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新興、前金、鹽埕區長期照護資源

高雄市新興衛生所編印
111 年 03 月 17 日訂定

一、居家式
(一)居家服務
＊服務對象:設籍本市(1)65 歲以上失能老人(2)55 歲以上失能原住民(3)50 歲以上失智症者(4)失能之身心障礙者，經專業人員評估為
長期照顧等級第 2 級以上，可向本所(內設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分站)提出申請服務。
＊居家式長照機構：
序號

機構名稱

電話

設立地址

特約服務區域

財團法人獎卿護理展望
(07)2150261
基金會私立高雄城中居
(07)2150262
家長照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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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企業管理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附設高雄市私
立金牌居家長照機構

(07)215-2718

同鑫長照國際有限公司
附設高雄市私立同鑫居
家長照機構

(07)285-5718

有限責任高雄市愛齡照
護服務勞動合作社附設
高雄市私立到咖手居家
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
機構

三民分區(三民區)、左楠分區
(左營區)、苓雅分區(鼓山
(07)223-2207 高雄市新興區信守街 102 區、新興區、前金區、鹽埕
號
區、苓雅區)、小港分區(小港
區、前鎮區)、鳳山分區(鳳山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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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前金區中山二
路 507 號 8 樓

高雄市前金區中山二路
577 號 6 樓之 5

2

收費標準

經本市長期照顧
三民分區(三民區)、苓雅分區 日常生活照
管理中心評估核
(苓雅區、鼓山區、新興區、 顧服務、身 定，依據長照需
前金區)、小港分區(前鎮區) 體照顧服
要等級，依序核
務、家事服 予補助標準
務..等
三民分區(三民區)、苓雅分區
(苓雅區、前金區、新興區、
鼓山區、鹽埕區)、小港分區
(小港區、前鎮區)、鳳山分區
(鳳山區)

1

3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211 號 20 樓之 3

服務內容

三民分區(三民區)、苓雅分區
(苓雅區、新興區)、小港分區
(小港區、前鎮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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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責任高雄市滿緣照
顧服務勞動合作社附設
高雄市私立滿緣居家式
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
構

(07)241-3162 高雄市前金區永恆街 1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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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88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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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高雄市善護關
愛協會附設高雄市私立
善護居家式服務類長期
照顧服務機構

(07)2416336
(07)2416035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四路
53 號 8 樓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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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高雄市善護關
愛協會附設高雄市私立
善護居家式服務類長期
照顧服務機構

(07)2416336
(07)2416035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四路
53 號 8 樓之 1

9

社團法人高雄市銀髮福
祉照顧協會附設高雄市
私立銀髮福祉照顧協會
居家長照機構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二路
472 號 10 樓之 7

(07)975-1028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
路 56 號 22 樓之 5

三民分區(三民區)、左楠分區
(左營區、楠梓區)、苓雅分區
(苓雅區、新興區、前金區、
鼓山區、鹽埕區)、小港分區
(前鎮區)、鳳山分區(鳳山
區、烏松區、大寮區、仁武
區)
三民分區(三民區)、左楠分區
(左營區、楠梓區)、苓雅分區
(苓雅區、新興區、前金區、
鼓山區、鹽埕區)、小港分區
(小港區、前鎮區)、鳳山分區
(鳳山區、鳥松區、大寮區、
仁武區、大社區)、旗山分區
(旗山區、美濃區)
三民分區(三民區)、苓雅分區
(苓雅區、新興區、前金區、
鼓山區、鹽埕區)、小港分區
(前鎮區)、鳳山分區(鳳山區)
三民分區(三民區)、苓雅分區
(苓雅區、新興區、前金區、
鼓山區、鹽埕區)、小港分區
(前鎮區)、鳳山分區(鳳山區)
三民分區(三民區)、左楠分區
(左營區)、苓雅分區(苓雅
區、新興區、前金區、鼓山
區)
三民分區(三民區)、左楠分區

高雄市同愛社會福利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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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14

15

懷協會附設高雄市私立
同愛居家式服務類長期
照顧服務機構

高雄市私立奕康居家長
照機構
社團法人臺灣雨露社會
福利協會附設高雄市私
立蓮心居家長照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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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證責任高雄市高屏照
顧服務勞動合作社附設
高雄市私立高屏居家式
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
構

