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雄市永⼼社會福利關懷協會附設⾼雄市私立永⼼居家⻑照機構 三⺠ ⾼雄市三⺠區⺠族⼀路80號9F-4 3983901 邱新華

2 有限責任⾼雄市⾄上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附設⾼雄市私立⾄上居家⻑照機構 三⺠ ⾼雄市三⺠區建國三路133號5樓之2(設立)
⾼雄市三⺠區建國三路133號5樓之4、5(擴充)

2850279 林坤輝

3 社團法⼈⾼雄市合⼼⻑照協會附設⾼雄市私立耀歡樂居家⻑照機構 三⺠ ⾼雄市三⺠區⺠族⼀路80號10樓之4 3800067 張城垣

4 社團法⼈台灣立享⻑照服務教育發展協會附設⾼雄市私立立享居家⻑照機構 三⺠ ⾼雄市三⺠區正忠路232號2樓 3831659 郭玉釵

5 社團法⼈中華誠馨社會福利慈善關懷協會附設⾼雄市私立德⽣居家⻑照機構 三⺠ ⾼雄市三⺠區九如⼆路366號4樓之2 3120399 林泰銘

6 其昕事業附設⾼雄市私立其昕居家⻑照機構 三⺠ ⾼雄市三⺠區鐵新⼆街62號 0938632225
3223909

林珮瑾

7
社團法⼈⾼雄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附設⾼雄市私立家關居家式服務類⻑期照顧服務
機構 三⺠ ⾼雄市三⺠區漢⼝街137號 3223839 石義方

8 財團法⼈⾼雄市私立典寶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會私立典寶居家⻑照機構 三⺠ ⾼雄市三⺠區博愛⼀路70號11樓 3112600 洪金吉

9
社團法⼈⾼雄市樂馨社會福利關懷協會附設⾼雄市私立樂馨居家式服務類⻑期照顧服
務機構 三⺠ ⾼雄市三⺠區鼎和街5號 3509593 曾德琦

10
有限責任⾼雄市興義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附設⾼雄市私立陽明居家式服務類⻑期照顧
服務機構 三⺠ ⾼雄市三⺠區陽明路207巷17號 3802397 朱芳蘭

11 ⾼雄市私立專安誠居家⻑照機構 三⺠ ⾼雄市三⺠區⼤昌⼀路263號⼀樓 3927751 洪麗專

12 社團法⼈⾼雄市受恩社區關懷協會私立受恩居家⻑照機構 三⺠ ⾼雄市三⺠區明誠⼀路20號 3109382 劉添財

13 社團法⼈⾼雄市⼈⽲關懷促進會私立⼈⽲居家⻑照機構(109年歇業) 三⺠ ⾼雄市三⺠區⼗全⼆路331號 3120189 邢原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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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機構 三⺠ ⾼雄市三⺠區正忠路455巷4之2號 3857346 陳月春

15
財團法⼈中華⺠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會⾼雄市私立慈濟居家⻑照機構(110年歇
業)

三⺠ ⾼雄市三⺠區河堤南路50號 3987667 釋證嚴

16 台灣促進社會發展協會附設⾼雄市私立以安居家⻑照機構 三⺠ ⾼雄市三⺠區九如⼆路495號5樓 3220007 袁仁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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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雄市私立順安居家⻑照機構 三⺠ ⾼雄市三⺠區九如⼆路255之8號13樓 3220278 楊婉琪

18 ⾼雄市私立奕輔居家⻑照機構 三⺠ ⾼雄市三⺠區新⺠路121號2樓 3839178 賴奕威

19 家佳興業社附設⾼雄市私立家佳居家⻑照機構 三⺠ ⾼雄市三⺠區春陽街222號3樓 3833600 呂蘭瓔

20 高雄市私立富涵居家長照機構 三⺠ ⾼雄市三⺠區立忠路15號2、3樓
3802282 劉芳吟

21 ⾼雄市私立宸泓居家⻑照機構 三⺠ ⾼雄市三⺠區⺠族⼀路80號9樓之4(9B) 0926893327 柯志龍

22 嫻健康國際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德嫻居家⻑照機構 三⺠ ⾼雄市三⺠區⺠族⼀路80號33樓之1
0910765070

7011867
李靜嫻

23 健康⻑照股份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平安居家⻑照機構 三⺠ ⾼雄市三⺠區正氣街55號(1樓+夾層) 3833715 李善上

24 毅安事業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毅安居家⻑照機構 三⺠ ⾼雄市三⺠區⼤豐⼆路205號3樓 0934190078 黃致嘉

25 ⾼雄市私立誠信居家⻑照機構 三⺠ ⾼雄市三⺠區⺠族⼀路80號33F-4(F室) 0921903711 楊文君

26 ⽅福國際管理顧問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福居家⻑照機構 三⺠ ⾼雄市三⺠區⺠族⼀路80號33F-1(G室) 5525105 楊崧右

27 有限責任⾼雄市慶安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附設⾼雄市私立慶安居家⻑照機構 三⺠ ⾼雄市三⺠區慶雲街106號1樓 3471835 林有⻑

