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名稱 公司地址 負責人 電話

1 美華禮儀社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一路193號八樓 許雅芳 07-8715585

2 元禮生命禮儀規劃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14號6樓之8 鄭雅元 07-5551929#216

3 群翊人本事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222號8樓之1 羅會強 07-2239299

4 永富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新興區秋山里七賢二路65號9樓之2 張吳美雪 07-3703930

5 瑞豐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新興區復橫一路147號2樓 李佳恩 0919409934

6 福祿壽禮儀社 高雄市新興區復橫一路147號2樓 王柏凱 0989380658

7 御豐殯葬禮儀社 高雄市新興區復橫一路147號2樓 孫榮澤 07-6252476

8 渼溙禮儀社 高雄市新興區復橫一路147號2樓 周怡菁 0989098400

9 九泰國際生命禮儀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復橫一路147號2樓 王瑜屏 0922085808

10 慈愛禮儀社 高雄市新興區德望里復橫一路147號2樓 莊元俊 0971155622

11 延典科技人生命禮儀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德望里復橫一路147號2樓 游吉利 0933022651

12 安泰葬儀社 高雄市新興區復橫一路147號2樓 洪如諭 0935986719

13 真善美禮儀社 高雄市新興區南台路89號3樓之8 任引群 0921294848

14 迦南禮儀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一路20號4樓之3 徐志偉 07-3976655

15 僅祿禮儀社 高雄市新興區忠孝一路233號5樓之5 林文婷 07-2411074

16 憶安禮儀社 高雄市前金區八德二路165巷14號1樓 陳林美鈴 0929774833

17 同仁社殯儀館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63號4樓 孫盛輝 07-3817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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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孝欣葬儀社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256號 林鴻坤 07-3211018

19 永生企業行 高雄市前金區國民里大同二路143號3樓-2 張美娟 07-5330326

20 陽光禮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63號4樓 余孫春美 07-2823399

21 和邑禮儀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368號 游家銘 0929178962

22 華香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368號4F 秦寀淯 0975966338

23 宜陞生命禮儀企業社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四路2號4樓之2 吳怡君 0915667375

24 縉祥生命禮儀企業社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四路2號4樓之2 黃國柱 0905209111

25 君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田西里成功一路232號10樓之7 陳薏茹 07-7512288

26 寶剛生命規劃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232號9樓F室 吳賢宗 07-3493171

27 巖山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苓雅區昇平街93巷1號 曾可馨 07-3833359

28 大豐禮儀社 高雄市苓雅區福建街9巷11號5樓之8 李建明 0916579991

29 金陞禮儀社 高雄市苓雅區福海里三多一路283巷1弄3號1樓 黃金立 0989648515

30 寶勝人本禮儀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中興街121號1樓 陳志銘 07-2411477

31 信榮禮儀社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31巷9號1樓 黃國泰 07-3351860

32 明榮禮儀社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31巷9號1樓 陳美華 07-3897571

33 傳家生命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四路110號3樓之1 戴守恩 07-9725189

34 福德禮儀社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二路24巷11號 徐清福 07-723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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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德信社葬儀包辦處 高雄市苓雅區允文街87號 孫茂誠 07-3331161

36 懷恩禮儀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允文街91號 尤金瑞 07-3739155

37 阿丁棺木店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二路206號 孫朱地苟 07-2319257

38 安樂禮儀社 高雄市苓雅區苓洲里6鄰允文街87號1樓 孫偉智 07-2710661

39 福安禮儀社 高雄市苓雅區苓洲里6鄰允文街91號 孫基文 07-2214100

40 宇德禮儀社 高雄市苓雅區苓洲里允文街87號1樓 孫光富 07-3921234

41 光德禮儀社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209巷48號1樓 唐宜霞 07-2311266

42 金山殯葬禮儀社 高雄市苓雅區苓中路37號12樓-2 張容嘉 07-3759961

43 長庚社 高雄市苓雅區苓中路39號1樓 黃金氥 07-3321016

44 祖詠生命禮儀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中正一路150號4樓之2 林玉山 07-3526105

45 文章社 高雄市苓雅區苓洲里允文街91號1樓 李金靜 07-3107947

46 仁佑禮儀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231巷1弄2號2樓 顧政仁 0922728640

47 新頌禮儀社                                                       高雄市鳥松區大華里大昌路265號1樓                                     劉雯欣 0927252567

48 茂生葬儀社                                                       高雄市鳥松區華美里中山西路2號1樓                                      吳珠慶  07-7317206

