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桃源區 高雄市原住民文化藝術發展協會(桃園高中站)【文健站】 高中里 08:00-16:00 5 C+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桃源區高中里4鄰興中巷95號 高雄市桃源區高中里4鄰興中巷95號 洪秀英/理事長 0933-604055 aital.hung@gmail.com

2 桃源區 高雄市桃源區建山社區發展協會

建山里

寶來里

高中里

08:30-16:30 3
星期一、

三、五
高雄市桃源區建山里86號 高雄市桃源區建山里86號 鄭金鳳/理事長 0977-141-928 ibu0928@yahoo.com.tw

3 甲仙區 高雄市甲仙區甲仙社區發展協會

東安里

西安里

和安里

08:00-12:00

13:00-16:30
1 星期一 高雄市甲仙區西安里中山路56號 高雄市甲仙區西安里文化路43號 邱麗容/志工 0987-756-852 q6751454@yahoo.com.tw

4 甲仙區 高雄市甲仙區大田社區發展協會

大田里

小林里

關山里

08:00-15:0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甲仙大田里新興路49-1號 高雄市甲仙區大田里新興路49-1號 林秀萍/社工 07-6752640 datian820315@gmail.com

5 六龜區 高雄市六龜區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中興里 08:00-16:00 1 星期四 高雄市六龜區中庄194號 高雄市六龜區中庄194號 張碧雲/理事長 0912-120101 bi6891748@yahoo.com.tw

6 六龜區 高雄市六龜新開部落災後重建協會 新發里 09:00-16:0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六龜區和平路305-2號 高雄市六龜區和平路305-2號 潘怡禎/社工 07-6791550 lv6791892@gmail.com

7 杉林區 高雄市杉林區新和社區發展協會

新庄里

杉林里

上平里

08:00-16:0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杉林區新庄里司馬路384巷54號 高雄市杉林區新庄里司馬路384巷5號 陳舉琇/總幹事 07-6774419 s520401g@gmail.ocm

8 旗山區 高雄市旗山區南新社區發展協會 南洲里 08:00-16:3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旗山區南洲里石岩巷1-1號 高雄市旗山區南洲里石岩巷3號 宋怡賢/總幹事
07-6661174

0933-693-324

u6616056@gmial.com

b0937721195@yahoo.com.tw

9 旗山區 高雄市旗山區大林社區發展協會 大林里 08:00-16:00 3
星期一、

三、五
高雄市旗山區大林里自強巷17號 高雄市旗山區大林里自強巷17號 宜錦茂/理事長

07-6693829

0930-601620
tailin1749@yahoo.com.tw

10 旗山區 高雄市旗山區糖廠社區發展協會

東昌里

東平里

大德里

08:00-16:00 4 星期一至四 高雄市旗山區東昌里忠孝街33-8號 高雄市旗山區東昌里南新街32號 曾渝媗/執行長 0975-186-222 vivimsa98@yahoo.com.tw

11 旗山區 高雄市旗山區勝湖社區發展協會

南勝里

中寮里

新光里

08:00-16:30 1 星期五 高雄市旗山區南勝里旗南三路163-2號 高雄市旗山區南勝里內湖巷27號 潘見男/總幹事 0931-599-366 6663618@gmail.com

12 美濃區 高雄市美濃區獅山社區發展協會

獅山里

龍山里

龍肚里

08:00-16:00 4
星期一、

三、四、五
高雄市美濃區獅山街35號 高雄市美濃區獅山街57-1號 鐘淑蘭/理事長 0912-167190 s221904@yahoo.com.tw

13 美濃區 高雄市美濃區南興社區發展協會

德興里

清水里

獅山里

08:30-16:30 2 星期二、三 高雄市美濃區中壇里五穀街32號 高雄市美濃區中壇里五穀街24號 劉滿娣/總幹事 0912-292-954 manti1124@yahoo.com.tw

14 美濃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美濃老人福利協進會 美濃里 09:00-16:00 1 星期一 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二段351號 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二段351號 劉志賢/總幹事 0921-256-016 6813405@gmail.com

15 美濃區 幸福居家護理所 美濃里 09:00-16:00 1 星期四 高雄市美濃區自強街一段102號 高雄市美濃區自強街一段102號 吳美儀/所長 0933-528486 minohomecare@gmail.com

