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類型 序號 機構名稱 服務區別
郵遞區

號
機構(服務)地址 聯絡電話-1 聯絡窗口

1
臺北市立關渡醫院-委託臺北榮民總醫院經營附設

護理之家
全區 11260 臺北市北投區知行路225巷12號6樓及12樓 02-2858-7161 葉小姐

2 臺北市私立葉媽媽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全區 10866 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2段243-13號 02-2332-9986 陳先生

3 臺北市私立葉爸爸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全區 10866 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2段243-14號 02-2332-9985 陳先生

4 臺北市私立健全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全區 10643 臺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二段152號2-6樓 02-2394-3266 陸小姐

5 新北市私立慈美護理之家 全區 23558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2段315巷2號4樓、317號

6樓
02-2246-7727 李先生

6 臺北市私立貴族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全區 11268 臺北市北投區大業路452巷2號 02-2896-5555 吳小姐

7 臺北市私立豪門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全區 11268 臺北市北投區大業路452巷2號 02-2896-5555 吳小姐

8 吉翔護理之家 全區 10346 臺北市大同區甘州街55號4、7、8樓 02-2552-0557 王先生

9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道生院附設臺北市私立道生

院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全區 11252 臺北市北投區中和街錫安路112號 02-2893-6161 游社工

10 新北市私立怡和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全區  23586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772號5樓 02-8221-3540 黃小姐

11 新北市私立大坪林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全區 23141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58號5樓、60號5樓 02-2911-1377 楊小姐

12 臺北市私立萬芳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全區 11653 臺北市文山區萬和街萬和街8號3樓 02-2230-3000 劉小姐

13 臺北市私立榮祥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全區 11287
臺北市北投區文林里019鄰文林北路166巷5弄2

號1~2樓、4號1樓
02-2821-3709 蔡社工師

14 私立再生護理之家 全區 23144 新北市新店區寶高路6號 02-2915-0111 張小姐

15 臺北市私立慧誠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全區 11647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二段163號 02-2939-2222 陳先生

16 新北市私立至傑護理之家 全區 22061 新北市板橋區和平路14巷9號.9-1號 02-8964-1787 黃小姐

17 寶興護理之家 全區 23145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39號2-4樓及41號2-5樓 02-2910-9980 陳社工

18 臺北市私立仁群老人長期照護中心(養護型) 全區 10474 臺北市中山區民族東路512巷14號1樓 02-2501-3369 沈社工員

19 臺北市私立上上老人養護所 全區 10665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279巷14、16號1樓 02-2703-2223 李小姐

20 台北市私立同德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全區 11280 臺北市北投區明德路306號1-7樓 02-2828-1328 汪小姐

21 臺北市私立文德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全區 11468
臺北市內湖區陽光街70-2、70-3、72、72-1號

1樓
02-2658-1303 許小姐

22 臺北市私立義行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全區 11267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2段357巷1號4-6樓 02-2876-7880 陳社工

23 臺北市私立行義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全區 11267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2段357巷1號1-3樓 02-2876-7880 陳社工

24 臺北市私立全寶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全區 11267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2段315巷16弄2號1樓 02-2871-0792 陳小姐

25 臺北市私立全家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全區 11284 臺北市北投區行義路96巷1號1、2樓 02-2876-1245 陳小姐

26 臺北市私立全泰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全區 11284 臺北市北投區行義路105號1、2樓 02-2874-7739 陳小姐

27 新北市私立皇佳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全區 23544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562號10樓 02-2226-1133 黃先生

28 新北市私立中原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全區 23544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560號6樓、6樓之1 02-2228-6187 林先生

29 宏十字護理之家 全區 22244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3段99-105號7-8樓 02-2662-6893 高小姐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長照2.0喘息服務單位一覽表(111.10.4更新) 特約250家。

住宿式特

約共84家

第 1 頁，共 10 頁



類型 序號 機構名稱 服務區別
郵遞區

號
機構(服務)地址 聯絡電話-1 聯絡窗口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長照2.0喘息服務單位一覽表(111.10.4更新) 特約250家。

30 臺北市私立天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長期照顧型) 全區 11157 臺北市士林區天玉街38巷18弄18號1-6樓 02-2872-0239 張小姐

31 遠東護理之家 全區 23141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29號2樓、131號2樓、

133號2樓
02-2218-6820 周小姐

32 新北市私立皇冠老人養護中心 全區 23141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60號4樓 02-2915-7112 林先生

33 頤園護理之家 全區 11164 臺北市士林區重慶北路4段138、140、142號 02-2811-9666轉10 李先生

34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財團法人恆安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經營管理臺北市兆如老人安養護中

