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服務單位 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可提供服務區域

1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健順養護

中心

新北市深坑區昇高里王軍寮9

號
連麗珠

02-29451169

#11

02-26622499

板橋、中和、永和、新店

2 新北市私立旺福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三重區福隆路48號1樓 黃雅萍

02-89857453

0982356553

02-89850948

板橋、中和、三重、蘆洲、新莊

3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照顧服務員

專業發展協會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三段71號

3樓
王維駿 02-22651680 土城、貢寮

4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附設新北市私立弘道居家式服

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38號8、9

樓

許意偵(A)

童立禔(BG)

黃小姐(核

銷)

02-8991-3925

#217(A)、

215(BG)、210(核

銷)

金山、新莊

5
財團法人台北市立心慈善基金

會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4號

4樓之2
黃也賢

02-25590235

02-23361500
三重、蘆洲、淡水、金山

6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

耕莘醫院
新北市永和區中興街80號

郭英玲(A)

李育婷(B)

許瓊文(C)

02-29286060

#10694(A)

#10655(B)

#10659(C)

永和

7 中華民國紅心字會 新北市板橋區存德街29號 鄭佩雲
02-26815518

#22

板橋、中和、永和、新店、烏來、三峽、土

城、樹林、新莊、泰山

8 財團法人天主教主顧修女會 新北市泰山區新生路4號 邱加瑜
02-29062242

#322
泰山

9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160巷53

號1樓
王淑芬 02-86422321 深坑、石碇、汐止

新北市長照特約單位-居家服務



序號 服務單位 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可提供服務區域

10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新北市三峽區國光街39號2樓 林雅慧

02-86741338

#102

#106

02-86741470

#105

板橋、坪林、三峽、樹林、鶯歌

11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臺灣省分會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20

號2樓
江柏毅 02-23637794 中和、林口

12
財團法人私立廣恩老人養護中

心

新北市新店區北宜路二段579

巷45號

李睿潔

徐可庭

林庭邑

02-29307999

02-22176699

#633

三重、蘆洲、新店、土城、樹林、五股、新

莊、瑞芳

13
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雙連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51號 蔡佳華

02-85217872

#316

02-26251131

#223

淡水、三芝、石門、新莊

14 社團法人愛福家協會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二段217

號4樓
周月玲 02-22500177 板橋、瑞芳

15
財團法人天下為公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三段425

號
周欣誼

02-29580965

*37

0907692526

板橋、中和、永和、三重、蘆洲、新店、土

城、萬里、新莊、汐止、平溪、瑞芳、雙溪、

貢寮

16
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恆安老人

長期照顧中心(長期照護型)
台北市萬華區水源路187號 胡乃元 02-29595855

板橋、中和、永和、三重、新店、深坑、土

城、樹林、林口、新莊

17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

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21

號

熊蕙筠

程小姐(A)

劉小姐

(02)77281277、

(02)89667000

#1911

板橋、中和、土城、樹林、新莊

18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

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45號

李伯勳

王昭琪

黃雅惠

02-25433535

#2770

#3450

#3450

三重、蘆洲、淡水、八里、五股



序號 服務單位 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可提供服務區域

19

愛志旺股份有限公司附設臺北

市私立愛志旺居家式服務類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120號3樓

309室
葉俊

0921110579

02-27882211
林口

20
新北市私立璟馨居家式服務類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新北市土城區延吉街76號3樓 吳岱芸

02-77230968

#12
土城

21
新北市私立常春藤居家長照機

構
新北市汐止區伯爵街44巷9號 俞美娟 02-26421938 淡水、八里、汐止、瑞芳

22
財團法人一粒麥子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218號

劉靜芳

黃尚御

02-89117897

#12、#15

02-24958073

平溪

23
新北市私立和鄰居家式服務類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新北市鶯歌區文化路235、237

號
邱青萸

0958203902

02-77091222
三峽、樹林、鶯歌

24
財團法人天主教失智老人社會

福利基金會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354號3樓 李瑞祥

02-22331099

#36

02-23046716

中和、永和、八里

25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

醫院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2號 黃秋華

02-22193391

#67153
新店、烏來

26 基隆市立醫院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路282號 許婉茹
02-24652141

#203
金山、萬里、汐止、瑞芳

27
新北市私立蕙心居家式服務類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191之1號

2樓
汪瀛

0978992306

0978967119

02-82838082

三重、蘆洲、五股、新莊、泰山

28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

濟醫院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289號 李孟蓉

02-66289779

#5515
板橋、中和、永和、三重、蘆洲、新店

29 皓仁健康照護事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217

號5樓之2
謝延仁

02-26480680

0922282106

板橋、中和、永和、三重、蘆洲、土城、樹

林、新莊、汐止、瑞芳

30
新北市私立全曜居家式服務類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新北市三重區長元街100-2號2