28 ⾼雄市私立億欣居家⻑照機構 三⺠ ⾼雄市三⺠區鼎⾦後路452-1號1樓 3595018 陳美君

29 富佳康健康事業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愛麗居家⻑照機構 三⺠ ⾼雄市三⺠區信國路32號1樓 3810558 侯文嘉

30 柏軒健康事業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柏軒居家⻑照機構 三⺠ ⾼雄市三⺠區昌裕街87號1樓 0980032259 洪惠瑗

31 圓園健康管理顧問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圓園居家⻑照機構 三⺠ ⾼雄市三⺠區鼎勇街33巷2弄1號1樓 3926789 楊忠霖

32 邦尼國際企業有限公司附設高雄市私立邦尼顧居家長照機構 三民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50號1樓 7409958 葉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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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台積福互聯網股份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台積福居家⻑照機構 三⺠ ⾼雄市三⺠區建⼯路257號1樓 3816108 陳祈忠

34 富凱健康事業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富凱居家⻑照機構 三⺠ ⾼雄市三⺠區九如⼆路220號 906767778 陳麗卿

35 創齡健康事業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創齡居家⻑照機構 三⺠ ⾼雄市三⺠區遼寧⼆街257號1樓 3217100 邱瓊珍

36 保泰星空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慶祥居家⻑照機構 三⺠ ⾼雄市三⺠區育英街15號1樓 3984997 黃聖富

37
社團法⼈⾼雄⻑期照顧⼈員福利促進協會附設⾼雄市私立⻑促居家式服務類⻑期照顧
服務機構 大寮 ⾼雄市⼤寮區鳳屏⼀路472號3樓 7010733 楊昇儒

38
社團法⼈⾼雄市永安社會福利協會附設⾼雄市私立永安居家式服務類⻑期照顧服務機
構 大寮 高雄市大寮區濃中街22巷17號 7882577 陳柏宏

39
社團法⼈⾼雄市新恩社會福利關懷協會附設⾼雄市私立享恩居家式服務類⻑期照顧服
務機構(110年歇業)

大寮 高雄市大寮區潮寮路168巷120號 7873880 吳文國

40 ⾼雄市私立健喬居家⻑照機構 大寮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373巷8號 7827779 呂淑卿

41 新恩長期照顧事業有限公司私立新恩居家長照機構(109年歇業年歇業年歇業年歇業) 大寮 高雄市大寮區潮寮路18巷7號 7828115 蔡瑜芳

42 ⾼雄市私立銓員居家⻑照機構 大寮 高雄市大寮區明德路57巷6號1樓 7815152 張持銓

43 伯懷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欣福居家⻑照機構 大寮 高雄市大寮區內厝路366號1樓 7921211 黃憶文

44 ⾼雄市私立臨海居家式服務類⻑期照顧服務機構 小港 高雄市小港區宏光街522號 8010408 邱裕恩

45
社團法⼈⾼雄市傳愛社區關懷協會附設⾼雄市私立傳愛居家⻑照機構
(110年年年年5月月月月1日至日至日至日至111年年年年4月月月月30日日日日  停業停業停業停業)

小港 高雄市小港區學府路111號1樓 8017856-617 陸毓明

46 ⽲偕企業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偕居家⻑照機構 小港 高雄市小港區小港路147巷10號1樓 8136000 廖啟銘

47 馨安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馨安居家⻑照機構 小港 高雄市小港區水秀路227號1樓 8066676 張家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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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有限責任⾼雄市全⼈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附設⾼雄市私立全⼈居家⻑照機構 小港 高雄市小港區青島里中光街57號1樓 0935775925 湯馥華

49 社團法⼈⾼雄市品璇社會福利協會附設⾼雄市私立品璇居家⻑照機構 小港 高雄市小港區桂明街97號1樓 7911970 吳志輝

50 ⾼雄市私立和興居家⻑照機構 小港 高雄市小港區桂陽路309巷5號1樓 0906113889 陳湘蓁

51 ⾼雄市私立榮成居家⻑照機構 小港 高雄市小港區宏平路397號1樓 0986777273 謝逸詩

52
財團法⼈⾼雄市慈聯社會福利基⾦會附設⾼雄市私立慈聯居家式服務類⻑期照顧服務
機構 仁武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42-1號 3715009 蔡嘉賓

53 ⾼雄市私立博正居家⻑照機構 仁武 高雄市仁武區永仁街298號1樓 3710373 林岳澤

54 ⾼雄市私立宜橙居家⻑照機構 仁武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北路728號1樓(夾層)(雙掛牌)
(宜橙居家護理所)

3737339 郭芷琳

55 ⼠安醫療器材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安居家⻑照機構 仁武 高雄市仁武區仁忠四街12號1樓 3729703 危忠⺠

56 社團法人高雄市居福園長期照護發展協會附設高雄市私立居福園居家長照機構 仁武 高雄市仁武區永新四街211號1、2樓 0952189968 林貴麗

57 ⾼雄市私立⾼安居家⻑照機構 仁武 高雄市仁武區灣內里名山八街1號 3980238 許智媛

58 ⾼雄市私立特好居家⻑照機構 仁武 高雄市仁武區霞海東二街32號1樓 0985501657 林封和

59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萃文書院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高雄市私立萃文居家式服
務類⻑期照顧服務機構 內門 高雄市內門區內埔83號 6671006 黃碧恭