心

全區 11656 臺北市文山區政大二街129號 02-8661-6365轉3110 林小姐

35 新北市私立崇惠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全區 25162 新北市淡水區淡金路16巷117號 02-8626-8833 吳先生

36 景美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全區 11671 臺北市文山區萬慶街18號3-4樓 02-2933-2962 劉社工

37 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愛愛院 全區 10856 臺北市萬華區大理街175巷27號
02-2306-0493

#2300
謝組長

38 臺北市私立福成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全區 10468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74、380、382號4樓 02-2598-2507 羅社工師

39 臺北市私立福喜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全區 10468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74、380、382號7樓 02-2591-9087 甘護理長

40 臺北市私立景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全區 11672 臺北市文山區溪口街1巷5號 02-2932-5698 應社工

41 臺北市私立美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全區 11672 臺北市文山區溪口街1巷5號3-4樓 02-2932-5698 應社工

42 臺北市私立群仁老人長期照護中心(養護型) 全區 10474 臺北市中山區民族東路512巷14號3樓 02-2501-0048 劉先生

43 佳醫護理之家 全區 22172 新北市汐止區茄苳路296號1-6樓 02-8648-6672 林小姐

44 元復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全區 23673 新北市土城區慶樂街25號1、2、3樓 02-2262-0582 張小姐

45 臺北市私立永安老人養護所 全區 10372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3段284號、286號1~4

樓
02-2598-0197 余小姐

46 財團法人私立廣恩老人養護中心 全區 23152 新北市新店區北宜路2段579巷45號
02-2217-3517

02-2368-0999
史小姐

47 臺北市私立群英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全區 10557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南路一段7號4樓 02-2579-1400 鄭主任

48 臺北市私立台大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全區 10557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南路一段7號4樓之1 02-2579-2816 鄭小姐

49 臺北市私立崇順老人養護所 全區 11256 臺北市北投區關渡里知行路54號、52巷1號 02-2858-1979 鍾小姐

50 臺北市私立晉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全區 10369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175、177號1-4樓 02-2598-2301 謝主任

51 新北市私立連城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全區 23553 新北市中和區板南路337號4樓 02-2247-9996 林主任

52 臺北市私立上美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全區 11164 臺北市士林區重慶北路4段162號1-4樓 02-2812-2366 李先生

53 新北市私立美麗家園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全區 22101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路38號7樓、7樓之1-7 02-2692-6111 王先生

54
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恆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長期

照顧型)
全區 10882 臺北市萬華區水源路187號 02-2332-7973 施小姐

55 新北市私立安怡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全區 23585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87號3樓 02-2228-7623 李小姐

56 八里佳醫護理之家 全區 24944 新北市八里區觀海大道185號 02-2610-4913 黃先生

57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天主教醫療財團法人永和

耕莘醫院經營管理臺北市至善老人安養護中心
全區 11149 臺北市士林區仰德大道二段2巷50號 02-2883-2666

王社工組

長

58 紅樹林護理之家 全區 25147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一段111巷22號 02-2626-0766 林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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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財團法人中華文化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附設新北

市私立翠柏新村老人安養中心
全區 22176 新北市汐止區永春一路5號

02-2645-1001

轉158
林社工

60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附設臺北市東明住宿長照機構

(委託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愛愛院經營管理)
全區 11500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二段60巷17號2樓 02-2651-9808轉8002 林小姐

61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北護分院 全區 10845 臺北市萬華區內江街87號
02-2371-7101

轉6258
黃先生

62 百齡診所附設護理之家 全區 11165 臺北市士林區重慶北路4段187號 02-2811-3113 劉小姐

63 臺北市私立康壯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全區 10561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203、205號1-4樓
02-2768-6697

02-2768-6714
李小姐

64
財團法人恆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新北

市私立大同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全區 22173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三段425號3、4樓

02-8648-9888轉502、

503
謝社工師

65 溫昕護理之家 全區 23148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9之3號4樓 02-2219-0258 施小姐

66 臺北市私立倚青園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全區 11266 臺北市北投區義理街63巷4弄11-1號 02-2828-3533 余先生

67 臺北市私立慧光老人養護所 全區 10356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32號5樓、5樓之1至5樓之

9
02-2558-2275 陳社工

68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健順養護中心 全區 22244 新北市深坑區昇高里王軍寮9號
02-2662-2499

#130
陳先生

69 新北市私立宜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全區 23575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48號7樓 02-22409359 吳小姐

