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定 輪派 指定 輪派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桃園市私立慈濟居家長照機

構

貴族樂活股份有限公司附設桃園市私立貴族居家長照機構 1

桃園市私立家慈居家長照機構

桃園市私立寬福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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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桃園仁愛之家 24 2 1

桃園市私立天使居家長照機構

桃園市蒲公英新移民服務協會附設桃園市私立永年居家長照機構

耕心者健康國際有限公司附設桃園市私立耕心居家長照機構

長榮健康長照社團法人附設桃園市私立榮安居家長照機構

桃園市私立靜馨居家長照機構

桃園市私立照協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桃園市私立長青文殊居家長照機構

財團法人雙福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桃園市私立雙福居家長照機

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國宏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附設桃園市私立國

宏綜合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桃園市私立旭登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有限責任臺灣第二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附設桃園市私立二顧居家長照機 1

金色年代長照社團法人附設桃園市私立金色年華綜合長照機構 1

桃園市私立高強居家長照機構 1

桃園市私立聯新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怡德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附設桃園市私立怡

德綜合長照機構

惟心長照有限公司附設桃園市私立惟心居家長照機構 5 5 1 4

德宥居家長照有限公司附設桃園市私立德宥居家長照機構 2 1

桃園市私立慈照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桃寶事業有限公司附設桃園市私立桃寶居家長照機構

桃園市私立安安居家長照機構 1

桃園市私立同心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1

桃園市私立關愛居家長照機構 1

社團法人臺灣恩光專業長照看護訓練關懷發展協會附設桃園市私立恩光

居家長照機構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桃園市私立關懷居家長照機構

財團法人桃園市亮詮公益慈善基金會附設桃園市私立亮詮居家長照機構 1

桃園市私立銀寶寶居家長照機構 1

桃園市私立家和居家長照機構 1

桃園市私立翔安居家長照機構

桃園市私立樂善居家長照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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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附設桃園私立祥寶尊榮居家長照機構

桃園市私立恩惠居家長照機構 1 1

社團法人桃園市愛鄰舍協會附設桃園市私立幸福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附設桃園市私立金色年代綜合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

愛爾德長者事業有限公司附設桃園市私立喜大人琪霖社區長照機構

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怡德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附設桃園市私立中

壢新明社區長照機構

金色年代長照社團法人附設桃園市私立金色年華綜合長照機構

桃園市私立富立水社區長照機構 1

桃園市私立喜來樂社區長照機構

桃園市私立真開欣社區長照機構

桃園市私立鈺洤社區長照機構

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國宏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附設桃園市私立國

宏綜合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1

家托

懷寧醫院

好時光心理治療所

達特窩可事業有限公司附設新北市私立賴夫居家長照機構

鐵牛居家職能治療所

詠馨居家護理所

關鍵語言治療所

全能居家職能治療所 1

宥心生活有限公司附設桃園市私立宥心居家長照機構 1

億家安居家物理治療所

新仁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福樂居家物理治療所

大園敏盛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信賴職能治療所(居家型）

青埔居家職能治療所

美一天居家物理治療所

樂福居家護理所

全齡居家職能治療所

晴康居家護理所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

恭一居家物理治療所

月上營養照護諮詢機構

金色年代長照社團法人附設桃園市私立金色年華綜合長照機構 1

福安居家物理治療所

瑞之盟居家語言治療所

桃園市中壢區衛生所附設居家護理所

致樂居家物理治療所

德怡藥局(高揚威家醫科診所)

美安居家護理所

護寧居家護理所

聯新國際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專業服務 5

日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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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珠職能治療所

桃園市私立荃人居家長照機構

惠心居家護理所

弘成居家護理所

達特窩可居家物理治療所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附設居家護理所

信醫物理治療所

霖口居家語言治療所

祈癒職能治療所

瑞之盟營養機構

新永和醫院

仁仁居家護理所

馨安居家護理所

中敏居家護理所

美善居家護理所

敦仁診所附設居家護理所

姜博文診所附設同心居家護理所

善食營養中心

百樂居家呼吸照護所

群和居家護理所

用心居家呼吸照護所

宜杏居家護理所

華揚醫院

桃園居家職能治療所 1

嘉育居家護理所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忠祥居家護理所

富立順居家護理所

中壢長榮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長榮健康長照社團法人附設桃園市私立榮安居家長照機構 1

國軍桃園總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沛田心理治療所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仁心居家物理治療所

祐民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惠好居家職能治療所

晴天居家護理所

職物語居家職能治療所

家安居家護理所

愛迪樂居家職能治療所

擁晴居家職能治療所

安安物理治療所

樂謙藥師藥局

宜寧居家護理所(111/5/19新增)

福倫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3 1

新航國際租賃有限公司 1

交通接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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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通股份有限公司 2 1

世豪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5 4 1

社團法人臺中市綠生活創意行動協會 2 3 2

尚倫國際租車有限公司 1

康健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1

德宥居家長照有限公司附設桃園市私立德宥居家長照機構 1

富立順居家護理所 1

桃園市私立銀寶寶居家長照機構

靜馨居家長照機構

桃園市私立天使居家長照機構

寬福護理之家

桃園市私立翔安居家長照機構

桃園市私立名揚居家長照機構

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怡德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附設桃園市私立怡