60 社團法⼈台灣福⽥社會福利發展協會附設⾼雄市私立福⽥居家式⻑期照顧服務機構 六龜 高雄市六龜區平和巷7號 6893357 張華庭

61 中化銀髮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中化銀髮居家式服務類⻑期照顧服務機構 左營 高雄市左營區文萊路331號2樓 3415665 王謝怡貞

62 ⾼雄市私立頤欣居家⻑照機構 左營 高雄市左營區文直路81號2樓 0928621985 謝碧綾

63 ⾼雄市私立家安居家⻑照機構 左營 高雄市左營區立文路77號4樓124室 5509602 陳俊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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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雄市私立愛寶居家⻑照機構 左營 ⾼雄市左營區⺠族⼀路901巷26弄42號 5856807 陳靜音

65 安加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安加居家⻑照機構 左營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142巷5號1樓 5509007 黃起富

66 ⼼晴⼯作室附設⾼雄市私立⼼晴居家⻑照機構 左營 ⾼雄市左營區⺠族⼀路1036號 3421912 潘慧珠

67 ⾼雄市私立快樂居家⻑照機構 左營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149號2樓 5565618 李善上

68 鳳凰健康事業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福道家左楠居家⻑照機構(110年歇業) 左營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二路256號 3451960 邱裕恩

69 財團法⼈獎卿護理展望基⾦會私立⾼雄居家⻑照機構 左營 高雄市左營區重上街46號2樓 3413622 王仁宏

70 社團法⼈台灣⾝⼼機能活化運動協會私立翠華園居家⻑照機構 左營 高雄市左營區翠華路601巷69號2樓 5883527 魏成安

71
有限責任⾼雄市育成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附設⾼雄市私立育成居家式服務類⻑期照顧
服務機構 左營 高雄市左營區政德路647號2樓 3431115 蔡起旭

72 財團法⼈弘道老⼈福利基⾦會附設⾼雄市私立弘道居家式服務類⻑期照顧服務機構 左營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309號3樓 5563225 王乃弘

73 社團法⼈⾼雄市博愛馨關懷慈善會附設⾼雄市私立全⽇馨居家⻑照機構 左營 高雄市左營區海景街395號1樓 5889021 林許月嬌

74 有限責任⾼雄市麗眾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私立麗眾居家⻑照機構 左營 高雄市左營區文川路319號 3506410 周秀蘭

75 ⾼雄市⽟⼭社會福利關懷協會私立弘宥居家⻑照機構 左營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22巷48號 3106023 陳旭輝

76 ⾼雄市私立富嘉居家⻑照機構 左營 高雄市左營區城峰路2號(2層) 5883288 楊瑞娟

77 力嘉商行附設高雄市私立力通居家長照機構 左營 高雄市左營區文天路188號 3101593 謝誼婕

78 社團法⼈⾼雄市馨⼀關懷協會附設⾼雄市私立馨⼀居家⻑照機構 左營 高雄市左營區翠峰路40號1樓 5889005 陳冠宏

79
有限責任台灣立⺠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附設⾼雄市私立立⺠居家⻑照機構(109年停
業)

左營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292號1樓 3509731 黃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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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雄市私立真福居家⻑照機構 左營 高雄市左營區果峰街2巷8號1樓 5810277 趙金桃

81 ⾼雄市承福關懷協會附設⾼雄市私立杏韻居家⻑照機構 左營 高雄市左營區立大路163號4樓 3505230 王國楨

82 高雄市私立樹�居家長照機構 左營 高雄市左營區重政路64號1樓 3503365 劉美伶

83 ⾼雄市私立全恩居家⻑照機構 左營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332號6樓之2(622室) 0911740075 吳怡勳

84 安凝國際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安凝居家⻑照機構 左營 高雄市左營區立文路60號3樓 0929860663 潘怡安

85 ⾼雄市雄⼤⼼關懷協會附設私立雄⼤⼼居家⻑照機構 左營 ⾼雄市左營區新莊⼀路181號1樓 3457071 朱冠奕

86 ⾼雄市私立冠御居家⻑照機構 左營 高雄市左營區翠峰路30號2樓 5885570 楊冠倫

87 台灣灑福有限公司附設私立灑福居家⻑照機構 左營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298號1樓 0960107111 張可欣

88 社團法⼈⾼雄市江靜健康促進協會⾼雄市私立江靜居家⻑照機構 杉林 高雄市杉林區司馬路2巷32-3號3樓 0909343564
6661554

李明興

89
社團法⼈⾼雄市樂齡照顧關懷協會附設⾼雄市私立樂齡居家式服務類⻑期照顧服務機
構 岡山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北街132巷17-1號2樓 6216881 王淑卿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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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照顧服
務機構 岡山 ⾼雄市岡⼭區三⺠路38號 6223939 楊晊權

91 ⾼雄市私立旭安居家式服務類⻑期照顧服務機構 岡山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南路268號1樓 6258009 邱秀慧