16 那瑪夏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原住民婦女永續發展協會【文健站】 瑪雅里 08:00-16:00 5 C+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那瑪夏區瑪雅里6鄰平和巷 高雄市那瑪夏達卡努瓦里秀嶺巷128號 詹怡玲/專案人員 07-6701847 bunun0987073849@gmail.com

17 那瑪夏區 高雄市原住民文化藝術發展協會(達卡努瓦站)【文健站】
達卡努

瓦里
08:00-16:00 5 C+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那瑪夏區達卡努瓦里秀嶺巷82號 高雄市那瑪夏區達卡努瓦里秀嶺巷82號 洪秀英/理事長 (07)670-1786 aital.hung@gmail.com

18 茂林區 高雄市茂林區社區營造協會【文健站】 多納里 08:00-16:00 5 C+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茂林區多納里35之1號 高雄市茂林區多納里35之1號 孫珮馨/總幹事 (07)680-1351

19 茂林區 高雄市茂林區萬山社區發展協會【文健站】 萬山里 08:00-16:00 5 星期一至五 85141高雄市茂林區萬山里1鄰2號 85141高雄市茂林區萬山里1鄰2號
蔡正男

梁玉英
0938-177-250

20 內門區 高雄市內門區三平社區發展協會

三平里

木柵里

內興里

09:00-16:00 5 C+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內門區三平里橫山9之31號 高雄市內門區三平里橫山9之31號 洪清池 0927-800-859

21 內門區 高雄市內門區內門社區發展協會

石坑里

東埔里

內門里

09:00-16:00 5 C+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內門區內門里56-10號 高雄市內門區內門里56-10號 蔡瓊鳳 (07)667-4552

22 內門區 高雄市內門區內豐社區發展協會

內豐里

光興里

中埔里

09:00-16:00 5 C+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內門區內豐里內埔140-1號 高雄市內門區內豐里內埔140-1號 吳明周/總幹事 (07)667-1583

23 內門區 高雄市內門區觀亭社區發展協會
觀亭里

瑞山里
09:00-16:00 5 C+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內門區觀亭里番子路16-5號 高雄市內門區觀亭里番子路16-5號 王輝上/理事長 0939-283-758

服務

里別
單位名稱 信箱電話聯絡人通訊地址

107年度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C級巷弄長照站服務提供單位一覽表

提供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

提供時間：107年9月7日(五)

據點地址辦理時間C+辦理天數服務時段行政區編號

mailto:q6751454@yahoo.com.tw


24 內門區 高雄市內門區溝坪社區發展協會

溝坪里

永富里

永興里

09:00-16:00 5 C+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內門區溝坪里廣福40-1號 高雄市內門區溝坪里廣福40-1號 劉瑞吉 理事長 0911-719-741

25 茄萣區 荷園居家護理所 福德里 09:00-16:0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茄萣區民福路180巷17弄40號 高雄市茄萣區民福路180巷17弄40號 周詩茵/護理師
(07)690-6765

0980-897-452

26 湖內區 高雄市湖內區公舘社區發展協會

公館里

太爺里

葉厝里

08:00-12:00

13:00-16:00
2 
星期一、二  高雄市湖內區中正路一段53巷1號  高雄市湖內區中正路一段53巷1號 蘇如美/總幹事 0929-344-811 rumei48#yahoo.com.tw

27 湖內區 高雄市湖內區劉家社區發展協會

劉家里

海山里

海埔里

08:00-12:00

14:00-17:00
1 星期二 高雄市湖內區仁愛街89號 高雄市湖內區仁愛街206號 劉美玉/理事長 0960-087-214 we8961@yahoo.com.tw

28 湖內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湖內老人健康促進會

湖內里

大湖里

田尾里

08:00-12:00

13:00-16:00
1 星期三 高雄市湖內區東方路260號 高雄市湖內區東方路260號 吳文正/理事長 0911-653-300 ja185128@gmail.com

29 湖內區 高雄市湖內區文賢社區發展協會

文賢里

逸賢里

中賢里

08:00-16:30 1 星期三 高雄市湖內區文賢里中正路二段242號 高雄市湖內區文賢里中正路二段242號 蔡碧玉/總幹事 0912-118-849 Z6997541@yahoo.com.tw

