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機構名稱 電話1 地址 聯絡人

1 美綠居家護理所 24652113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路268號2樓 陳素珍

2 安歆居家護理所 27011740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236號12樓
黃珮瑤

陳映儒

3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

療財團法人附設馬偕居家

護理所

25433535*3450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96巷9號1-3樓 陳盈

4 景美醫院附設居家護理 02-2933-1010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六段276巷1號 林佩琳

5 旺福居家護理所 29738188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328之11號13樓 黃雅萍

6 恩樺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22639955#1106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1段7之18號2樓 游佳琪

7 璟馨居家護理所 77230968 新北市土城區延吉街76號3樓 吳岱芸

8 仁安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22606927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1段62號2樓 簡秀娟

9 忠祥居家護理所 22475603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2段144號1樓 蘇孟枝

10 禾藝居家護理所 82457839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11巷36弄12號1樓 林睿明

11 立穎居家護理所 86686651 新北市中和區忠孝區77巷4號1樓 魏玉琴

12
新北市平溪區衛生所附設

居家護理所
24951015 新北市平溪區公園街17號1樓 李瑋珊

13 私立常春藤居家護理所 26921278 新北市汐止區民族二街30巷6號1-2樓 俞美娟

14 美善居家護理所 26092380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1段20巷15號11樓 謝淑珍

15
板橋中興醫院附設居家護

理所
89512388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28號5樓 郭佩宜

16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居

家護理所
29829111#3208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3號後棟2樓

葉美華

護理長

17
新北市金山區衛生所附設

居家護理所
24982778*26 新北市金山區民生路59號 張玉芬

18
新北市烏來區衛生所附設

居家護理所
26617200#24 新北市烏來區新烏路五段 109號 張玉芳

19 美達居家護理所 66375118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48號9樓之3 黃可茹

20 安聯居家護理所 29944001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330-2號3樓 吳苡瑈

21
中英醫療社團法人附設居

家護理所
29930313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78巷13號1樓 吳霈綺

22 福耕居家護理所 905586663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611-3號9樓 于蕙文

23
新北市瑞芳區衛生所附設

居家護理所
24972132*27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3段1號 陳雅君

24 仁愛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26834567#2905 新北市樹林區文化街9號 董莉馨

25
新北市雙溪區衛生所附設

居家護理所
24931210 新北市雙溪區新基南街18號 王妲云

26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附設新

光居家護理所

28332211#2483

28332211*2601
臺北市士林區文昌路95號

張文蕙

鄭小姐

27 泰安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25251111*161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二段92巷2-1號 蔡淑媛

28 瑞光居家呼吸照護所 25417738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30巷55號 王慧中

29 迦和居家護理所 25084955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119號3樓 楊雅文

30 一弘安居家護理所 28238836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68巷16號2樓 許鈺汶

31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

醫院北護分院附設居家護
23717101 臺北市萬華區內江街87號 陳佩琦

32
同仁院醫療財團法人附設

居家護理所
23059292 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2段606巷6號6樓 馬雲莉

33 敦仁診所附設居家護理所 03-4635353 桃園市中壢區內壢忠孝路18號 呂惠玉

34 仁仁居家護理所 03-4685666 桃園市平鎮區環南路2段280號18樓之1 陳香君

35 中順居家護理所 03-3179-113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1316號12樓 沈籃琦

36 護寧居家護理所 03-3413355 桃園市桃園區中埔2街80號5樓 朱麗雲

37 家馨居家護理所 (03)2114920 桃園縣龜山區復興一路230號5樓之3 簡煒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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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

法人附設恩主公居家護理
26723456*8713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399號 黃純華

39
新北市石碇區衛生所附設

居家護理所
2663-1325*21 新北市石碇區潭邊里碇坪路一段82號 葉菁菁

40 康健居家護理所 26098531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20巷23號9樓之2 胡雅惠

41 健綸居家護理所 26868460 新北市板橋區金門街372巷14號 陳彥文

42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

醫藥基金會附設亞東居家

護理所

89667000*1911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二段21號 黃明喜

43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

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營運)附

設居家護理所

22490088*8603、

2075、8608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2樓

陳美惠

張嘉倫

44 聯順居家護理所 89642333 新北市板橋區永豐街75巷17之1號2樓 沈宜琳

45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

醫院金山分院附設居家護

24989898*6203

*2305-2306
新北市金山區五湖里11鄰玉爐路7號 劉旭華

46 宏仁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29788877*265或266 新北市三重區長樂街2號 吳馥珍

47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

附設耕莘護理之家(居家護

理業務)

22193391#66140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2號 沈美玲

48
新北市深坑區衛生所附設

居家護理所
26621567*306 新北市深坑區深坑街165號2樓 林雅慧

49
新北市坪林區衛生所附設

居家護理所
26656272*211 新北市坪林區坪林街104號 林慧婷

50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附

設臺北慈濟居家護理所
66289779#3546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289號 劉鳳春

51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

附設永和耕莘居家護理所
66373660 新北市永和區中興街80號

晉伯怡

曾琬婷

52 蕭中正醫院附設居家護理 29687256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一段15之1號 許合利

53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附設

居家護理
22765566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127號 李孟勳

54 福康居家護理所 82625224 新北市土城區學享街58號9樓之9 張慧娟

55 活悅居家護理所 29306938 台北市文山區景文街1號13樓之一 吳孟庭

56 達霖居家護理所 26855992 新北市板橋區篤行路三段18號2樓 林凱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