92 佑欣居家照顧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佑欣居家⻑照機構 岡山 高雄市岡山區勵志二路38號1樓 6228880 陳俊雄

93 財團法⼈⾼雄市私立聖和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會附設⾼雄市私立聖和居家⻑照機構 岡山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187號5樓 6214014 林錫祉

94 ⾼雄市私立健⽣居家⻑照機構 岡山 高雄市岡山區協仁街52巷16號1樓 6271391 吳曉慧

95 ⾼雄市私立樂活居家⻑照機構 岡山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北街132巷17-2號1樓 6216881 張筱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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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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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機構 岡山 ⾼雄市岡⼭區柳橋⻄路64-1號1樓 6256635 蔡坤達

97 ⾼雄市私立仁美居家⻑照機構 岡山 ⾼雄市岡⼭區公園⻄路2段118號 6960180 蕭福牷

98 有限責任⾼雄市康富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私立進豪居家⻑照機構 岡山 高雄市岡山區忠誠街262巷7號1樓 6218459 楊麗敏

99 豐恩醫養股份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常樂居家⻑照機構(110年歇業) 岡山 高雄市岡山區壽華路52巷13號1樓 0973789308 蔡青純

100 橙陽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橙陽居家⻑照機構 岡山 ⾼雄市岡⼭區⼤德⼀路107號1樓 0977339001 黃靖惠

101 社團法⼈⾼雄市青松社會老⼈福利關懷協會附設⾼雄市私立青松居家⻑照機構 岡山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北街132巷2-1號1樓 3663338 鄭甯

102 附澤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右圓居家⻑照機構 岡山 高雄市岡山區大昌街64巷18號1樓 6266629 梁鈺明

103 ⾼雄市私立慈嘉居家⻑照機構 林園 ⾼雄市林園區東林⻄路513巷20號1樓 6417371 吳晏萱

104 ⾼雄市私立紫觀居家⻑照機構 林園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365巷6號1樓 0936988308 林張觀華

105 安得鑫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安得⼼居家⻑照機構 林園 ⾼雄市林園區忠孝⻄路60號1樓 0933888785 劉鎮宇

106 ⾼雄市私立博悅居家⻑照機構 阿蓮 高雄市阿蓮區中正路665巷31號1樓 6320505 陳鴻瑜

107 旭閎⻑照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旭庭居家⻑照機構 阿蓮 高雄市阿蓮區中正路389號2樓 6310989 許容慈

108 ⾼雄市私立⻑青居家⻑照機構 阿蓮 高雄市阿蓮區中山路69號1樓 6312347 林詩淵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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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機構 前金 高雄市前金區中山二路507號8樓 2152718 黃瀚誴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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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照顧
服務機構 前金 高雄市前金區永恆街18號 2151383 李幸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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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同鑫⻑照國際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同鑫居家⻑照機構 前金 高雄市前金區中山二路577號6樓之5 0921269333 洪國強

112 財團法⼈獎卿護理展望基⾦會私立⾼雄城中居家⻑照機構 前金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211號20樓之3(雙掛牌雙掛牌雙掛牌雙掛牌)
(財團法人獎卿護理展望基金會大高雄居家護理所財團法人獎卿護理展望基金會大高雄居家護理所財團法人獎卿護理展望基金會大高雄居家護理所財團法人獎卿護理展望基金會大高雄居家護理所)

2150262 王仁宏

113 社團法⼈⾼雄市不老天使守護協會附設⾼雄市私立福臻居家⻑照機構 前鎮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二路18號1樓
7138476 楊映國

114 美⼒國際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美⼒國際居家式服務類⻑期照顧服務機構 前鎮 ⾼雄市前鎮區⼀⼼⼆路119號八樓之二 3315580 潘美麗

115 社團法⼈⾼雄市達仁⻑期照護促進協會附設私立安仁居家⻑照機構 前鎮 高雄市前鎮區和平二路205號11樓(A室) 7227878 董榮銘

116 ⾼雄市私立達欣居家⻑照機構 前鎮 ⾼雄市前鎮區⼀⼼⼆路119號9樓之3(雙掛牌)
(達欣居家護理所)

3385885 許瓊文

117 ⾼雄市私立家福居家⻑照機構 前鎮 ⾼雄市前鎮區⼀⼼⼆路128號7樓-1(雙掛牌)
(家福居家護理所)

3315836 羅美惠

118 優護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優護居家⻑照機構 前鎮 ⾼雄市前鎮區⼀⼼⼆路119號11樓 3316919 王仁傑

119 社團法⼈⾼雄市關⼼社會福利協會附設⾼雄市私立關⼼居家⻑照機構 前鎮 ⾼雄市前鎮區⼀⼼⼆路119號9樓之4 6960220 潘美麗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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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照顧服務機構 前鎮 ⾼雄市前鎮區⼀⼼⼀路243號8樓之4 3318505 郭光皓

