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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居家式

(1)居家服務：

機構全稱 機構電話 設立地址 特約服務區域 服務對象

士安醫療器材有限公司附

設高雄市私立士安居家長

照機構

(07)372-9703

高雄市仁武

區仁忠四街

12號 1樓

鳳山分區(鳳山區、鳥松區、仁武區、大寮區、大社

區)、旗山分區(旗山區、美濃區、杉林區、甲仙區、

那瑪夏區)

同本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的服務對象，經照顧管理

專員家訪評估為長照需要

等級第2級以上者。

有限責任台灣金綻照顧服

務勞動合作社附設高雄市

私立金綻居家長照機構

"(07)338-2753

高雄市苓雅

區興中一路

28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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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梓

區)、小港分區(小港區、前鎮區、林園區)、鳳山分

區(鳳山區、仁武區、大寮區、大樹區、鳥松區)、旗

山分區(旗山區、美濃區、內門區、杉林區)

同本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的服務對象，經照顧管理

專員家訪評估為長照需要

等級第2級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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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0975-678600"

高雄市美濃

區雙峰街 6-

3號

旗山分區(旗山區、美濃區、內門區、杉林區、甲仙

區、六龜區、茂林區)、岡山分區(岡山區、橋頭區、

路竹區、燕巢區、田寮區、阿蓮區、湖內區、永安區、

彌陀區、梓官區、茄萣區)

同本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的服務對象，經照顧管理

專員家訪評估為長照需要

等級第2級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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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681-1377

0927-288733

高雄市左營

區 文 川 路

319號

三民分區(三民區)、左楠分區(左營區)、苓雅分區

(苓雅區、鼓山區)、小港分區(小港區、前鎮區、林

園區、旗津區)、鳳山分區(鳳山區、大樹區、仁武區、

大寮區)、岡山分區(岡山區、路竹區、彌陀區、阿蓮

區、橋頭區、燕巢區、田寮區、湖內區、茄萣區)、

旗山分區(旗山區、美濃區、內門區、杉林區、甲仙

同本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的服務對象，經照顧管理

專員家訪評估為長照需要

等級第2級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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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六龜區、茂林區、桃源區、那瑪夏區)

社團法人台灣福田社會福

利發展協會附設高雄市私

立福田居家式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

"(07)350-6410

高雄市六龜

區平和巷 7

號

鳳山分區(仁武區)、旗山分區(美濃區、杉林區、甲

仙區、六龜區、桃源區、那瑪夏區)

同本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的服務對象，經照顧管理

專員家訪評估為長照需要

等級第2級以上者。

機構全稱 機構電話 設立地址 特約服務區域 服務對象

社團法人高雄市江靜健康

促進協會高雄市私立江靜

居家長照機構

0917-455818"

高雄市杉林

區司馬路 2

巷 32-3 號 3

樓

岡山分區(路竹區、田寮區)、

旗山分區(旗山區、杉林區)、

三民分區(三民區)、苓雅分區(前金區)

同本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的服務對象，經照顧管理

專員家訪評估為長照需要

等級第2級以上者。

社團法人高雄市路竹社會

福利協會附設高雄市私立

路協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

"(07)689-3357

(07)689-3895

高雄市路竹

區竹南街 5

號2樓

小港分區(小港區)、鳳山分區(鳳山區、鳥松區、仁

武區、大寮區、大樹區)、岡山分區(岡山區、橋頭區、

路竹區、燕巢區、田寮區、阿蓮區、湖內區、永安區、

彌陀區、梓官區、茄萣區)、旗山分區(旗山區、美濃

區、六龜區、甲仙區、杉林區、內門區、茂林區)

同本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的服務對象，經照顧管理

專員家訪評估為長照需要

等級第2級以上者。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

濟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高

雄市私立慈濟綜合長照機

構

0902-328688"

高雄市三民

區河堤南路

50號(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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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山區)、小港分區(小港

區、前鎮區、林園區)、鳳山分區(鳳山區、鳥松區、

大寮區)、岡山分區(岡山區、橋頭區)、旗山分區(旗

山區、美濃區、杉林區)

同本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的服務對象，經照顧管理

專員家訪評估為長照需要

等級第2級以上者。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萃文

書院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

0909-343564 高雄市內門

區內埔83號

鳳山分區(鳳山區)、旗山分區(旗山區、美濃區、內

門區、杉林區)

同本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的服務對象，經照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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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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員家訪評估為長照需要

等級第2級以上者。

高雄市私立幸福居家長照

機構

"(07)696-9391

(07)791-1970

高雄市美濃

區自強街一

段102號

旗山分區(旗山區、美濃區、杉林區)

