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註1：當年度參加評鑑者以其評鑑成績為主，督考結果標示為"-"

編號 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電話(02) 負責人 開放床數
督導考核

結果
評鑑結果

1 新北市私立迦南護理之家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1段55號3至4樓 2966-1961 謝芳如 56 優

2 新北市私立佳和護理之家 新北市板橋區江寧路3段29號2樓 2255-2648 曾榆茜 89 甲

3 三芳護理之家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3段236號6樓、6樓之1、6樓之2、6樓

之3、6樓之4、6樓之5、6樓等、6樓之1等、6樓之3等
2687-6363 黃子育 99 甲

4 祥蕙護理之家 新北市板橋區廣和街100號、100號2樓至5樓、102號 2964-6585 趙春香 46 甲

5 新北市私立至傑護理之家 新北市板橋區和平路14巷9號1-2樓、9之1號1樓 8964-1787 黃惠珍 58 甲

6 新翔護理之家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三段236號5樓、5樓之1、5樓之2、5樓

之3
2684-6699 林恬瑛 70 甲

7 松和護理之家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三段236號7樓之3 2682-3337 莊麗珊 24 甲

8 私立居易護理之家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163號3樓、3樓之1 2956-3232 顏翎惠 42 乙

9 佳源護理之家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163號2樓、2樓之1 2956-3232 吳秀慧 46 乙

10 臺北縣私立廣權護理之家 新北市板橋區廣權路6號2樓、5樓 8951-4712 梁惠倫 59 - 尚未公告

11 私立健安護理之家
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174號1-6樓、174號3樓之1、174號4樓

之1
2272-1166 趙麗君 60 - 尚未公告

12 惠群護理之家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1段159號1-7樓 2961-1967 謝沛容 86 - 尚未公告

13 海山護理之家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163號4樓、4樓之1、5樓、5樓之1 2956-2767 王惠珠 48 - 尚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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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慈馨護理之家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東路96號2樓、98號2樓之4 2952-4388 杜怡璇 151 - 尚未公告

15 佳合護理之家
新北市板橋區江寧路3段29號3段29號3樓、29號4樓、39號3

樓及39號4樓
2255-2650 曾麗如 95 - 尚未公告

16 新北市私立迦勒護理之家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3段236號4樓 2682-5188 陳維茹 93 - 尚未公告

17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8號5樓 2257-5151 尤雅慧 60 - 尚未公告

18 新北市私立恩典護理之家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路38號3樓、3樓之1 2695-7177 詹宜潔 44 甲

19 佳醫護理之家 新北市汐止區茄苳路296號1-6樓 8648-6672 謝政賢 183 甲

20 臺北縣私立誠泰護理之家 新北市汐止區勤進路83巷5號1樓 2642-9955 張芸華 89 - 尚未公告

21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附設汐止護理之家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59巷2號10、11樓 2648-2121 分機6132 王美凌 74 - 尚未公告

22 詠靜護理之家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99、101、103號3、4樓及105號

1、3、4樓
2662-1620 沈惠萍 86 - 尚未公告

23 宏十字護理之家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99至105號7、8樓

2662-6893 蔡珮玲 99 - 尚未公告

24 瑞芳礦工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新北市瑞芳區一坑路71之2號2樓 2497-4101分機601 簡素珍 22 優

25 財團法人豐榮護理之家
新北市新店區安德街60巷26、28、30號及26號2樓、3樓、3

樓之1
2212-2345 管榮芬 267 優

26 福德護理之家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00號2樓、3樓、5樓、502號3樓、4

樓、5樓
2219-1818 李美淑 99 優

※「優等」：90分以上；「甲等」：80分以上未達90分；「乙等」：70分以上未達80分；「不列等」：未達7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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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遠東護理之家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29號2樓、131號2樓、133號2樓及129