121
社團法⼈⾼雄市愛家倍照顧關懷協會附設⾼雄市私立愛家倍居家式服務類⻑期照顧服
務機構 前鎮 ⾼雄市前鎮區⼀⼼⼆路128號5樓之2 7190080 黃柏偉

122 財團法⼈佳醫健康基⾦會附設⾼雄市私立佳醫居家⻑照機構 前鎮 高雄市前鎮區沱江街124號1樓 3318376 蘇秀鑾

123 社團法⼈台灣祥和仁社會福利發展協會附設私立祥和仁居家⻑照機構 前鎮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三路221巷2弄2號 3312862 謝雅如

124 佳恩⻑照股份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佳恩居家⻑照機構 前鎮 高雄市前鎮區翠亨北路541號1樓 8413636 楊素俐

125 台灣居護股份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聯承居家⻑照機構(110.7.30歇業) 前鎮 ⾼雄市前鎮區⼀⼼⼀路243號10樓A8室 3319465 汪秋蓉

126 ⾼雄市私立真誠居家⻑照機構(110年歇業) 前鎮 高雄市前鎮區瑞文里瑞文街52號1樓 7237017 柯⻑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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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雄市私立慈安居家⻑照機構 前鎮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市場巷84號1樓 7934271 林盈儒

128
有限責任⾼雄市⽇新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附設⾼雄市私立⽇新居家式服務類⻑期照顧
服務機構 美濃 高雄市美濃區雙峰街6-3號 6811377 曾溫來妹

129 ⾼雄市私立幸福居家⻑照機構 美濃 ⾼雄市美濃區⾃強街⼀段102號(雙掛牌)
(幸福居家護理所)

6817720 吳美儀

130 ⾼雄市私立寶顧居家⻑照機構 美濃 高雄市美濃區美興街65巷5號 0912085896 林敬峯

131 權家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權家居家⻑照機構 美濃 高雄市美濃區永安路20-5號(1F) 6810225 楊素英

132 有限責任台灣⾦綻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附設⾼雄市私立⾦綻居家⻑照機構 苓雅 ⾼雄市苓雅區興中⼀路288號 3382753 蕭茂宏

133 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附設⾼雄市私立聖功居家式服務類⻑期照顧服務機構 苓雅 ⾼雄市苓雅區建國⼀路352號(雙掛牌)
(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人附設聖功居家護理所)

2231865 郭果七

134 信義醫療財團法⼈附設⾼雄市私立居家式服務類⻑期照顧服務機構 苓雅 ⾼雄市苓雅區成功⼀路135巷26號6樓 5363016 張復⺠

135 ⾼雄市私立佳馨居家⻑照機構 苓雅 ⾼雄市苓雅區成功⼀路232號11樓之1
(佳馨居家護理所  ⾼雄市三⺠區壽昌路283號3F-1)

5369381 黃秀惠

136 ⾼雄市私立爵嘉居家式服務類⻑期照顧服務機構 苓雅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四路216號5樓之3(雙掛牌)
(爵嘉居家護理所)

3386108 羅麗花

137 ⾼雄市立凱旋醫院居家式服務類⻑期照顧服務機構(110年歇業) 苓雅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0號 7513171 周煌智

138 ⼈和健康事業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德善居家⻑照機構 苓雅 ⾼雄市苓雅區光華⼀路206號24樓之4 2232015 李宗賢

139 ⾼雄市私立和新居家⻑照機構 苓雅 ⾼雄市苓雅區福德⼀路134巷12弄10號 7226769 陳俊甫

140 ⾼雄市私立沐青居家⻑照機構 苓雅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489號7樓之8 7866585 黃玉婷

141 優顧國際企業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優顧居家⻑照機構 苓雅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二路18號12樓A室 2232720 陳昭宇



負責人區別

高雄市居家式長照機構設立/異動名冊(111.3.7更新)

編號 地址 機構電話機構名稱

142 ⾼雄市私立全齡正仁居家⻑照機構 苓雅 ⾼雄市苓雅區建國⼀路62巷5號3樓 7498777 連順隆

143 家樂佳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樂家居家⻑照機構 苓雅 ⾼雄市苓雅區光華⼀路12號11樓之1 7260289 許舒媞

144 ⾼雄市私立⼤莘居家⻑照機構 苓雅 ⾼雄市苓雅區四維⼀路132號1樓 7226985 周沂璇

145 有限責任⾼雄市銓寶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附設⾼雄市私立銓寶居家⻑照機構 苓雅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二路476號1樓 7165385 吳味玲

146 ⾼雄市私立永林居家⻑照機構 苓雅 ⾼雄市苓雅區成功⼀路232號20樓之3 2693088 蔡慧鈴

147 ⼤穎國際企業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穎居家⻑照機構 苓雅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路113號2樓 7243925 陳靜芸

148 ⾼雄市私立宸居居家⻑照機構(111年1月1日歇業) 苓雅 ⾼雄市苓雅區成功⼀路232號20樓之3 0968410146 孫瑋麒

149 ⾼雄市私立富寧居家⻑照機構 苓雅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5號20樓之53 0983610634 湯美玲

150 ⾼雄市私立⾄善居家⻑照機構 苓雅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四路110號16樓之1 A室 2692256 施坊瑾

151 ⾼雄市私立辰安居家⻑照機構 苓雅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2號12樓12X室 0985560882 朱辰喻

152 富凱健康事業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信輝居家⻑照機構 苓雅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三路153-4號1樓 3223577 陳麗卿