30 湖內區 高雄市湖內區田尾社區發展協會

田尾里

大湖里

湖東里

08:30-16:00 1 星期四 高雄市湖內區民權路244巷10-1號 高雄市湖內區民權路244巷10-1號 葉秋彥/總幹事 0928-372-949 ching.chings@hotmail.com

31 路竹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路竹社會福利協會 竹南里 09:00-16:0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路竹區竹南街5號 高雄市路竹區竹南街5號 曾泳蓁/總幹事

07-6071005

07-6969391

0937-322002

mmmmmmm98@yahoo.com.tw

32 田寮區 社團法人台灣湧泉關懷協會(田寮站) 新興里 08:00-16:00 1 星期二 高雄市田寮區新興路16號 高雄市仁武區仁林路267號7弄14號 吳織綾/理事長 0973-428044 a0973428044@gmail.com

33 永安區 高雄市永安區保寧社區發展協會
保寧里

鹽田里
08:00-16:30 1 星期二 高雄市永安區保安路16巷2-1號 高雄市永安區保安路16巷2-1號 李宗育/總幹事 0932-462-559 paulning828@gmail.com

34 岡山區 高雄市精障社區復健關懷協會【身障】 石潭里 09:00-16:00 5 C+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岡山區石潭路橫巷29-4號 高雄市岡山區石潭路橫巷29-4號 石宛婷 0970-655203 wan19860227@gmail.com

35 岡山區 社團法人台灣康復輔具及照護技術交流協會 後協里 09:00-16:00 2 星期二、四 高雄市岡山區後協里大義二路50號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北路22巷64號 張美珍/常務理事 0906-651061 trtaservice@gmail.com

36 岡山區 美恩居家護理所

嘉峰里

嘉興里

潭底里

09:00-16:0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岡山區嘉峰里宮中街50號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路672號 蘇雅心/護理師 0988-955-310

37 彌陀區 高雄市彌陀區舊港社區發展協會

舊港里

彌靖里

文安里

07:30-17:00 3 星期三至五 高雄市彌陀區舊港路南二巷16號 高雄市彌陀區舊港路南二巷16號 吳風慶/里長 0963-491-207
wufengching@yahoo.com.tw

mitochm@yahoo.com.tw

38 橋頭區 佑泰物理治療所

仕和里

仕豐里

仕隆里

09:00-16:0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橋頭區成功南路5-1號 高雄市橋頭區成功南路5-1號 陳育麟/物理治療師
07-6120311

0936-064-131
tfpapt@gmail.com

39 橋頭區 高雄市橋頭婦女民主促進會
橋頭里

仕隆里
08:00-16:00 1 星期三 高雄市橋頭區成功路237號 高雄市橋頭區成功路237號 陳楊吻/會長 0928-721-078 wang6116403@gmail.com

40 梓官區 高雄市梓官區梓信社區發展協會 梓信里 08:00-16:00 3
星期一、

三、四
高雄市梓官區梓信里中學路73號 高雄市梓官區梓信里中學路73號 柯泰山/總幹事 0932-848-762 ox5053@yahoo.com.tw

41 梓官區 高雄市梓官區大舍社區發展協會 大舍里 08:00-17:00 1 星期二 高雄市梓官區大舍東路公厝巷4號 高雄市梓官區大舍里大舍北路2巷32號 蘇耀廷/理事長 0937-695266 yaotingsu@gmail.com

42 梓官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劦助慈善會

禮蚵里

信蚵里

智蚵里

08:30-16:30 2 星期一、三 高雄市梓官區通港路23號 高雄市梓官區港七街87號 楊麗女/總幹事 07-6106693 social850418@gmail.com

43 楠梓區 高雄市楠梓區新加昌社區發展協會 加昌里 09:00-18:00 1 星期一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里壽民路16巷16號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里壽民路16巷16號 陳鳳娥/隊長 07-3616038

44 楠梓區 高雄市楠梓區仁昌社區發展協會 仁昌里 08:30-16:30 1 星期三 高雄市楠梓區壽豐路461號 高雄市楠梓區藍昌路360巷53號3樓之2 王永坤/理事長
07-3682279/

