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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松山區、鄰近區域 10581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路131號 黃小姐 02-2761-7086

2 吉馨安居家護理所 全區 10346 臺北市大同區甘州路51號4樓 黃小姐 0921-066-248

3 ✓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忠孝院區、

仁愛院區、陽明院區、和平婦幼院區)

大同區、南港區、大安區、士林

區、中正區、鄰近區域
10341 臺北市大同區鄭州路145號 翁小姐 02-2555-3000轉2030

4 ✓ 聊聊心理治療所 全區 10562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106巷67號一樓 張先生 02-2579-8519

5 達特窩可居家物理治療所 全區 23743 新北市三峽區介壽路一段276巷108弄1號1樓 蘇小姐 0918-237-138

6 ✓ 朗朗語言治療所 全區 10041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45號11樓之4 許小姐 0935-919-971

7 ✓ 臺北榮民總醫院 北投區、鄰近區域 11217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2段201號 黃小姐 02-2871-2121轉2517

8 ✓ 大直復健科診所 全區 10466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630巷25弄16號1樓 葉小姐
0988-038-932

02-8509-6363

9 理想中醫診所 松山區、南港區 10597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46號2樓 林小姐 02-7730-9816

10 翰林中醫診所 松山區、南港區 11571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一段27號1樓 林小姐 02-7730-9816

11 ✓ 暐淩居家物理治療所 全區 10045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57號11樓之6 蘇先生 02-23121816

12 ✓ 可苡營養諮詢中心 全區 11159 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714巷7號1樓 黃小姐 02-8866-6248

13 ✓ 育幸福居家護理所 全區 11249 臺北市北投區大同街301號1樓 林小姐 0966-557-995

14 ✓ 宜寧居家護理所 全區 11167 臺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235號9樓 張小姐
0988-209-982

02-2882-2382

15 ✓ 禾悅物理治療所 全區 10560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8號2樓 劉小姐 02-2578-3923

16 ✓ 同仁物理治療所 全區 23675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四段127號12樓 張小姐 02-2267-3230轉312

17 美善居家護理所 全區 24448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1段381號10樓 吳小姐 02-2609-2380

18 ✓ 宏光物理治療所 全區 11087 臺北市信義區虎林街38號 方先生 02-2765-1220

19 ✓ 好朋友居家職能治療所 全區 10452 臺北市中山區撫順街25號9樓之4 陳先生
02-8913-6000

0931-122-238

20 ✓ 臺北市私立燿翔居家長照機構 全區 10681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4段279號8樓（808室） 莊先生
02-2703-5276

0911-222-886

21 ✓ 尚好物理治療所 全區 11164 臺北市士林區重慶北路四段250號3樓之315室 周小姐 0983-739-660

22 ✓ 好康居家呼吸照護所 全區 10053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23號2樓 林小姐 02-2391-0529轉206

23 ✓ 跑居家物理治療所 全區 11164 臺北市士林區重慶北路4段248號3樓306室 吳先生 0907-091-302

24 ✓ 大心居家職能治療所 全區 11152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六段754巷22-1號5樓 洪小姐
0917-500-935

02-7751-8057

25 ✓ 沐晨職能治療所 全區 11477 臺北市內湖區安泰街125巷19號5樓 徐小姐
0910-844-652

0975-266-607

26 ✓ 承德居家護理所 全區 10351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17號7樓之9 徐小姐 02-2555-7985轉212

27 ✓ 旺得福居家物理治療所 全區 10449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20號10樓之11 謝先生 02-2811-3890

28 ✓ 安安物理治療所 全區 11164 臺北市士林區重慶北路4段136號1樓 簡小姐
02-2812-0898

0928-222-366

29 ✓ 幸福物理治療所 全區 10860 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二段13巷12號 蘇小姐 0909-179-279

30 ✓ 永鑫物理治療所 全區 11577 臺北市南港區八德路四段885號3樓 張先生 0911-278-979

31 ✓ 好物理治療所 全區 11675 臺北市文山區萬隆街64號3樓 林先生 0920-988-007

32 ✓ 純居家物理治療所 全區 10868 臺北市萬華區東園街73巷60號3樓 鍾先生 0921-607-540

33 ✓ 詠華居家物理治療所 士林區、北投區 11252 臺北市北投區中和街20巷76號3樓 程先生 02-2892-3619

34 ✓ 泰安居家護理所 大安區、中正區、萬華區 10079 臺北市中正區泉州街14-1號 黃小姐 2537-5633

35 ✓ 普洛邦職能治療所 全區 10684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65號3樓 林先生 02-2706-0055