153 ⾼雄市私立康合居家⻑照機構 苓雅 ⾼雄市苓雅區成功⼀路232號13樓之6 0968388553 方晴瑩

154 ⾼雄市私立樂都居家⻑照機構 苓雅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2號12樓12U室 0980022482 謝宗都

155 社團法⼈⾼雄市護愛⻑照協會附設⾼雄市私立護愛居家⻑照機構 茄萣 高雄市茄萣區金鑾路85號1樓 6906056 顏美夷

156 循仁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啟世居家⻑照機構 茄萣 ⾼雄市茄萣區崎漏⼀街52號2樓 6932382 張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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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德宥福祉事業有限公司⾼雄市私立德宥居家⻑照機構 梓官 高雄市梓官區中正路306號5樓 6191007 吳秋美

158 附澤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右阡居家⻑照機構 鳥松 ⾼雄市⿃松區華⼭⼀街26號1樓 7336779 梁鈺明

159 ⾼雄市私立⼩美好居家⻑照機構 鳥松 ⾼雄市⿃松區澄新⼀街116號1樓 0930150079 劉貞伶

160 ⾼雄市私立永樂居家⻑照機構 鳥松 高雄市鳥松區球場路81-1號 0935686887 趙桂美

161 閤家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依家居家⻑照機構 鳥松 高雄市鳥松區神農路572號1樓 0937013085 鄭伊君

162
財團法⼈⾼雄市華仁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會附設⾼雄市私立華仁居家式服務類⻑期
照顧服務機構 湖內 ⾼雄市湖內區⻑壽路65巷6弄1號 6932382 高華志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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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照顧
服務機構 新興 ⾼雄市新興區文橫⼀路17號5樓之5 2011699 楊晊權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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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照顧服務機構 新興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四路53號8樓之1 2416336 鄭昭儒

165 ⾼雄市同愛社會福利關懷協會附設⾼雄市私立同愛居家式服務類⻑期照顧服務機構 新興 ⾼雄市新興區復橫⼀路242號2樓 2155211 覃馨儀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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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照顧服
務機構 新興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1號6樓 2860023 張儀楹

167 有限責任⾼雄市樹⼦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私立樹⼦居家⻑照機構 新興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二路472號10樓7 2818800 王炳宇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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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機構 新興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1號9樓 2856535 危忠⺠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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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機構 新興 ⾼雄市新興區⺠⽣⼀路56號22樓之5 9751028 盧志遠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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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照
顧服務機構 新興 高雄市新興區信守街102號 2232207 洪莉茜

171 ⾼雄市私立奕康居家⻑照機構 新興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61號9樓之3 2611007 鄭坤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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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地址 機構電話機構名稱

172 森詠企業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森活居家⻑照機構 新興 ⾼雄市新興區忠孝⼀路239巷21號 2414646 陳黃秀蘭

173 愛倍俐健康事業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愛倍俐居家⻑照機構 新興 高雄市新興區明莊里六合二路1號6樓C1 0921441133 張儀楹

174 ⾼雄市私立聯合居家式服務類⻑期照顧服務機構 楠梓 高雄市楠梓區旗楠路142號 3521738 廖魁隆

175 財團法⼈⾼雄市崇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會附設⾼雄市私立敬慈居家⻑照機構 楠梓 高雄市楠梓區立仁街131號3樓 3539619轉27 龔明聰

176 有限責任⾼雄市⾼雄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附設⾼雄市私立天佑居家⻑照機構 楠梓 高雄市楠梓區青田街19號 3635933 鄭詠歆

177 ⾼雄市私立愛⼼居家⻑照機構 楠梓 高雄市楠梓區晉昌街7號1樓 3639995 李怡萱

178 ⾼雄市私立優富居家⻑照機構 楠梓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800號9樓之4 3600169 葉姿辰

179 社團法⼈台灣喜園照顧關懷協會私立喜園居家⻑照機構 楠梓 ⾼雄市楠梓區⼟庫⼀路179號1樓 3512590 蔡盛安

180 ⾼雄市私立安⼼居家⻑照機構 楠梓 ⾼雄市楠梓區德⺠路120號1樓 3646900 李佩容

181 ⾼雄市私立堉恩居家⻑照機構 楠梓 ⾼雄市楠梓區德⺠路656號(雙掛牌)
(堉恩居家護理所)

3603279 吳雯雯

182 青松健康股份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加昌居家⻑照機構 楠梓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775號1樓 0911253496 陳謀

183 ⾼雄市私立德⼒居家⻑照機構 楠梓 高雄市楠梓區清豐路636號1樓 3531630 柯崴騰

184 好顧⻑照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好顧居家⻑照機構 楠梓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842號1樓 3601780 湯宗穎

185 同安⽣命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萬橙居家⻑照機構 楠梓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二十街192號1樓 5916939 鄭宇哲

186 雄賀銀髮服務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雄賀居家⻑照機構 楠梓 高雄市楠梓區高楠公路1788號1樓 3651160 劉文俊