70 臺北市私立中山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全區 10843 臺北市萬華區峨眉街124號、124-1號1樓 02-2375-9590 趙小姐

71 景安護理之家 全區 23575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42號5樓、46號4-5樓、50

號3-4樓
02-2240-9359 徐小姐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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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區 10867 臺北市萬華區德昌街125巷11號

02-2304-6716

#108
吳小姐

73 臺北市私立晨欣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全區 10449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2段96巷19號3樓 02-2521-2226 林先生

74 臺北市私立福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全區 11567 臺北市南港區玉成街140巷21、23號2樓
02-2785-0584

02-2785-0594
鄧社工

75 新北市私立好家園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全區 22148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路38號2樓 02-26926777 林小姐

76 新北市私立幸福家園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全區 22148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路38號12樓 02-26934325 李小姐

77 私立三民護理之家 全區 24749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26巷51號1樓、2樓 02-28477782 楊小姐

78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中興住宿長照機構(全齡喘

息)
全區 10341 臺北市大同區鄭州路145號10樓C區 02-25526316 陳小姐

79 仁禾護理之家 全區 25242 新北市三芝區四棧橋53之3號1-3樓 02-2636-5111 康小姐

80 陽明常春護理之家 全區 111092 臺北市士林區格致路7號2樓 02-2862-9997 唐小姐

81
詠馨長照社團法人附設台北市私立詠馨住宿長照

機構(取消終止特約)
全區 11243 臺北市北投區幽雅路19號1-4樓 02-2891-0938 謝小姐

82 新北市私立永順老人養護中心 全區 235045 新北市中和區建康路2號5樓、2之2號5樓 02-32340828 蘇先生

83 新北市私立慈美老人養護中心 全區 23585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315巷2號6樓 02-2246-7727 李小姐

84
劉秀娥長照社團法人附設臺北市私立宜恩住宿長

照機構
全區 104095 臺北市中山區伊通街28號1-7號 02-2518-5855 張社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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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長期照顧機構
全區 11479 臺北市內湖區康樂路136巷15弄1.3.5號1樓

02-2630-7538
林督導

2 臺北市私立安歆松江社區長照機構 全區 10456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50號3樓A室 02-2537-1116 黃社工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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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區 10569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251巷46弄5號2.3樓 2761-6300 趙小姐

社區式2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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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長照2.0喘息服務單位一覽表(111.10.4更新) 特約250家。

4
新北市政府委託財團法人私立廣恩老人養護中心

辦理五股獅子頭社區長照機構
全區 24842 新北市五股區孝義路30號 02-2293-2666 周小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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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社區式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

全區 10586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路317號2樓 02-2768-5636#239 蔡主任

6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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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機構
全區 10487 臺北市中山區遼寧街185巷11號2-3樓

2717-1393

#14
黃副主任

7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士林靈

糧堂社會福利協會經營管理臺北市士林社區長照

機構

全區 11148 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53巷7號6樓
02-2838-1571

#212
陳督導

8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

基金會經營管理信義身障社區長照機構(日間照顧)
全區 11049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15號5樓 02-2722-9933 黃小姐

9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

基金會經營管理中山身障社區長照機構(日間照顧)
全區 10444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西路5巷2號4樓 02-2521-1032 張小姐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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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區 10679 臺北市大安區四維路76巷12號 02-2708-6255 施先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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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規機)
全區 10867 臺北市萬華區德昌街125巷11號

02-2304-6716

#108
吳小姐

12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

金會經營管理民生身障社區長照機構(日間照護)
全區 105013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163-1號7樓 02-2760-9605 周小姐

13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財團法人臺北市喜樂家族

社會福利基金會經營管理大龍峒身障社區長照機

構(日間照護)

全區 103250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320號3、4樓 02-2592-2581 李小姐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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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區 105030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路225巷11號1樓 02-2756-8777 劉先生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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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區 114708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180巷6號8樓 02-2790-2090 王小姐

16 崇仁長照股份有限公司私立元泰社區長照機構 全區 111009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5段685號2號 02-28322779 林小姐

17 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愛愛院(111.4.1起接日照喘) 全區 10856 臺北市萬華區大理街175巷27號
02-2306-0493

#2300
謝組長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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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區 104078 臺北市中正區民權東路三段21號2樓之1及之2 02-2508-0810 鄭小姐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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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區 10462 臺北市中山區樂群三路56號5樓之2 02-8501-1716 石小姐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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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規機)
全區 10344 臺北市大同區永樂里延平北路2段96號3樓 02-8558-3800 侯小姐