樓
黃明聖 02-29720350 板橋、中和、永和、三重、蘆洲、五股、新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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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中化銀髮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附

設臺北市私立中化銀髮居家式

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五段

699巷1號

通訊：新北市中和區安平路

89-1號

黃珮琳 02-8668-0026
板橋、中和、永和、三重、新店、土城、樹

林、新莊、泰山

32
新北市私立益松居家式服務類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新北市三峽區大觀路96號 張明龍 02-26740838 三峽、鶯歌

33 新北市私立永心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蘆洲區民權路68巷8號 林紹輝

02-2288-2906

0910071971

02-22888271

(核銷)

三重、蘆洲、八里、五股、新莊、泰山

34 新北市私立佳錦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板橋區國慶路149巷14

弄8號
李佳錦

0918936658

02-89520607

板橋、中和、永和、蘆洲、新店、土城、淡

水、三芝、新莊

35 新北市私立德林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一段9

巷29號1樓
王菁茹

0972151554

02-26206160

三重、蘆洲、深坑、石碇、三峽、鶯歌、淡

水、八里、三芝、石門、金山、萬里、五股、

林口、新莊、泰山、汐止

36 新北市私立春暖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458

號2樓
蔡芸婕

0983725988

02-26481736
汐止

37
臺北市私立安歆居家式服務類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50號3樓 劉軒汝 02-25372586 三重

38

五甘心居家服務整合有限公司

附設新北市私立五甘心居家長

照機構

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287號 蘇姵伊
02-85215750

#16
三重、蘆洲、樹林、新莊、泰山

39
臺北市私立美樺居家式服務類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121號5樓之10
黃瑋彤

02-29742133

02-29742122
板橋、中和、永和、三重、蘆洲、樹林、新莊

40 新北市私立萬眾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三重區集賢路131號1樓 黃姿穎
02-28576792

0921577618
三重、蘆洲

41 臺北市私立大心居家長照機構
台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二段267

號1樓
林佳汶

02-23390179

#15
中和、永和、新店

42 新北市私立永安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99巷13

號1樓
周雅婷 02-86656656 中和、永和、新店、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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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新北市私立大心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樹林區大義路238號 簡秀娟
02-26808878

0919342923
三峽、土城、樹林

44

社團法人台灣罕病蝴蝶寶貝醫

護促進會附設新北市私立迦美

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274巷7-3

號4樓
郭清傑

0966711556

02-29549666
板橋、土城

45
寶護企業社附設新北市私立寶

護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二路12號2

樓
施怡如

0982253361

02-55700377
蘆洲、五股、泰山

46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附設新

北市私立永樂居家式服務類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

新北市永和區文化路155號 丁中怡
0906803338

02-29212212
永和

47 新北市私立立穎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中和區忠孝街77巷4號1

樓
魏玉琴

02-86686651

0968665686
板橋、中和、永和、烏來、土城、新莊

48
永愛居家長照有限公司附設新

北市私立永愛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232號2樓
武新玲

02-26430199

0933935061
汐止

49

台灣真善美居服股份有限公司

附設新北市私立真善美居家長

照機構

新北市板橋區板新路221號1樓 陳思蓓
02-89698032

0917051688

板橋、三重、蘆洲、土城、樹林、淡水、八

里、五股、新莊

50

有限責任新北市愛齡照護服務

勞動合作社附設新北市私立到

咖手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板橋區府後街2號1樓 洪莉茜
02-22726233

0932888708
板橋、中和

51
福田居家有限公司私立福田居

家長照機構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

492巷2號2樓
林永峰 02-27270065

板橋、中和、永和、三重、蘆洲、新店、土

城、新莊、汐止

52
宗展股份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

私立辰心居家長照機構

台北市大同區西寧北路112號4

樓之1
侯美芳

02-25580208

#17

板橋、中和、永和、三重、蘆洲、新店、三

峽、土城、樹林、淡水、林口、新莊、汐止

53
中華民國長期照護推廣協會附

設私立不老居家長照機構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52

號9樓之4
郭怡 0972306099 新莊

54
金大心股份有限公司附設新北

市私立金大心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新莊區樹新路206號4樓 趙憶嚴 02-22037168 板橋、中和、永和、新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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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愛護家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附設臺北市私立愛護家居家長

