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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居家式 

(1)居家服務：高雄市長期照顧中心網站首頁＞服務項目＞照顧服務(居家服務、日間照顧、家庭托顧) 

(https://ltc.kchb.gov.tw/service/info/1) 

 

家庭托顧 

機構全稱 機構電話 設立地址 特約服

務區域 

服務對象 

高雄市私立易家親社區式家庭托

顧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0916973198 

高雄市左營區海勝里翠峰

路2號6樓 

左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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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私立親愛社區式家庭托顧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0977319272 

高雄市左營區海勝里翠華

路601巷12號 

左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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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私立真愛馨社區(家庭托

顧)長照機構 
0976456328 

高雄市左營區海勝里翠華

路597號8樓 

左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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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私立敬淨社區(家庭托顧)

長照機構 
0936367330 

高雄市左營區崇實里崇實

路188巷11號 

左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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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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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嘉商行附設高雄市私立力通居

家長照機構 

310-1593 高雄市左營區榮總路570

號1、2 樓 

左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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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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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341-5665 高雄市左營區文萊路331

號2樓 

左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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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ltc.kchb.gov.tw/service/inf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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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晴工作室附設高雄市私立心晴

居家長照機構 

341-1912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

1036號 

左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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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凝國際有限公司附設高雄市私

立安凝居家長照機構 

550-7998 高雄市左營區立文路60號

3樓 

左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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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343-1115 高雄市左營區政德路647

號2樓 

左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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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6410 高雄市左營區文川路319

號 

左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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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台灣身心機能活化運動

協會私立翠華園居家長照機構 

588-3527 

588-4647 

高雄市左營區翠華路601

巷69號2樓 

左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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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高雄市馨一關懷協會附

設高雄市私立馨一居家長照機構 

588-9005 高雄市左營區翠峰路40號

1樓 

左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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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附

設高雄市私立弘道居家式服務類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556-3225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

309號3 樓 

左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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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獎卿護理展望基金會私

立高雄居家長照機構 

941-3622*16 高雄市左營區重上街46號

2樓 

左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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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玉山社會福利關懷協會私

立弘宥居家長照機構 

310-6023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22巷

48號 

左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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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私立家安居家長照機構 550-9602 高雄市左營區重如街158

號1樓 

左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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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私立富嘉居家長照機構 588-3288 高雄市左營區城峰路2號

(2層) 

左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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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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私立愛寶居家長照機構 345-7173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

901巷26弄42號 

左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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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私立樹𡘙居家長照機構 350-3365 高雄市左營區重政路64號

1樓 

左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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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私立頤欣居家長照機構 345-6048 高雄市左營區文直路81號

2樓 

左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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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承福關懷協會附設高雄市

私立杏韻居家長照機構 

350-5235 高雄市左營區立大路163

號4樓 

左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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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雄大心關懷協會附設私立

雄大心居家長照機構 

345-7071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一路

181號1樓 

左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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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生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附設高

雄市私立德貴綜合長照機構 

581-8989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6

巷23號 1樓 

左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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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私立快樂居家長照機構 556-5618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149

號2樓 

左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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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私立真福居家長照機構 581-0277 高雄市左營區果峰街2巷8

號1樓 

左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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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私立全恩居家長照機構 550-7728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

332號6樓之2(622室) 

左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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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私立冠御居家長照機構 588-5570 高雄市左營區翠峰路30號

2樓 

左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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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灑福有限公司附設私立灑福

居家長照機構 

0985-975255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

298號1樓 

左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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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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馨有限公司附設高雄市私立向

馨居家長照機構 

350-8590 高雄市左營區海景街395

號1樓 

左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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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專業服務：高雄市長期照顧中心網站首頁＞服務項目＞IADL復能、ADL復能照護 

(https://ltc.kchb.gov.tw/service/info/3) 

申請特約單位名稱 地址 電話 服務區域 服務對象 

維佳居家護理所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1080-1號 350-6063 左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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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寶職能治療所 高雄市左營區果峰街4巷11號1樓 588-9339      

0933-684804 

左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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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頤欣居家護理所 

 

高雄市左營區立信路 231號 15樓

之 3 

550-6869 左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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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安居家護理所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 210號 10

樓之 2 

0932-792370 

 

左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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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國居家物理治療所 高雄市左營區崇和路 61號 1樓 0930-306109 左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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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榮民總醫院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 386號 346-8337       