負責人區別

高雄市居家式長照機構設立/異動名冊(111.3.7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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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有限責任⾼雄市明正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附設⾼雄市私立明正居家⻑照機構 楠梓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592巷33號1樓 3652988 林奕芬

188
社團法⼈⾼雄市路⽵社會福利協會附設⾼雄市私立路協居家式服務類⻑期照顧服務機
構 路竹 高雄市路竹區竹南街5號2樓 6969391 曾清文

189 芮錤健康有限公司附設高雄市私立芮錤居家長照機構 路竹 高雄市路竹區金平路306號2樓 0915152399 馬建中

190 財團法⼈台南市基督教青年會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會附設私立協進居家⻑照機構 路竹 高雄市路竹區社南里倫理街20號1樓 0913327709 李景陽

191 社團法⼈⾼雄市康成⻑期照顧事業發展協會附設⾼雄市私立康成居家⻑照機構 鼓山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320號2樓 5525599 楊崧右

192 ⾼雄市私立喜恩居家⻑照機構 鼓山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711巷2弄9號(雙掛牌)
(喜恩居家護理所)

5211261 謝宛玲

193 社團法⼈中華銀髮福祉關懷協會⾼雄市私立中華居家⻑照機構 鼓山 高雄市鼓山區華寧路54號 5525608 陳曉琪

194 ⾼雄市私立永晴居家⻑照機構 鼓山 ⾼雄市⿎⼭區中華⼀路203號11樓(MN區) 5525217 林金漢

195 琉璃光健康管理顧問有限公司附設高雄市私立琉璃光居家長照機構 鼓山 ⾼雄市⿎⼭區中華⼀路2236號1樓 5505226 葉玉偉

196 社團法⼈⾼雄市⺠樂社會福利協會附設⾼雄市私立⺠樂居家⻑照機構 鼓山 ⾼雄市⿎⼭區⺠樂街29號1樓 5527880 陳瑤徽

197 ⾼雄市私立重安居家式服務類⻑期照顧服務機構 旗山 高雄市旗山區大仁街27號 6627920 馬雪銘

198 衛⽣福利部旗⼭醫院居家式服務類⻑期照顧服務機構 旗山 高雄市旗山區東新街25巷8號5樓 6613811 李永恒

199
財團法⼈伊甸社會福利基⾦會附設⾼雄市私立⾼雄居家式服務類⻑期照顧服務機構
(109年歇業)

旗山 高雄市旗山區花旗二路108號 6623326 成亮

200 ⾼雄市私立恆⼼居家⻑照機構 旗山 高雄市旗山區花旗二路108號2樓 6628993 薛美芳

201 鳳凰健康事業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福道家居家⻑照機構 鳳山 高雄市鳳山區立志街330號2樓 2237886 邱裕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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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圓融松柏事業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圓融居家⻑照機構 鳳山 高雄市鳳山區文和街42號2樓 7778685 顏瑞宏

203 社團法⼈台灣照顧服務⼈⼒管理協會附設⾼雄市私立福愛園居家⻑照機構 鳳山 高雄市鳳山區自治街75巷11號1樓 7409991 孫臺雄

204 ⾼雄市私立巧鈊居家⻑照機構 鳳山 高雄市鳳山區新強路172號1樓(雙掛牌)
(巧鈊居家護理所)

7408911 陳瑞芬

205 ⾼雄市私立⼒嫻居家⻑照機構 鳳山 高雄市鳳山區工協街39號1樓 7011867 李靜嫻

206 有限責任臺灣第⼆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私立⼆顧居家⻑照機構 鳳山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239號1樓 7457239 伍崑崙

207 有限責任⾼雄市厚德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附設⾼雄市私立厚德居家⻑照機構 鳳山 高雄市鳳山區龍成路186號1樓 8217159 黃文耀

208 ⾼雄市私立馨迦居家⻑照機構 鳳山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276號4樓 7671268 姜俐寧

209 ⾼雄市私立森宏居家⻑照機構 鳳山 高雄市鳳山區仁愛路20號 7021568  蔡明祚

210 新⾼雄紅⼗字會附設私立紅⼗字居家⻑照機構 鳳山 高雄市鳳山區維新路122號10樓 7902007 李宗銘

211 有限責任⾼雄市安祥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附設⾼雄市私立安祥居家⻑照機構 鳳山 高雄市鳳山區曹公路15之3號4樓 7902897 羅連春

212
有限責任⾼雄市協和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附設⾼雄市私立協和居家式服務類⻑期照顧
服務機構 鳳山 高雄市鳳山區信義街50號(2樓) 7407512 林坤鋒

213 社團法人高雄市八方義行團關懷協會私立八方居家長照機構(111年歇業年歇業年歇業年歇業) 鳳山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58巷32號 7190805 陳虹秀

214
社團法⼈⾼雄市新⽉社會福利發展協會附設⾼雄市私立新⽉居家式服務類⻑期照顧服
務機構 鳳山 高雄市鳳山區鳳頂路441號 7557769 林麗霞

215
社團法⼈⾼雄市協和社會福利協會附設⾼雄市私立宏愛居家式服務類⻑期照顧服務機
構(111年2月1日至111年12月31日  停業)

