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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地址 電話 評鑑/督考 備註

1 新北市立仁愛之家 新北市萬里區龜吼村玉田路61號 24922511 甲 安養
2 衛生福利部北區老人之家 新北市新店區屈尺路83號 26668695 甲 安養
3 新北市私立祥寶老人養護中心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206巷6號1-2樓 29539299 甲 養護
4 新北市私立祥好尊榮老人養護中心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206巷6號4樓 29540868 甲 養護
5 新北市私立祥弘老人養護中心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206巷6號5樓 89533339 甲 養護
6 新北市私立桐心老人養護中心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302號2樓 29688657 甲 養護
7 新北市私立宏國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2段16巷3號3樓 89667037 甲 養護
8 新北市私立祥仁尊榮老人養護中心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2段16巷8號6樓之2 89668658 甲 養護
9 新北市私立領袖天下老人養護中心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2段16巷8號6樓之1 89668656 甲 養護

10 新北市私立廣權老人養護中心 新北市板橋區廣權路2號5樓 89514435 甲 養護
11 新北市私立永順老人養護中心 新北市中和區健康路2號5樓 32340828 甲 養護
12 新北市私立忠祥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2段327巷1號4樓 22473386 甲 養護
13 新北市私立皇佳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2段562號10樓 22286187 甲 養護
14 新北市私立宜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48號7樓 22409359 甲 養護
15 新北市私立健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新北市新莊區雙鳳路121、123號7樓 29031356 甲 養護
16 新北市私立永瑞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354號4樓 29941223 甲 養護
17 新北市私立景馨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63巷41號3樓 89921892 甲 養護
18 新北市私立匯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99巷7號1~4樓 86656656 甲 養護
19 財團法人私立廣恩老人養護中心 新北市新店區北宜路2段579巷45號 22173517 甲 養護
20 新北市私立匯福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新北市新店區竹林路99號1-4樓 22178035 甲 養護
21 新北市私立莊敬老人養護中心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21巷1號3樓、3號3樓 22185571 甲 養護
22 新北市私立樂活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493號8樓 86676483 甲 養護/長照
23 新北市私立皇冠老人養護中心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60號4樓 29125488 甲 養護/長照
24 新北市私立大坪林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58號5樓、60號5樓 29111377 甲 養護
25 新北市私立圓滿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5段639之1號10樓 29998867 甲 養護

26 新北市私立沐心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5段635之2號、635之2號2樓、
635之2號3樓

29990737 甲 養護

27 新北市私立長庚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4段95之1號2樓、3樓 22819099 甲 養護
28 新北市私立祐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4段6號3樓 22866311 甲 養護

老人福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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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地址 電話 評鑑/督考 備註

29 新北市私立同心老人養護中心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4段127號9樓、9樓之1、10
樓、10樓之1、11樓之1

22673230 甲 養護

30 新北市私立大眾老人養護中心 新北市土城區清水路114號2樓 22749015 甲 養護
31 新北市私立安新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新北市三峽區民生街85號4樓 86710158 甲 養護
32 新北市私立衡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新北市三峽區文化路59巷7樓之2、8樓之2 86711558 甲 養護
33 臺北縣私立主恩福老人養護中心 新北市三峽區和平街65-5、65-7號1樓、65-4號2樓 86713896 甲 養護
34 新北市私立明厚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1段27號2樓之1 26297281 甲 養護

35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雙連教會附設新北
市私立雙連安養中心

新北市三芝區後厝里北勢子22-16號 26365999 優 養護

36 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健順養護中心 新北市深坑區昇高里王軍寮9號 26622499 優 養護
37 新北市私立頤瑞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新北市瑞芳區一坑路502號、502號2樓、502號3樓 24063372 甲 養護
38 新北市私立大漢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路38號5樓之1 26933978 甲 養護
39 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馨園老人養護中心 新北市萬里區公舘崙23-1號 24989331 甲 養護
40 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桃園仁愛之家 桃園縣楊梅市高榮里東高山頂9-12號 (03)4643385 優 養護

41 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12鄰榮光路19號 (03)5979066 甲 養護

42 新北市立醫院板橋院區附設護理之家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8號5樓 22575151 甲 護理之家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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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52648 甲 護理之家
44 同仁醫院附設土城護理之家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4段127號 22673230 甲 護理之家
45 私立承康護理之家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191號4樓 82620127 甲 護理之家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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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 29106171 優 護理之家
47 新興護理之家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23號2-5樓 82192253 甲 護理之家
48 皇家護理之家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562號5樓 22261881 優 護理之家

49 仁愛醫院 新北市樹林區文化街9號 26834567 合格 呼吸照護
50 同仁醫院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89號 29170201 合格 呼吸照護
51 板橋國泰醫院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5號 29621333 合格 呼吸照護
52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794號 82006600 合格 呼吸照護

護理之家

醫院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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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地址 電話 評鑑/督考 備註

53 恩樺醫院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一段7號 22639955 合格 呼吸照護
54 廣川醫院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276號 22617000 合格 呼吸照護
55 景美醫院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六段280號 29331010 合格 呼吸照護
56 大川醫院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416號 (03)7357125 合格 呼吸照護

57 新北市私立仁民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新北市板橋區陽明街61號1~7樓 22587336 乙 養護
58 新北市私立慈徽老人養護中心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2段16巷1號2樓 89665598 乙 養護
59 新北市私立慈美老人養護中心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2段315巷2號6樓 22467727 乙 養護
60 新北市私立智英老人長期照護中心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44-36號1樓 29085498 乙 長照
61 新北市私立今光愛心老人養護中心 新北市三重區成功路97號2樓 29768888 乙 養護
62 新北市私立百鶴老人養護中心 新北市三重區成功路97號10樓 89731580 乙 養護
63 新北市私立吉立老人養護中心 蘆洲區中山路1段238、240號各2樓 22855703 乙 養護
64 新北市私立慈恩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新北市三峽區大利路4號1、2樓、6號2樓 26738500 乙 養護
65 新北市私立廣春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176號2樓 86715397 乙 養護
66 新北市私立鴻欣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176號3樓 86715396 乙 養護
67 新北市私立愛鄰老人養護中心 新北市三峽區民權路84巷12-1號1樓 26711655 乙 養護
68 新北市私立思源老人養護中心 新北市淡水區下圭柔山72-5號 26211033 乙 養護
69 新北市私立健國老人養護中心 新北市泰山區中山路二段955號8樓、967號8樓 29018287 乙 養護/長照

70
財團法人桃園縣私立甡光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
桃園縣私立甡光老人養護中心

桃園縣平鎮市南平路2段516巷99號 (03)4643380 乙 養護/長照

71 新北市私立木新護理之家 新北市土城區清水路114號3~5樓 22740855 乙 護理之家
72 新北市私立捷安護理之家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300號 22829859 乙 護理之家
73 基隆市私立和平護理之家 基隆市中正區平一路280號 24631313 乙 護理之家
74 佳醫護理之家 新北市汐止區茄苳路296號 86486672 乙 護理之家
75 新北市私立連旺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311號1樓-3樓 89520509 新立案 養護
76 新北市私立廣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新北市板橋區國慶路178號1~2樓 29551756 新立案 養護
77 新北市私立寶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73號2樓 89281517 新立案 養護
78 新北市私立惠澤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87號3樓 22289691 新立案 養護
79 新北市私立溫馨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47號4樓 82187408 新立案 養護/長照

補助原在案個案合約機構（不補助新申請及轉介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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