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居家護理所清冊

負責人

1 新北市金山區衛生所附設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金山區民生路59號 張玉芬 02  24982778

2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金山分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金山區五湖里11鄰玉爐路7號 劉旭華 24989898*6203

3 私立新生活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板橋區長江路一段146巷8號2樓 林慧月 02-82537070

4 聯順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板橋區玉光里9鄰永豐街75巷17之1號2樓 汪秋蓉 89642333

5 蕭中正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一段1巷30號2樓 許合利 02-29687256

6 達霖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板橋區篤行路三段18號2樓 林凱瑩 0987810140

7 慧安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板橋區滿平二街2巷1弄44之1號 孫偉莉 0922561392

8 健綸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板橋區金門街372巷14號1樓 陳彥文 (02)2686-8460

9 板橋中興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28號5樓 張瓈方 (02)8951238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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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２１號 黃明喜 02 9546200

11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8號3樓 𡍼盈琇 22575151

12 春暖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458號2樓 蔡芸婕 (02) 2648-1736

13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附設汐止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59巷2號地下2樓 林佩蘭 26482121-2001

14 全人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汐止區長興街二段60號2樓之1 呂詩婷 (02) 8648-0712

15 私立常春藤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汐止區伯爵街44巷9號1、2樓 俞美娟 (02) 2642-1938

16 南丁格爾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三段423號（1樓） 王冠今 0918-262-362

17 新北市深坑區衛生所附設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深坑區深坑街165號2樓 王詩茹 26621567

18 新北市石碇區衛生所附設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石碇區潭邊里碇坪路一段82號 趙若愚 26631325

19 新北市瑞芳區衛生所附設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三段1號 陳雅君 24972132

20 新北市平溪區衛生所附設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平溪區公園街17號1樓 黃靜怡 24951015

21 新北市雙溪區衛生所附設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雙溪區新基南街18號3樓 王姮云 (02)24931210

22 新北市貢寮區衛生所附設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貢寮區仁愛路128號 吳欣怡 24901431

23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附設耕莘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60巷2號 沈美玲 (02)2219-3391分機66207

24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附設台北慈濟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289號4樓 王蘭英 22152345

25 同仁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89號2樓 潘敏慧 0229170201

26 永安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99巷13號1樓 李雍璇 02-86656656

27 同仁醫院附設順安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89號2樓 孫雅蘭 02-29170201

28 美達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48號9樓之3 李佳蒨 (02)29122710

29 新北仁康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二段323號1樓 江曉君 (02)22152345

30 新新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6-1號3樓 黃鳳雪 89113680

31 新北市坪林區衛生所附設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坪林區坪林街104號 簡素惠 26656754

32 新北市烏來區衛生所附設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烏來區新烏路五段 109號 田小燕 (02) 2661-7200

33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附設永和耕莘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91巷3之1號1樓 晉伯怡 29286060

34 永欣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永和區林森路41巷11號3樓 蘇純慧 (02)29211785

35 立穎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中和區忠孝街77巷4號1樓 魏玉琴 (02)86686651

36 臻佳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71-7號5樓之2 張淑貞 (02)29439679

37 璟濰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332巷3號14樓 王瑀潔 02-82458585

38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5樓 陳美惠 2249-0088*8603

39 忠祥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144號1樓 張莉君 22475603

40 捷安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中和區宜安路二十三巷十四號三樓 汪修芬 0286680987

41 禾藝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11巷36弄12號1樓 林瑞明 (02)82457839

42 新北市私立仁德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四段127號11樓 沈仙萍 (02)22677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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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璟馨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土城區延吉街76號3樓 洪慧珍 (02)77230968

44 福康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土城區學享街58號9樓之9 張慧娟 (02)82625224

45 佳慈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二段65號1樓 林嘉慈 02-22603011

46 清福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三峽區民生街154之1號2樓 林美怡 (02)26730721

47 永樂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三峽區大同路98之7號11樓之2 侯金秀 26735670

48 益德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三峽區中華路20號3樓之2 陳秀慧 (02)2673-6661

49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附設恩主公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399號 陳秀玲 26723456

50 仁愛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樹林區文化街9號 林美親 (02)26834567分機2905

51 大心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樹林區大義路238號1樓 簡秀娟 0919342923

52 溫馨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樹林區中華路61號1樓 董莉馨 86866101

53 和鄰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鶯歌區文化路235號1樓 梁詩怡 0974212958

54 宏仁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三重區長樂街2號1樓 吳馥珍 29788877分機265

55 德謙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92巷3號5樓 黃明珠 02-89859719

56 方春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三重區長元街100之3號 林方春 2972-2060

57 萬眾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三重區集賢路131號1樓 黃姿穎 02-28577722

58 庭芳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三重區成功路110號2樓之20 黃若蓮 29725137

59 安心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126巷26號 陳巧鈺 0958523616

60 旺福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三重區福隆路48號1樓 黃雅萍 89856891

61 中英醫療社團法人附設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78巷13號1樓 吳霈綺 02-22580986

62 福耕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609之14號 余慧雯 0905586663

63 新泰綜合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路268之1號 胡瓊芳 22080383

64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127號5樓B棟 何美椒 02 22765566

65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794號 劉仰娸 29035291

66 慈英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9巷10弄6號 陸芙英 (02)29020075

67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附設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69號6樓 王妙引 (02)85128909

68 明倉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林口區忠孝路376巷53號1樓（含夾層） 黃明瀠 02-23657975

69 康富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林口區四維路132號6樓 何卉羚 02-86018591

70 全國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里公園路167-2號1樓 陳精勤 2600-9007(0922879159)

71 美善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381號10樓 謝淑貞 02-26092380

72 康健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1段20巷23號9樓之2 胡雅惠 02-26098531

73 全連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120巷22號1樓 黃麗卿 (02)2282-0677;0979-033731

74 永康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淡水區重建街186號1樓 鍾玉英 (02)26264077

75 安福居家護理所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29之1號16樓 張筱雲 28085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