鳳山 高雄市鳳山區信義街50號(1樓) 7400830 李宗松

216 ⾼雄市私立藏德居家⻑照機構 鳳山 高雄市鳳山區武營路176號 7224765 陳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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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雄市私立惠安居家⻑照機構 鳳山 ⾼雄市鳳⼭區五甲⼀路186號1樓 0958362096 葉育志

218 星奇實業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星奇實業居家⻑照機構 鳳山 高雄市鳳山區工協街77號1樓 7012859 林治學

219 有限責任⾼雄市敏⽯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附設⾼雄市私立敏⽯居家⻑照機構 鳳山 高雄市鳳山區自治街69號1樓 7901926 蘇美珍

220 ⾼雄市永康關懷照顧促進協會附設⾼雄市私立馥諭居家⻑照機構 鳳山 高雄市鳳山區新康街43號 7672788 王張潔雲

221 ⾼雄市私立⼤有居家⻑照機構 鳳山 高雄市鳳山區林森路264號1樓 7130390 邱振倫

222 ⾼雄市私立圓安居家⻑照機構 鳳山 高雄市鳳山區信義街29號1樓 7036158 楊婷茹

223 新泰國際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新泰居家⻑照機構 鳳山 高雄市鳳山區文鳳路10號4樓 3525014 陳慈萍

224 ⾼雄市私立集思居家⻑照機構 鳳山 高雄市鳳山區府前路36號1樓 0911917945 姜逸祥

225 樺豐⻑照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樺豐居家⻑照機構 鳳山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里中崙路517號1樓 0931827891 謝煥任

226 社團法⼈⾼雄市愛⾥健康⻑照發展協會附設⾼雄市私立愛⾥健康居家⻑照機構 鳳山 高雄市鳳山區新康街35號1樓 7671089 徐占魁

227 社團法⼈中華⻑照協會附設⾼雄市私立永恩居家⻑照機構 鳳山 高雄市鳳山區勝利路15號(1-2樓) 7016418 金浩鑫

228 ⾦好健康事業有限公司附設⾼雄市私立⾦好居家⻑照機構 鳳山 高雄市鳳山區北隆街93巷3弄12號1樓 07-7451579 郭姜麟

229 有限責任⾼雄市佳樂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附設⾼雄市私立佳樂居家⻑照機構 鳳山 高雄市鳳山區二甲里和成路490號1樓 07-7923058 林佳樺

230 ⾼雄市私立永康居家⻑照機構 鳳山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58巷32號1樓 0929828667 陳曉琪

231 ⾼雄市私立怡幸居家⻑照機構 鳳山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211號1樓 07-7997766 李幸錞

232 ⾼雄市私立米蘭達居家⻑照機構 鳳山 高雄市鳳山區工協街22號1樓(雙掛牌)
(米蘭達居家護理所)

0956180302 溫琇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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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財團法⼈濟興⻑青基⾦會附設⾼雄市私立濟興居家式服務類⻑期照顧服務機構 橋頭 高雄市橋頭區成功南路148巷6弄11號(橋頭) 6115206(橋頭) 陳銘華

234 ⾼雄市私立花甲居家⻑照機構 橋頭 高雄市橋頭區仕豐路13號 6117247 孫昭榮

235 台灣機能促進協會附設⾼雄市私立台灣機能居家⻑照機構 橋頭 高雄市橋頭區成功南路5之5號 6120331 何啟傑

236 ⾼雄市私立道濟緣居家⻑照機構 橋頭 高雄市橋頭區仕豐南路仕龍東巷30弄10號 0980418811 張湘戎

237 ⾼雄市私立⽥⼼居家⻑照機構 橋頭 高雄市橋頭區甲昌路225號 0956662819 鄭淑懿

238 ⾼雄市私立美德慧居家⻑照機構 橋頭 高雄市橋頭區橋頭里樹德路212號1樓 0905012512 邱德⺠

239 ⾼雄市私立⾦⽲居家⻑照機構 橋頭 高雄市橋頭區仕豐南路6-1號1樓 0987637399 黃資婷

240
社團法⼈⾼雄市⻑期照顧專業協會附設⾼雄市私立⻑照居家式服務類⻑期照顧服務機
構 燕巢 高雄市燕巢區深水路3-20號4樓 6152852 陳春蘭

241 ⾼雄市私立久立居家式服務類⻑期照顧服務機構(110年歇業) 燕巢 高雄市燕巢區中興路956號 6140968 蘇元韡

242 ⾼雄市私立淯捷居家⻑照機構 燕巢 ⾼雄市燕巢區中⻄路95號 6160898 蘇垠蓁

243 ⾼雄市私立慈照居家⻑照機構 燕巢 ⾼雄市燕巢區中⺠路698之1號2樓 6162227 呂勇佑

244 ⾼雄市私立正義居家⻑照機構 燕巢 ⾼雄市燕巢區中⻄路71巷5號1樓 6161756 邱琮凱

245 高雄市私立善逸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彌陀 高雄市彌陀區中華路2號
(善逸居家護理所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路296巷1號)

6109166 彭玉君

246 ⾼雄市私立⼤眾居家⻑照機構 鹽埕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49號7樓之1 5611369 蔣溱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