能治療師等提供相
關的福利資源與復健服務。 

 養護機構: 65 歲以上/日常生活需他人協
助/無技術性護理(不含氣切護理) 

 照護機構: 65歲以上/含技術性護理 
 護理之家: 無年齡限制/含技術性護理(含
氣切護理) 

直接與照顧機構聯繫並安排
入住評估。 
(詳細收費及是否有補助辦法
需洽各機構) 

各區照護機構 
(附表 4)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十二] 失智症專區網站(北部地區):  
單位名稱 網站 QR code 單位名稱 網站 QR code 單位名稱 網站 QR code 

台灣失智症
協會 

http://www.tada200
2.org.tw 

 

新北市失智共照
網 http://missing.tw/ 

 

桃園市政府 
-失智症照護專
區 

http://dph.tycg.gov
.tw/care/home.jsp?
id=66&parentpath
=0 

 

台北市政府
衛生局 
-失智症照顧 

https://health.gov.ta
ipei/News.aspx?n=7
71D9F241EDB15D3
&sms=DC70FF235B
1F6283 

 
基隆市衛生局長
照管理中心 
-失智專區 

https://www.klchb.
gov.tw/klchbw/Ct_l
ongCare/gen/post/
list.aspx?c0=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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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失智或失能相關其他社會資源服務:  

北部地區 

項目 服務簡介 申請資格 申請方式 申辦地點 服務區域 

長照管理中
心 

為了提供各縣（市）民眾有一個單一服務窗口，
讓民眾有各類長期照護相關資源轉介與福利
諮詢的問題時，可透過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的協
助讓民眾獲得完整的福利資訊與妥善的照護
服務。失智症患者在病程進展過程中，同時若
有日常功能受損的情形，且欲申請補助，家屬
可以向當地長照管理中心申請相關資源補助。 

 居住於當地縣市有長期照護需求者及其家屬。 
 申請流程: 
1.向當地長照管理中心分站諮詢及申請。 
2.照顧管理中心專員作需求評估及核備照顧計畫。 
3.完成評估後，顯示長照失能等級、服務額度及問題清單。 
4.與家屬一同討論照顧組合 
5.連結特約服務單位。 
6.依照顧計畫提供服務。 

電話/臨櫃洽詢: 
 
長照服務專線 1966 

 
或當地長照管理中心
專線 

各地區長照
管理中心分
站 (附表 2) 

全區 

日間照顧中
心 

日間照顧服務就像將幼兒送至幼稚園中，是將
家中失能(失智)長輩送至鄰近社區日間照顧中
心接受照顧服務，可以說是長輩的托老所。若
照顧者有工作在身，這是另一個可以兼顧工作
與照顧長輩的方式之一，在日照中心裡有許多
長輩可以一起聊天互動，且有專業工作人員安
排各式適宜的活動，都可減緩長輩退化的時
程。目前日照中心依服務對象可區分為照顧失
能長輩及失智長輩兩種。 

 設籍並實際居住於該市，並符合以下之條件者： 
 65歲以上失能老人。 
 50-64歲失能身心障礙者。 
 55-64歲失能原住民。 
 50歲以上失智症者。 

(目前並非所有日間照顧中心都接受失智症患者入住，因失
智症患者會遊走，需有門禁的設置，家屬可事先電話詢問機
構入住條件) (附表 6) 

 未滿 50歲失能身心障礙者。 
 衰弱老人。 

電話/臨櫃洽詢: 
 
長照服務專線 1966 

 
或當地長照管理中心
專線 

各地區長照
管理中心分
站 (附表 2) 

小規模多機
能服務 
(夜間喘息服
務) 

長照需要者於夜間至小規模多機能服務中心，
由機構工作人員提供包含生活照顧、協助沐
浴、進食、服藥、活動安排及住宿等照顧服務。 
(夜間係指每日下午 8 點至翌日上午 8 點。含
交通接送。) 

 設籍並實際居住於該市，並符合以下之條件者： 
 65歲以上失能老人。 
 55歲以上失能原住民。 
 50歲以上之身心障礙者。 

電話/臨櫃洽詢: 
 
長照服務專線 1966 
 
或當地長照管理中心
專線 

各地區長照
管理中心分
站 (附表 2) 

居家服務 

委派照顧服務員定期到失能者家中，協助沐
浴、穿換衣服、進食、服藥、洗滌衣物、協助
翻身、拍背、陪同就醫、餐飲、散步、代購生
活必需品等日常生活照顧。 
(提供家務及日常生活照顧服務) 