(07)215-5211 高雄市新興區復橫一
路 242 號 2 樓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
(07)261-1007 61 號 9 樓之 3

(左營區、楠梓區)、苓雅分區
(苓雅區、新興區、前金區、
鼓山區、鹽埕區)、鳳山分區
(鳳山區)、小港分區(前鎮區)
苓雅分區(苓雅區、鼓山區、
新興區、前金區、鹽埕區)、
左楠分區(左營區)、小港分區
(前鎮區)、三民分區(三民區)

三民分區(三民區)、左楠分區
(左營區、楠梓區)、苓雅分區
(07)285-0355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 1 (苓雅區、新興區、前金區、
鼓山區)、小港分區(小港區、
號9樓
前鎮區)、鳳山分區(鳳山)、
旗山分區(旗山區、美濃區)
苓雅分區(苓雅區、新興區、
(07)286-0023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 1 前金區、鼓山區、鹽埕區)、
小港分區(小港區、前鎮區、
號6樓
旗津 區、林園區)、鳳山分區
(鳳山區、鳥松區、仁武區、
大社區、大寮區、大樹區)

(07)201-1699 高雄市新興區文衡一路
17 號 5 樓之 5

森詠企業有限公司附設 (07)241-4646
高雄市私立森活居家長
照機構

高雄市新興區忠孝一路
239 巷 21 號
4

三民分區(三民區)、苓雅分區
(苓雅區、鼓山區、新興區、
前金區、鹽埕區)、左楠分區
(左營區)、小港分區(前鎮
區)、鳳山分區(鳳山區)
左楠分區(左營區、楠梓區)、
苓雅分區(苓雅區、新興區、前
金區、鼓山區、鹽埕區)、三民

分區(三民區)、小港分區(前鎮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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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私立大眾居家長
照機構

(07)561-1369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
49 號 7 樓之 1

三民分區、苓雅分區(苓雅區、
鼓山區、前金區、新興區、鹽
埕區)、小港分區(前鎮區)、
鳳山分區(鳳山區、大寮區)

(二)居家營養
1.服務對象:家中有長期臥床的家人或長輩出現攝食量減少、體重下降、傷口不癒、慢性腹瀉、體力不濟等情形，卻不知如何改善？
居家營養提供您營養到宅服務，由營養師親自到家中指導飲食配方等，協助您改善長期臥床的家人或長輩營養狀況。
2.服務內容:1)專業營養師到宅訪視評估，針對民眾身體狀況、飲食習慣等計劃一份合宜的飲食方案。2)執行相關的營養教育及飲食指導，
如：管灌進食天然配方之製作方法、慢性疾病飲食指導等。
＊居家送餐服務
1.設籍且實際居住本市年滿 55 歲以上原住民及年滿 65 歲以上老人，經由本府衛生局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評估符合失能且有餐食需求者。
2.列冊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領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每人每餐最高補助 60 元(依使用者自行負擔比率，
低收入戶免部分負擔，中低收入戶負擔 10%)，一般戶須自費。

(三)居家醫療
1.服務對象:1)失能或疾病而外出不便者 2)有明確醫療需求者 3)居住於家中。
2.申請方式:1)洽詢醫院出院準備服務小組 2)洽詢本市照管中心 1966(前 5 分鐘免費)。
3.支付費用:部分負擔醫療費用 5%(另依住家距離酌收交通費)

(四)安寧居家療護
1.由醫療團隊協助居家個案緩解身體上痛苦，同時提供居家個案及家屬心理及靈性上支持照顧，使居家個案達到最佳生活品質，讓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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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過哀傷期。
2.服務對象:1)經醫師診斷為末期病人(癌症、末期運動神經元、非癌八大類-肝、腎、腦、肺等)2)簽署安寧緩和意願書或不施行心肺復
甦術同意書 3)經安寧醫療團隊評估符合安寧居家照護。
3.支付費用:
1)負擔掛號費 2)醫療部分負擔:1.符合全民健保重大傷病者，免部分負擔。2.八大非癌末期病人:需支付健保規定之部分負擔。
3) 訪員交通費。