36 ✓ 普洛邦物理治療所 全區 10684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65號3樓 胡小姐 02-27060055

37 ✓ 康齡安健物理治療所 全區 10554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225號2樓之7 張小姐
02-2578-3330

0963-35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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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

紀念醫院
全區 10449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92號 王小姐 02-2543-3535轉3450

39 ✓ 壽合居家職能治療所 全區 11697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221巷4弄14號4樓 吳先生
0933-004-397

02-2425-1889

40 ✓
耆康實業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私立小太陽

居家長照機構
全區  10582 臺北市松山區三民路35巷9號2樓 陳小姐

02-2742-0058

0918-015-617

41
有限責任臺北市樂見在照顧服務勞動合作

社附設私立樂見在居家長照機構
全區 10556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二段386號12樓之3 楊小姐 02-2303-0369

42 ✓ 荃能職能治療所 全區 10585 臺北市松山區寶清街89巷46號 溫小姐 0928-610-7897

43 ✓ 康健居家護理所 全區 11490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180巷6號11樓之19 吳小姐
02-8791-9104

0916-360-104

44 ✓ 行一診所 全區  10658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3段19巷8號3樓之1 謝小姐 02-2784-0735

45 ✓
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台北仁濟院附設仁濟

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全區 10853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243號 陳小姐 02-2302-1133轉2850

46 宏奇藥局 萬華區、北投區 23642 新北市土城區延吉街126號 李先生 02-8261-8866

47 ✓ 艾可居家物理治療所 全區 10468 臺北市中山區農安街148號1樓 張先生 02-25992630

48 ✓
財團法人獎卿護理展望基金會大台北居家

護理所
全區 10644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1段216號10樓 葉小姐 02-2364-6040

49 ✓ 安健維康物理治療所 全區 10579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83號2樓 薛小姐 02-2578-2983

50 ✓ 啟宗心理諮商所 全區 10684 臺北市大安區東豐街7號5樓之2 蕭小姐 02-2325-4066轉205

51 ✓ 安歆居家護理所 中山區、鄰近區域 10456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50號3樓 劉小姐 02-2537-2586

52 ✓ 適群居家物理治療所 全區 10690 臺北市大安區四維路198巷38弄8號2樓之4 林小姐 02-2706-3700

53 ✓ 與樂職能治療所
松山區、信義區、大安區、中山

區、南港區、內湖區
11577 臺北市南港區八德路四段881號2樓 陳小姐

02-3762-2208

0937-314-408

54 ✓ 哈佛物理治療所 全區 10865 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2段362號7樓 曾先生
0926-650-212

02-8258-8536

55 ✓ 臺北市獨立型態南港居家護理所 全區 11556 臺北市南港區福德街373巷39號1樓 陳小姐
0922-123-733

02-2785-6997

56 ✓ 新康居家職能治療所 全區 11164 臺北市士林區重慶北路四段248號(305室) 侯小姐 0958-629-789

57 ✓ 中崙諮商中心心理諮商所
內湖區、南港區、松山區、大安

區、信義區、文山區、士林區、

中正區、大同區、中山區

10652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54號4樓之一 劉小姐 0932-823-731

58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附設臺安

居家護理所
松山區、鄰近區域 10556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二段400號5樓 夏小姐 (02)27718151轉2777

59 ✓ 澴山藥局 全區 11442 臺北市內湖區環山路一段4號 葉小姐 02-8797-8793

60 ✓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北投區、鄰近區域 11220 臺北市北投區振興街45號 李小姐 02-2826-4400轉6033

61 私立常春藤居家護理所 全區 22156 新北市汐止區伯爵街44巷9號1-2樓 俞小姐
02-2642-1938

0983-686-283

62 新北市私立旺福居家長照機構 全區 24151 新北市三重區福隆路48號1樓 劉小姐 02-8985-0699

63 ✓ 臺北市獨立型態成福居家護理所 全區 11566 臺北市南港區成福路204號4樓之3 張小姐 02-2785-0802

64 康寧醫療財團法人康寧醫院 內湖區 11477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五段420巷26號 陳小姐 02-2634-5500

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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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區 10461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31號7樓之1 林小姐 02-2599-5665

66 景美醫院附設居家護理 全區 11674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6段280號 林小姐 02-2935-1216