照機構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31

號7樓之1
林家惠 02-25995665 板橋、中和、永和、三重、蘆洲、淡水

56 新北市私立樂智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板橋區大勇街48號 邱綺漪
0987405437

0989346885
板橋、中和

57
新北市私立悠樂活居家長照機

構

新北市林口區麗園一街6巷7號

1~2樓
蔡美莉

02-26085670

0932394383

板橋、中和、永和、三重、蘆洲、土城、五

股、林口、新莊、泰山

58 新北市私立禾安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板橋區華江一路216號3

樓
王英美

0935935360

02-29506287
板橋、中和、永和、土城

59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

善事業基金會新北市私立慈濟

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蘆洲區長樂路125號1樓 蘇秋萍 02-22816988 三重、蘆洲、新莊

60

新北市多元智能老幼暨兒童教

育發展協會附設新北市私立多

元智能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188號3

樓之1
胡毓雯

02-22441688

0956222173
中和、永和、三重、三峽、鶯歌

61
新北市私立愛迪樂居家長照機

構

新北市汐止區汐萬路一段278

巷3號2樓
莊政修

0921146149

02-25216043
林口

62
盤古銀髮股份有限公司附設臺

北市私立家倍安居家長照機構

台北市大同區民權西路118巷

12號1樓
劉𤤬伶

02-25539586

#101
三重

63 新北市私立家興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140

巷16弄1號
高嘉慈

0928200981

02-89660206
板橋、中和、土城、樹林、新莊

64

好家人健康長期照護事業有限

公司附設新北市私立延吉居家

長照機構

新北市土城區延吉街253巷20

號1樓
黃雯珊 02-22605685 板橋、中和、土城

65 新北市私立溫馨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樹林區中華路61號1樓 董莉馨
02-86866101

0966700771
板橋、樹林

66
居芮有限公司附設新北市私立

和芮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三段138

號9樓之1

蔡閔涵

林玉琴

02-29121860

0937480530

0902281985

中和、永和、新店、深坑、石碇、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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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新北市私立佳嘉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八里區訊塘路1號2樓 洪晟誌
02-26195676

0970212958
八里、五股、林口

68

社團法人台灣立享長照服務教

育發展協會附設新北市私立立

享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中和區永和路128巷20

號2樓
王振宇

02-22480061

#10

板橋、中和、永和、三重、蘆洲、新店、土

城、新莊

69

家心照服庭院股份有限公司附

設新北市私立家心居家長照機

構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666巷27

號1樓
吳逸杰

02-29509005

0910550169

板橋、中和、永和、三重、蘆洲、新店、三

峽、土城、樹林、鶯歌、淡水、五股、新莊、

泰山、汐止

70 新北市私立璟濰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332

巷3號14樓
吳涵稘

0926985939

02-82458585
中和、永和

71
樂福健康事業有限公司附設臺

北市私立樂福居家長照機構

台北市大同區西寧北路112號8

樓
楊喩捷 02-25598079 板橋、中和、永和、三重、蘆洲

72

社團法人中華國際基督教十字

架協會附設新北市私立平安居

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二段57號

7樓
王紫潔

02-29400377

0920664089
中和、永和、三重、蘆洲、新店

73
新北市私立五棵松居家長照機

構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125號3樓 劉梅芳

02-66050600

#222

0938769992

板橋、中和、永和、新店、新莊

74 新北市私立佳耀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淡水區學府路75號 廖翠敏
02-26257846