0933-652973
wang.a111@hinet.net

45 楠梓區 高雄市楠梓區大昌社區發展協會 大昌里 08:00-16:30 1 星期五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143巷67號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123號 戴嘉育/社工員

07-3662057

0919-106333/

0927-991235

taichiayu1123@yahoo.com.tw

46 楠梓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楠梓區翠屏社區發展協會 翠屏里 09:00-16:0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楠梓區德惠路55號 高雄市楠梓區德惠路55號 葉上嘉/秘書
07-3650888/

0919-616095
cp3650888@gmail.com

47 楠梓區 高雄市大高雄社區營造協會 宏毅里 08:00-16:30 1 星期三 高雄市楠梓區宏毅里宏毅三路5巷1-1號 高雄市楠梓區宏毅里宏毅三路5巷1-1號 張巧玲/總務 07-5824141分機6487 lingecc@yahoo.com.tw

48 楠梓區 社團法人台灣湧泉關懷協會(楠梓站) 玉屏里 08:00-16:00 2 星期二、四 高雄市楠梓區玉屏里聖雲街129號 高雄市仁武區仁林路267號7弄14號 吳織綾/理事長 0973-428044 a0973428044@gmail.com

49 楠梓區 高雄市私立聯合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東寧里

惠民里

五常里

09:00-16:0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楠梓區旗楠路142號1樓 高雄市楠梓區旗楠路142號1樓 邱琮凱/居服督導 0908-088579 kltc1966@gmail.com

mailto:we8961@yahoo.com.tw
mailto:ja185128@gmail.com
mailto:yangmao@ms49.hinet.net


50 楠梓區 楠梓聯合婦產科診所

中陽里

惠楠里

享平里

09:00-15:0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95號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95號 廖穗菁/總監
07-3511316#102

0960021316
sc710303@gmail.com

51 楠梓區 高雄市楠梓區新惠豐社區發展協會 惠豐里 08:00-17:00 2 星期二、五 高雄市楠梓區惠豐里清田街87號 高雄市楠梓區惠豐里惠春街190號 張翼麟/理事長 0933-319-791 yilim91537@gmail.com

52 楠梓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基督教神國復興生命成長協會【文健站】 隆昌里 08:00-16:00 2 星期二、三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500號5樓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800號5樓 劉凱珍/後補理事
07-3609321

0916-113-590
a 0916-113590@gmail.com

53 楠梓區 高雄市楠梓區清豐社區發展協會 清豐里 08:00-16:30 1 星期三 高雄市楠梓區清豐里土庫五路66號 高雄市楠梓區清豐里土庫五路66號 符進東/理事長 0933-349-249

54 左營區 高雄市左營區新吉莊社區發展協會 新上里 09:00-16:0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新吉街42號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新吉街42號 王櫻樺/里長 (07)557-5535

55 左營區 高雄市原生植物園創價協會 新光里 09:00-16:0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左營區新光里重治路67-1號 高雄市左營區新光里重治路67-1號 陳幸婉/執行長 (07)350-5990

56 左營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愛加倍全人關懷協會 果貿里 09:00-16:0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左營區果貿里果峰街10巷6-8號 高雄市左營區果貿里果峰街10巷6-8號
李明清/理事長

蔡芸/社工員
(07)582-1578

mclee0216@gmail.com

t092877@yahoo.com.tw

57 左營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左營區果峰長青社區發展協會 果峰里 09:00-16:00 5 C+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左營區翠華路561號 高雄市左營區翠華路561號 許美如/照服員

0986-680890

(07)585-8222

(07)585-4333

58 左營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春陽協會 崇實里 09:00-17:0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左營區先鋒路293號 高雄市左營區先鋒路293號 黃笠晴/照服員 (07)583-3146 moon07192003@yahoo.com.tw

59 左營區 財團法人雙福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福山里 08:30-17:30 5 C+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左營區榮耀街32號1樓 高雄市左營區榮耀街32號1樓 黃詩靜/行政專員 (07)359-7449 dbnk20.13@gmail.com

60 左營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燭光協會
埤東里

埤西里
08:30-17:00 5 C+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左營區蓮潭路30號 高雄市左營區蓮潭路30號 黃社工 (07)582-4510 a5816815@gmail.com