1 臺北市私立安家居家長照機構 全區 11672 臺北市文山區景文街42號3樓302室 02-2933-3468 張小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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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區、萬華區、

中山區、中正區、

松山區

10342 臺北市大同區西寧北路81號5樓之2 02-2559-8079 吳小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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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派期間111.10.1~111.10.31)

松山區、南港區、

內湖區
22175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159號14樓 02-2643-0199 武小姐

5
社團法人愛福家協會附設新北市私立愛福家居家

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全區  22043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二段217號4樓 02-2250-0177 莊先生

6 臺北市私立璞馨居家長照機構 全區 10868 臺北市萬華區東園街66巷21弄51號2樓 02-2305-6626 李小姐

7
財團法人獎卿護理展望基金會私立臺北居家長照

機構
全區 10644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216號10樓

02-2364-6040

#24
王先生

8 私立愛吾愛居家長照機構 全區 10855 臺北市萬華區大理街171-1號2樓208室 02-2308-7286 許小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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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區 10343 臺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460號1樓 02-2552-7608 白小姐

10 尚禾禮企業有限公司附設私立六善居家長照機構

南港區、信義區、

松山區、大安區、

中正區、中山區

10581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路182號3樓 02-2760-8898 楊小姐

12 臺北市私立跑居家長照機構

士林區、北投區、

大同區、中山區、

松山區、中正區及

萬華區

11164 臺北市士林區重慶北路四段250號3樓313室 02-2816-1255 蔡先生

社區式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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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序號 機構名稱 服務區別
郵遞區

號
機構(服務)地址 聯絡電話-1 聯絡窗口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長照2.0喘息服務單位一覽表(111.10.4更新) 特約250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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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區 24144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112巷51號 02-2975-7512 王督導

14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士林靈糧堂社會福利協會附設

臺北市私立安馨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松山區、中山區、

大同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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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巷28弄11號 02-2811-0515轉14
蔣助理督

導

15
社團法人台灣多元社會福利私立多福居家長照機

構
全區 11241 臺北市北投區溫泉路68之10號 02-2892-1099 林小姐

16 臺北市私立愛家居家長照機構 全區 10471 臺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三段87巷23號1樓 02-2596-6934 黃小姐

17
康捷居家長照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私立康捷居家

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全區 10376 臺北市大同區民族西路305號1樓 02-2599-5980 陳小姐

18
謙和園健康福祉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私立溫邸家

居家長照機構
全區 10447 臺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二段72巷23號1樓 2568-1589 馬小姐

19 新北市私立立穎居家長照機構
松山區、信義區、

大安區、北投區
23568 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204號3樓 02-8668-6651 魏小姐

20 臺北市私立大心居家長照機構
中正區、大同區、

萬華區
10866 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348號2樓之1 02-2339-0179 趙先生

21
普眾股份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私立普眾居家長照

機構
全區 11500 臺北市南港區昆陽街152巷39號1樓 02-2788-7966 何先生

22 樂昱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私立樂昱居家長照機構 全區 112031 臺北市北投區文林北路262號2樓 02-2822-5423 黃先生

23 新北市私立永安居家長照機構  全區 23148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99巷13號1樓 02-8665-6656 周小姐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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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山區、信義區、

大安區、中山區、

中正區、大同區

22000 新北市板橋區府後街2號1樓 02-2272-6233  洪小姐

25  恩揚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私立恩揚居家長照機構
大安區、文山區、

松山區及中正區
11681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五段225之1號1樓 02-2930-1999 吳小姐

26 臺北市私立可馨居家長照機構
松山區,大安區, 信

義區
10688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162號12樓之3 0938-818-172 張小姐

27
京鶴實業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私立悅康居家長照

機構
全區 10047 臺北市中正區許昌街42之1號7樓700室 0919-903-637 吳小姐

29 安朗生活有限公司附設私立安朗居家長照機構 全區 10566 臺北市松山區基隆路一段10號7樓 02-2760-6989 王先生

30 臺北市私立老爺居家長照機構 全區 10680 臺北市大安區安和路2段92號B1(A11室) 0985-589-453 楊小姐

31
佳顧股份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私立佳顧居家長照

機構

士林區、內湖區、

松山區、大安區、

中山區

10461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102號11樓 02-2511-2595
馬行政事

務負責人

32
財團法人臺北市松年長春社會福利基金會私立松

年長春居家長照機構

松山區、大安區、

中山區
10473 臺北市中山區龍江路318巷5、7 號及5號地下室 02-2500-0261

羅社工組

長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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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山區、信義區、

