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所別 行政區 地址 電話

1 鼓山區衛生所 鼓山區 高雄市鼓山區登山街16號
(07)5315753

(07)5315754

2 左營區衛生所 左營區 高雄市左營區進學路4號
(07)5817191

(07)5817192

3 楠梓區衛生所 楠梓區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路202號
(07)3512110

(07)3512119

4 三民區衛生所 三民區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660號
(07)3820492

(07)3822395

5 三民區第二衛生所 三民區 高雄市三民區三民街222號2樓
(07)2154156

(07)2154157

6 新興區衛生所 新興區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25號4樓

(與高雄市財稅大樓合署辦公)

(07)2294121

(07)2294122

7 苓雅區衛生所 苓雅區
高雄市苓雅區民權一路85號3樓

(與苓雅區行政中心合署辦公)

(07)5360559

(07)5360560

8 前鎮區衛生所 前鎮區 高雄市前鎮區康定路149號
(07)8414687

(07)8414688

9 旗津區衛生所 旗津區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2號
(07)5712820

(07)5712857

10 小港區衛生所 小港區 高雄市小港區小港二街10號
(07)8218802

(07)8218814

11 那瑪夏區衛生所 那瑪夏區
高雄市那瑪夏區瑪雅里六鄰平和巷252

號

(07)6701142

(07)6701368

12 桃源區衛生所 桃源區 高雄市桃源區桃源里南進巷188-1號
(07)6861126

(07)6861190

13 茂林區衛生所 茂林區 高雄市茂林區茂林里8-4號
(07)6801046

(07)6801114

14 甲仙區衛生所 甲仙區 高雄市甲仙區中山路52號
(07)6751029

(07)6752433

15 六龜區衛生所 六龜區 高雄市六龜區六龜里民治路16號
(07)6891244

(07)6892844

16 杉林區衛生所 杉林區 高雄市杉林區上平里山仙路93巷2號 (07)6771319

17 美濃區衛生所 美濃區 高雄市美濃區合和里美中路246號
(07)6812064

(07)6816064

18 內門區衛生所 內門區 高雄市內門區觀亭里中埔頭20號 (07)6671088

19 仁武區衛生所 仁武區 高雄市仁武區地政街 23號
(07)3711434

(07)3716413

20 田寮區衛生所 田寮區 高雄市田寮區南安里崗北路32號
(07)6361504

(07)6361746

21 旗山區衛生所 旗山區 高雄市旗山區中正路197號 (07)6612054

22 阿蓮區衛生所 阿蓮區 高雄市阿蓮區民生路94-1號
(07)6317141

(07)6317142

23 湖內區衛生所 湖內區 高雄市 湖內區湖中路203號 (07)6993009 

高雄市社區毒品防制關懷站-衛生所(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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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岡山區衛生所 岡山區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路50號
(07)6212015

(07)6215623

25 茄萣區衛生所 茄萣區 高雄市茄萣區濱海路二段1號

(07)6988850

(07)6989275

(07)6989974

26 路竹區衛生所 路竹區 高雄市路竹區國昌路86巷22號
(07)6962449

(07)6974969

27 鳥松區衛生所 鳥松區 高雄市鳥松區文前路文北巷一弄4號 (07)7316404

28 永安區衛生所 永安區 高雄市永安區永安路 26號 (07)6912015

29 燕巢區衛生所 燕巢區 高雄市燕巢區南燕里中興路2號 (07)6161148

30 大樹區衛生所 大樹區 高雄市大樹區龍目路158號
(07)6512935

(07)6518935

31 大寮區衛生所 大寮區 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29巷2號之1 (07)7811965

32 林園區衛生所 林園區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186號 (07)6412404

33 彌陀區衛生所 彌陀區 高雄市彌陀區中華路一巷5弄1號 (07)6175307

34 橋頭區衛生所 橋頭區 高雄市橋頭區隆豐路5號 (07)6113516

35 大社區衛生所 大社區 高雄市大社區自強街 7 號 (07)3511774

36 鳳山區衛生所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 34 巷 2 號 (07)7430437

37 鳳山區第二衛生所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林森路141號 (07)8216939

38 梓官區衛生所 梓官區 高雄市梓官區梓信里公館路45號 (07)6177331

http://gan.kcg.gov.tw/
http://gan.kcg.gov.tw/
http://chd.kcg.gov.tw/
http://chd.kcg.gov.tw/
http://lju.kcg.gov.tw/
http://lju.kcg.gov.tw/
http://nis.kcg.gov.tw/
http://nis.kcg.gov.tw/
http://yua.kcg.gov.tw/
http://yua.kcg.gov.tw/
http://yac.kcg.gov.tw/
http://yac.kcg.gov.tw/
http://dsu.kcg.gov.tw/
http://dsu.kcg.gov.tw/
http://dlu.kcg.gov.tw/
http://dlu.kcg.gov.tw/
http://liy.kcg.gov.tw/
http://liy.kcg.gov.tw/
http://mit.kcg.gov.tw/
http://mit.kcg.gov.tw/
http://cht.kcg.gov.tw/
http://cht.kcg.gov.tw/
http://das.kcg.gov.tw/
http://das.kcg.gov.tw/
http://fes.kcg.gov.tw/
http://fes.kcg.gov.tw/
http://fds.kcg.gov.tw/
http://fds.kcg.gov.tw/
http://tzg.kcg.gov.tw/
http://tzg.kcg.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