 長照需要等級第 2級(含)以上者，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65歲以上失能老人 
 55歲以上失能原住民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者 
 50歲以上失智症確診個案 
 未接受機構收容安置、未申請監護工、未領取政府提供之其
他照顧費用補助 

同上 同上 

居家喘息 

家庭照顧者因臨時有事無法照顧時，服務員可
至家中協助照顧失能者，提供生活自理能力訓
練及看護照顧。 
(僅提供身體照顧服務) 

 設籍並實際居住於該市，並符合以下之條件者： 
 65歲以上老人 
 50歲以上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55歲以上失能原住民 
 經日常生活活動功能(ADL)評估日常生活需他人協助失能者 
 生活無法自理且由家人照顧 1 個月以上者。 
 無傳染性疾病、攻擊行為、病情穩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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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喘息 
(24 小時) 

短時間內家人無法照顧時，可向各縣市之長期
照顧管理中心提出機構暫托服務，由長期照顧
管理中心連結將個案轉介至政府甄選合格之
機構。接受 24 小時全天候的日常生活照顧、
護理服務、復健服務其它衛教活動等。 

 同上 
 
 (※已僱請外籍家庭看護的家庭暫不列入。) 

電話/臨櫃洽詢: 
 
長照服務專線 1966 
 
或當地長照管理中心
專線 

各地區長照
管理中心分
站 (附表 2) 

全區 

居家醫療 
由醫生和護理人員到家中，協助身體評估、疾
病診療、血壓、血糖、小便檢查、復健指導及
血液送驗等醫療服務。 

因行動不便無法外出就醫，經專人評估有醫療照護需求、而且
實際住在有提供在宅醫療區域內的市民。 

 
電話洽詢: 

 當地居家醫療服務機
構  或 

 健保服務專線 0800-
030598  或 

 當地長照管理中心專
線 

居家醫療服
務機構 QR 
code 查詢 

居家護理 

身體健康評估、居家照護技巧指導、糖尿病血
糖控制不良衛教指導、傷口換藥及指導、檢體
採取及檢查或行動不便需定期抽血追蹤者、更
換或拔除鼻胃管、更換氣切內外管、留置導尿
管及尿袋、各種尿管、鼻胃管、氣切套管護理、
鼻胃管灌食及技術、膀胱灌洗、膀胱訓練、大
小量灌腸、簡易復健指導、失智症個案有行為
問題需協助處理、其他有關之護理指導。 

 設籍並實際居住於該市，並符合以下之條件者： 
 65歲以上老人 
 50歲以上身心障礙失能者 
 日常生活活動中有進食、移位、如廁、洗澡、平地走動、穿
脫衣褲鞋襪等六項之其中一項以上需人協助之失能者 

 有明確之醫療與護理服務項目且病情穩定能在家中進行醫
護措施者 

(※應優先使用健保居家護理資源。如仍有需求時，經照管中心
評估有居家護理需求者核准後，即可提供每月最多兩次之居家
護理服務。) 

電話/臨櫃洽詢: 
 
長照服務專線 1966 

 
 或當地長照管理中心
專線 

各地區長照
管理中心分
站 (附表 2) 

居家藥師 

目前部分縣市有提供藥師到宅服務，讓藥師
陪家中長輩或照顧者認識藥物，藉由了解用
藥狀況，提供健康與用藥指導，並協助建立
完整藥歷檔，協助長輩正確的用藥、提高用
藥安全度。 

一、設籍並實際居住於該市，並符合以下之條件者： 
 65歲以上老人 
 50歲以上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55歲以上失能原住民 
二、同時符合以下狀況者: 
 多重用藥或重複就醫取藥。 
 無法遵從指示用藥 
 對用藥及藥物認知需予指導等 

電話/臨櫃洽詢: 
 

 北北地區長照管理中 
 心分站專線 

北北地區長
照管理中心
分站  
(附表 2) 

台北市 
新北市 

居家營養 

目前部分縣市有提供由專業營養師到有需求
的市民家中服務，針對身體狀況、飲食習慣計
劃適合的飲食方案，並提供營養教育及飲食指
導，如：管灌進食天然配方之製作方法、慢性
疾病飲食指導等。 