大安區、中山區、

中正區、大同區、

萬華區、內湖區、

士林區

24147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210號9樓 02-2986-6262 花小姐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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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區 23448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666巷27號1樓 0955-866-887 鄭先生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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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區 11553 臺北市南港區重陽路120號3樓(309室) 02-2788-2211 葉先生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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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區 10561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123號2樓之4 02-2760-2270 張先生

37 臺北市私立喜宇居家長照機構 全區 105057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4段678號6樓之1 02-2756-0018 林先生

38 福田居家有限公司私立福田居家長照機構 全區 11086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492巷2號2樓 02-2727-0082 林先生

39
智慧長照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私立愛關懷居家長

照機構

松山區、大安區、

文山區、信義區
11670 臺北市文山區景文街42號3樓316室 02-7729-7769轉9 王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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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序號 機構名稱 服務區別
郵遞區

號
機構(服務)地址 聯絡電話-1 聯絡窗口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長照2.0喘息服務單位一覽表(111.10.4更新) 特約250家。

40 臺北市私立加恩居家長照機構

中正區、中山區、

松山區、大安區、

大同區、文山區

10074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28號4樓 02-2322-2757 江小姐

41 臺北市私立仁群居家長照機構
松山區、中山區、

大同區、
10474 臺北市中山區民族東路512巷12號1樓 02-2501-6299 蔡先生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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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林區、

大同區、中正區、

萬華區、中山區

 10361 臺北市大同區民權西路118巷12號1樓 02-2553-9586*101 曾小姐

43 臺北市私立麗康居家長照機構

大同區、中山區、

中正區、萬華區、

士林區

10347 臺北市大同區安西街43之2號3樓之3 02-2553-2379 吳小姐

44 新北市私立全曜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全區 24148 新北市三重區長元街100-2號1、2樓 02-2972-2060 黃先生

45 美樺股份有限公司附設私立美美居家長照機構 全區 100418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21號5樓之2 02-2370-0021轉23 林小姐

46 臺北市私立美樺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全區 10684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21號5樓之10 02-2337-5123 彭小姐

47
臺北市私立一心居家長照機構(停派期間

111.10.1~111.10.31)
全區 10555 臺北市松山區延吉街11號4樓之1 02-2578-1018 蔡先生

49
宗展股份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私立辰心居家長照

機構
全區 10342 臺北市大同區西寧北路112號4樓之1 02-2550-1966 侯小姐

51 新北市私立恩勤居家長照機構(機構地址變更)

松山區、信義區、

大安區、中山區、

大同區、萬華區、

文山區

22065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189號7樓 02-8953-5988 王先生

52 馨瀅股份有限公司附設私立馨瀅居家長照機構 全區 10343 臺北市大同區塔城街37號7樓 0959-628-808 詹小姐

53
社團法人台北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附設臺北市

私立家協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全區 10674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3段232號3樓 02-2739-8737 劉小姐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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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山區、大安區、

中山區、中正區、

大同區、萬華區、

士林區

23556 新北市中和區永和路128巷20號2樓 02-2248-0061 戴先生

56
喜安健康長期照顧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私立仁安

居家式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松山區、信義區、

大安區、南港
11072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4段553巷46弄8號2樓 02-2762-0999 廖小姐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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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742-0058 陳小姐

58
財團法人台北市立心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臺北私

立立心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中正區、大同區、

萬華區
10862 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120巷39弄3號2樓 02-2336-1555轉21 黃小姐

59

財團法人天下為公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

新北市私立天下為公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

機構

全區 22173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三段423號 02-8648-8388 金先生

60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臺北

市私立慈濟居家長照機構
全區  10862 臺北市萬華區莒光路222號5樓 02-2302-3479 周小姐

61
財團法人恆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臺北

市私立恆安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全區 10882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295號12樓 02-2333-1955 胡小姐

62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附設私立博愛居家長照機構
中山區、中正區、

大同區、萬華區
 10845 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62號11樓 02-233-10500 李小姐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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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45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86號12樓之3 02-2303-0369 楊小姐

64 臺北市私立安歆居家式服務類長照機構 全區 10456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50號3樓 02-2537-2586 程小姐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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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山區、中山區、

南港區、內湖區
10485 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410號10樓之1 0989-135-026 李先生

67 新北市私立旺福居家長照機構 全區 24155 新北市三重區福隆路48號1樓 02-8985-0699 劉小姐

68
逸居股份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私立幸福時光居家

長照機構
全區 10650 臺北市大安區永康街75巷1號1樓 02-7705-8110轉101 楊小姐

69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紅心字會附設臺北市私立紅心

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信義區、大安區、

文山區
10045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43號3樓之2 02-2370-0267 孫組長

