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次 名稱 公司地址 負責人 電話

1 生命樹服務事業社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178號                                         黃旭智 07-5353361

2 聖恩禮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237號                                         黃連福 07-3821339

3 亥恩生命科學諮詢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597號十一樓之2                                    陳政揚 07-3126366

4 拱明禮儀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121-5號9樓之3                                   蕭美齡 0929017138

5 同安生命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121之5號13樓之1                                  鄭宇哲 0953561029

6 大順葬儀社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268號七樓之31                                    許瓊音 0935890792

7 大華館禮儀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367號5樓                                       蘇鈺涵 07-7430819

8 觀心國際生命禮儀有限公司                                                
原-高雄市三民區本館里2鄰大豐一路3號

現-高雄市新興區玉衡里中山一路14號6樓之8
高家偉 0989682410

9 龍巖股份有限公司(設營業據點-禮儀服務業)                                       高雄市三民區本館路600巷39號                                       劉偉龍 07-3701918

10 萬和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三民區正順里建工路433巷25號3樓                                  傅達倫 0937633683

11 彌陀生命禮儀館                                                     高雄市三民區正順里建工路521號2樓                                     盧淑鈴 07-5314650

12 慈心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里7鄰建工路685號7F-4                                 劉倢妤 0928685513

13 安馨禮儀社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里正興街111號                                       高子紜 07-3609085

14 萬安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29號1樓                                        吳賜輝 07-3213118

15 鎔藝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7號四樓                                         徐藝庭 0986958559

16 連安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同德里民族一路7號2樓                                      許雅琳 07-3810139

17 榮晴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三民區同德里民族一路7號2樓                                      潘淑惠 0936505571

18 儒霖生命事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341巷6號1樓                                     林白玟 0927477117

19 圓霖生命禮儀社-原鳳霖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341巷6號1樓                                     李彥霖 0912118558

20 告別狂想藝文智庫網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341巷6號3樓                                     何冠妤 0913232560

21 慈誠人本禮儀社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341巷6號一樓                                     張文停 0952433533

22 正尊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341巷6號一樓                                     林家慶 0910818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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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菘肯禮儀社                                                       
原-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341巷6號一樓

現-高雄市苓雅區日中里11鄰忠孝二路42號1樓
孫裕景 0937381618

24 高崧生命禮儀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341巷6號一樓                                     孫金珠 0986152743

25 太創生命禮儀工作社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341巷6號三樓                                     張譽瀚 0956030238

26 吉禾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三民區河北二路100號15樓之22                                   王敏吉 07-7632598

27 玄妙禮儀企業社                                                     高雄市三民區河北二路100號15樓之22                                   李忠唐 0916911226

28 今生轉運站禮儀企業社-原世紀禮儀企業社                                                     高雄市三民區南台路195巷13號18樓之7                                  李明峻 0927270558

29 南都葬儀社                                                       高雄市三民區南台路195巷13號18樓之7                                  林靖 07-8317996

30 維柏人文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249號1樓                                        王光儀 07-3811810

31 羽全生命事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257號                                          吳秀芳 07-3816108

32 弘益禮儀社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里大港街39號                                        蔡益松 0936257190

33 御順生命禮儀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199巷3弄2號3樓                                    黃琳芳 0986684678

34 峻順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三民區鼎新路199巷1號12樓之16                                  吳岳峻 0926832383

35 順行興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鼎新路199巷1號12樓之16                                  蔡武勳 07-9584977

36 無為禮儀社                                                       
原-高雄市三民區鼎新路199巷1號6樓之1

現-高雄市三民區延吉街1巷67號之2
王昶智 07-5812085

37 萬洪開發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鼎新路199巷1號十ㄧ樓之12                                  黃萬吉 0939726605

38 恆天人本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鼎新路199巷1號十一樓之12                                  周主賢 0917790977

39 緒恩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三民區褒揚街291之2號6樓                                      袁漢忠 0925951071

40 上居生命禮儀社                                                     
原-高雄市三民區褒揚街3號6樓

現-高雄市三民區華德街28巷20之3
蔡文通 0929982888

41 鼎真企業行                                                       高雄市三民區褒揚街3號6樓                                          龔焴森 07-3908239

42 菩提般若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三民區褒揚街3號6樓                                          林家慶 0917293928

43 高頂禮儀社                                                       高雄市三民區寶玉里大昌二路268號6樓之18                                 周象忠 0936437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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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佑馨禮儀企業社                                                     高雄市三民區寶德里覺民路290之5號17樓                                  李春菊 0915355253