一、設籍並實際居住於該市，並符合以下之條件者： 
 65歲以上老人 
 50歲以上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55歲以上失能原住民 
二、同時符合以下狀況： 
 病情穩定在家中進行居家照護，非在機構安置者。 
 患有慢性疾病或使用管灌進食者，因身體狀況、家庭照顧人
力或環境因素，造成無法外出就醫，經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評
估有居家營養需求者。 

 民眾及家屬有意願接受服務者。 

電話/臨櫃洽詢: 
 

 北北桃區長照管理中 
 心分站專線 

北北桃地區
長照管理中
心分站 
(附表 2)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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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健服務 

居家復健: 
提供物理、職能治療到宅服務，由物理治療師
或職能治療師親臨家中，協助家中失能者進行
復健訓練、移位技巧，輔具使用方式及評估居
家環境，增加復健的便利性，同時也使家中失
能者的獨立自理生活能力與信心提升。 
社區復健: 
為協助因交通或人力問題，無法返回醫療院所
從事復健活動的失能者。由具有專業之職能治
療師或物理治療師到定點社區提供復健之服
務。 

一、設籍並實際居住於該市，並符合以下之條件者： 
 65歲以上老人 
 50歲以上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55歲以上失能原住民 
二、社區復健 需同時符合以下狀況： 
 經醫師診斷有復健需求者。 
 因身體狀況或無人力協助外出接受健保醫療機構復健服者。 
 排除已經接受政府其他復健服務者。 
 民眾或家屬有復健意願者。 

電話/臨櫃洽詢: 
 
長照服務專線 1966 

 
 或當地長照管理中心
專線 

各地區長照
管理中心分
站 
(附表 2) 

全區 

社區照顧關
懷據點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是由有意願的村里辦公處
及民間團體參與設置，邀請當地民眾擔任志
工，提供老人關懷訪視、電話問安諮詢及轉介
服務，並視當地需求特性，提供餐飲服務或辦
理健康促進活動，每個據點均可提供 3項以上
的服務；期透過在地化之社區照顧，使老人留
在熟悉的環境中生活，同時亦提供家庭照顧者
適當之喘息服務，以預防長期照顧問題惡化，
發揮社區自助互助功能。 

針對各縣市各區社區內 65歲以上長者，提供初級預防照顧服
務，增進長者社區參與及人際互動的機會。 

電話/臨櫃洽詢: 
 
各縣市政府社會局 

各縣市政府
社會局 
(附表 5) 

社區陪伴站 

協助健康、衰弱及輕微失能老人在地獲得所需
服務及陪伴照顧，藉由現有量能績優之銀髮俱
樂部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導入佈老志工服務，
提供關懷陪伴、動健康及其他預防或照顧技巧
等多元課程，俾利服務加值並提升為社區陪伴
站，它不只陪伴輕微失能老人，更關心主要照
顧者。 

 1.健康老人 
 2.衰弱老人 
 3.輕微失能、失智老人 
 4.主要照顧者 

 
項目 服務簡介 申請資格/ 申請方式 服務區域 

交通接送 

復康巴士: 
復康巴士為須乘坐輪椅之失能者或身心障礙者提供
外出時的交通接送服務，可容納 1 位須坐輪椅之市
民與 2位陪同人。 
 
無障礙計程車: 
24 小時服務，路線彈性機動，車內空間較一般計程
車大，車輛後方設有斜坡板可供輪椅乘客直接進入
車內。 

復康巴士: 設籍並實際居住該市，並符合以下之條件者： 
1) 65歲以上老人   2) 55歲以上失能原住民    3) 50歲以上身心障礙者 
4) 經該市長照管理中心專員到宅評估為中度、重度失能者 
申請程序: 
1) 影印「身心障礙手冊」，空白處註明聯絡人姓名/電話。  2) 傳真至 02-29667277 
3) 傳真後於上班時間內 08:00~17:30 連絡客服人員 02-82583200 確認收到影印資料 
4) 確認資料已登錄完成後，即可開始預約訂車 
 訂車專線:02-82583200 
 訂車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六 07:00-19:00/ 假日及國定假日 09:00-14:30 
無障礙計程車: 身障朋友、年長者或短期行動不便者。叫車專線: 
 皇冠大車隊:02-4128333(手機 5510) 
 台灣大車隊:02-40588888(手機 55688) 
 大都會衛星:02-4499178(手機 55178) 
 大豐衛星交通:02-29183000(手機 55100) 

台北市 
新北市 
基隆市 
桃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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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新北市各區社會福利中心 服務電話 服務區域 地址 
新北市政府聯合服務中心 02-29603456 轉 5106~5115 新北市 板橋區中山路 1段 161號 1樓 