同本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的服務對象，經照顧管理

專員家訪評估為長照需要

等級第2級以上者。

高雄市私立恆心居家長照

機構
0937-322002"

高雄市旗山

區 樂 和 街

15-25號 1樓

旗山分區(旗山區、美濃區、內門區、杉林區、甲仙

區)、岡山分區(田寮區)

同本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的服務對象，經照顧管理

專員家訪評估為長照需要

等級第2級以上者。

機構全稱 機構電話 設立地址 特約服務區域 服務對象

高雄市私立重安居家式服

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07)398-0686

(07)398-

7667#4567

(07)398-

7667#4568

高雄市旗山

區大仁街 27

號

旗山分區(旗山區、美濃區、內門區、杉林區、甲仙

區、六龜區、茂林區、桃源區)

同本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的服務對象，經照顧管理

專員家訪評估為長照需要

等級第2級以上者。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居家

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

構

0928-281952"

高雄市旗山

區東新街 25

巷 8號 5樓

旗山分區(旗山區、美濃區、內門區、杉林區、甲仙

區、六龜區、桃源區)

同本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的服務對象，經照顧管理

專員家訪評估為長照需要

等級第2級以上者。

權家有限公司附設高雄市

權家居家長照機構

"(07)667-

1006#15

高雄市美濃

區 永 安 路

20-5號(1F)

旗山分區(旗山區、美濃區、杉林區) 同本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的服務對象，經照顧管理

專員家訪評估為長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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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第2級以上者。

士安醫療器材有限公司附

設高雄市私立士安居家長

照機構

0934-182300"

高雄市仁武

區仁忠四街

12號 1樓

鳳山分區(鳳山區、鳥松區、仁武區、大寮區、大社

區)、旗山分區(旗山區、美濃區、杉林區、甲仙區、

那瑪夏區)

同本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的服務對象，經照顧管理

專員家訪評估為長照需要

等級第2級以上者。

有限責任台灣金綻照顧服

務勞動合作社附設高雄市

私立金綻居家長照機構

"(07)681-7720

高雄市苓雅

區興中一路

28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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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梓

區)、小港分區(小港區、前鎮區、林園區)、鳳山分

區(鳳山區、仁武區、大寮區、大樹區、鳥松區)、旗

山分區(旗山區、美濃區、內門區、杉林區)

同本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的服務對象，經照顧管理

專員家訪評估為長照需要

等級第2級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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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業服務：

申請特約單位名稱 地址 電話 服務區域 服務對象

安其居家物理治療

所

高雄市楠梓區德富

街276號 1樓
0939-731111

左楠分區(左營區、楠梓區)、鳳山分區(鳳山區、鳥松區、

仁武區、大寮區、大樹區、大社區)、岡山分區(岡山區、

橋頭區、路竹區、燕巢區、阿蓮區、永安區、湖內區、

彌陀區、田寮區、梓官區、茄萣區)、旗山分區(旗山區、

美濃區、內門區、杉林區、甲仙區、六龜區、茂林區)只

可照會CB01、CB03、CA07、CB04

同本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的服務對象，經照顧管理

專員家訪評估為長照需要

等級第2級以上者。

康毅物理治療所
高雄市六龜區民治

路16號 2樓

(07)269-2893

0910899276

鳳山分區(鳳山區、鳥松區、仁武區、大寮區、大樹區、

大社區)、旗山分區(旗山區、美濃區、內門區、杉林區、

甲仙區、六龜區、茂林區、桃源區、那瑪夏區)

同本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的服務對象，經照顧管理

專員家訪評估為長照需要

等級第2級以上者。

台灣受恩居家護理

所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

一路20號 4樓

3108883、092

8855119

三民分區(三民區)、旗山分區(旗山區、美濃區、內門區、

杉林區、甲仙區、六龜區、茂林區)只可照會CB01、鳳山

分區(鳳山區、鳥松區、仁武區、大寮區、大社區、大樹

區)只可照會CB04、CD02

同本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的服務對象，經照顧管理

專員家訪評估為長照需要

等級第2級以上者。

好人居家職能治療

所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

四路2號8樓之 5
0910-646135

苓雅分區(苓雅區、新興區、前金區、鼓山區、鹽埕區)、

旗山分區(旗山區、美濃區、內門區、杉林區、甲仙區、

六龜區、茂林區)

同本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的服務對象，經照顧管理

專員家訪評估為長照需要

等級第2級以上者。

松柏物理治療所 高雄市大寮區中庄

里自強街 61 號 1

樓

0928-708960 1.三民分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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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園區、旗津區)、鳳山分

同本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的服務對象，經照顧管理

專員家訪評估為長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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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鳳山區、鳥松區、仁武區、大寮區、大樹區、大社