70 元愷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私立安愷居家長照機構 全區 10456 臺北市中山區農安街32號8樓之3之4 02-2522-1993 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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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序號 機構名稱 服務區別
郵遞區

號
機構(服務)地址 聯絡電話-1 聯絡窗口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長照2.0喘息服務單位一覽表(111.10.4更新) 特約250家。

71 臺北市私立安民居家長照機構458 士林區、北投區 11163 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342號7樓K711室 02-2833-4074 黃先生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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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835-5058 陳小姐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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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751-5315 江小姐

74
愛護家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附設台北市私立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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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599-5665 林小姐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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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區 112040 臺北市中正區吉林路245號4樓403室 02-2821-2412 蘇小姐

77 私立好幫守居家長照機構

士林區、大同區、

大安區、中山區、

中正區、內湖區、

北投區、松山區、

信義區、南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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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財團法人私立廣恩老人養護中心-居家服務中心

松山區、信義區、

大安區、中山區、

大同區、萬華區、

文山區

11676 新北市新店區北宜路二段579巷45號 02-2930-7999 楊小姐

79
詮順居家長照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私立詮順居家

長照機構
全區 104102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路189號10樓之7 02-2773-0398 廖小姐

80
北醫大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附設私立杏芳居家

長照機構
文山區 11665 臺北市文山區景後街190號2樓之1 02-2935-0230轉12 黃小姐

82 秉心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私立秉心居家長照機構 全區 10579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119-1號2樓 02-2766-6683 陳小姐

84
財團法人佳醫健康基金會附設臺北市私立佳醫居

家長照機構
全區 10571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8-10號503室 02-2528-0502 張小姐

86

社團法人中華國際基督教十字架協會附設臺北市

私立真平安居家長照機構(停派期間

111.9.1~111.11.30)

全區 10045 臺北市中正區衡陽路10號12樓 02-25431757 郭小姐

87 臺北市私立康健居家式長照機構
中山區、南港區、

內湖區
 11490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180巷6號11F之19 02-87979104 吳小姐

88
芊潁顧問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私立芊潁居家長照

機構

松山區,、信義區、

大安區、中山區、

中正區、大同區、

萬華區、文山區、

內湖區、士林區、

北投區

10482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3段92號3樓D316室 02-25080383 何先生

89
泉益居家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私立泉益居家長照

機構
全區 11662 臺北市文山區忠順街一段20號1樓 02-86618880 詹先生

92 臺北市私立前瞻居家長照機構 全區  11693 臺北市文山區興昌里辛亥路4段21巷10號9樓 02-89312545 洪小姐

93
忠孝事業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私立忠孝居家長照

機構
全區  11280  臺北市北投區明德路283號3樓 02-28214922 陳小姐

94
台灣居護股份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私立聯承居家

長照機構

大安區、中正區、

文山區
10655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136號11樓1102室 02-82588088 吳小姐

95 臺北市私立悠樂活居家長照機構 全區 10363 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81巷19號1樓 02-77467520轉801 李小姐

97
財團法人一粒麥子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

臺北市私立有福居家長照機構
中正區、萬華區 10878 臺北市萬華區萬大路237巷13弄5號1樓 02-2332-0669 塗小姐

98
一心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私立繫心

居家長照機構
全區 105049 臺北市松山區延吉街11號4樓之1(A室) 02-2578-1008 唐小姐

100 臺北市私立福樂居家長照機構 全區 103001 臺北市大同區西寧北路78號8樓J室 02-25581168 孔小姐

101 臺北市私立永欣居家長照機構 士林區、北投區 11258 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二段371號1樓 02-28916364 陳先生

102
銀享全球股份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私立銀享居家

長照機構

松山區、信義區、

大安區、中山區、

中正區、大同區、

文山區

106466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1段259號8樓之1(805

室)
02-27009805 梁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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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序號 機構名稱 服務區別
郵遞區

號
機構(服務)地址 聯絡電話-1 聯絡窗口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長照2.0喘息服務單位一覽表(111.10.4更新) 特約250家。

103
耀生長期照顧服務股份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私立

耀生居家長照機構

松山區、信義區、

大安區、中山區、

中正區、大同區、

萬華區、內湖區、

士林區

10053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2段130號11樓之8 02-23932500 姚先生

104
鴻源長期照顧股份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私立旭樂

居家長照機構
全區 111052 臺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80巷2號3樓 02-2885-8000 賴先生