61 左營區 高雄市左營區光輝社區發展協會 光輝里 09:00-16:00 5 C+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左營區後昌路643巷21號 高雄市左營區後昌路643巷21號
濮懿範/里長

洪若霆/照服員

0912-111522

(07)365-5033
yifnpp@yahoo.com.tw

62 大樹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大樹長青會 檨腳里 08:00-16:0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大樹區實踐街98號 高雄市大樹區實踐街98號 陳秋對/總幹事
07-6520214

0921-577058
t220689.chen@msa.hinet.net

63 大樹區 高雄市大樹區檨腳社區發展協會

檨腳里

大樹里

和山里

09:00-16:00 1 星期一 高雄市大樹區樣腳里中興南路一巷46號 高雄市大樹區樣腳里中興南路一巷46號 吳宗櫻/總幹事 0919-646-527 e646527WU@gmail.com

64 仁武區 高雄市仁武區烏林社區發展協會 烏林里 08:00-16:00 5 C+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仁武區烏林里仁林路224之2號 高雄市仁武區烏林里仁林路224之2號 鄭全盛理事長 (07)373-4015

65 仁武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安和社會福利發展協會 八卦里 08:00-16:00 5 C+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仁武區八卦里八德西路2012號 高雄市仁武區八卦里八德西路2012號 張碧子總幹事 0929-950809

66 仁武區 高雄市仁武區竹後社區發展協會 竹後里
08:00-12:30

13:00-16:00
5 C+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仁武區竹後里大福街249號 高雄市仁武區竹後里大福街249號 史秀綿總幹事 (07)375-1172

67 仁武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聰動成長協會 仁和里 08:00-16:00 5 C+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仁武區仁和里鳳仁路17-4號 高雄市仁武區仁和里鳳仁路17-4號 吳淑棉 (07)392-0873

68 仁武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仁武慈暉志願協會 仁武里
08:00-12:30

13:00-16:0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94號(活動中心206教

室)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94號(活動中心206教

室)
溫怡涓/社工 07-3759727 3759727@gmail.com

69 仁武區 社團法人臺灣雷特氏症病友關懷協會【身障】 八卦里 08:00-16:0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仁武區八卦里京吉一路78號1樓 高雄市仁武區八卦里京吉一路78號1樓 張勻愷/社工員 0970-700-656 cool52440000@yahoo.com.tw

70 仁武區 高雄市私立大灣家園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赤山里

大灣里

仁慈里

09:00-17:0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仁武區赤山里赤西二街58號 高雄市仁武區赤山里赤西二街58號 張碧子/負責人 07-3746110

71 大社區 高雄市大社區保社社區發展協會

保社里

鳳雄里

神農里

09:00-16:00 1 星期五 高雄市大社區保社里中正路367之1號 高雄市大社區保社里民族路23-3號 林小姐
07-3557412

0925922969
sixgas@yahoo.com.tw

72 大社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樹子照顧服務事業發展協會

保安里

嘉誠里

大社里

09:00-16:0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大社區大社路3-1號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二路472號10樓之7 07-2818800 treeseeda1@gmail.com

73 鳥松區 財團法人玄光聖堂 鳥松里 08:00-16:00 1 星期二 高雄市鳥松區松埔北巷29-10號 高雄市鳥松區松埔北巷29-10號 陳聖熙/總幹事 0932-790279 ch6688en@yahoo.com.tw

74 鳥松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愛智家園社區關懷協會 大華里 08:30-17:00 2 星期二至五 高雄市鳥松區大明里明華街15號 高雄市鳳山區鳳岡路31巷35-1號 黃意珊/總幹事
07-7901749

0921-419305
aaalisa1313@gmail.com

75 鳥松區 高雄市私立健康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鳥松里

坔埔里

夢裡里

09:00-16:00 1 星期四 高雄市鳥松區忠誠路128號 高雄市鳥松區東山路橫一巷3號 李亞紋/行政 0970-706903 kristyn1206@gmail.com

mailto:mclee0216@gmail.com
mailto:mclee0216@gmail.com
mailto:e646527wu@yahoo.com.tw
mailto:treeseeda1@gmail.com


76 鼓山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社區發展促進會

明誠里

龍子裡

龍水里

09:00-16:0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093號7樓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093號7樓 謝宗嬅/督導 07-5229905 kccda.npo@msa.hinet.net