67 ✓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北護分院 萬華區、鄰近區域 10845 臺北市萬華區內江街87號 黃先生 02-2371-7101#6258

68 ✓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附設居家護理所 大安區、鄰近區域 10630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376號11F 洪小姐 02-2708-2121轉3956

69 ✓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附設新光居家護理所 士林區、鄰近區域 11101 臺北市士林區文昌路95號 張小姐 02-2833-2211#2600

70 ✓ 共護家居家護理所 全區 10343 臺北市大同區西寧北路86巷9號2樓之1 凌小姐 02-2552-1698

71 五甘心物理治療所 全區 24251 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297號3樓 蘇小姐 02-8521-2570轉16

72 ✓ 好生活居家職能治療所 全區 10491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20號11樓 曾小姐 0956-041-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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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春暖居家護理所 全區 22173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458號2樓 蔡小姐 02-2648-1736

74 ✓ 合康居家護理所 全區 10861 臺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三段396號1樓105室 鄭小姐 0913-560-958

75 同仁院醫療財團法人附設居家護理所 萬華區、鄰近區域 10882 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2段606巷6號6樓 黃先生 02-2305-9292轉603

76 ✓ 同仁院醫療財團法人萬華醫院 萬華區、鄰近區域 10882 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2段606巷6號 管小姐 02-2305-9292轉111

77 ✓ 適悅物理治療所 全區 10487  臺北市中山區龍江路114巷1號3樓之1 丁先生 0922-336-332

78 ✓ 脊姿維運動物理治療所
信義區、大安區、中山區、中正

區
 10056 臺北市中正區金山南路一段67巷10號 廖小姐 0905-531-135

79 ✓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學

大學辦理
文山區、鄰近區域 11696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111號 蘇小姐 02-2930-7930轉1683

80 ✓ 勁緻物理治療所 全區 10462 臺北市中山區樂群三路71號2樓 劉先生 02-8502-5822

81 ✓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中正區、大安區、信義區、松山

區
10630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280號 洪小姐 02-2708-2121轉3956

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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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區 11493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五段699巷1號1樓 張小姐 02-2835-5058

83 ✓ 適健復健科診所 全區 10688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166號8樓 吳小姐 0919-595-802

84 ✓ 臺北市私立暖心居家長照機構 全區 10560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95號3樓311室 江小姐 02-7751-5315

85 ✓ 愛迪樂居家職能治療所 全區 11582 臺北市南港區福德街373巷5號15樓 鍾小姐 02-2601-2377

86
臺北市私立安歆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
全區 10456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50號3樓 余先生 02-2537-2586

87 石牌鄭身心醫學診所 全區 11271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一段69號 黃先生

0975-406-774

02-2522-5423

 FAX:02-2822-5421

88 ✓ 大安居家語言治療所 全區 10658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147巷15弄5號7樓 楊先生 0928-096-123

89 ✓
財團法人私立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附設

居家護理所
信義區、鄰近區域 11031 臺北市信義區莊敬路330號5樓 陳小姐 02-27372181轉3938

90 博仁綜合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全區 10560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66號6樓 王小姐 02-2578-2518

91 ✓
臺北市立關渡醫院-委託臺北榮民總醫院經

營
北投區、鄰近區域 11260 臺北市北投區知行路225巷12號B1 林小姐 02-2858-7000 #7809

92 ✓ 寶珠職能治療所 全區 10677 臺北市大安區通化街140巷17號2樓 陳先生
02-2732-9012

0908-691-187

93 ✓ 臺北市私立幸福時光居家護理所 全區 106005 臺北市大安區永康街75巷1號1樓 林小姐 02-77058110轉110

94 ✓ 永愛居家護理所 全區 10065 臺北市中正區福州街1號10樓之2 王小姐 02-2371-1959

95 ✓ 康寧醫療財團法人附設康寧居家護理所 全區 114050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五段420巷26號2樓 李小姐 02-26345500

96 ✓ 立穎居家護理所 全區 114050 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204號3樓 魏小姐 02-86686651

97 ✓ 樂親居家職能治療所 全區 108022 臺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三段396號1樓106室 林小姐 0971-119-909

98 ✓ 私立好幫守居家長照機構

松山區、信義區、大安區、中山

區、中正區、大同區、萬華區、

南港區、內湖區、士林區、北投

區

11171 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五段225號4樓之2 林小姐 02-2811-27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