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單位名稱 行政區 服務類型 地址 連絡電話
可提供自費服

務
特約狀態 評鑑結果

1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

基金會附設臺北市私立

西松社區長照機構

松山
小規模多

機能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

五段251巷46弄5號1-3

樓

2761-6300 V 已簽訂特約 109年評鑑合格

2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健

順養護中心經營管理臺

北市松山社區式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

松山 日間照顧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路

317號2樓
2768-5636分機229 已簽訂特約 108年評鑑合格

3

渥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附設臺北市私立康禾社

區長照機構

松山 日間照顧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

三段285號3樓
7705-6178分機301 V 已簽訂特約

4

財團法人私立廣恩老人

養護中心附設臺北市私

立松山健康社區長照機

構

松山
小規模多

機能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路

225巷11號1樓
2756-8777 V 已簽訂特約

5

康年銀髮樂活股份有限

公司附設臺北市私立康

年復興社區長照機構

松山 日間照顧
臺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309號4樓
2546-6881 V 已簽訂特約

6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紅心

字會經營管理臺北市信

義社區長照機構

信義 日間照顧
臺北市信義區松隆路36

號5樓
8787-0300分機212 已簽訂特約 108年評鑑合格

7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

仁愛護理之家日間照護

仁鶴軒

大安 日間照顧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

段10號5樓
2709-3600分機3159 V 已簽訂特約

8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士林

靈糧堂社會福利協會附

設臺北市私立新生社區

長照機構

大安 日間照顧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

3段52-5號5樓
2366-1321分機101 V 已簽訂特約 109年評鑑合格

9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

財團全成社會福利基金

會經營管理臺北市大安

社區長照機構

大安
小規模多

機能

臺北市大安區四維路76

巷12號2、3樓
2708-6255 已簽訂特約 109年評鑑合格

10

社團法人愛福家協會附

設私立成功愛活樂園社

區式長照機構

大安 日間照顧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

二段171巷26及28號1樓
2700-3696 V 已簽訂特約

11

玨心為爾股份有限公司

附設臺北市私立六十三

社區長照機構

大安 日間照顧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

段63號3樓
2325-0630 V 已簽訂特約

12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健

順養護中心經營管理臺

北市中山社區式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

中山 日間照顧
臺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

二段101巷2號2樓
2542-0006分機201 已簽訂特約 108年評鑑合格

13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健

順養護中心經營管理臺

北市復華社區長照機構

中山
小規模多

機能

臺北市遼寧街185巷11

號
2717-1393*14 已簽訂特約 109年評鑑合格

14
臺北市私立安歆松江社

區長照機構
中山 日間照顧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50

號3樓A室
2537-1116 V 已簽訂特約 109年評鑑合格

15

凱風長照股份有限公司

附設臺北市私立凱風民

權社區長照機構

中山 日間照顧

臺北市中山區下埤里民

權東路三段21號2樓之1

及2樓之2

2508-0810 V 已簽訂特約

16

凱風長照股份有限公司

附設臺北市私立凱風大

直社區長照機構

中山 日間照顧
臺北市中山區樂群三路

56號5樓之2
8501-1716 V 已簽訂特約

17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

醫療財團法人經營管理

大同昌吉社區長照機構

大同 日間照顧
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52

號9-10樓
2598-8710 已簽訂特約 108年評鑑合格

18

臺北市政府委託財團法

人台北市立心慈善基金

會經營管理臺北市大同

社區長照機構

大同 日間照顧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

三段347號3樓
2592-9008 已簽訂特約

19

四季春健康管理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附設私立四

季春社區長照機構

大同 日間照顧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

三段4號3樓
2591-9000 V 已簽訂特約

20

欣然銀髮發展服務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附設欣然

綜合式長照機構

大同 日間照顧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32

號4樓
2550-3500 V 已簽訂特約

臺北市社區式長照機構(長者日間照顧及小規模多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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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圓石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附設臺北市私立大同圓