0975-581852 

左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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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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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聖功醫院財團法人

聖功醫院  (天主教聖女

小德蘭堂) 

週 二 ~ 週五 上 午

9:00-11:00 下 午

13:30-15:30 

高雄市左營區廍南

里廍後街3號 

5856160 1. 疑似失智症個案 

2. 確診失智個案(領有

診斷證明書並載明臨床

失智症評量表(CDR)值

≧0.5分之極輕度、輕

度、中度、重度失智個

案) 

3. 長照中心轉介之失

智個案 

1. 認知促進緩和失智：藉由

課程與活動讓失智症患者延緩

失智症惡化。 

2. 安全看視：據點提供課程

服務時，有專人看顧其安全，

以預防危及自身安全或他人安

全等意外事件發生。 

3. 家屬支持團體(輔導諮

商)：失智症照顧者分享生活

點滴，互相支持鼓勵或透過團

體活動提升正向力，達到舒緩

照顧者因照顧而產生的身心壓

力。 

4. 家屬照顧課程：提供失智

個案家屬(照顧者)相關照顧

程。 

聖星診所 週 三 ~ 週五 上 午

9:30-11:30 下 午

15:00-17:00 

高雄市左營區重光

路21號 

3506892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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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享親關懷協會-晉

康失智社會關懷據點 

週一 ~週三 8:30-

16:30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

里嘉慶街139號1樓 

07-5573483      

0932797097 

同上 同上 

頤欣居家護理所(老當憶

壯學堂) 

週 一 ~ 週五 上 午

9:00-12:30 下 午

13:30-16:00 

高雄市左營區新光

里文直路81號 

07-5506869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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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左營區廍南社區發

展協會 

星期一、三、五 

08:00-12:00 

13:00-16:00 

高雄市左營區廍後街

79號 

5830652 (一)衰弱、亞健康及健康老人：以

衰弱及輕、中度失能或失智老人為

優先，社區健康及亞健康老人亦可

一起參與，無須經過照管中心評

估，直接至 C 級巷弄長照站使用服

務。(二)失能者：須經長期照顧管

理中心評估後，派案並前往已完成

「喘息服務」特約之 C 級巷弄長照

站使用喘息服務(臨時托顧)。 

社會參與、健康

促進、共餐服

務、預防及延緩

失能、關懷訪

視、電話問安、

諮詢、轉介服

務。 

高雄市左營區新福山社區

發展協會 

星期一至五 

8:30-12:30 

星期三13:30-

16:30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

文慈路293號 

3506856 同上 同上 

高雄市燭光協會 星期一至五 

08:00-12:00 

13:00-16:30 

高雄市左營區蓮潭路

30號 

5824510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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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左營區光輝社區發

展協會 

星期三、五 

08:30-11:00 

高雄市左營區後昌路

643巷21號 

3602989 

3650221 

同上 同上 

社團法人高雄市左營區果

峰長青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二、三、

五 08:30-13:00 

星期一及四14:00-

17:00、星期二 

1500-1700 

高雄市左營區翠華路

551號 

5858900 

5858222 

同上 同上 

高雄市原生植物園創價協

會 

星期一至五 

09:00-16:30 

高雄市左營區重光路

80、82號及重治路67-1

號 

3505990 同上 同上 

社團法人高雄市亞鐳慈善

會 

星期一至五 

8:30-16:30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

435號1樓 

5561665 同上 同上 

高雄市左營區新吉莊社區

發展協會 

星期三、五 

9:00-11:00 

高雄市左營區新吉街

42號 

0929140277 同上 同上 

財團法人雙福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 

星期一至五 

9:00-17:00 

高雄市左營區榮耀街

32號1樓 

3597449 同上 同上 

社團法人高雄市愛加倍全

人關懷協會 

星期二、四 

8:30-12:30 

高雄市左營區果貿里

果峰街10巷7號1樓 

5821578 

0906-268937 

同上 同上 

社團法人高雄市樹子照顧

服務事業發展協會(左營

站) 

星期一至五 

8:00-16:00 

高雄市左營區先鋒路

293號 

5833146 同上 同上 

社團法人高雄市社區發展

促進會 

星期一至五 

08:30-17:00 

高雄市左營區聖南里

店仔頂路111號 

5887189 

0935-043001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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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雲志診所 周一至周五全天 高雄市左營區莒光里