77 三民區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三民站)

德仁里

德智里

同德里

08:30-16:3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150號3樓 花蓮市中央路3段703號 賴珈文/專員 0937-903855 sayyes103@gmail.com

78 三民區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三民站)

灣興里

灣復里

灣子里

08:30-16:3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三民區灣興街79號 花蓮市中央路3段703號 賴珈文/專員 0937-903855 sayyes103@gmail.com

79 三民區 台灣長期照顧產業發展協會

寶興里

寶中里

寶安里

09:00-17:0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99巷14號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99巷14號 黃子唐/執行長
0982-852310

07-3805706
u9209055@gmail.com

80 三民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三民區安泰社區發展協會 安泰里 08:00-16:3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二路60號 高雄市三民區重慶街264號 張芳淑/秘書 07-3239699 antai269@yahoo.com.tw

81 三民區 高雄市三民區安東社區發展協會 安東里 08:30-18:00 3
星期一、

二、四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292號 高雄市三民區歸綏街98號 林添詳/總幹事 07-3133756 a3133756@yahoo.com.tw

82 三民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基督教福氣教會 鼎泰里 08:30-17:30 4 星期二至五 高雄市三民區明哲路33-1號 高雄市三民區明哲路33-1號 許逢育/社工 07-3451919轉52 4052@blessing.org.tw

83 三民區 詠生五甘物理治療所

寶珠里

寶泰里

寶興里

09:00-16:0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三民區春陽街280號1樓 高雄市三民區春陽街280號 吳姵蓉/主任 07-3835136 singinglife5@gmail.com

84 三民區 財團法人高雄市崇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立業里

立誠里

德北里

08:30-17:30 2 星期一、三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226號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226號
吳怡薪/社工

黃穎吉/社工

07-3232938

0988-522664(黃)

85 三民區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身障】

千歲里

千北里

立德里

08:30-16:30 5 C+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三民區三民街222號4樓 高雄市三民區三民街222號4樓 葉庭嘉/社工 07-7266096#74

86 三民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金齡協會

安生里

灣興里

鼎泰里

08:00-17:3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三民區明賢街46號 高雄市三民區明賢街46號 張江清/理事長 0920-284-746 m785008@kmu.edu.tw

87 前金區 有限責任高雄市愛齡照護服務勞動合作社 國民里 08:30-16:3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前金區大同二路145號10樓之6 高雄市前金區大同二路145號10樓之6 蔡蕙如/主任
07-2012269

0905-568-121
mkt@docaso885.com

88 前金區 社團法人台灣百香果創齡協會

長生里

長興里

林投里

08:00-16:00 3 星期一至三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7號8樓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7號8樓 鄭雅華/社工 07-2316588 ppaa20140507@gmail.com

89 苓雅區 佳馨居家護理所 普照里 09:00-16:00 5 C+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苓雅區普照里興中一路98巷26號 高雄市苓雅區普照里興中一路98巷26號 黃秀惠/主任 (07)536-9806

90 苓雅區 財團法人高雄市基督教青年會劉阿蘭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林榮里

林貴里

英明里

09:00-17:0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苓雅區林榮里英明路166號 高雄市苓雅區林榮里英明路166號 黃淑玲/照服員 (07)713-7466

91 苓雅區 高雄市音樂養生慈善公益協會(悅音)

奏捷里

凱旋里

同慶里

09:00-16:3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苓雅區河南路171-1號 高雄市苓雅區河南路171-1號 賴佑欣/站長 (07)722-2035

92 苓雅區 高雄市音樂養生慈善公益協會(聚鼎) 林南里 09:00-16:3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8巷7弄7號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8巷7弄7號 賴佑欣/站長 (07)722-6989

93 苓雅區 財團法人聖功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博仁里

苓洲里

苓昇里

09:30-12:30

14:00-17:0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苓雅區博仁里五福三路149號4樓 高雄市苓雅區博仁里五福三路149號4樓

蕭淑媛/主任

翁秋霞/照服員
(07)201-8301 054106@livingstone.org.tw

94 苓雅區 高雄市苓雅區民主社區發展協會

民主里

五福里

五權里

09:00-12:00

14:00-16:0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苓雅區大順三路281-1號 高雄市苓雅區民主里樂仁路10號 陳文程/里長 (07)224-8278

