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年度高雄市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機構設立單位

序 單位
號 簡稱

單位全稱

單位電話

設立地址

提供日期：2019/5/8

特約服務區域

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人附設高雄市
1 聖功 私立聖功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
機構

07-2231865
07-2238153轉
2292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352號

鳳山區、三民區、苓雅區、新
興區、前金區、小港區、前鎮
區

財團法人獎卿護理展望基金會私立高
雄居家長照機構

07-341-3622

高雄市左營區重上街46號2樓

鳳山區、三民區、苓雅區、新
興區、前金區、鹽埕區、鼓山
區、左營區、楠梓區、旗津區

2 獎卿

07-6155217(本
會)
財團法人濟興長青基金會附設高雄市
07-5518235(鼓山 高雄市橋頭區成功南路148巷6
3 濟興 私立濟興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
服務處)
弄11號
機構
07-6115206(橋頭
辦公室)

仁武區、大社區、三民區、新
興區、前金區、鹽埕區、鼓山
區、岡山區、燕巢區、彌陀
區、梓官區、橋頭區、左營
區、楠梓區、旗津區

信義醫療財團法人附設高雄市私立居
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07-536-3016

鳳山區、三民區、苓雅區、新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135巷26
興區、前金區、鹽埕區、小港
號6樓
區、前鎮區

社團法人台灣身心機能活化運動協會
5 身機
私立翠華園居家長照機構

07-5884647
07-5883527

鳳山區、仁武區、三民區、苓
高雄市左營區翠華路601巷69號 雅區、新興區、前金區、鹽埕
2樓
區、鼓山區、左營區、楠梓
區、前鎮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善護關愛協會附設高
6 善護 雄市私立善護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

07-241-6336

三民區、苓雅區、新興區、前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四路53號8樓
金區、鹽埕區、鼓山區、前鎮
之一
區

4 信義

07-3431115
有限責任高雄市育成照顧服務勞動合
高雄市左營區新光里22鄰政德
07-7017055
7 育成 作社附設高雄市私立育成居家式服務
(鳳山區複合型服 路647號2樓
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務中心)

8 紅會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新高雄分會附設私
立紅十字居家長照機構

07-7902007

鳳山區、鳥松區、仁武區、大
社區、大寮區、三民區、鹽埕
區、鼓山區、左營區、楠梓
區、林園區

鳳山區、鳥松區、仁武區、大
社區、大樹區、大寮區、三民
高雄市鳳山區維新路122號10樓 區、苓雅區、新興區、前金
區、鹽埕區、鼓山區、燕巢
區、左營區、楠梓區、林園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
9 家關 附設高雄市私立家關居家式服務類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

(07)322-3839

有限責任高雄市安祥照顧服務勞動合
10 安祥 作社附設高雄市私立安祥居家式服務
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07-7902897

高雄市鳳山區大東一路113號

07-3715009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42-1號

07-6671006

高雄市內門區內豐里內埔83號

鳳山區、旗山區、美濃區、內
門區、杉林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長期照顧專業協會附
13 長照 設高雄市私立長照居家式服務類長期
照顧服務機構

07-6152852

高雄市燕巢區深水里深水路320號4樓

岡山區、燕巢區、阿蓮區、路
竹區、湖內區、茄萣區、永安
區、彌陀區、梓官區、橋頭
區、左營區、楠梓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永安社會福利協會附
14 永安 設高雄市私立永安居家式服務類長期
照顧服務機構

788-2577

高雄市大寮區過溪里濃中街22
巷17號

鳳山區、大寮區、林園區

財團法人高雄市慈聯社會福利基金會
11 慈聯 附設高雄市私立慈聯居家式服務類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
財團法人高雄私立市萃文書院社會福
12 萃文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高雄市私立萃
文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高雄市三民區漢口街137號

三民區、新興區、前金區、鹽
埕區、鼓山區、左營區、楠梓
區
鳳山區、鳥松區、仁武區、大
社區、大樹區、大寮區、三民
區、苓雅區、新興區、小港
區、前鎮區、林園區、
鳳山區、鳥松區、仁武區、大
社區、三民區、苓雅區、前鎮
區

108年度高雄市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機構設立單位
序 單位
號 簡稱

單位全稱

高雄市私立重安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
15 重安
顧服務機構

社團法人高雄市路竹社會福利協會附
16 路協 設高雄市私立路協居家式服務類長期
照顧服務機構

有限責任高雄市日新照顧服務勞動合
17 日新 作社附設高雄市私立日新居家式服務
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18 佳馨 高雄市私立佳馨居家長照機構

