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三民二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高醫幸齡學園
高雄市三民區泰安街12號3樓

(安生教會)

施小姐

方小姐
07-3208156

2 三民一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

基金會
高雄靜思堂大腦活化班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南路50號3

樓(整修中)

臨時教室：改至4樓401教室

蔡先生

黃小姐

07-3980686

轉4567、4568

3 三民一 社團法人高雄市聰動成長協會 聰動憶智學園
高雄市三民區黃興路158巷6

號

吳小姐

王小姐
07-3920818

4 三民一 一祥居家護理所 一祥互助家庭&學堂
高市三民區本揚里天民路13

巷11號一樓
吳小姐 07-3986331

5 三民一 庭宓居家護理所 庭宓失智社區服務據點
高雄市三民區莊敬路235號1

樓
汪小姐 07-3879294

6 大寮區 社團法人台灣高齡照顧協會 田樂高齡
高雄市大寮區中庄里保徳街

130號1樓
李小姐 07-7012265

7 大寮區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張簡秋風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張簡秋風瑞智學堂

高雄市大寮區義仁里鳳林一

路83號1樓4室
邵小姐 07-6436016

8 大樹區 佛光聯合診所
高雄市大樹區護智服務

據點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70-30號

興田里民活動中心
于小姐 07-6562786

9 小港區 爵嘉居家護理所 爵嘉樂活學堂 高雄市小港區港興街65號1樓 賴小姐 07-8215585

10 仁武區 富涵居家護理所 仁武社區認知促進據點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北路41號1

樓
蘇先生 07-3729653

11 仁武區 高雄市明山慈安居老人養護中心
明山慈安居失智友善據

點

高雄市仁武區文武里中華路

455號
葉小姐 07-3710173

12 內門區
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聖功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
內門區樂智據點

高雄市內門區永興里坑口17

號龍鳳宮老人活動中心
鄭社工 0982-831774

13 左營區 聖星診所
愛與恩典認知症服務據

點
高雄市左營區重光路21號 曾先生

07-3506892

0933650093

14 左營區 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人聖功醫院
天主教聖功左營德蘭社

區據點

高雄市左營區廍南里廍後街3

號
蔡小姐 07-5856160

15 左營區 頤欣居家護理所 老當憶壯學堂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196號6

樓之1
黃小姐 07-5506869

16 永安區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聖和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
永安樂活健康班

高雄市永安區永華路2巷7-3

號1樓
莊小姐 07-6913781

17 杉林區
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聖功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
杉林區樂智據點

高雄市杉林區月美里桐竹路

61之1號 月美社區活動中心1

樓

鄭社工 0982-831774

18 岡山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樂齡照顧關懷協會 岡山樂智學堂
高雄市岡山區永樂街89巷12

號1.2樓
魏先生 07-6217120

19 岡山區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

基金會高雄市私立慈濟居家長照機構

慈濟岡山志業園區 大

腦活化班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北路6號 蔡先生

07-6227969

07-3980686轉

4567

20 林園區 建佑醫院 佑佑樂活天地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364巷

10之2號3F
許小姐

07-6437901

轉962

21 林園區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

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港醫樂齡幸福小站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191號

3樓305室

9/9因內部整修移至高雄市林

園區林園北路179號

鍾小姐

鄭小姐

07-8036783

轉3599.3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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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前金區 社團法人中華護智協會
高雄市前金區護智服務

據點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426號

10樓-動態課/6樓-靜態課
于小姐 07-6562786

23 前鎮區 松柏物理治療所 松柏樂復易失智據點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393號

3樓
吳小姐

07-3340393

轉31

24 前鎮區 鄰好西醫診所 LiHo65鄰好樂齡中心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180號