0935820429
新店、淡水

75 新北市私立忠祥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144

號1樓
張莉君

02-22465160

0973727086
板橋、中和、永和、三重、新店、三峽、土城

76 新北市私立明倉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林口區忠孝路376巷53

號1樓
黃明瀠 02-26096468 樹林、五股、林口、新莊、泰山

77

喜樂園長照股份有限公司附設

臺北市私立喜樂園居家長照機

構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123

號2樓之4
詹美芳 02-27602270 板橋、中和、三重

78 新北市私立恩勤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58

巷2-1號2樓
陳蕙汎

02-89535988

0976311699
板橋、中和、永和、三重



序號 服務單位 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可提供服務區域

79

有限責任臺灣第二照顧服務勞

動合作社附設臺北市私立二顧

居家長照機構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436號

11樓之1
王超凡

02-25527608

0935551365

板橋、中和、永和、三重、蘆洲、五股、新

莊、泰山

80

台灣受恩整合服務股份有限公

司附設新北市私立受恩居家長

照機構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二段57號

7樓
簡秀羽

02-86605972

0965806080
中和、永和

81 新北市私立喜臨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板橋區廣權路111號2樓 林姿君

02-29518898

02-29518895

0982191727

板橋、土城

82 新北市私立嘉陞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三重區中央北路24之6

號1樓
黃三豐 02-29746671

板橋、三重、蘆洲、八里、五股、林口、新

莊、泰山

83 私立愛吾愛居家長照機構
台北市萬華區大理街157號1樓

之11
陳羿岑

0223087286

#5509
板橋、中和、永和、淡水、八里

84
縉澄居家長照有限公司附設新

北市私立合禧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382巷46

號4樓
蔡琦玉

02-26811182

02-26810369

0978182952

板橋、三峽、土城、樹林、鶯歌

85
社團法人台灣多元社會福利協

會
台北市北投區溫泉路68-10號 林靜怡

02-28927001

0933162178
土城、淡水、八里、三芝

86

財團法人中華社會福利基金會

附設新北市私立樂活居家長照

機構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157號2樓 湯南桂
02-29909621

0933179932
板橋、樹林、林口、新莊、泰山

87
湖水綠簡單生活有限公司附設

新北市私立連城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689號2樓 徐段琴

02-23081211

#5601
板橋、中和、永和、三峽、土城、樹林、鶯歌

88 新北市私立一芯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深坑區埔新街58巷38號 吳席禎
02-26621688

0918109612
深坑、石碇、坪林、淡水、金山、萬里

89
博樂健康股份有限公司附設新

北市私立博樂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新莊區中安街9號4樓之

1
陳薪民 02-22796667 板橋、淡水、新莊



序號 服務單位 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可提供服務區域

90
良田健康照護社附設新北市私

立良田健康照護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中和區明禮街36之3號3

樓
陳素芳

0922614059

02-86688821
板橋、中和、永和、新店、土城、樹林、新莊

91

安德利互聯網股份有限公司附

設臺北市私立安德利居家長照

機構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

137號14樓
李盛豊

02-25119068

0953790315
板橋、中和、永和、土城、汐止

92 新北市私立福丁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二段24號

7樓
李志浩 02-82618866

板橋、中和、永和、三重、三峽、土城、樹

林、淡水、五股、新莊

93 新北市私立嘉豐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板橋區沙崙街29-7號1

樓
湯家豪

02-86872227

0939865438
板橋、三峽、土城、樹林、新莊

94
龍騰長期照顧有限公司附設新

北市私立童馨園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一段1

巷17號1樓
賴立國 0922166251 板橋、三峽、鶯歌、林口

95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士林靈糧堂

社會福利協會

台北市內湖區康樂街136巷15

弄1、3、5號1樓
林佩瑾

02-26307538

#11
汐止

96
新北市私立佐臨服務居家長照

機構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37號

23樓之1
陳諭萱

02-29643698

0920243692
板橋、中和、永和

97 新北市私立金順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二段21號

12樓1218室
康浩偉

02-89883298

0919715785
板橋、三重、蘆洲、土城、樹林、新莊

98 新北市私立友達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二段21號

12樓1202室
張淑惠

02-29810556

0952155889
三重、蘆洲、五股、新莊

99
齡活有限公司附設新北市私立

齡活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341巷24

號1樓103室
李劉素秋

02-77518056

0983121003

板橋、中和、永和、三重、三峽、土城、樹

林、新莊、瑞芳

100

樂銓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附

設新北市私立樂銓居家長照機

構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210號9

樓
許博宣 02-29866262 板橋、中和、永和、三重、新莊

101 新北市私立定緯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新莊區中安街1號5樓之

1
鄭芷緁 0902443313 板橋、樹林、新莊

102 新北市私立佳護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三重區永福街47號4樓 黃琬婷
0972700323

0908198293
三重、蘆洲、新莊



序號 服務單位 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可提供服務區域

103 臺北市私立璞馨居家長照機構
台北市萬華區東園街66巷21弄

51號2樓
李凱茹 02-23056626 樹林

104
中英醫療社團法人附設新北市

私立中英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78巷13號

1樓
吳霈綺 02-29930313 新莊

105 新北市私立友福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淡水區淡金路38巷104

號1樓
王柏崴

02-86261313

0953213135
淡水、三芝

106
耆康實業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

私立小太陽居家長照機構

台北市松山區三民路35巷9號2

樓
陳佳綾

02-27420058

0918015617
三重、蘆洲、三峽、土城、新莊

107
元愷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私立

安愷居家長照機構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32號8樓

之3之4
蔡秉峰 0936189236 板橋、中和、永和、三重、蘆洲、新店、新莊

108 新北市私立全心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二路36巷31

號5樓
許秀芬 0925790290 三重、蘆洲

109
向上偕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附

設私立向上居家長照機構

台北市中正區新生南路一段

102號4樓
魏伊芬

02-66170007

0920655232
板橋、中和、永和、三重、新店、土城、新莊

110
桃園市私立旭登居家式服務類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桃園市八德區樹仁三街601號3