和光街24巷22號 

0937336209 同上 同上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銀髮開

心派對) 

周一至周五全天 高雄市左營區菜公里

大中二路628號3樓之1

（循理會海光教會） 

07-5552565

轉2016、2001         

0928693906 

同上 同上 

尚毅牙醫診所(海勝里) 星期一~星期四下

午、星期五全天 

高雄市左營區海勝里

翠華路599號 

0989-998547 同上 同上 

王婦產科診所(路東里長照

C級站關懷據點) 

周一至周五全天 高雄市左營區路東里

廍後街10-2號 

07-5855866           

0928927295 

同上 同上 

高雄市雄大心關懷協會附

設私立雄大心居家長照機

構 

周一至周五全天 高雄市左營區埤北里

埤仔頭路32巷12弄8號 

0960107111 同上 同上 

高雄市雄大心關懷協會附

設私立雄大心居家長照機

構 

周一至周五全天 高雄市左營區新下里

新莊一路181號1樓 

3457071   

0960107111 

同上 同上 

大吉長期照顧服務有限公

司附設高雄市私立大吉社

區(日間照顧)長照機構 

周一至周五全天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

榮德街38號 

0932797097 同上 同上 

富嘉居家護理所 周一至周五全天 左營區左營下路199號 07-5883288 同上 同上 

好鄰居居家物理所 周一至周五全天 左營區實踐路27號 906739061 同上 同上 

貝康居家護理所 周一至周五全天 左營區忠言路18號1樓 5668878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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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醫院(信義左營復活堂

教會) 

周一和周三上午 左營區左營大路6巷71

號 

0928693906 同上 同上 

台灣灑福有限公司附設灑

福居家長照機構 

周一至周五全天 左營區頂西里左營大

路298號 

0908337071

辦公室 

0929354225

洪小姐 

同上 同上 

台灣灑福有限公司附設灑

福居家長照機構 

周一至周五全天 左營區文奇路152號 0908337071

辦公室 

0929354225

洪小姐 

同上 同上 

台灣灑福有限公司附設灑

福居家長照機構 

周一至周五全天 左營區文天路96號 0908337071

辦公室 

0929354225

洪小姐 

同上 同上 

高雄市左營區明德社區發

展協會 

週二、週四 

8:30-12:30 

左營區明建里海富路

59號 

0929105273 同上 同上 

高雄市原住民布農族文化

關懷協進會 左營區Cina文

健站 

周一至周五全天 高雄市左營區果峰街

10巷1號1樓 

5880087 同上 同上 

 

(3)日間照顧中心： 

機構名稱 地址 電話 服務對象 服務內容 

社團法人台灣身心機能活化運動

協會私立翠華園社區(日間照顧)

長照機構 

5828511 高雄市左營區海勝里

翠華路601巷67號 

同本市長

期照顧管

理中心的

1.居家服務(BA01~BA24)：基本身體清潔、基本日常照

顧、測量生命徵象、協助進食或管灌餵食、餐食照顧、

協助沐浴及洗頭、足部照護 、翻身拍背、肢體關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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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榮民總醫院社區式(日間照

顧)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3422121*2536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

路38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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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協助上(下)樓梯、陪同外出、陪同就醫、家務服

務、代購或代領或代送服務、人工氣道管內分泌物抽

吸、口鼻抽吸、管路(尿管、鼻胃管)清潔、甘油球通

便、血糖機驗血糖、依指示置入藥盒、安全看視、陪伴

服務、巡視服務、到宅沐浴車服務、協助洗頭、協助排

泄。 

2.日間照顧(BB01~BB14)：協助照顧失智、失能老人，

白天由家人或交通車接送到日間照顧中心，提供生活照

顧服務、休閒及健康促進活動,增進人際互動機會，傍

晚再接回自家中。 

3.家庭托顧(BC01-BC14)：白天將長輩接送到鄰近社區

家庭式托顧中心,提供身體照顧,如沐浴、餵食、移位、

如廁等,傍晚再接回自家中，提供長時數的照顧服務。 

4.社區式協助沐浴 BD01：於日間照顧中心或托顧家庭之

浴間執行沐浴之項目。 

5.社區式晚餐 BD02：於日間照顧中心或托顧家庭執行之

準備晚餐、協助進食及飯後口腔清潔等項目。 

6.社區式服務交通接送 BD03：接（或送）長照需要者居

家至社區式服務類長照機構（日間照顧中心、托顧家

庭、長照巷弄站、文化健康站、失智社區服務據點）。

以長照需要者住家與社區式服務類長照機構之距離 10

公里內，超過自行負擔。 

財團法人雲林縣私立長泰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私立老學堂左

營綜合長照機構(日間照顧) 

