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業(復能)及喘息服務抽籤輪序 

抽籤序 機購喘息服務單位 服務區域

排序1 崇恩 全花蓮

排序2 慈暉 全花蓮

排序3 國花 全花蓮

排序4 吉豐 全花蓮

排序5 光復老人 全花蓮

排序6 長春養護 全花蓮

排序7 壽豐一般護理之家 全花蓮

排序8 聲遠 全花蓮

排序9 愛愛 全花蓮

排序10 北榮玉里 全花蓮

排序11 博愛居安廬 全花蓮

排序12 溪口精神護理之家 全花蓮

排序13 全民 全花蓮

排序14 惠馨 全花蓮

排序15 門諾精神護理之家 全花蓮

排序16 祥安 全花蓮

排序17 玉里老人 全花蓮

排序18 部花 全花蓮

排序19 長青老人 全花蓮

排序20 立榮老人 全花蓮

排序21 名揚 全花蓮

機構喘息服務單位抽籤序



居家喘息抽籤結果與服務區域 
 

 

 

 

 

 

 

各鄉鎮別居家喘息輪序 
 

抽籤序 居家喘息服務單位 服務區域

1 沛恩 全花蓮

2 門諾玉里 瑞穗/卓溪/玉里/富里

3 老家 新城/花蓮市/吉安/壽豐

4 富爾捷 12鄉鎮/除豐濱

5 第二照顧 全花蓮

6 佳禾 全花蓮

7 舒漾 秀林/新城/花蓮市/吉安

8 一粒麥子有福 全花蓮

9 花慈居家式長服機構(花慈居服) 全花蓮

10 門諾花蓮 秀林/新城/花蓮市/吉安/壽豐/豐濱

居家

喘息服務
秀林鄉 新城鄉 花蓮市 吉安 壽豐鄉 鳳林鎮 光復鄉 萬榮鄉 瑞穗鄉 卓溪鄉 玉里鎮 富里鄉 豐濱鄉

1 沛恩 沛恩 沛恩 沛恩 沛恩 沛恩 沛恩 沛恩 沛恩 沛恩 沛恩 沛恩 沛恩

2 富爾捷 老家 老家 老家 老家 富爾捷 富爾捷 富爾捷 門諾玉里 門諾玉里 門諾玉里 門諾玉里 第二照顧

3 第二照顧 富爾捷 富爾捷 富爾捷 富爾捷 第二照顧 第二照顧 第二照顧 富爾捷 富爾捷 富爾捷 富爾捷 佳禾

4 佳禾 第二照顧 第二照顧 第二照顧 第二照顧 佳禾 佳禾 佳禾 第二照顧 第二照顧 第二照顧 第二照顧 一粒麥子有福

5 舒漾 佳禾 佳禾 佳禾 佳禾 一粒麥子有福 一粒麥子有福 一粒麥子有福 佳禾 佳禾 佳禾 佳禾 花慈居服

6 一粒麥子有福 舒漾 舒漾 舒漾 一粒麥子有福 花慈居家服 花慈居服 花慈居家服 一粒麥子有福 一粒麥子有福 一粒麥子有福 一粒麥子有福 門諾花蓮

7 花慈居服 一粒麥子有福 一粒麥子有福 一粒麥子有福 花慈居服 花慈居服 花慈居服 花慈居服 花慈居服

8 門諾花蓮 花慈居服 花慈居服 花慈居服 門諾花蓮

9 門諾花蓮 門諾花蓮 門諾花蓮



日照喘息抽籤結果與服務區域 
 

 

 

 

 

 

 

各鄉鎮別日照喘息輪序 
 

抽籤序 日照喘息服務單位 服務區域

1 一粒麥子光復 鳳林/光復/萬榮/瑞穗

2 門諾玉里 瑞穗/卓溪/玉里/富里

3 一粒麥子鳳林 壽豐/鳳林/光復/萬榮

4 國花 全花蓮

5 門諾花蓮 秀林/新城/花蓮市/吉安/壽豐/豐濱

6 部花 花蓮市/吉安

日照

喘息服務
秀林鄉 新城鄉 花蓮市 吉安 壽豐鄉 鳳林鎮 光復鄉 萬榮鄉 瑞穗鄉 卓溪鄉 玉里鎮 富里鄉 豐濱鄉

排序1 國花 國花 國花 國花 一粒麥子鳳林 一粒麥子光復 一粒麥子光復 一粒麥子光復 一粒麥子光復 門諾玉里 門諾玉里 門諾玉里 國花

排序2 門諾花蓮 門諾花蓮 門諾花蓮 門諾花蓮 國花 一粒麥子鳳林 一粒麥子鳳林 一粒麥子鳳林 門諾玉里 國花 國花 國花 門諾花蓮

排序3 部花 部花 門諾花蓮 國花 國花 國花 國花



 
 