樓
林宜臻 03-2181190 鶯歌、林口

111 新北市私立親齡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三芝區長安街53巷6號 許靜怡 02-26360629 淡水、八里、三芝、石門、金山

112 新北市私立清水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淡水區清水街137號5樓 蔡淑文
02-29728826

0975188338
淡水、八里

113
恩揚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私立

恩揚居家長照機構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五段

225之1號
吳小麗 02-29301999 三重、蘆洲、新店、土城、五股、新莊

114

有限責任中華民國叡齡社區照

護服務勞動合作社附設新北市

私立瑞富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41號3樓 闕宇丞 0975720390 板橋、中和、永和、三重、新店、土城、新莊

115 臺北市私立安家居家長照機構
台北市文山區景文街42號3樓

302室
張淑君

02-29333468

0965060119
樹林、新莊

116 新北市私立廣鴻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181號2樓 范志先
02-22770255

0935165318
中和、三重



序號 服務單位 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可提供服務區域

117

信實健康生活股份有限公司附

設新北市私立信實居家長照機

構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609

巷18號3樓之3
許雅筑

02-85113396

#31
三重、新莊

118

有限責任新北市全人長照服務

勞動合作社附設新北市私立全

人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112巷51

號
王超凡

02-29757512

02-29757522
板橋、中和、永和、三重、蘆洲、五股、新莊

119

美而美居家長照股份有限公司

附設臺北市私立美而美居家長

照機構

台北市北投區明德路331巷34

號1樓
蘇靖惠 02-28212412

板橋、三重、蘆洲、土城、樹林、淡水、八

里、五股、新莊

120
美樺股份有限公司附設私立美

美居家長照機構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121號5樓之2
簡羽婕

02-23700023

0932640697
三重、蘆洲、新莊

121 臺北市私立可馨居家長照機構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162號9樓之5
張啟香

02-27754695

0938818172
樹林、淡水、汐止、貢寮

122
心悅居家長照有限公司附設新

北市私立心悅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汐止區水源路一段122

號
何志剛

02-86910047

02-86910048

0922545499

汐止

123

台灣居護股份有限公司附設新

北市私立聯承居家式服務類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

新北市板橋區萬板路182號 蔣曉文 02-89652989
板橋、中和、永和、三峽、土城、樹林、鶯

歌、新莊

124 新北市私立宜家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二段21號

12樓1203室
李姉穎

02-87733752

0918957363
三重、林口、新莊

125
萬眾健康事業有限公司附設新

北市私立有愛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板橋區華江一路206號1

樓
張芬瑤

02-82280266

0908262500
板橋、中和

126
新北市悠康事業有限公司附設

新北市私立悠康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三重區仁義街225巷36

號1樓

洪偉榮

李仁傑

02-6604-5120

#502、508
板橋、中和、永和、三重、蘆洲、新莊

127
知心居家長照有限公司附設新

北市私立知心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二段31巷

3號1樓
何薇萱 0918071942 三峽、土城、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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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晏康股份有限公司附設新北市

私立晏康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四段127

號12樓之1
林秀英 02-22672247 土城

129
新北市私立寸草心居家長照機

構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08號10

樓
黃閔

02-22199566

#133、132

0970005126

新店

130
全能居家長照有限公司附設新

北市私立全能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38巷19

號
楊惠珠

02-22029025

0910912959
三重、樹林、新莊、泰山

131 新北市私立安家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七段

245號11樓
沈淑芬

02-29066008

0912083785
板橋、三重、土城、樹林、新莊、泰山

132 新北市私立辰品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板橋區龍泉街108巷78

號4樓
陳聖偉 0905325837

板橋、中和、永和、三重、蘆洲、新店、深

坑、三峽、土城、樹林、鶯歌、淡水、八里、

三芝、石門、金山、萬里、新莊、泰山、汐

止、平溪、雙溪

133

護老福祉股份有限公司附設新

北市私立護老樂活居家長照機

構

新北市蘆洲區水湳街65號1樓 楊張彗 02-82820511 三重、蘆洲、八里、五股

134 私立好幫守居家長照機構
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五段

225號4樓之2
林玟葉

02-28112766

0966757616
板橋、中和、永和、三重、鶯歌

135 新北市私立禾順居家長照機構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581號2樓 楊于鋒
02-82867820

0921767987
三重、蘆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