號4床
2912-5488 羅德蘭 88 優

28 私立再生護理之家
新北市新店區寶高路6號1樓、2樓、2樓之1、3樓、3樓之

1、4樓、4樓之1
2915-0111 張雅惇 190 優

29 寶興護理之家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39巷2樓至4樓、41號2樓至5樓 2910-9980 楊如雲 78 甲

30 康園護理之家 新北市新店區安興路91巷31號1至5樓 8666-3556 郭寶麗 99 甲

31 新北仁康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二段323號3樓及325號 2215-2217 康淑儀 149 甲

32 新興護理之家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23號2-5樓 8219-2253 游琴芳 48 乙

33 民權護理之家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88-3號2樓、6樓 8667-1476 詹玉鳳 86 - 尚未公告

34 臺北縣私立慧和護理之家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4巷6號2-5樓、8號2樓、8號4樓、10

號4樓
2910-6173 丘豐英 59 - 尚未公告

35 匯安護理之家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37號2樓、3樓、3樓之1 2912-9020 邱瑞枝 99 - 尚未公告

36 溫昕護理之家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9之3號3樓、4樓、5樓 2219-0258 喬嵩蘭 34 - 尚未公告

37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附設耕莘護理

之家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2號C棟1-2樓 2219-3391 方玉燕 74 - 尚未公告

38 福寶護理之家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506號4樓、5樓 2226-7958 蕭心瑜 92 優

39 景安護理之家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42號5樓、46號4至5樓、50號3至4樓 2248-9647 鄭秀萍 85 甲

※「優等」：90分以上；「甲等」：80分以上未達90分；「乙等」：70分以上未達80分；「不列等」：未達7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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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双慈護理之家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909號8樓 8228-6000 吳佳鈴 47 甲

41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附設護理之家（委

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13樓、15樓 2249-0088分機75400 曾慧姬 98 甲

42 皇家護理之家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2段560號5樓、562號5樓、7樓、7樓之

1、8樓
2226-1881 黃佳雯 33 - 尚未公告

43 新北市私立慈美護理之家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2段315巷2號4樓、317號6樓 2246-7727 張美素 48 - 尚未公告

44 隆泰護理之家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752號2樓、754號2樓 2221-6233 梁素琴 44 - 尚未公告

45 新北市私立木新居護理之家 新北市土城區清水路114號3樓至5樓 2274-0855 酆麗利 67 甲

46 元復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新北市土城區慶樂街25號1、2、3樓 8262-7199 陳美慧 65 甲

47 同仁醫院附設土城護理之家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四段127號1至8樓、2樓之1至8樓之1 2267-3230 鄭學慧 99 乙

48 臺北縣私立健生護理之家 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1段14號1、2、3樓 2263-1588 蘇麗秋 74 - 尚未公告

49 私立承康護理之家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191號4樓、4樓之1及中正路1號4

樓
8262-0127 李琬菁 74 - 尚未公告

50 新北市私立衡安護理之家
新北市三峽區文化路59號5樓之1、6樓之1、6樓之2、7樓之

1
8671-1558 吳麗娟 190 甲

51 鴻欣護理之家 新北市三峽區三樹路168巷48號 2674-0396 林羿君 196 甲

52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附設橫溪

恩主公護理之家
新北市三峽區成福路6巷30號 2672-6060 江秀文 99 - 尚未公告

※「優等」：90分以上；「甲等」：80分以上未達90分；「乙等」：70分以上未達80分；「不列等」：未達7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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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新佳源護理之家 新北市三峽區中山路171號3樓 2671-3568 鍾璧如 30 - 尚未公告

54 新康福護理之家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339號1-2樓 2672-8691 林碧玉 97 - 尚未公告

55 新北市私立清福護理之家 新北市三峽區介壽路一段278號2樓、280號2樓 8672-5678 陳芳琳 57 - 尚未公告

56 國王護理之家 新北市鶯歌區建國路85號2樓之1 8678-1283 邱婉婷 42 甲

57 康禾護理之家 新北市鶯歌區建國路85號8樓 2670-3636 鍾沛妤 41 甲

58 新北市私立宏祥護理之家 新北市鶯歌區建國路85號6樓、7樓 8677-4677 吳欣潓 50 - 尚未公告

59 私立大愛護理之家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4段103之1號1樓-3樓 2287-0889 江麗梅 92 優