區)、2.旗山、美濃可照會 CB02、3.旗山分區、岡山分區

可照會 CB03

等級第2級以上者。

天心物理治療所
高雄市三民區懷安

街27號 1樓

(07)380-9003

0933-491593

三民分區(三民區)、旗山分區(旗山區、美濃區、內門區、

杉林區、甲仙區、六龜區、茂林區、桃源區、那瑪夏區)

只可照會CB01、CB02、CB03、岡山分區(岡山區、橋頭區、

路竹區、燕巢區、阿蓮區、永安區、湖內區、彌陀區、

田寮區、梓官區、茄萣區)只可照會、CB02、CB03

同本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的服務對象，經照顧管理

專員家訪評估為長照需要

等級第2級以上者。

詠生五甘心物理治

療所

高雄市那瑪夏區秀

嶺巷112號 1樓

(07)670-1335

0965-253212

左楠分區(左營區)、旗山分區(旗山區、美濃區、內門區、

杉林區、甲仙區、六龜區、茂林區、桃源區、那瑪夏區)

同本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的服務對象，經照顧管理

專員家訪評估為長照需要

等級第2級以上者。

幸福居家護理所
高雄市美濃區自強

街一段102號

(07)681-7720

0933-362301

鳳山分區(仁武區、大樹區、大社區)、旗山分區(旗山區、

美濃區、內門區、杉林區、甲仙區、六龜區、茂林區、

桃源區、那瑪夏區)

同本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的服務對象，經照顧管理

專員家訪評估為長照需要

等級第2級以上者。

山幸居家職能治療

所

高雄市茂林區茂林

里 6鄰 115之 1號
0977-159513"

旗山分區(旗山區、美濃區、內門區、杉林區、甲仙區、

六龜區、茂林區、桃源區、那瑪夏區)

同本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的服務對象，經照顧管理

專員家訪評估為長照需要

等級第2級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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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區式

例如：失智社區服務據點、C級巷弄長照站(含醫事C、據點 C、文健站)、日間照顧中心、小規模多機能

(1)  失智社區服務據點：

核定單位 服務時間 據點設置位址 連絡電話 服務對象 服務項目

財團法人台南市私

立聖功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

週一四全日

週三上午下午

高雄市杉林區月美里桐

竹路61號之 1(月美老

人活動中心1樓)

0980-272780

06-2501957

轉 20

1.疑似失智症者：經相關評估工具（如 

MMSE、AD8 或 SPMSQ等）評

估為疑似失智症，惟尚未確診者。

2.經診斷並載明臨床失智症評量表

（CDR）值≧0.5 分之極輕、輕度或中、

重度失智症者。

3.經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及失智共照中心轉

介之個案。

1.認知促進、緩和失

智

2.安全看視

3.照顧者支持團體

（輔導諮商）或照顧

者照顧課程：

4.非藥物介入之健體

顧腦課程

(2)  C級巷弄長照站：

單位名稱 辦理時段 據點地址 連絡電話 服務對象 服務項目

據

點

C

高雄市杉林區

杉林社區發展

協會

星期二、五

08:00-12:00

高雄市杉林區杉林里合

森巷109號
0937491908

1.符合長照服務對象

2.衰弱、亞健康及健康老人

3.經長照評估符合喘息服務之

失能者

1.社會參與

2.健康促進

3.共餐服務

4.預防及延緩失能

5.關懷訪視

6.電話問安、諮詢、轉介服務。

據

點

C

高雄市杉林區

新和社區發展

協會

星期一至五

08 :30-15 : 30

高雄市杉林區新庄里司

馬路384巷 54號

0976067741 1.符合長照服務對象

2.衰弱、亞健康及健康老人

3.經長照評估符合喘息服務之

1.社會參與

2.健康促進

3.共餐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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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者

4.預防及延緩失能

5.關懷訪視

6.電話問安、諮詢、轉介服務。

據

點

C

高雄市大愛生

態社區關懷協

會

星期三、五

高雄市杉林區大愛里和

氣街 28 巷 2 號 (C1 教

室)