單位電話

設立地址

特約服務區域

高雄市旗山區大德里大仁街27
號

旗山區、美濃區、六龜區、內
門區、杉林區、甲仙區、桃源
區、茂林區

高雄市路竹區中華路337-1號

鳳山區、鳥松區、仁武區、大
社區、大樹區、三民區、岡山
區、燕巢區、田寮區、阿蓮
區、路竹區、湖內區、茄萣
區、永安區、彌陀區、梓官
區、橋頭區、左營區、楠梓
區、小港區、林園區、旗山
區、美濃區、六龜區、內門
區、杉林區、甲仙區、茂林區

07-6811377

高雄市美濃區雙峰街6-3號

鳳山區、鳥松區、仁武區、大
社區、大樹區、三民區、岡山
區、燕巢區、田寮區、阿蓮
區、路竹區、湖內區、茄萣
區、永安區、彌陀區、梓官
區、橋頭區、左營區、楠梓
區、小港區、林園區、旗山
區、美濃區、六龜區、內門
區、杉林區、甲仙區、茂林區

07-5369381

鳳山區、鳥松區、仁武區、大
樹區、大寮區、三民區、苓雅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232號11
區、新興區、前金區、鹽埕
樓之1
區、鼓山區、左營區、小港
區、前鎮區、林園區、

07-6627920
07-6621227

07-6969391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居家式服務類長
19 旗醫
07-6613811#3010 高雄市旗山區東新街25巷8號
期照顧服務機構
財團法人高雄市郭吳麗珠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附設高雄市私立財團法
20 郭吳 人高雄市郭吳麗珠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
構

提供日期：2019/5/8

07-8119977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195號2
樓

旗山區、美濃區、六龜區、內
門區、杉林區、甲仙區、桃源
區
鳳山區、鳥松區、仁武區、大
社區、大樹區、大寮區、三民
區、苓雅區、新興區、前金
區、燕巢區、小港區、前鎮
區、林園區

社團法人高雄長期照顧人員福利促進
21 長促 協會附設高雄市私立長促居家式服務
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07-7101412

高雄市鳳山區信義街303號1樓

鳳山區、鳥松區、仁武區、大
社區、大寮區、三民區、苓雅
區、新興區、前金區、鹽埕
區、鼓山區、左營區、前鎮區

高雄市私立爵嘉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

07-3386108
07-3387608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四路216號5
樓之3

鳳山區、苓雅區、新興區、前
金區、鹽埕區、小港區、前鎮
區、旗津區、林園區

高雄市同愛社會福利關懷協會附設高
23 同愛 雄市私立同愛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

07-3111707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583號6
樓之1

鳳山區、三民區、苓雅區、新
興區、前金區、鹽埕區、鼓山
區、左營區、楠梓區、前鎮區

高雄市岡山區永樂街89巷12號

岡山區、燕巢區、田寮區、阿
蓮區、路竹區、湖內區、永安
區、彌陀區、梓官區、橋頭區

22 爵嘉

社團法人高雄市樂齡照顧關懷協會附
24 樂齡 設高雄市私立樂齡居家式服務類長期
照顧服務機構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典寶社會福利慈
25 典寶 善事業基金會附設高雄市私立典寶居
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07-6216881

07-3112600

鳳山區、鳥松區、仁武區、大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70號11 社區、三民區、苓雅區、新興
樓
區、前金區、鹽埕區、鼓山
區、左營區、楠梓區

108年度高雄市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機構設立單位
序 單位
號 簡稱

單位全稱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附設高
26 弘道 雄市私立弘道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
有限責任高雄市協和照顧服務勞動合
27 協和 作社附設高雄市私立協和居家式服務
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28 善逸

高雄市私立善逸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

社團法人高雄市照顧技術推廣協會附
設高雄市私立高雄照協居家式服務類
29 照協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原保證責任高雄
市高屏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高
30 伊甸 雄市私立高雄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
社團法人高雄市新恩社會福利關懷協
31 享恩 會附設高雄市私立享恩居家式服務類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32 凱旋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居家式服務類長期
照顧服務機構