45 古吉禮儀有限公司                                                    
原-高雄市三民區寶德里覺民路290之5號17樓

現-高雄市仁武區澄合街168巷2弄26號4樓
洪婉琦 07-7275277

46 榮鼎生命禮儀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寶德里覺民路290之5號17樓                                  楊世榮 07-3709599

47 寶唐人本禮儀社                                                     高雄市三民區寶德里覺民路290之5號17樓                                  陳妙儀 0987725732

48 沐恩生命禮儀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寶德里覺民路290之5號17樓                                  郭有恒 0988147267

49 振興生命禮儀社(高雄)                                                 高雄市三民區寶德里覺民路290之5號17樓                                  李正忠 0930998820

50 圓晟生命禮儀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寶德里覺民路290之5號17樓                                  楊婷茹 0985386938

51 永思禮儀社                                                       高雄市三民區寶德里覺民路290之5號17樓                                  吳靜旻 0931235778

52 龍鼎生命禮儀                                                      高雄市三民區寶德里覺民路290之5號17樓                                  吳美幸 0970978818

53 香緣禮儀社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里大昌二路121-5號9樓之3                                王耀堂 0929833134

54 松佑開發事業社                                                     高雄市三民區灣子里和順街109號                                       林千智 0972722292

55 紜礫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121-8號5樓之2                                   王文輝 0922217880

56 一心殯葬禮儀社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121-5號9樓之3                                   徐錦昌 07-3729702

57 立德禮儀社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一街173巷2號1樓                                     李惟仁 0939370005

58 達善禮儀社（高雄市）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二街8巷13號5樓之1                                    許榮治 07-3837488

59 台澎社                                                         高雄市三民區自強一路243巷42號                                      高潘麗珠 07-3814105

60 榮光禮儀禮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341巷6號3樓                                     吳明浚 0935483041

61 國寶服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本館里建工路228號                                       邵明斌 07-3978600

62 妙音佛化禮儀社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100之2號9樓                                     李祐樵 07-3890098

63 廣泰禮儀社                                                       高雄市三民區褒揚街40巷6之2號3樓                                     程少龍 07-3891486

64 信安葬儀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春陽街199號                                          陳一清 07-3922049

65 青茂葬儀社                                                       高雄市三民區正豐街41號2樓之2                                       林錦峰 091085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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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景福國際殯葬禮儀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皓東路177號1樓                                        黃如伶 07-3961821

67 大宇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三民區本館里建工路234號                                       孫光瑞 0972337568

68 德昇禮儀社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12號                                          謝宜娌 0932992645

69 大德殯葬禮儀社                                                     高雄市三民區本和里9鄰大裕路161號                                     沈鴻裕 07-3985099

70 喜自在禮儀社                                                      高雄市三民區本館里建工路310號1樓                                     吳宜秦 0932778138

71 永晟發葬儀社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150巷15號                                       黃雅慧 0800005203

72 口木禮儀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鼎新路59巷7號11樓                                      鄭武才 07-3427511

73 大業禮儀社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里鼎新路189號4樓之2                                   郭錦燕 07-3476078

74 承和生命禮儀社-原承和禮儀社                                                       
原-高雄市三民區寶德里覺民路290之5號17樓

現-高雄市前鎮區瑞南里保泰路71號1樓
曾澤和 07-7239533

75 高誠禮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二甲里鳳南路36號一樓                                      邱國倫 0917788077

76 妙螢禮儀企業社                                                     高雄市鳳山區三商路256號1樓                                        林雪霞 0928736990

77 博愛人文禮儀有限公司                                                  
原-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262巷7弄7號13樓

現-高雄市仁武區澄觀路20號1樓
陳韵彤 07-3458917

78 吉興禮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76巷67號一樓                                     林孫金環 07-7468957

79 榮紜生命禮儀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文化西路70巷12弄11號2樓                                  林雁虹 07-7808122

80 佑安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東門里鳳林路101號3樓                                     許榮吉 0987822796

81 正忠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南成里家和二街2號1樓                                      林文魁 0936387338

82 惠恩生命企業社                                                     
原-高雄市鳳山區鳳東里中山東路290巷17弄6號1樓

現-高雄市楠梓區清豐里清平街51巷29弄4號5樓
穆桂華 07-3526947

83 埔津股份有限公司鳳山分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武松里鳳松路168之7號1樓                                   彭永煌 07-7421500

84 達善禮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文華里建國路３段61號20樓                                   李玉嬌 0928443322

85 安益葬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文雅街56巷27號1樓                                      羅居順 07-7316796