德綜合長照機構

桃寶事業有限公司附設桃園市私立桃寶居家長照機構

桃園市私立家和居家長照機構

達特窩可事業有限公司附設新北市私立賴夫居家長照機構

桃園市私立家瑞居家長照機構

長榮健康長照社團法人附設桃園市私立榮安居家長照機構

桃圉市長青文殊居家長照機構機構

桃園市私立福安居家長照機構

桃園市私立安安居家長照機構

桃園市私立慈山居家長照機構

德宣居家長照有限公司附設桃園市私立德宣居家長照機構

桃園市私立家慈居家長照機構

貴族樂活股份有限公司附設桃園市私立貴族居家長照機構

晴天居家護理所

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國宏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附設桃園市私立國

宏綜合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有限責任台灣弘和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附設桃園市私立弘和居家長照機

桃園市私立照協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職物語長照事業有限公司附設桃園市私立樂職心綜合長照機構

社團法人台灣立享長照服務教育發展協會附設桃園市私立立享居家長照

桃園市私立雲隼居家長照機構

泓樂樂齡事業有限公司附設桃園市私立鳳凰居綜合長照機構

桃園市私立關懷居家長照機構

桃園市私立全家人居家長照機構

桃園市私立弘成居家長照機構

財團法人桃園市亮詮公益慈善基金會附設桃園市私立亮詮居家長照機構

桃園市私立慈照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桃園市私立關愛居家長照機構

桃園市私立旭登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桃園市私立家源居家長照機構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桃園市私立慈濟居家長照機

中化銀髮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附設桃園市私立中化銀髮居家長照機構

居家喘息 9

交通接送 27



桃園市私立十分之一居家長照機構

有限責任台灣第二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附設桃園市私立二顧居家長照機 1

財團法人雙福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桃園市私立雙福居家長照機

耕心者健康國際有限公司附設桃園市私立耕心居家長照機構

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桃園仁愛之家 4

惟心長照有限公司附設桃園市私立惟心居家長照機構

桃園市私立聯新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桃園市私立長青社區長照機構

桃園市私立慈得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社團法人台灣恩光專業長照看護訓練關懷發展協會附設桃園市私立恩光

居家長照機構

金色年代長照社團法人附設桃園市私立金色年華綜合長照機構

桃園市私立幸福家居家長照機構

桃園市私立宜適康居家長照機構

桃園市私立群和居家長照機構

桃園市私立八德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顧得樂長照有限公司附設桃園市私立顧得樂居家長照機構

桃園市蒲公英新移民服務協會附設桃園市私立永年居家長照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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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私立高強居家長照機構

中華民國弘揚看護協會附設私立弘揚居家長照機構 2

桃園市私立荃人居家長照機構

桃園市私立同心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群和居家護理所

芯薏企業有限公司附設桃園市私立芯薏居家長照機構

桃園市私立樂善居家長照機構

桃園市私立恩惠居家長照機構

智能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附設桃園市私立祥寶尊榮居家長照機構

社團法人桃園市愛鄰舍協會附設桃園市私立幸福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附設桃園市私立金色年代綜合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

愛爾德長者事業有限公司附設桃園市私立喜大人琪霖社區長照機構

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怡德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附設桃園市私立中

壢新明社區長照機構

金色年代長照社團法人附設桃園市私立金色年華綜合長照機構

桃園市私立富立水社區長照機構 1

桃園市私立喜來樂社區長照機構

桃園市私立真開欣社區長照機構

桃園市私立鈺洤社區長照機構

桃園市私立龍德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陽明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國軍桃園總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福仁護理之家

桃園市私立慈家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懷寧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居家喘息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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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義護理之家

桃園市私立逸慈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楊梅佳醫護理之家

桃園市私立莊敬園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桃園市私立吉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桃園市私立長祐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1

松林護理之家

至善天下護理之家

桃園市私立禾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財團法人天下為公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桃園市私立龍潭老人長

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揚明護理之家

桃園市私立慈庭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長期照護型)

桃園市私立八德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桃園市私立台大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中敏護理之家

桃園皇家護理之家

祐康護理之家

桃園市私立祥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廣元長照社團法人附設桃園市私立元德綜合長照機構

太陽桃園長照社團法人附設桃園市私立龍潭住宿長照機構

桃園市私立厚德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桃園市私立康益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禾馨護理之家

桃園市私立康健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桃園市私立家悅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國宏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桃園市私立松林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長期照護型)

桃園市私立富佑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大園敏盛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旭登護理之家

承恩護理之家

桃園市私立瑞生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桃園市私立元福護理之家

樂鑫護理之家

桃園市私立海森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信安護理之家

南雅護理之家

桃園市私立同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安家護理之家

桃園市私立康全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桃園市私立雲鵬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桃園市私立恩澤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桃園市私立陽光空氣水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財團法人桃園市甡光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桃園市私立甡光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養護型)

1機構喘息



和康護理之家

桃園市私立宜家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桃園市私立慈恩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大慶護理之家

桃園市私立眾生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桃園市私立友緣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附設松柏園護理之家

桃園市私立東陽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大溪區農會附設護理之家

金色時代護理之家

平鎮佳醫護理之家

桃園市私立慈慧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桃園市私立慈園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鼎居護理之家

陽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桃園市私立愈健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智化護理之家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附設長青護理之家

新北市私立保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健亞護理之家

恩典護理之家

桃園市私立民享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寬福護理之家

桃園市私立愛心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桃園市私立大溪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懷寧護理之家（懷寧內科診所附設護理之家）

敏盛綜合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桃園市私立大園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桃園仁愛之家

荷蘭村護理之家

桃園市私立少同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1機構喘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