5852563 高雄市左營區緯九路

211號1樓 

華生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附設高

雄市私立德貴綜合長照機構(日

間照顧) 

5828383 高雄市左營區埤西里

左營大路6巷23號1樓 

樂寓生活股份有限公司附設高雄

市私立樂育社區長照機構 

350-6088 左營區華夏路 493 

號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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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規模多機能：  

機構名稱 地址 電話 服務對象 服務內容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附設民眾診療社區

式(小規模多機能)長照服務機構 

高雄市左營區合群里軍校路

553號(11病房南棟 1樓) 

5817121轉3298、3299 同上 同上 

 

3.機構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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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cbu.kcg.gov.tw/index.php?prog=2&b_id=4&m_id=160&s_id=660 

機構名稱 地址 連絡電話 安養床 養護床 兩管 長照床 失智床 

高雄市私立安康養護之家 高雄市左營區曾子路 211號 1樓 3459055 0 44 16 0 0 

高雄市私立新吉祥養護之家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 1167號 3、

4樓 

3422435 0 45 22 0 0 

高雄市私立新如意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 1167號 1、

2樓 

3101731 0 38 19 0 0 

高雄市私立同心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 430 號 1-4

樓 

3101122 0 47 15 0 0 

高雄市私立長群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高雄市左營區重忠路 155號 1-5樓 3427181 0 28 14 0 0 

高雄市私立慈祐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 554 巷 7 號

1-3樓 

5889035 0 37 15 0 0 

http://socbu.kcg.gov.tw/index.php?prog=2&b_id=4&m_id=160&s_id=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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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私立日光樂家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

型）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四路 250號 2樓 

 

3482999 

 

0 41 15 0 0 

高雄市私立偉恩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高雄市左營區文恩路 200號 1-3F 3508037 

3508027 

0 49 18 0 0 

高雄市私立福心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 56號之 1 5818877 0 38 15 0 0 

高雄市私立大福心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 56號 5818877 0 38 15 0 0 

高雄市私立小福心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 56號 2樓 5818877 0 48 20 0 0 

高雄市私立冠仁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高雄市左營區文上路 116號 3411265 0 48 24 0 0 

高雄市私立睿祥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高雄市左營區孔營路 1號 1樓 5880101 0 43 20 0 0 

高雄市私立日賀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四路 250號 1樓 3482999 0 40 15 0 0 

高雄市私立睿城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高雄市左營區孔營路 1號 2樓 5880197 0 46 22 0 0 

高雄市私立容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高雄市左營區文敬路 28號 3501247 0 48 2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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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般護理之家：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網站首頁＞業務科室＞長期照顧中心＞長照機構管理＞最新消息

(https://khd.kcg.gov.tw/tw/department/news-show.php?num=1392&page=1&zone=103&author=93) 

機構名稱 地址 連絡電話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護理之家 左營區軍校路 553號 5817121轉 3487、5858420 

崇智護理之家 左營區民族一路 980號 3494600、3494881 

 

4.居家護理所：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網站首頁＞業務科室＞長期照顧中心＞長照機構管理＞最新消息

(https://khd.kcg.gov.tw/tw/department/news-show.php?num=1392&page=1&zone=103&author=93) 

機構名稱 地址 連絡電話 

高雄榮民總醫院附設居家 護理所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 386號 07-3468337 

富嘉居家護理所 高雄市左營區城峰路 2號 07-5883288 

頤欣居家護理所  高雄市左營區立信路 231號 15 樓之 3  07-5506869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附設民眾診

療服務處居家 護理所  

高雄市左營區軍校路 553號 

 

07-5817121#3103 

 

崇仁居家護理所  高雄市左營區重仁路 50巷 1號 5 樓之 2 07-3454848  

康福居家護理所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366號 18樓之 1 07-5507946 

維佳居家護理所  高雄市左營區文天路 120號 1~2 樓 07-3506063 

全人居家護理所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 350號 6 樓 606室 07-5565160 

善馨居家護理所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二路 321號 1樓  07-3450675 

欣安居家護理所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 210號 10F之 2 07-55631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