60 三重中興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新北市三重區中興北街21號4樓 2999-1769 林菡雅 12 甲

61 三和護理之家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103之2號4、6、7樓 2287-2000 朱麗雯 60 - 尚未公告

62 兆興護理之家 新北市三重區中興北街19巷2號1-3樓 2999-8760 鄭金英 78 - 尚未公告

63 幸福護理之家 新北市三重區中興北街54號1-4樓 8512-2666 王季柔 29 - 尚未公告

64 綵依護理之家 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1號4樓、4樓之1 2986-0098 黃秋華 99 - 尚未公告

65 愛德護理之家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49、51、53、55號1-3樓 8992-9888 黃慧米 70 優

※「優等」：90分以上；「甲等」：80分以上未達90分；「乙等」：70分以上未達80分；「不列等」：未達7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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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佳新護理之家 新北市新莊區復興路3段31號1-4樓及33號3-4樓 8992-4278 陳金坐 73 甲

67 真愛護理之家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5-1號(1-2樓) 2993-8268 林曉霜 31 不列等

68 新北市私立景馨護理之家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63巷41號1、2樓 8992-1892 陳素琦 98 - 尚未公告

69 心福護理之家 新北市新莊區公園路230號2樓
8992-5529

2998-7315
黃薏蓁 39 - 尚未公告

70 新北市私立老吾老護理之家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315巷1號、1號2、3樓 2202-0118 吳秀蘭 94 - 尚未公告

71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127號A棟7樓 2276 5566分機1781 潘美珍 40

72 慈心護理之家
新北市泰山區新北大道六段397號3樓、409號3樓、411號3

樓
2907-6767 蘇淑慧 99 - 尚未公告

73 蓮心護理之家 新北市蘆洲區環堤大道116號1-5樓 2282-7399 #REF! 49 甲

74 新北市私立捷安護理之家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300號1至3樓 2282-9859 黃秀梅 80 甲

75 佳欣護理之家 新北市蘆洲區永安北路2段76巷15號、15號2樓至4樓 2848-1213 林秀穗 95 甲

76 新北市私立永安護理之家 新北市蘆洲區國道路二段28號2-3樓及28-5號 8988-2669 許惠娟 90 - 尚未公告

77 私立三民護理之家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26巷51號1樓、2樓
2288-6211

2288-5959
楊玫芳 40 - 尚未公告

78 新北市私立尚承護理之家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4段10號3樓、3樓之1、3樓之4 2291-7171 顏妤宸 52 甲

停業

※「優等」：90分以上；「甲等」：80分以上未達90分；「乙等」：70分以上未達80分；「不列等」：未達7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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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八里佳醫護理之家 新北市八里區觀海大道185號、185號2樓、185號2樓之1 2610-4913 張鈺嫺 44 - 尚未公告

80 八里同仁護理之家 新北市八里區賢二街10號1樓至3樓、10之1號1樓 2619-5625 李一明 99 - 尚未公告

81 觀海護理之家 新北市八里區博物館路183號1至4樓 8630-3185 朱初梅 40 - 尚未公告

82 紅樹林護理之家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一段111巷22號1至7樓 2626-0766 杜詠菁 42 - 尚未公告

83 上禾護理之家 新北市三芝區四棧橋53之3號、53之3號二樓、53之3號3樓 2636-5111 康秋芬 165 - 尚未公告

84 私立雙園長青護理之家 新北市石門區老梅里7股12-6號 2638-0427 張美華 54 乙

※「優等」：90分以上；「甲等」：80分以上未達90分；「乙等」：70分以上未達80分；「不列等」：未達7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