二、社區式
(一) 社區關懷據點
行政區

單位名稱

上課時間

新興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善護
關愛協會(善護站)

星期一至五
08：30-15：30

新興區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徒 無固定健康促進活動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二路 189 號
環球佈道協會
及共餐時間

社團法人高雄市善護
新興區
關愛協會(新興站)
新興區

星期一至五
08：00-12：00
13：30-17：30

據點地址

電話
2812788/
蔡錦鳳 督導/蔡麗鳳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四路 53 號 2 樓
0929577271/0988502835(麗
總幹事
鳳)

高雄市新興區黃海街 62 號 1 樓

高雄市新興區振成社 無固定健康促進活動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 43 巷 49 號
區發展協會
及共餐時間

新興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天心
慈善會

星期二、四、五
08：30-12：30
星期一、三、四
13：30-16：30

新興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新興
區德生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至五
08：30-17：00

聯絡人

梁惠慈 牧師娘

2154689

楊孟潔 社工

2228755

李源登 里長

2013987/ 0980652763

高雄市新興區忠孝一路 417 號

林慧琦 社工

2352655

高雄市新興區黃海街 62 號 4 樓

簡淑芬 社工

2260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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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
新興區 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
會(新興站)

星期一至五
08：00-12：00
13：00-16：00

高雄市新興區開平里河南一路 16
號

賴珈文 專員
林柏堯 行政人員

0937903855/0966638200

高雄市新興區新正氣
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二、四
08：30-12：00

高雄市新興區正氣里忠孝一路 32
號

沈玉玲 理事長

0980659919

新興區 財團法人台灣聖公會

星期四、五
08：15-12：15

高雄市新興區忠孝一路 262 號 5 樓

李瑞強 牧師

0935374538

新興區

高雄市新興區新興昌
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六
08：00-12：00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 32 號

黃少嫻 理事長

2354127

前金區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
利基金會

星期一至五
08：00-16：00

高雄市前金區文武一街 65 號

蕭怡婷 社工

2151115

前金區

高雄市前金區長城社 無固定健康促進活動
高雄市前金區瑞源路 167 號
區發展協會
及共餐時間

林鈴蕙 理事長

2865119/ 0921530825

前金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基督
教廣傳福音協會

星期二
09：00-12：30

高雄市前金區復元里福音街 23 號

李桂菱 幹事

0963068897

前金區

高雄市愛青長期照顧
推廣協會

星期一、四
08：30-12：00

高雄市前金區後金里自強一路 65
巷3號

施孟均 總幹事

0982070720

前金區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
福利基金會

星期一至五
08：30-17：00

高雄市前金區青山里中正四路 151
號4樓

葉庭嘉 社工
侯佩羽 社工

7266096 轉 74
據點：2815805

前金區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
利基金會(林投站)

星期一至五
08：30-17：00

高雄市前金區林投里大同二路 54
號之 11

翁弘育 社工

5563225/ 0912058864

鹽埕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佛臨
濟助會

星期五
08：30-12：30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 179 號 4 樓

黃淑萍 社工

5211297

新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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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樂
鹽埕區 福生命全人關懷協會
(鹽埕站)

星期二
08：30-12：00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 183 巷 5 號

鹽埕區

星期四
08：30-12：00

高雄市鹽埕區江西里大安街 106 號
2樓

高雄市金門同鄉會

蕭竹均 行政人員

5318046

許清練 秘書

5616601

(二)醫事 C 據點
行政區

單位名稱

辦理時段

據點地址

連絡電話

服務內容
▉ 電 訪 問 安
▉ 關 懷 訪 視
▉ 餐 飲 服 務
▉健康促進活動
▉諮詢轉介服務

新興區

高雄私立森宏居家長照機構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 255 巷 5 號 1
樓

281-6039

新興區

有限責任高雄市愛齡照護服務勞動
合作社

星期二全天

高雄市新興區信守街 102 號

2232207

新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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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二路 472 號 11 樓
之7

2819007

新興區

連作藥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新興同一路 193 號

2154716

前金區

尚毅牙醫診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前金區光復二街 147 號

5886660

前金區

高雄市雄大心關懷協會附設私立雄
大新居家長照機構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 30 號