07-6776505

0918774601

1.符合長照服務對象

2.衰弱、亞健康及健康老人

3.經長照評估符合喘息服務之

失能者

1.社會參與

2.健康促進

3.共餐服務

4.預防及延緩失能

5.關懷訪視

6.電話問安、諮詢、轉介服務。

文

健

站

高雄市活水全

人關懷協會杉

林區米乎尚文

健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杉林區大愛里協

力街92號
07-6776733

1.符合長照服務對象

2.55 歲以上健康、亞健康、

衰弱、輕度失能原住民族長者

1.簡易健康照顧服務

2.延緩老化失能活動

3.營養餐飲服務

4.電話問安及居家關懷服務。

5.生活與照顧諮詢服務。

6. 運用志工及連結、轉介服務

（輔具提供、居家護理、社區

級居家復健、部落義診）。

文

健

站

高雄市那瑪夏

區婦幼成長關

懷協會杉林南

沙魯文化健康

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杉林區大愛里和

氣街28巷 2-1號

07-6776193 1.符合長照服務對象

2.55 歲以上健康、亞健康、

衰弱、輕度失能原住民族長者

1.簡易健康照顧服務

2.延緩老化失能活動

3.營養餐飲服務

4.電話問安及居家關懷服務。

5.生活與照顧諮詢服務。

6. 運用志工及連結、轉介服務

（輔具提供、居家護理、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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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居家復健、部落義診）。

醫

事

C

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佛教慈濟

慈善事業基金

會附設高雄市

私立慈濟綜合

長照機構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杉林區大愛里大

愛路3號
07-6775667

1.符合長照服務對象

2.衰弱、亞健康及健康老人

3.經長照評估符合喘息服務之

失能者

1.社會參與

2.健康促進

3.共餐服務

4.預防及延緩失能

5.關懷訪視

6.電話問安、諮詢、轉介服務。

醫

事

C

上平診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杉林區山仙路

118號 1樓
0919568145

1.符合長照服務對象

2.衰弱、亞健康及健康老人

3.經長照評估符合喘息服務之

失能者

1.社會參與

2.健康促進

3.共餐服務

4.預防及延緩失能

5.關懷訪視

6.電話問安、諮詢、轉介服務。

醫

事

C

有限責任台灣

金綻照顧服務

勞動合作社附

設高雄市私立

金綻居家長照

機構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杉林區清水路66

路
07-6773727

1.符合長照服務對象

2.衰弱、亞健康及健康老人

3.經長照評估符合喘息服務之

失能者

1.社會參與

2.健康促進

3.共餐服務

4.預防及延緩失能

5.關懷訪視

6.電話問安、諮詢、轉介服務。

(3) 日間照顧中心：

機構名稱 地址 電話 服務對象 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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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旗山醫

院附設社區長照機

構

每週一至週五

上午 8 點至傍晚

5點

旗山區東新街 25巷 8號

樓

661-3811

轉 3003

同本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的服務對象，經照顧管理專員家訪評

估為長照需要等級第 2級以上者，或經日間照顧機構符合自費

收案者。

(4)  小規模多機能：

機構名稱 地址 電話 服務對象 服務內容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萃文書院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私立內門社區(小

規模多機能)長照機構

每週一至週五

上午 8點至傍晚 5點

內門區內豐

里內埔 81之

10號 3 樓

(07)667-1690

同本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的服務對象，經照

顧管理專員家訪評估為長照需要等級第 2級

以上者，或經日間照顧機構符合自費收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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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機構式

例如：安養機構、養護機構、護理之家、榮民之家

(1)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老人福利機構：

機構名稱 地址 連絡電話 安養床 養護床 兩管 長照床 失智床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

萃文書院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附設萃文佛恩養護院

高雄市內門區觀亭里番子路16之 10號 6672888 - 180 90 - -

高雄市私立

愛欣老人養護中心
高雄市美濃區中圳里泰安路249巷 2之 1號 1樓 6673967" - 34 6 - -

高雄市私立

吉園老人養護中心
高雄市美濃區吉和里四維 50之 1號 1樓 6813958 - 47 20 - -

高雄市私立

新效堂老人養護中心
高雄市美濃區獅山里獅山街35號 1樓 6832379 - 21 8 - -

高雄市私立

惠心老人養護之家
高雄市美濃區祿興里中興路1段49巷 5號 1樓 6850588 - 49 24 - -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

愛心老人養護中心
高雄市美濃區泰安路249巷 2之 2號 1-3樓 6850826 - 99 36 - -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

日新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高雄市美濃區德興里忠孝路1段219號 6813958 - 83 40 - -

高雄市私立

康乃心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高雄市美濃區中圳里泰中路207號 6815800 - 49 2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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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私立

慈心老人養護中心
高雄市旗山區旗甲路1段215巷 21號 1-2樓 6822033 - 40 15 - -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

合信興老人養護中心
高雄市旗山區旗南三路112之 2號 1-4樓 6613077 - 81 36 - -

(2)一般護理之家： 

機構名稱 地址 連絡電話

怡仁護理之家 高雄市旗山區旗南一路373號 6618649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高雄市旗山區東新街25巷 8號 2樓 6613811#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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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居家護理所：

機構名稱 地址 連絡電話

幸福居家護理所 高雄市美濃區自強街一段102號
(07)681-7720     

0933-36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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