小規模多機能(小規機)夜間喘息 
抽籤結果與服務區域 

 

 

 

 

各鄉鎮別小規模多機能(小規機)夜間喘息輪序 
 

 

 

 

 

 

 

小規機喘息服務 服務單位 服務區域

排序1 一粒麥子鳳林 壽豐/鳳林/萬榮/光復

排序2 門諾玉里 瑞穗/卓溪/玉里/富里

排序3 門諾花蓮 秀林/新城/花蓮市/吉安/壽豐/豐濱

小規機

喘息服務
秀林鄉 新城鄉 花蓮市 吉安 壽豐鄉 鳳林鎮 光復鄉 萬榮鄉 瑞穗鄉 卓溪鄉 玉里鎮 富里鄉 豐濱鄉

排序1 門諾花蓮 門諾花蓮 門諾花蓮 門諾花蓮 一粒麥子鳳林 一粒麥子鳳林 一粒麥子鳳林 一粒麥子鳳林 門諾玉里 門諾玉里 門諾玉里 門諾玉里 門諾玉里

排序2 門諾花蓮 門諾花蓮



 

專業(復能)

服務排序
秀林鄉 新城鄉 花蓮市 吉安 壽豐鄉 鳳林鎮 光復鄉 萬榮鄉 瑞穗鄉 卓溪鄉 玉里鎮 富里鄉 豐濱鄉

排序1 富爾捷 門諾醫院 門諾醫院 門諾醫院 門諾醫院 ★鳳林衛生所 富爾捷 富爾捷 富爾捷 富爾捷 富爾捷 富爾捷

排序2 永恆 富爾捷 富爾捷 富爾捷 富爾捷 富爾捷 富爾捷 永恆 永恆 永恆 永恆 永恆 永恆

排序3 沛恩 永恆 永恆 永恆 永恆 永恆 永恆 沛恩 沛恩 沛恩 沛恩 沛恩 沛恩

排序4 瑞鈞 沛恩 沛恩 沛恩 沛恩 沛恩 沛恩 瑞鈞 瑞鈞 瑞鈞 瑞鈞 瑞鈞 瑞鈞

排序5 一粒麥子有福 瑞鈞 瑞鈞 瑞鈞 瑞鈞 瑞鈞 瑞鈞 一粒麥子光復 一粒麥子光復 一粒麥子有福 一粒麥子有福 一粒麥子有福 一粒麥子有福

排序6 真愛 一粒麥子有福 一粒麥子有福 一粒麥子有福 一粒麥子鳳林 一粒麥子光復 一粒麥子光復 一粒麥子鳳林 一粒麥子有福 真愛 真愛 真愛 豐濱衛生所

排序7 康榮 真愛 真愛 真愛 一粒麥子有福 一粒麥子鳳林 一粒麥子鳳林 一粒麥子有福 真愛 佳禾 康榮 ★富里鄉衛生所 真愛

排序8 ▲花蓮縣職治 佳禾 佳禾 佳禾 真愛 一粒麥子有福 一粒麥子有福 真愛 佳禾 康榮 ▲花蓮縣職治 康榮 康榮

排序9 安旭 康榮 康榮 康榮 佳禾 真愛 真愛 佳禾 康榮 ▲花蓮縣職治 ★北榮玉里分院 ▲花蓮縣職治 ▲花蓮縣職治

排序10 舒漾 ▲花蓮縣職治 ▲花蓮縣職治 ▲花蓮縣職治 康榮 佳禾 佳禾 ★萬榮衛生所 ▲花蓮縣職治 ★北榮玉里分院 ★北榮玉里分院 安旭

排序11 ▲花蓮縣物治 安旭 安旭 安旭 ▲花蓮縣職治 康榮 康榮 康榮 ★北榮玉里分院 安旭 安旭 舒漾 舒漾

排序12 慈濟復健科 舒漾 舒漾 舒漾 安旭 ▲花蓮縣職治 ▲花蓮縣職治 ▲花蓮縣職治 安旭 ★卓溪衛生所 舒漾 ▲花蓮縣物治 ▲花蓮縣物治

排序13 森元 ▲花蓮縣物治 ▲花蓮縣物治 ▲花蓮縣物治 舒漾 安旭 安旭 安旭 ★瑞穗衛生所 舒漾 ▲花蓮縣物治 慈濟復健科 慈濟復健科

排序14 ★門諾 慈濟復健科 慈濟復健科 慈濟復健科 ▲花蓮縣物治 舒漾 ★光復衛生所 舒漾 舒漾 ▲花蓮縣物治 慈濟復健科 ★慈濟 ★慈濟

排序15 ★慈濟 森元 森元 森元 慈濟復健科 ▲花蓮縣物治 舒漾 ▲花蓮縣物治 ▲花蓮縣物治 慈濟復健科 ★慈濟 荃安藥局 荃安藥局