單位電話
07-5563225

三民區、新興區、前金區、鹽
埕區、鼓山區、左營區、楠梓
區

07-7407512

高雄市鳳山區信義街50號

鳳山區、仁武區、大社區、大
寮區、苓雅區、前鎮區

07-6109166
07-3535242

高雄市彌陀區中華路2號

岡山區、燕巢區、田寮區、阿
蓮區、路竹區、湖內區、茄萣
區、永安區、彌陀區、梓官
區、橋頭區

07-2011699

岡山區、燕巢區、田寮區、阿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一路17號5樓 蓮區、路竹區、湖內區、茄萣
之5
區、永安區、彌陀區、梓官
區、橋頭區、楠梓區

07-6623326

高雄市旗山區花旗二路108號

旗山區、美濃區、內門區、杉
林區、甲仙區、那瑪夏區

07-7828110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103號2
樓

鳳山區、鳥松區、大樹區、大
寮區、小港區、林園區

07-7513171
#2451~3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0號

鳳山區、三民區、苓雅區

07-6932382

社團法人高雄市樂馨社會福利關懷協
34 樂馨 會附設高雄市私立樂馨居家式服務類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07-3509593

有限責任高雄市興義照顧服務勞動合
35 興義 作社附設高雄市私立陽明居家式服務
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07-3802397

高雄市私立臨海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

07-8010408

37

專安
高雄市私立專安誠居家長照機構
誠

38 受恩

社團法人高雄市受恩社區關懷協會私
立受恩居家長照機構

高雄市私立八方義行團關懷協會居家
39 八方
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社團法人高雄市不老天使守護協會附
40 福臻 設高雄市私立福臻居家式服務類長期
照顧服務機構

特約服務區域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309號3
樓

財團法人高雄市華仁社會福利慈善事
33 華仁 業基金會附設高雄市私立華仁居家式
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36 臨海

設立地址

提供日期：2019/5/8

07- 3927751

07-3494408

大樹區、岡山區、田寮區、阿
高雄市湖內區長壽路65巷6弄1 蓮區、路竹區、湖內區、茄萣
號
區、永安區、彌陀區、梓官
區、橋頭區
鳳山區、鳥松區、仁武區、大
社區、大寮區、三民區、新興
高雄市三民區鼎和街5號
區、鹽埕區、鼓山區、左營
區、楠梓區
鳳山區、三民區、苓雅區、新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207巷17號 興區、前金區、鹽埕區、鼓山
區、左營區、楠梓區
鳳山區、大寮區、三民區、苓
雅區、新興區、前金區、鹽埕
高雄市小港區宏光街511號
區、鼓山區、左營區、小港
區、前鎮區、旗津區、林園區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263號1 鳳山區、鳥松區、三民區、苓
樓
雅區、新興區、左營區
鳳山區、鳥松區、仁武區、大
社區、大樹區、大寮區、三民
區、苓雅區、新興區、前金
區、鹽埕區、鼓山區、岡山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20號
區、路竹區、湖內區、茄萣
區、永安區、彌陀區、梓官
區、橋頭區、左營區、楠梓
區、小港區、前鎮區、旗津
區、林園區

07-7190805

高雄市鳳山區勝利路79號

鳳山區、鳥松區、仁武區、大
社區、大寮區、三民區、苓雅
區、新興區、前金區、鹽埕
區、鼓山區、左營區、前鎮區

07-7138476

高雄市前鎮區和平二路207號9
樓

鳳山區、鳥松區、三民區、苓
雅區、新興區、前金區、鹽埕
區、鼓山區、左營區、小港
區、前鎮區

108年度高雄市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機構設立單位
序 單位
號 簡稱

單位全稱

單位電話

設立地址

提供日期：2019/5/8
特約服務區域

高雄市私立聯合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
41 聯合
顧服務機構

07-3521738

高雄市楠梓區旗楠路142號1樓

鳳山區、鳥松區、仁武區、大
社區、三民區、苓雅區、新興
區、前金區、岡山區、燕巢
區、橋頭區、左營區、楠梓區

財團法人台南市基督教青年會社會福
青年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臺南市私立
會
YMCA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06-2931621

台南市安平區建平路2號

路竹區、湖內區、茄萣區、永
安區

07-7190080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249號

鳳山區、鳥松區、仁武區、大
樹區、大寮區、三民區、苓雅
區、新興區、前金區、鹽埕
區、左營區、小港區、前鎮區

中化銀髮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附設高雄市
44 中化 私立中化銀髮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

07-2692866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四路110號19樓之 雅區、新興區、前金區、鹽埕
一
區、鼓山區、左營區、楠梓