石社區長照機構

大同
小規模多

機能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

二段96號3樓
2558-3800 V 已簽訂特約

22

圓石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附設臺北市私立大稻埕

圓石社區長照機構

大同 日間照顧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

二段96號3樓之1
2558-3800 V 尚未特約

23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

財團法人立心慈善基金

會經營管理萬華龍山日

間照顧中心

萬華 日間照顧
臺北市萬華區梧州街36

號3樓之1
2336-6654分機35 已簽訂特約 108年評鑑合格

24

財團法人天主教失智老

人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

臺北市私立聖若瑟失智

老人養護中心

萬華
小規模多

機能

臺北市萬華區德昌街

125巷11號
2304-6716分機108 V 已簽訂特約

25
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愛

愛院新增日間照顧服務
萬華 日間照顧

萬華區大理街175巷27

號
2306-0493分機1850 V 已簽訂特約

26

力麗長青長照社團法人

附設臺北市私立樂活長

青長照機構

萬華 日間照顧
臺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

2段278號1樓
2308-2996分機102 V 已簽訂特約

27

益巨股份有限公司附設

臺北市私立崇仁社區長

照機構

萬華 日間照顧
臺北市萬華區青年路

152巷28號1樓
2309-0193 V 已簽訂特約

28

社團法人福爾摩沙跑居

家長期照顧協會附設臺

北市私立萬華跑社區長

照機構

萬華 日間照顧
臺北市萬華區昆明街

235號2樓
2370-2540 V 已簽訂特約

29
臺北市文山老人養護中

心附設日間照顧
文山 日間照顧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二

段95巷8號3樓
8931-3190分機13 已簽訂特約

30
臺北市兆如老人安養護

中心附設日間照顧
文山 日間照顧

臺北市文山區政大二街

129號
8661-6365分機1105 已簽訂特約

31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

中華民國紅心字會經營

管理臺北市興隆社區長

照機構

文山 日間照顧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4

段105巷47號B棟1.2樓
2936-7119分機505 已簽訂特約 109年評鑑合格

32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健

順養護中心經營管理南

港社區長照機構

南港 日間照顧
臺北市南港區重陽路

187巷5號2樓
26535311分機19 已簽訂特約 109年評鑑合格

33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

財團法人臺北市中國基

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士

林靈糧堂經營管理臺北

市西湖社區式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

內湖 日間照顧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1

段285號6樓
26561700分機217 V 已簽訂特約 108年評鑑合格

34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士林

靈糧堂社會福利協會附

設臺北市私立內湖社區

長照機構

內湖
小規模多

機能

臺北市內湖區康樂街

136巷15弄1號
2657-5677 V 已簽訂特約 108年評鑑合格

35

圓石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附設臺北市私立內湖圓

石社區長照機構

內湖 日間照顧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

180巷6號8樓
2790-2090 V 已簽訂特約

36
臺北市私立吃吃社區長

照機構
內湖 日間照顧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三

段280號1樓
2793-1453 V 已簽訂特約

37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士林

靈糧堂社會福利協會經

營管理臺北市瑞光社區

長照機構

內湖
小規模多

機能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162號2樓之1
2657-5677 已簽訂特約

38

暉宇有限公司附設臺北

市私立星雲祥家社區長

照機構

內湖 日間照顧
臺北市內湖區星雲街

161巷3號3樓
2790-0898 V 已簽訂特約

39

康寧醫療財團法人附設

臺北市私立康寧社區長

照機構

內湖 日間照顧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五

段420巷28號2樓之2
26345500分機2957 V 已簽訂特約

40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士林

靈糧堂社會福利協會辦

理臺北市士林社區式服

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士林
小規模多

機能

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

段53巷7號6樓
2838-1571分機211 已簽訂特約 108年評鑑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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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

院區得憶齋失智失能日

間照顧中心

士林 日間照顧
臺北市士林區雨聲街

105號
2835-3456分機8310 V 已簽訂特約

42

崇仁長照股份有限公司

附設私立元泰社區長照

機構

士林 日間照顧
臺北市士林區舊佳里中

山北路5段685號2樓
2832-2779 V 已簽訂特約

43

逸滿心有限公司附設臺

北市私立逸滿心社區長

照機構

士林 日間照顧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

5段687號3樓之1
2835-3535 V 已簽訂特約

44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

基金會附設臺北市私立

頤福社區式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

北投 日間照顧
臺北市北投區裕民6路

120號3樓
2821-8267分機105 V 已簽訂特約 108年評鑑合格

45
臺北榮民總醫院附設遊

詣居社區長照機構
北投 日間照顧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2

段322號
5568-1250 V 已簽訂特約 108年評鑑合格

46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附設

奇岩樂活社區長照機構

(委託社團法人中華民

國士林靈糧堂社會福利

協會辦理)

北投 日間照顧
臺北市北投區三合街一

段119號5樓
2893-0563分機401 已簽訂特約

47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附設

奇岩長青綜合長照機構

(委託社團法人中華民

國士林靈糧堂社會福利

協會辦理)

北投 日間照顧
臺北市北投區三合街一

段119號4樓
2893-0565分機501 已簽訂特約

48

社團法人愛福家協會附

設私立愛活樂園社區長

照機構

中正 日間照顧
中正區羅斯福路2段5號

2樓
2351-0005 V 已簽訂特約 108年評鑑合格

49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臺灣

省分會經營管理中正社

區長照機構

中正 日間照顧 中正區貴陽街1段60號 2381-4571分機309 已簽訂特約 108年評鑑合格

50
臺北市私立雲朵社區長

照機構
中正 日間照顧

中正區杭州南路1段63

號4樓之1
2391-1898 V 已簽訂特約

110年評鑑不合

格

51
三軍總醫院社區式長照

服務機構
中正 日間照顧

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3

段40號
2365-9055分機15659 V 已簽訂特約

52

開南學校財團法人臺北

市開南高級中等學校附

設臺北市私立開南社區

式長照機構

中正 日間照顧
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1

段6號1樓
2393-9406 V 已簽訂特約

53

湖水綠簡單生活有限公

司附設新北市私立中和

連城社區長照機構

新北市 日間照顧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689號1樓
2308-1211 V 已簽訂特約

備註:「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評鑑辦法」第五條規定:「長照機構每四年接受評鑑一次。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從其規定：一、新設立或停業後復業者

，自營運或復業之日起滿一年後之一年內，應接受評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