105
溫心企業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私立溫心居家長照

機構
全區 10488 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62號3樓之1(6室) 02-2751-0515 陳小姐

106
潤康長期照護有限公司附設新北市私立潤康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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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湖區、

士林區

23563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431向68號1F 02-7751-9133 鄭小姐

107

社團法人寧祈全人健康生命關懷協會附設臺北市

私立寧祈居家常照機構(停派期間

111.10.1~111.10.31)

全區 104612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1段42號12樓之14 02-2521-3282 陳小姐

108
廣和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附設私立家天使居家常

照機構

松山區、信義區、

大安區、中山區、

中正區、大同區、

萬華區、文山區、

南港區、內湖區

110053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四段401號8樓 02-2758-8708 王小姐

109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附設臺北市私立老五老居

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士林區、北投區 112053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一段14號3樓

02-2821-2959轉16

0932-255-106
王小姐

110
北醫大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附設私立君蔚居家

長照機構
信義區、大安區 110007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48號9樓之3

02-2732-3852分機502

0913-611-031
李小姐

111
紙飛機服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私立紙

飛機居家長照機構
大同區、萬華區 10855 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1段200號8樓之3 02-2302-5686 蘇小姐

112
愛馨居服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私立愛馨居家長照

機構

信義區、大安區、

中正區、文山區
100024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1段152號12樓之5(501

室)
02-2341-5924 李小姐

113
辰信健康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私立辰信居家長照

機構

松山區、信義區、

大安區、中山區、

中正區

106092 臺北市大安區四維路198巷30弄12號2樓 02-2558-0208 孫小姐

114
松德長照事業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私立松德居家

長照機構
全區 10342 臺北市大同區西寧北路112號2樓之4 02-8550-7869 楮小姐

115 育和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私立育和居家長照機構

大安區、中山區、

中正區、大同區、

萬華區、士林區

10356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23-1號2樓202室 0911-488-969 柳小姐

116
有限責任臺北市全國照服員勞動合作社附設臺北

市私立全方位居家長照機構

中山區、中正區、

大同區、萬華區
108054 臺北市萬華區青年路106巷9號1樓 02-2303-3909 林小姐

117
 力麗長青長照社團法人附設台北市私立長青居家

長照機構
全區 108023 臺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二段278號1號1樓 02-2308-2996轉112 張小姐

118
社團法人中華長照協會附設臺北市私立永樂居家

長照機構

松山區、信義區、

大安區、中正區、

大同區、文山區

11680 臺北市文山區興豐里興隆路一段261號1樓 02-2930-6919 蔡小姐

119
社團法人台灣比較刑法學會附設臺北市私立誠實

居家長照機構

松山區、中山區、

中正區、士林區、

北投區

10045 臺北市中正區黎明里重慶南路1段57號9樓之8 02-7751-5512 劉先生

120
東和居家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私立東和居家長照

機構
全區 105407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70號4樓之1 02-6605-0630 盧小姐

121 臺北市私立和美居家長照機構 全區 112030 臺北市北投區北投路一段59號2樓 02-2891-8131 邱小姐

122
安心好生活股份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私立佳愛居

家長照機構
全區 10492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2段230號6樓之5 02-2711-0922 何先生

123
聖照股份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私立邦寧居家長照

機構
全區 110604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4段375號6樓之6 02-2758-2106 洪小姐

1 臺北市文山區順興社區發展協會 全區 11661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四段165巷12號1樓 02-2939-5932 張先生

2 臺北市後山埤文化發展協會 全區 11556 臺北市南港區東新街91號 02-2785-1737 李小姐

3 社團法人臺北市向日葵慈善協會 全區 10580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4段133巷7弄9號1樓 02-8770-6501 黃小姐

4 中華民國天使之家全人關懷協會 全區 11467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二段242號1樓 02-2790-9454 黃秘書長

5 財團法人新北市基督教新希望教會(百齡長青) 全區 11167 臺北市士林區前港里承德路四段190號4樓 02-2881-5100 徐小姐

C+巷弄長

照站特約

共38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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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序號 機構名稱 服務區別
郵遞區

號
機構(服務)地址 聯絡電話-1 聯絡窗口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長照2.0喘息服務單位一覽表(111.10.4更新) 特約250家。