95 苓雅區 麗妤美臨床營養健康專科

尚義里

中正里

凱旋里

09:30-15:3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二路129號1樓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二路129號1樓 張郁靖/督導
07-2291799/

0918972413
nurnet@tweutro.net

96 苓雅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濟興護老慈善會

林榮里

朝陽里

林貴里

08:30-16:30 1 星期二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三路871巷1弄22號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三路871巷1弄22號 張恒卉/幹事 07-7262696 7262696@gmail.com

97 苓雅區 高雄市厝味社區全人關懷協會

福西里

福東里

福海里

09:00-16:00 1 星期二 高雄市苓雅區輔仁路7巷35號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225巷12號 陳玟真/總幹事 0985-826-989 lilyvalley1968@gmail.com

98 新興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善護關愛協會(善護站) 大明里 08:00-16:0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四路53號2樓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四路53號2樓 蔡錦鳳/督導

07-2812788/

0929-577271/

0988-502835(麗鳳)

g5219596@yahoo.com.tw

99 新興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善護關愛協會(新興站)

光耀里

興昌里

德望里

09:00-16:30 2 星期一、二 高雄市新興區黃海街62號1樓 高雄市新興區黃海街62號1樓 楊孟潔/社工 07-2263693

100 新興區 高雄市新興區德生社區發展協會

德生里

德望里

光耀里

09:00-16:30 1 星期五 高雄市新興區黃海街62號4樓 高雄市新興區黃海街62號4樓 簡淑芬
0932746522/

07-2260693

101 新興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天心慈善會 南港里 08:30-16:30 1 星期四 高雄市新興區忠孝一路417號 高雄市新興區忠孝一路417號 林慧琦/社工 07-2352655 tansin82005@gmail.com



102 鳳山區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新高雄分會

光明里

鳳崗里

縣衙里

09:00-16:30 5 C+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鳳山區大東一路10巷38號 高雄市鳳山區大東一路10巷38號 鄭月霞
(07)746-7028

0919647580

103 鳳山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愛耆扶慈善關懷協會 誠德里 08:30-16:30 5 C+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鳳山區誠體街68號 高雄市鳳山區誠體街68號 邱玉雯/主任 (07)702-6575

104 鳳山區 財團法人高雄市郭吳麗珠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福誠里

福祥里

龍成里

09:00-16:30 5 C+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195號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195號 王渟詒/社工 (07)811-9977

105 鳳山區 有限責任高雄市協和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鎮西里

忠孝里

忠義里

08:30-16:00 5 C+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鳳山區信義街50號 高雄市鳳山區信義街50號 黃貴蘭/主任 (07)740-7512

106 鳳山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長期照顧人員福利促進協會

中和里

協和里

興中里

08:30-17:30 5 C+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鳳山區信義街303號1樓 高雄市鳳山區信義街303號1樓
林麗芬/總幹事

吳盈儀/社工
(07)710-1412

107 鳳山區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慈聯社會福利基金會

國泰里

國富里

國光里

09:00-16:0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鳳山區王生明路150-6號 高雄市鳳山區王生明路150-6號 王郁芬 (07)740-6639 3715009h@gmail.com

108 鳳山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鳳山老人健康照護協會 文英里 08:00-16:0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二段192巷33-16號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二段192巷33-16號 陳坤輝/總幹事 (07)777-4153 kun3317@yahoo.com.tw

109 鳳山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活泉愛鄰社區服務協會 誠義里 09:00-16:00 5 C+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鳳山區誠東街1號 高雄市鳳山區誠東街1號 林靜儀/社工 (07)755-5355

110 鳳山區 社團法人台灣高齡照顧協會

富榮里

富甲里

二甲里

09:00-16:00 5 C+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鳳山區林森路295巷44號 高雄市鳳山區林森路295巷44號 羅琇燕/照服員 (07)701-2265

111 鳳山區 台灣寬霖關懷協會 老爺里 08:30-16:00 2 星期二、五 高雄市鳳山區興隆街42號(老爺里活動中心)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229巷15弄57號 蕭月捐/秘書長
0922-040863/