2樓
呂小姐 0911-461906

25 前鎮區 財團法人天主教社會慈善福利基金會 金頭腦樂齡學堂 高雄市前鎮區瑞孝街33號2樓 張小姐 07-7170958

26 美濃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生活自立支援協會
松柏樂復易美濃失智據

點

高雄市美濃區中山路一段51

號1樓

徐先生

林小姐
07-6819317

27 苓雅區 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人聖功醫院
天主教聖功陽光憶智社

區據點樂活學堂

高雄市建國一路352號一樓樂

仁棟1樓

蔡小姐

劉先生

07-2238153

轉2252

28 苓雅區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失智

社區服務據點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0號

四樓韻律教室
林小姐

 07-7513171

轉2264

29 苓雅區 爵嘉居家護理所 爵嘉瑞智學堂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四路216號

5樓之2
賴小姐 07-3389165

30 梓官區 高雄市善逸長照促進協會 梓官憶起來
高雄市梓官區中正路519號2

樓
彭小姐

07-6109166

0963-313335

31 鳥松區 詠生五甘心物理治療所 大華詠生瑞智學園
高雄市鳥松區本館路302巷7

號1樓
彭小姐 07-3707232

32 鳥松區 高雄市新時代長期照顧協會 新時代資優班
高雄市鳥松區 美山路228號二

樓
 林小姐 07-7320002

33 新興區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大同˙樂智
高雄市新興區大同一路231號

2樓庫房3

陳小姐

許社工

07-2911101

轉8146

34 路竹區 高新醫院 路馨樂活學堂
高雄市路竹區鴨寮里復興路

633號
邱小姐

07-6975903

轉510

35 鼓山區 喜恩居家護理所 喜恩失智社區友善據點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565號 賴小姐 07-5215072

36 旗山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生活復健自立支援協

會

松柏樂復易旗山失智據

點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二路129號

徐先生

李小姐
07-6621727

37 旗津區
高雄市立旗津醫院(委託財團法人高雄

醫學大學經營)
智齡學坊

高雄市旗津區南汕里3鄰旗港

路33號3樓312室
蔡小姐

07-5711188

轉1421

38 鳳山一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鳳山浸信會 瑞智社區服務據點 高雄市鳳山區文中街201號 葉小姐 07-7778850

39 鳳山一 社團法人台灣全人關懷照護服務協會 憶能促進學堂
高雄市鳳山區東門里四維街

146號
林先生 0980-980188

40 鳳山二
財團法人高雄市郭吳麗珠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

財團法人高雄市郭吳麗

珠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

金會社區服務據點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195號

3樓

鄭小姐

吳小姐
07-8416566

41 橋頭區 高雄市花甲照顧發展協會 花甲學堂
高雄市橋頭區西林里里林西

路文明巷35號一樓
孫先生 07-6117247

42 彌陀區 善逸居家護理所
彌陀憶難忘社區服務據

點
高雄市彌陀區中華路2號 彭小姐

07-6109166

0963-31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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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左營區
高雄市福緣關懷協會「晉康失智社區

關懷據點」
晉康失智社區服務據點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嘉慶街

139號一樓
李先生

07-5573483

0932-797097

44 鳳山一
社團法人台灣照顧服務人力管理協會

「福愛馨失智社區關懷據點」

福愛馨失智社區關懷據

點
高雄市鳳山區自治街65巷2號 葉小姐

07-7409991

轉88

45 楠梓區
高雄市盈浩社會福利照護關懷協會

「老萊寶瑞智學堂」
老萊寶瑞智學堂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五路193號 蕭小姐 0956-911011

46 甲仙
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聖功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高雄市甲仙區樂智社

區服務據點

高雄市甲仙區大田里新興路

42巷22-2號
徐先生 0952-965156

47 那瑪夏
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聖功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高雄市那瑪夏區樂智

社區服務據點

高雄市那瑪夏區平和巷132號 徐先生 0952-965156

48 阿蓮
社團法人高雄市樂齡照顧關懷協會-

高雄市阿蓮區樂智社區服務據點
阿蓮樂智學堂 高雄市阿蓮區民生路611號 羅小姐 07-6311551

49 湖內區
財團法人高雄市華仁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
湖內失智據點

高雄市湖內區長壽路65巷6弄

1號
王小姐 07-6932382

50 苓雅區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2)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2號 謝小姐 2911101#8972

51 小港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失智症協會 山明樂智學堂
高雄市小港區鳳福路3號(山明

里活動中心)
褚小姐 07-8012557

52 鳳山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愛耆扶慈善關懷協會 高雄市鳳山區誠群街68號 張小姐
07-7026575

0911-6523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