6 財團法人新北市基督教新希望教會(福中據點) 全區 11169 臺北市士林區福中里福港街129巷10弄12號1樓 02-2883-4569 游先生

7 財團法人新北市基督教新希望教會(新喜據點) 全區 10471 臺北市中山區新喜里吉林路433巷17號1樓 02-2599-3693 葛小姐

8 財團法人新北市基督教新希望教會(江寧據點) 全區 10346 臺北市中山區江寧里龍江路286巷2號1樓 02-2508-4340 翁小姐

9 財團法人新北市基督教新希望教會(中山五常) 全區 11167 臺北市中山區下埤里龍江路377巷20號1樓 02-2515-4949 甘先生

10 財團法人台灣聖公會牧愛堂 全區  11168 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511號 02-2881-6317 陳小姐

11 臺北市南港區久如社區發展協會 全區 11572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路2段208號1樓 02-2651-6600 蔡社工師

12 財團法人臺北市中華基督浸信會慈光堂 全區 11144 臺北市士林區中社路一段43巷3號 02-2841-2290轉17 辛先生

13
社團法人台灣基督教展翔天地全人發展協會(河堤

據點)
全區 10088 臺北市中正區金門街9-23號1樓 02-2367-7319 賴小姐

14
社團法人台灣基督教展翔天地全人發展協會(展翔

據點)
全區 10090 臺北市中正區汀洲路3段127號1樓 02-2365-6123 賴小姐

15 臺北市大安區安東社區發展協會 全區 10666 臺北市大安區安東街28號 02-2771-5532 李先生

16 臺北市文山區忠順社區發展協會 全區 11663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四段145巷30號 02-2939-9569 賴小姐

17 社團法人中華悅齡長照關懷協會 全區 11141 臺北市士林區福林路377號 0988-423-796 顏小姐

18 台北市梘尾關懷互助協會 全區 11671 臺北市文山區萬慶街6號 02-8935-1778 鄧小姐

19 臺北市龍圖敦親睦鄰社區促進發展協會 全區 10658 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25巷24號1樓 02-2325-5959 陳小姐

20 台灣旺齡協會 全區 10088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84巷13號1樓 02-2368-0690 鄧莉君

21 臺北市大安區群英里辦公處 全區 10691 臺北市大安區四維路198巷30弄9號 02-2754-7207 陰小姐

22 台灣健康社區自主發展協會 全區 11150 臺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203巷2號1樓 02-2836-9493 李先生

23 臺北市大安區新民炤社區發展協會 全區 10656 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286巷35號1樓 02-2701-2389 簡小姐

24 財團法人環宇國際文化教育基金會 全區 10647 臺北市中山區羅斯福路三段240巷17弄3號 02-2364-1334 孫小姐

25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恩惠福音會 全區 11446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608號 02-2797-1000 程先生

26 社團法人臺北市永健長青促進協會 全區 10661 臺北市大安區瑞安街71巷5弄1號1樓 02-2709-7719 沈先生

27 中華民國紅心字會(興隆老人社區關懷照顧據點) 全區 11646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四段105巷47號1樓 02-2936-7119 高先生

28 社團法人中華洪門大蜀山社會關懷協會 全區 10858  臺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二段280巷23號 02-2302-9001 周小姐

29
財團法人一粒麥子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中正

國宅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全區 10876 臺北市萬華區新安里萬大路237巷13弄3號1樓 02-2309-0669轉12 塗主任

30 財團法人雙福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全區 11074
臺北市信義區正和里光復南路443巷9號 / 光復

南路447-44號
02-2729-9580 裘小姐

31 社團法人台北市文山區明興社區發展協會 全區 11649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四段61號 02-2936-5508 鄭小姐

32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

永和耕莘醫院經營管理臺北市大龍老人住宅
全區 10369 臺北市大同區民族西路105號4樓 02-6617-8186轉323 沈社工

33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母聖心會(萬華小德蘭堂社區照

顧關懷據點巷弄長照站C+)
全區 10860 臺北市萬華區雙園里興寧街70號 02-2302-8934 王主任

34 財團法人利伯他茲教育基金會(木柵復活堂) 全區 11650 臺北市文山區永安街1號 02-2928-6060轉10660 郭社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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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序號 機構名稱 服務區別
郵遞區

號
機構(服務)地址 聯絡電話-1 聯絡窗口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長照2.0喘息服務單位一覽表(111.10.4更新) 特約250家。

35 社團法人臺北市臻佶祥社會服務協會 全區 10065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15巷18號 02-2303-6281 陳小姐

36 臺北市中山區朱厝崙社區發展協會 全區 10492 臺北市中山區龍江路12號1樓 2781-5504 林小姐

37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全區 10049 臺北市南港區中南里市民大道八段588巷18號 02-2322-3867 詹先生

38 台北市石牌長青會 全區  11263 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一段12號3樓 02-2891-3812 簡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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