板橋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02-29537301 板橋 板橋區漢生東路 258號 3樓 

土城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02-22656069 土城、三峽 土城區中正路 18號 5樓 

三重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02-29826255 三重 三重區溪尾街 73號 3樓 

新泰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02-29067980 新莊、泰山、林口 新莊區福營路 277號 4樓 

雙和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02-86688826 中和、永和 中和區南山路 236號 9樓 

文山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02-29111819 新店、深坑、石碇、坪林、烏來 新店區中正路 263巷 16號 5樓 

七星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02-26470855 汐止、雙溪、瑞芳、貢寮、平溪 汐止區新台五路 1段 268號 7樓 

蘆洲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02-22891300 蘆洲、八里、五股 蘆洲區集賢路 245號 6樓 

樹鶯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02-26750315 樹林、鶯歌 樹林區保安街一段 7號 3樓 

北海岸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02-26221615 淡水、三芝、石門、金山、萬里 淡水區中山北路二段 375號 8樓 
 

(附表 2)  

北部地區-長照管理中心分站一覽表 
縣市 分站名稱 電話 傳真 地址 

新北市長照管理
中心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代表號) 02-22548382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段 161號 

板橋分站(板橋) 02-29683331 02-29683510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 10號 5樓 

雙和分站(中和、永和) 02-22464570 02-22475651 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 4巷 3號 2樓 

三重分站(三重、蘆洲) 02-29843246 02-29833481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 3號 6樓 

三峽分站(三峽、土城、樹林、鶯歌) 02-26742858 02-86741927 新北市三峽區光明路 71號 3樓 

淡水分站(淡水、八里、三芝、石門、金山、萬里) 02-26297761 02-26298330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 158號 3樓 

新店分站(新店、深坑、烏來、石碇、坪林) 02-29117079 02-29110665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 88巷 11號 4樓 

新莊分站(新莊) 02-85219801 02-85219810 新北市新莊區富貴路 156號 1樓 

汐止分站(平溪、瑞芳、雙溪、貢寮、汐止) 02-26903966 02-26907369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266號 3樓 

泰山分站(泰山、林口、五股) 02-29003616 02-29003632 新北市泰山區全興路 212號 3樓 

台北市長照管理
中心 

東區服務站(南港、內湖、信義) 
02-25371099轉 200-225 

02-25376533 

 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 233 號 
(長照服務諮詢) 

 台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號 B1中央區 
(申請家庭看護) 

南區服務站(大安、松山、文山) 

中區服務站(大同、中山) 
02-25371099轉 300-312 

西區服務站(中正、萬華) 

北區服務站(北投、士林) 02-25371099轉 500-512 

基隆市長照管理
中心 總站 02-24340234 02-24340344 基隆市安樂區安樂路二段 164號 5樓前棟 

桃園市長照管理
中心 

桃園市衛生局 03-3321328 03-3321338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55號 1樓 

桃園市南區分站 03-4613990 03-4613992 桃園市中壢區溪洲街 298號 4樓 

桃園市復興分站 03-3821265轉 503 03-3821843 桃園市復興區澤仁里中正路 2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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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北部地區-失智症共照中心一覽表 
縣市 核定單位 地址 電話 

新北市 

亞東醫院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 21號 02-77282531、02-77282533 

雙和醫院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291 號 02-22490088 轉 8184、8173 

新店耕莘醫院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362 號 02-22193391 轉 65606 

台北慈濟醫院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 289 號 02-66289779 轉 5516、5517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 59巷 2號 02-26482121 轉 2021 

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 45 號 0975-836318 

恩主公醫院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 399 號 02-26723456 轉 8736 

輔大醫院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 69號 0905-302260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一段 50巷 2號 0919-258851 

台北市 

臺北榮民總醫院失智治療及研究中心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 2段 201號 02-55683191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 2段 33號 02-23889595 轉 2527、2311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 309 號 02-27263141 轉 1139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 4段 10號 5樓 02-27093600 轉 3715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 2段 92號 02-25433535 轉 3689 

基隆市 
基隆市立醫院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路 282 號 02-24652141 轉 281、02-24650596 

基隆長庚醫院 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 222 號 02-24313131 

桃園市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桃園市龜山區頂湖路 123 號 03-3196200轉 2199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 155 號 03-4629292轉 23807  

壢新醫院 桃園市平鎮區廣泰路 77號 03-4941234轉 8716 、8702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 1492 號 03-3699721轉 2293 