07-7461558
facc313@gmail.com

112 鳳山區 高雄市私立新長松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忠義里

鳳崗里

縣衙里

09:00-17:0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鳳山區鎮西里中山西路66號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70-1號 李佳玥/行政 740-9781/0973-737250 longgreen97@gmail.com

113 鳳山區 高雄市八方義行團關懷協會

中正里

瑞興里

三民里

08:30-16:30 1 星期四 高雄市鳳山區勝利路79號 高雄市鳳山區勝利路79號 呂昀樺/組長 07-7019500 nurseaide107@gmail.com

114 鳳山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鳳山心故鄉社區營造協會

國富里

國隆里

國光里

08:30-17:00 1 星期三
高雄市鳳山區國富路31號

(五甲老人活動中心)
高雄市鳳山區國隆路3號8樓之1 傅淑瑩/理事長 07-7635569 a62928731@gmail.com

115 鳳山區 社團法人臺灣靈性照顧協會

東門里

誠信里

鎮東里

08:30-16:00 1 星期三 高雄市鳳山區東門里中山東路58巷32號 高雄市鳳山區東門里中山東路58巷32號 顏秀琴/副執行長 07-7197779 tsssc10282014@gmail.com

116 鳳山區 高雄市照服員成長關懷協會 文華里 09:30-16:00 1 星期三 高雄市鳳山區文化路53號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2號 陳月英/理事長 0935-158038 s0935158038@gmail.com

117 前鎮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不老天使守護協會

復國里

忠孝里

興東里

08:00-17:0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前鎮區和平二路205號9樓 高雄市前鎮區和平二路205號10樓 黃博聖 /社工 07-7220251 sunnyheipin@gmail.com

118 小港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愛之船慈善會 大苓里 08:30-16:00 1 星期三 高雄市小港區中山四路29號 高雄市小港區瑞明街44號 黃啟韋/社工 07-8036453 svxtw0710@gmail.com

119 小港區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事業基金會(小港站) 高松里 08:30-16:3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小港區高松路12-9號 花蓮市中央路3段703號 賴珈文/專員 0937-903855 sayyes103@gmail.com

120 大寮區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事業基金會(大寮站)

三隆里

上寮里

大寮里

08:30-16:3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大寮區三隆路299號 花蓮市中央路3段703號 賴珈文/專員 0937-903855 sayyes103@gmail.com

121 大寮區 高雄市大寮區後庄社區發展協會 後庄里 08:00-17:00 2 星期一、四 高雄市大寮區後庄里成功路188號 高雄市大寮區後庄里民族路313號 吳芳招/理事長 0919-108500 a7019788@yahoo.com.tw

122 大寮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永安社會福利協會 會社里 08:00-18:00 5 C+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大寮區濃中街22巷15號 高雄市大寮區濃中街12號 陳廖梅芳/理事長
07-7881876

07-7872719
2015yungan@gmail.com

123 大寮區 高雄市大寮區溪寮社區發展協會 溪寮里 08:30-16:00 1 星期二 高雄市大寮區溪寮路13-1號 高雄市大寮區溪寮路84-1號 林素梅/總幹事 0930-815-109 Melisa188@yahoo.com.tw

124 大寮區 高雄市大寮區會結社區發展協會

會結里

昭明里

潮寮里

08:30-16:30 2 星期二、四 高雄市大寮區會結里會興三街155號 高雄市會結里會和一街115號 黃美華/理事長 0921-033-040 ch7875567@gmail.com

125 大寮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大寮區中庄社區發展協會

中庄里

江山里

後庄里

09:00-16:00 1 星期五
高雄市大寮區光明路三段1257巷51號

(高雄市大寮區老人活動中心)
高雄市大寮區中庄里四維路340號 蘇彥今/執行長 07-7018500 r7018500@gmail.com

126 林園區 高雄市林園區文賢社區發展協會 文賢里 09:00-16:0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林園區文賢南路105巷1-5號 高雄市林園區文賢南路105巷1-5號 黃三源/理事長
07-6413389

07-6412379
huangsy2268@yahoo.com.tw

127 林園區 高雄市原住民關懷協會

中厝里

林內里

潭頭里

08:00-17:30 5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林園區中厝里三官路14號 高雄市鳳山區仁愛路20號 陳青慧/計畫負責人 0989-896998 lerderx@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