有限責任高雄市愛齡照護服務勞動合作
到咖
社附設高雄市私立到咖手居家式服務類
45
手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07-2012269

42

社團法人高雄市愛家倍照顧關懷協會附

愛家
設高雄市私立愛家倍居家式服務類長期
43
倍 照顧服務機構

鳳山區、仁武區、三民區、苓

區、前鎮區
鳳山區、三民區、苓雅區、新
高雄市前金區大同二路145號10樓之
興區、前金區、鹽埕區、鼓山
6
區、左營區、前鎮區

07-3315580

鳳山區、鳥松區、仁武區、大
社區、大樹區、三民區、苓雅
區、新興區、前金區、鹽埕
高雄市前鎮區西甲里一心二路119號 區、鼓山區、岡山區、阿蓮
8樓之2
區、路竹區、湖內區、茄萣
區、梓官區、橋頭區、左營
區、楠梓區、小港區、前鎮
區、林園區

高雄市私立久立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

07-6140507

高雄市燕巢區1鄰中興路956號

仁武區、大社區、大樹區、岡
山區、燕巢區、梓官區、橋頭
區、楠梓區

社團法人台灣福田社會福利發展協會
48 福田 附設高雄市私立福田居家式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

07-6893357

高雄市六龜區義寶里11鄰平和
巷7號

仁武區、大社區、大樹區、旗
津區、旗山區、美濃區、六龜
區、桃源區

46

美力 美力國際有限公司附設高雄市美力國際
國際 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47 久立

社團法人高雄市照顧服務人力協會附設
49 華登 高雄市私立華登人力居家式服務類長期
照顧服務機構

50

社團法人博愛馨關懷慈善會附設高雄市
全日
私立全日馨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
馨
機構

07-2860023

07-7409991
07-5850288

鳳山區、大社區、大寮區、三
民區、苓雅區、新興區、前金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1號6樓
區、鹽埕區、鼓山區、左營
區、楠梓區、小港區、前鎮區

高雄市岡山區阿公店路三段226號

高雄市康成長期照顧事業發展協會附設

51 康成 高雄市私立康成長期照顧事業發展協會

07-5559001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320號二樓

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52 旭安

高雄市私立旭安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

53 花甲 高雄市私立花甲居家長照機構

鳳山區、鳥松區、仁武區、大
社區、大樹區、大寮區、三民
區、苓雅區、新興區、前金
區、鹽埕區、鼓山區、岡山
區、梓官區、橋頭區、左營
區、楠梓區、小港區、前鎮
區、旗津區、林園區
仁武區、大社區、三民區、苓
雅區、新興區、前金區、鹽埕
區、鼓山區、左營區、楠梓區

07-6265580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南路268號1樓

岡山區、燕巢區、田寮區、阿
蓮區、路竹區、湖內區、茄萣
區、永安區、隬陀區、梓官
區、橋頭區

07-6117247

高雄市橋頭區東林路通黃巷18號

岡山區、路竹區、彌陀區、梓
官區、橋頭區、楠梓區

108年度高雄市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機構設立單位
序 單位
號 簡稱

單位全稱

54 麗眾

有限責任高雄市麗眾照顧服務勞動合作
社私立麗眾居家長照機構

55 健康

有限責任高雄市健康照顧服務勞動合作
社附設私立健康居家長照機構

單位電話

設立地址

提供日期：2019/5/8
特約服務區域
鳳山區、大社區、大寮區、三
民區、苓雅區、新興區、鹽埕
區、岡山區、田寮區、阿蓮
區、路竹區、彌陀區、左營
區、楠梓區、小港區、前鎮
區、杉林區、甲仙區、桃源
區、那瑪夏區、茂林區

07-3508843

高雄市左營區文川路311號4樓之1

07-385-7346

鳳山區、鳥松區、大樹區、大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455巷4之2 寮區、三民區、苓雅區、新興
號
區、前金區、鹽埕區、鼓山
區、左營區、前鎮區、林園區

07-3539619

高雄市楠梓區立仁街131號1樓

財團法人高雄市崇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56 敬慈 基金會附設高雄市私立敬慈居家長照機

鳳山區、左營區、楠梓區

構

57 樹子

有限責任高雄市樹子照顧服務勞動合
作社私立樹子居家長照機構

07-281-8800

鳳山區、鳥松區、仁武區、大
社區、三民區、苓雅區、新興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二路472號10
區、前金區、鹽埕區、鼓山
樓之7
區、左營區、楠梓區、小港
區、前鎮區、旗山區、美濃區