 
(附表 4) 
北部地區-失智症機構式照顧中心一覽表 

縣市 類型 名稱  地址  電話  備註 

台北市 

專責 聖若瑟失智養護中心 台北市萬華區德昌街 125巷 11號 02-23320992 65 歲以上，失智中度以上 

專區 台北市至善老人養護中心 台北市仰德大道二段二巷 50號 02-28832666 65 歲以上，戶籍在台北市滿一年 

專區 台北市兆如老人安養護中心 台北市文山區政大二街 129號 02-86616365 65 歲以上，戶籍在台北市滿一年 

專區 三軍總醫院失智護理之家 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 40號 02-23659055轉 11339  

新北市 專區 

清福養老院 新北市三峽區介壽路一段 278號 02-86725678 60 歲以上 

新北市私立雙連安養中心 新北市三芝區後厝里北勢子 22-17號 02-26365999 60 歲以上 

財團法人健順養護中心 新北市深坑區昇高里王軍寮 9號 02-26622499 60 歲以上 

康園護理之家 新北市新店區安興路 91巷 31號 0800-550-880  

台北榮譽國民之家 新北市三峽區白雞路 127號 02-26731201  

板橋榮譽國民之家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二段 32 號 02-22755157  

桃園市 專區 桃園榮譽國民之家 桃園市八德區興豐路 1217號 03-368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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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北部地區-各縣市政府社會局 
縣市政府社會局 服務電話 地址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02-29603456 板橋區中山路 1段 161號 1樓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老人福利科 02-27208889 轉 6966、6967、6968 台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號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老人福利科 02-24201122 轉 2211、2212、2219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 1號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02-3339090、03-3350598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號 

 
(附表 6) 
北部地區-日間照顧中心一覽表 
縣市  機構型態別 名稱  地址  電話  

新北市 

失智型/多元 板橋頤安公共托老中心 新北市板橋區廣權路 130號 2樓 02-89533885 
 板橋海山公共托老中心 新北市板橋區長安街 253號 1、2樓 02-89520151 
 板橋愛活樂園公共托老中心 新北市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二段 215號 4樓 02-22506500 
 三重溪美公共托老中心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 73號 5樓 02-89859771 
 三重台北橋公共托老中心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一段 108號 2樓 02-29769115 
 中和大同公共托老中心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 121巷 5號 2~4 樓 02-22400662 
 永和民權公共托老中心 新北市永和區民權路 60號 5樓 02-29451169 
 永和錸工場公共托老中心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二段 116號 3樓 02-22326700 
 愛活樂園日間照顧中心 新北市新莊區四維路 21號 4樓 02-22030616轉 601 
 新莊頭前公共托老中心 新北市新莊區長青街 30號 1~3 樓 02-29986838 
失能為主 新莊昌平公共托老中心 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 51號 02-85217872 
 新豐公共托老中心 新北市新莊區樹新路 26號 02-22075800 
醫院附設 天主教耕莘醫院日間照護中心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362號 02-22193391轉 65331、65139 
 新店碧潭公共托老中心 新北市新店區新店路 159號 2樓 02-29121592 
 新店康園公共托老中心 新北市新店區安興路 91巷 31號 02-86663556 
多元 新店柴埕公共托老中心 新北市新店區安民街 79號 4樓 02-22121753 
 鶯歌大湖公共托老中心 新北市鶯歌區大湖路 338巷 2號 02-26776759 
 三峽北大公共托老中心 新北市三峽區學成路 396號 2樓之 1  02-86713217 
 淡水北海岸公共托老中心 新北市淡水區沙崙路 300號 1樓 02-28053392 
 淡水義山公共托老中心 新北市淡水區奎柔山路 3號１樓 02-26256017 
 汐止佳醫公共托老中心 新北市汐止區茄苳路 296號 02-86486672轉 213 
多元 瑞芳明燈公共托老中心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三段 2號 2樓 02-24063888、02-24062255 
 土城頂埔公共托老中心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四段 271巷 12號 02-22695333、02-22696222 
 蘆洲集賢公共托老中心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 245號 3樓 02-82853333 
多元 五股獅子頭公共托老中心 新北市五股區孝義路 30號 02-22932666 
 泰山奇蹟公共托老中心 新北市泰山區新生路 4號 02-29062242轉 300、312 
 泰山中保公共托老中心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三段 142巷 8號 5樓之 1 02-29085168 
 林口仁愛公共托老中心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一路一段 137號 1樓 02-26068117 
 八里下庄公共托老中心 新北市八里區舊城路 19號 3樓 02-86304270 