排序16 國軍花蓮醫院 ★門諾 ★門諾 ★門諾 森元 慈濟復健科 ▲花蓮縣物治 慈濟復健科 慈濟復健科 ★慈濟 荃安藥局 門諾玉里 沙絯

排序17 荃安藥局 ★慈濟 ★慈濟 ★慈濟 ★門諾 森元 慈濟復健科 森元 ★慈濟 荃安藥局 門諾玉里 玉里慈濟醫院 ❤門諾花蓮

排序18 ★秀林衛生所 國軍花蓮醫院 國軍花蓮醫院 國軍花蓮醫院 ★慈濟 ★北榮鳳林分院 森元 ★北榮鳳林分院 荃安藥局 門諾玉里 玉里慈濟醫院 沙絯

排序19 ★國軍花蓮醫院 荃安藥局 荃安藥局 荃安藥局 荃安藥局 ★慈濟 ★北榮鳳林分院 門諾玉里 沙絯 沙絯

排序20 沙絯 ★國軍花蓮醫院 ★國軍花蓮醫院 ★國軍花蓮醫院 ★壽豐衛生所 荃安藥局 ★慈濟 ★慈濟 沙絯

排序21 ❤門諾花蓮 ★部立花蓮醫院 ♦花蓮市衛生所 沙絯 沙絯 荃安藥局 荃安藥局

排序22 沙絯 ★部立花蓮醫院 ★部立花蓮醫院 ❤門諾花蓮 沙絯 沙絯

排序23 ❤門諾花蓮 沙絯 沙絯

排序24 ❤門諾花蓮 ❤門諾花蓮

排序25
服務單位

群組符號

★居家護理所

(衛生所及醫院)
♦居家長照機構 ❤社區式長照機構▲公會

*各鄉鎮專業(復能)服務排序



專業(復能)抽籤結果與服務區域 
 
抽籤序專業(復能)服務單位 服務區域

1 鳳林衛生所居護所 鳳林

2 門諾醫院 新城/花蓮/吉安/壽豐

3 富爾捷 全花蓮

4 永恆 全花蓮

5 沛恩 全花蓮

6 瑞鈞 全花蓮

7 一粒麥子光復 鳳林/光復/萬榮/瑞穗

8 一粒麥子鳳林 壽豐/鳳林/光復/萬榮

9 一粒麥子有福 全花蓮

10 豐濱衛生所 豐濱

11 真愛 全花蓮

12 富里衛生所居護所 富里

13 佳禾 新城/花蓮市/吉安/壽豐/鳳林/光復/萬榮/瑞穗/豐濱

14 萬榮衛生所居護所 萬榮

15 康榮 全花蓮

16 花蓮縣職能治療師公會 全花蓮

17 北榮玉里居家護所 瑞穗/卓溪/玉里/富里

18 安旭 12鄉鎮(除了富里)

19 瑞穗衛生所居護所 瑞穗

20 卓溪衛生所居護所 卓溪

21 光復衛生所居護所 光復

22 舒漾 全花蓮

23 花蓮縣物理治療師公會 全花蓮

24 慈濟復健科 全花蓮

25 森元 秀林/新城/花蓮市/吉安/壽豐/鳳林/光復/萬榮

26 門諾醫院居護所 秀林/新城/花蓮市/吉安/壽豐

27 北榮鳳林分院居護所 鳳林/光復/萬榮/

28 慈濟居家護理所 全花蓮

29 國軍花蓮醫院 秀林/新城/花蓮市/吉安

30 荃安藥局 全花蓮

31 秀林衛生所居護所 秀林

32 門諾基金會玉里 瑞穗/卓溪/玉里/富里

33 國軍花蓮醫院居護所 秀林/新城/花蓮市/吉安

34 花蓮市衛生所居家長照機構 花蓮市

35 部花居護所 新城/花蓮市/吉安

36 玉里慈濟醫院 玉里/富里

37 壽豐衛生所居護所 壽豐

38 沙絯 全花蓮

39 門諾基金會花蓮綜合長照機構秀林/新城/花蓮市/吉安/壽豐/豐濱

專業(復能)服務單位抽籤序級服務區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