58 佑欣

佑欣居家照顧有限公司附設高雄市私
立佑欣居家長照機構

07-6228880

高雄市岡山區勵志二路38號1樓

岡山區、燕巢區、阿蓮區、路
竹區、橋頭區、楠梓區

07-5211261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711巷2
弄9號1樓

鹽埕區、鼓山區、左營區

07-3106023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22巷48號

三民區、苓雅區、新興區、前
金區、鹽埕區、鼓山區、左營
區、楠梓區

59 喜恩 高雄市私立喜恩居家長照機構

60 弘宥

61 慈濟

高雄市玉山社會福利關懷協會私立弘宥
居家長照機構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 07-3987667分機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南路50號
基金會高雄市私立慈濟居家長照機構
3101、3102

62 大眾 高雄市私立大眾居家長照機構

有限責任高雄市高雄照顧服務勞動合
63 天佑 作社附設高雄市私立天佑居家長照機
構

64 達仁

65 圓融

社團法人高雄市達仁長期照護促進協
會附設私立安仁居家長照機構

圓融松柏事業有限公司附設高雄市私
立圓融居家長照機構

鳳山區、鳥松區、仁武區、大
社區、大寮區、三民區、苓雅
區、新興區、前金區、鹽埕
區、鼓山區、岡山區、路竹
區、永安區、橋頭區、左營
區、楠梓區、小港區、前鎮
區、林園區

07-5611369

鳳山區、鳥松區、仁武區、大
社區、大樹區、大寮區、三民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49號7樓
區、苓雅區、新興區、前金
之1
區、鹽埕區、鼓山區、小港
區、前鎮區、旗津區、林園區

07-3635933
07-3639280(傳
真)

高雄市苓雅區、新興區、鼓山
區、鹽埕區、前金區、左營
區、楠梓區、橋頭區、岡山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718巷28號
區、燕巢區、梓官區、彌陀
區、永安區、路竹區、湖內
區、茄萣區、阿蓮區、田寮區

07-7666299
07-7227878

高雄市前鎮區和平二路205號11 鳳山區、仁武區、前鎮區、旗
樓
津區、林園區、楠梓區

07-7778685

鹽埕區、鼓山區、左營區、楠
梓區、三民區、新興區、前金
高雄市鳳山區文德里文龍東路
區、苓雅區、前鎮區、旗津
757巷10號1樓
區、小港區、鳳山區、鳥松
區、仁武區、岡山區、阿蓮區

108年度高雄市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機構設立單位
序 單位
號 簡稱

單位全稱

單位電話

設立地址

提供日期：2019/5/8
特約服務區域

07-7409991

鳳山區、仁武區、大社區、大
樹區、鳥松區、大寮區、三民
區、苓雅區、前金區、新興
高雄市鳳山區自治街75巷11號1
區、鹽埕區、鼓山區、岡山
樓
區、橋頭區、梓官區、左營
區、楠梓區、小港區、前鎮
區、旗津區、林園區。

07-7827779

高雄市大寮區中興里中興路1巷 鳳山區、大寮區、大樹區、大
18號
社區、仁武區、鳥松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江靜健康促進協會高
68 江靜
雄市私立江靜居家長照機構

07-6661554

鹽埕區、鳳山區、三民區、大
高雄市旗山區旗南三路106之4 樹區、燕巢區、田寮區、路竹
號
區、阿蓮區、旗山區、美濃
區。

69 幸福 高雄市私立幸福居家長照機構

07-6817720

高雄市美濃區自強街一段102號

70 達欣 高雄市私立達欣居家長照機構

07-3385885

小港區、前鎮區、旗津區、林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119號9
園區、鳳山區、大寮區、苓雅
樓之3
區

71 博正 高雄市私立博正居家長照機構

07-3710373

高雄市仁武區永仁街263號

鹽埕區、三民區、左營區、鳳
山區、仁武區、鳥松區、大社
區、美濃區、旗山區

07-3101593

高雄市左營區文天路188號

鹽埕區、左營區、三民區、楠
梓區、苓雅區、新興區、前金
區、鼓山區

66

福愛 社團法人台灣照顧服務人力管理協會
園
附設高雄市私立福愛園居家長照機構

67 健喬 高雄市私立健喬居家長照機構

72 力通

力嘉商行附設高雄市私立力通居家長
照機構

旗山區、美濃區、內門區、杉
林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