49 福人葬儀社 高雄市仁武區仁林路267巷6弄19-34號1樓 李盈瑧 07-7190688

50 旗后禮儀社 高雄市仁武區文武里水管路三段118號1樓 劉正文 0910725531

51 靜巖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仁武區京吉二路49號6樓 鄭聿善 093853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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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雄聯禮殯有限公司 高雄市仁武區京吉三路105號4樓 胡秀如 07-3715023

53 世雄禮儀有限公司 高雄市仁武區京吉六路13號4樓 許煌奇 0931578028

54 善仁生命禮儀 高雄市仁武區烏林里仁林路267巷6弄19之34號1樓 林志強 0933339508

55 忠安禮儀社 高雄市仁武區文武里文學路２段307號1樓 蔡明忠 07-3736060

56 尚仁葬儀社 高雄市仁武區仁武里中正路87之11號1樓 吳武霖 0929337933

57 竹福禮儀社 高雄市仁武區仁武里仁新巷2之4號1樓 郭黃淑貞 07-5817323

58 芙蓉聖心禮儀社 高雄市仁武區仁武里仁新巷2之4號1樓 孫振國 0935853815

59 安芳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仁武區中華里華北街12號3樓 吳惠蘭 07-5572856

60 慈航禮儀社 高雄市仁武區中華里華南街102號2樓之2 凃春綢 07-3514943

61 左任社葬儀包辦處 高雄市仁武區仁林路267巷6弄19之34號1樓 林大軒 0936437298

62 德祐企業社 高雄市仁武區考潭里仁心路212巷14號 李銘俊 0933643764

63 美成葬儀社 高雄市仁武區文武里水管路３段118號1F 蔡金雪 07-5711543

64 良田殯儀企業社 高雄市仁武區水管路３段118號1樓 鐘清雄 0932783789

65 長興葬儀社 高雄市仁武區竹後里大德街46之1號 洪茂翔 07-3714092

66 銘棋企業社 高雄市大社區民生路14之7號四樓 莊居勇 0932860758

67 得生禮儀社 高雄市大社區復興路94號1樓 張福得 0936994311

68 鳳鳴禮儀社 高雄市大社區萬金路92巷9號5樓 葉文瑞 091522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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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永峰禮儀社 高雄市大社區和成街二巷22號1樓 葉亮麗 07-5814839

70 道恩禮儀社 高雄市大社區觀音里金龍路379號1樓 洪智強 07-3524940

71 春木禮儀社 高雄市大社區大社村三民路480巷10號1樓 賴允亮 07-3511690

72 仁禾葬儀社 高雄市大社區保安里大吉路221號 戴榮華 07-3457455

73 沐蓮華生命工作坊 高雄市燕巢區中民路606號 劉芝妘 0937621825

74 鎰芳葬儀社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里壽天路91號1樓 王精彬 0936435561

75 吉發萬安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岡山區民族路2號1樓 張智誠 07-6257121

76 五聖山禮儀企業社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里公園路92號1樓 蕭明信 07-3213118

77 大山禮儀社 高雄市路竹區社中里仁愛路94號1樓 蘇麗香 07-6969829

78 竹心福禮儀社 高雄市路竹區環球路150巷251弄53號1樓 楊進來 07-6953068

79 朝清禮儀社 高雄市路竹區文南里延平路243號1樓 王蘇美麗 07-6960558

80 順德葬儀社 高雄市路竹區文南里延平路783號1樓 廖順天 07-6971689

81 世民葬儀社 高雄市路竹區延平路761號1樓 姜明炎 07-6962371

82 曜民禮儀社 高雄市燕巢區中民路659巷29弄22號1樓 潘銅民 07-6163615

83 應化禮儀社 高雄市苓雅區允文街87號1樓 孫同泰 07-3216226

84 安新人本生命禮儀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178巷2號三樓 陳建銘 07-5826055

85 紘展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四路2號4樓 曾進祥 0936870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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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梵云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岡山區平安里平和路101巷5號1樓 曹烱偉 07-6164003

87 聯邦全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二路48之1號 楊博文 07-3132160

88 臻善禮儀社 高雄市苓雅區昇平街38號1樓 林育昇 07-9506778

89 佶宏生命事業社 高雄市大社區神農里中華路79之3號一樓 葉尚傳 07-3511094

90 恩禮禮儀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浩然里文化路48號1樓 周羿辰 07-7762908

91 双華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大社區復興路32巷5號1樓 徐祝華 07-3560188

92 菩圓生命工坊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189巷2號12樓之2 黃川晃 09397478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