 深坑詠靜公共托老中心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99號 02-26621660轉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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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 

醫院附設(失智型) 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失智症日間病房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 4段 10號 5樓(東側) 02-27093600轉 3159 

 大安區老人日間照顧中心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 3段 52-5號 5樓 02-23661321轉 101~104 
多元 大安老人服務暨日間照顧中心 台北市大安區四維路 76巷 12號 2-3樓 02-27086255 
醫院附設 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得憶齋) 台北市士林區雨聲街 105號 02-28353456轉 8311 
多元 士林老人服務暨日間照顧中心 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 53巷 7號 6樓 02-28381571 
 大同老人日間照顧中心 台北市大同區昌吉街 52號 9-10樓 02-25988710 
 中山老人住宅暨服務中心 台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二段 101巷 2號 2樓 02-25420006 
 復華長青多元服務中心 台北市中山區遼寧街 185巷 11號 02-27171393 
 安歆日照中心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50號 3樓 02-25371116 
多元 西松老人日間照顧中心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 251巷 46弄 5號 1-3樓 02-27616300 
 松山老人服務暨日間照顧中心 台北市松山區健康路 317號 1、2樓 02-27685636 
 信義老人服務中心附設日間照顧 台北市信義區松隆路 36號 4樓 02-87870300 
醫院附設 德智學園 台北市信義區松德路 309號 02-27263141轉 1631 
 兆如老人安養護中心附設日間照顧 台北市文山區政大二街 129號 02-86616365轉 3105 
 文山老人養護中心附設日間照顧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二段 95巷 8號 3樓 02-89313190 
 興隆老人日間照顧中心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四段 105巷 47號 02-29367119 
 龍山老人服務暨日間照顧中心 台北市萬華區梧州街 36號 3樓 02-23361880、02-23361881 
失智型&多元 私立聖若瑟失智老人養護中心 台北市萬華區德昌街 125巷 11號 1樓 02-23046716轉 108 
 西湖老人日間照顧中心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 285號 6樓 02-26561700 
多元 內湖老人日間照顧 台北市內湖區康樂街 136巷 15弄 1號 02-26307538 
 南港老人服務暨日間照顧中心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 187巷 5號 2樓 02-26535311轉 19 
 北投老人日間照顧(喜樹園) 台北市北投區裕民六路 120號 3樓 02-28218267轉 103 
醫院附設 臺北榮民總醫院日照中心(遊詣居)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 2段 201號長青樓 4樓 02-55681250 
 中正區多元照顧中心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 2段 5號 2樓 02-23510005 
 中正老人服務暨日照中心 台北市中正區貴陽街一段 60號 02-23814571 

基隆市 
醫院附設 基隆市立醫院附設日照中心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路 282號 02-24652141轉 263、294、295 
多元 第一老人日照中心 基隆市中正區中船路 11號 4樓 02-24225570轉 13、9 
多元 第二老人日間照顧中心 基隆市七堵區泰安路 24之 1號 1樓 02-24516920 

桃園市 

 怡仁居日間照顧中心 桃園市桃園區和興街 17號 03-3373488 
 天主教德來日間照顧中心 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一段 2號 03-3317226 
 桃樂居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 1492號(綜合大樓 3樓) 03-3699721轉 1351、1282 
失智型 彩虹居日間照顧中心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三段 100號(和風樓 4樓) 03-3384889轉 5311、5312 
 旭登護理之家附設日間照顧中心 桃園市八德區樹仁三街 601號 3樓 03-3672921 
 國宏日間照顧中心 桃園市平鎮區環南路二段 265號 2樓之 5 03-4598838 
 梧桐樹日間照顧中心 桃園市平鎮區南東路 2號 4樓 03-4395853 
多元 福喜緣日間照顧中心 桃園市楊梅區大模街 10號 2樓 03-4855785 
 幸福日間照顧中心 桃園市中壢區復興路 161號 3樓 03-4266770 
 中壢天晟醫院附設金色年代日照中心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 219號 03-4620085 
 夢之湖—錸工場日間照顧中心 桃園市龜山區華亞二路 222號 03-3280728轉 7502 
醫院附設-失智型

(無長照補助) 

長智園 桃園市龜山區頂湖路 123號(桃園長庚醫院 1樓) 03-3196200轉 26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