86 麒麟禮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360號1樓                                        陳冠宇 07-7414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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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茂全禮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漢慶街128巷1號                                        顏錦鳳 07-7321530

88 信祥葬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文德里文衡路420號2樓                                     洪孟霞 0936816167

89 宏溙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鳳翔新村8之1號2樓                                       李泰德 0930049551

90 國丞禮儀企業社                                                     高雄市鳳山區文英里文衡路90巷20號1樓                                   許若宸 0986248235

91 全德禮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文山里文南街147號1樓                                     何維忠 0931076817

92 景行葬儀社                                                       
原-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２段598巷1弄9號

現-高雄市三民區本館里大豐一路108號1樓
朱運煋 07-3961821

93 永福禮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２段598巷1弄9號1樓                                  薛勝義 07-7670056

94 宏益葬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76巷6號                                        劉重佑 07-7469384

95 恩慈實業                                                        高雄市鳳山區東門里東門街53號1樓                                      黃春蓮 07-7021888

96 弘基葬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正義里南華路234-1號(3樓)                                 洪家榛 07-7317327

97 主恩禮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縣口里光遠路263號3樓之1                                   萬宗芳 07-3856090

98 吉仁葬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213巷1號                                       阮富政 07-7463755

99 南勤禮儀企業社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里中崙四路28號3樓                                     王維強 07-3892202

100 可欣的禮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鎮西里新生街１段55號2樓                                    林可欣 07-7423405

101 天恩禮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忠義里中山西路170之3號1樓                                  潘品妙 0936505571

102 安麗鮮花店                                                       高雄市鳳山區協和里青年路１段262巷23弄3號3樓                              李明璋 07-6105089

103 名豐禮儀社                                                       
原-高雄市鳳山區正氣街48號1樓

現-高雄市大社區觀音里文信街13巷5號
黃佩瑩 07-5505656

104 順義葬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富甲里南正二路64巷1弄17號                                  陳清旗 07-7710653

105 吉台禮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二路99巷1號1樓                                      詹長順 0932754491

106 華琳禮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新樂里大明路97巷30號7樓                                   歐英惠 0932760658

107 慈善葬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武營路52巷45弄17號1樓                                   張素瑜 07-3219262

108 天佑禮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一路60巷40號1樓                                     張琦欽 0928322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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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大智禮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668巷30號1樓                                    林如珣 0937670426

110 承安葬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園茂路242巷9號1樓                                   張淑容 07-3905156

111 采盈禮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310巷14號1樓                                    潘業偉 0937378956

112 尊榮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福誠里忠誠路119巷8號1樓                                   傅琪隆 0929635867

113 尚盛禮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南和街120之2號1樓                                      李茂逢 07-8226558

114 泰鋐禮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南成里富新路67號一樓                                      蘇富麟 07-7967003

115 阿華葬儀社                                                       高雄市湖內區湖內里民族街602號一樓                                     蘇秀華 0935405855

116 亞太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梓官區赤西里赤崁南路124號                                      陳雨澤 07-5888456

117 慈善心禮儀社                                                      高雄市梓官區信蚵里通安路305巷14號1樓                                  洪琪惠 0987801226

118 大眾殯葬禮儀社                                                     高雄市梓官區信蚵里漁港一路156號2樓                                    傅治群 07-6122481

119 定心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梓官區通安路305巷17號1樓                                     蔡文達 07-6100167

120 國慈生命禮儀葬儀社                                                   高雄市梓官區嘉展路206巷122號1樓                                    李雨嬨 07-6178598

121 翔恩禮儀社                                                       
原-高雄市梓官區漁港一路148號1樓

現-高雄市梓官區赤崁南路102號1樓
盧孝智 07-6178736

122 華嚴禮儀社                                                       高雄市梓官區大舍南路9號2樓                                         葉秀筠 07-6171087

123 九龍禮儀館                                                       高雄市梓官區信蚵里港六街42之1號1樓                                    孫盛展 07-3817774

124 寶發禮儀社                                                       高雄市梓官區典寶里嘉展路206巷74號1樓                                  賴保發 0919477333

125 安共益葬儀社                                                      高雄市梓官區梓義村自由路262號1樓                                     陳文信 07-6178685

126 崧鶴生命禮儀服務事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寶國里義華路199巷3弄2號3樓                                 梁純真 0938889108

127 鴻翔禮儀社 
原-高雄市三民區正豐街41號2樓-2

現-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榮成一街63號
林麗雪 07-3509922

128 豐誠國際禮儀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大裕路161號地下室                                       簡貫恩 07-5588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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