0971-100600

鹽埕區

社團法人台灣康復輔具及照護技術
交流協會附設高雄市私立台灣康復
居家長照機構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 122 號

521-4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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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間照顧中心
機構名稱

地址

電話

使用條件

服務內容

收費原則

社團法人高雄市大 高雄市新興區大同一 07-2619277 服務失能、失智、健 提供護理保健、生活照顧、機能回
同健康照護協會附 路 231 號
康及亞健康的長輩， 復自立訓練、社交文康活動、健康
設高雄市私立大同
型態如幼兒園。 促進課程、營養餐飲、及提供家屬
福樂學堂社區式(日
相關福利諮詢等各項服務。
間照顧)服務類長期
照顧服務機構
台灣長期照護品質 高雄市前金區文武二 07-2416568 服務失能、失智、健 提供護理保健、生活照顧、機能回
管理協會私立前金 街 163 號 5 樓
康及亞健康的長輩 復自立訓練、社交文康活動、健康
社區(日間照顧)長
促進課程、營養餐飲、及提供家屬
照機構
相關福利諮詢等各項服務。
高雄市政府衛生所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 07-5213383 服務失能、失智、健 提供護理保健、生活照顧、機能回
委託社團法人高雄 6 號 2 樓
康及亞健康的長輩 復自立訓練、社交文康活動、健康
市壽恩社區關懷協
促進課程、營養餐飲、及提供家屬
會辦理高雄市鹽埕
相關福利諮詢等各項服務。
社區(日間照顧)長
照機構

可電話洽詢

可電話洽詢

可電話洽詢

(四)失智社區服務據點
機構名稱

地址

社團法人中華護智協會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

電話

聯絡人

07-6562786

于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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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內容
1.認知促進、緩和失智服務:辦理認知、音

426 號 10 樓

樂、園藝等課程，讓個案延緩退化。
2.安全看視: 陪伴失智長輩，維護其安全。
3.家屬照顧課程:提供認識失智症、照顧技
巧、社會資源及輔具使用等課程。
4.家屬支持團體:小團體活動課程帶領，讓
家屬於活動間獲得紓壓及交流。

三、機構式
(一) 安養、養護機構
機構名稱

地址

高雄市私立孝升老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 256 號
人長期照顧中心

1-6 樓

高雄市私立大順老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 220-8
人長期照顧中心

號 1-5 樓

高雄市私立健生老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 426 號
人養護中心

3樓

電話
07-2723067
07-2015501
07-2614912

使用條件

服務內容

收費原則

1.健康狀況好、可以正

協助照料洗澡、穿衣、 可電話洽詢各機構

常走動並能自我照顧的

餵食、排便及簡易護理

老人

服務如復健、口服藥物

2.健康狀況不良、行動

督導等無須醫護技術的

不便、生活無法自理的

服務。

老人。

(二)一般護理之家
機構名稱

地址

電話

收案條件
10

服務內容

收費原則

獎卿護理之家

前金區七賢二路 371 號

07-2618147 罹患慢性疾病，需長期 醫療及護理照顧、生

怡親護理之家

前金區中正四路 103 號 5F

07-2515320 護理之病人，如有傷

活照顧、文康休閒

安庭護理之家

鹽埕區建國四路 119 號

07-5216666 口、放置尿管、鼻胃

等。

可電話洽詢各機構

管、氣切管或使用氧
氣。

(三)榮民服務機構
1.榮民公費安養護
提供年邁體衰，年滿 61 足歲，身心障礙，無固定工作且子女無力奉養，未足 61 歲者因公、因病傷殘，無固定工作且子女無力奉養之
榮民，可申請公費就養入住岡山榮家。
2.榮民自費安養
61 歲以上榮民，無法定傳染病，無領院外就養金，生活可自理者。若夫妻同住，配偶年齡需滿 50 歲以上
3.申請方式：向居所地榮服處申請辦理，網頁連結高雄市榮民服務處
4.榮民服務處
機構名稱

地址

高雄榮服處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 52 號

電話
07-2729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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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07-25112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