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次 名稱 公司地址 負責人

1 頌恩紀親生命禮儀工作社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268號14樓之17                                   凌偉勳

2 名捷生命科技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341號9樓之3                                     林祐任

3 和恩生命事業有限公司                                                  
原-高雄市三民區本武里皓東路177號1樓

現-高雄市大社區觀音里大新路188號
林志和

4 安泰葬儀社                                                       
原-高雄市三民區民豐路42號

現-高雄市鹽埕區壽星里七賢三路268號1樓
洪如諭

5 上仁生命禮儀社                                                     
原-高雄市三民區安邦里十全二路2號7樓之3

現-高雄市鼓山區前鋒里永德街172號3樓
劉憲燁

6 洸富禮儀企業社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341巷6號1樓                                     蔡國材

7 東大禮儀社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341巷6號3樓                                     費正偉

8 圜緣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341巷6號3樓                                     張庭睿

9 鼎豐禮儀社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341巷6號3樓                                     趙玉婷

10 榮光生命禮儀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257號                                          楊國棟

11 行孝企業社-原普傳企業社                                                       
原-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6號12樓之15

現-高雄市三民區鼎力路267巷8弄68號
林維詰

12 翔霖生命禮儀                                                      高雄市三民區春陽街66之3號9樓                                       林憲騰

13 安峰生命服務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港西里建國三路6號12樓之15                                  蔡政達

14 泳心生命禮儀                                                      
原-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159巷11號1樓

現-高雄市仁武區名山九路48巷1號1樓
劉銘華

15 寶生人本生命禮儀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鼎昌街270號                                          高閩登

16 擺渡人生命美學工作室  高雄市三民區鼎華路228號15樓                                       張致祥

17 寶誠生命禮儀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鼎新路125巷2號1樓                                      詹曜誠

18 廣慈生命禮儀社                                                     
原-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二自立一路341巷6號1樓

現-高雄市阿蓮區民權路170巷40號1樓
辜景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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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名稱 公司地址 負責人

高雄市109年度殯葬禮儀服務業未參加查核及評鑑業者名單(79家)

評鑑區域：三民區、鳳山區、梓官區、湖內區、茄萣區等（5區）

19 懷德人本企業社                                                     
原-高雄市三民區寶德里覺民路290之5號17樓

現-高雄市鳥松區忠義路266號5樓
邵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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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高雄市三民區鼎新路199巷1號十一樓之12
詹建德

21 德善堂殯葬禮儀社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里大昌二路121-5號9樓之3                                柯宏樹

22 祿貴企業社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里大昌二路121-5號9樓之3                                張福山

23 和易生命禮儀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290之5號17樓                                     廖敏翔

24 陳楊企業社                                                       
原-高雄市三民區灣復里鼎華路228號15樓

現-高雄市楠梓區翠屏里23鄰加仁路72號5樓
陳冠宇

25 心德禮儀企業社                                                     高雄市三民區安和里北平一街173巷2號                                    黃有宏

26 高盛葬儀社                                                       高雄市三民區南台路195巷13號18樓之7                                  巫進明

27 松茂禮儀社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1之1號                                         翁謝錦秀

28 萬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27號1樓                                        林錦儀

29 國君生命禮儀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寶國里義華路287巷26號                                    劉莉君

30 橄欖園禮儀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寶珠里春陽街199號                                       莊瀛仁

31 道德禮儀社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312巷55之3號                                    許廖雪霞

32 東方生命事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三民路262號1樓                                        王漢傑

33 福宏禮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80巷59號                                       石嬌仙

34 承傳孝禮儀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224巷56號1樓                                    張若蕎

35 群達生命美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原-高雄市鳳山區文德里文樂街26號6樓

現-高雄市仁武區高楠里霞海中街25號4樓
陳菊珍

36 南鎮生命禮儀                                                      高雄市鳳山區光明里鳳明街46巷15號1樓                                   林坤寶

37 宛閤生命企業社                                                     高雄市鳳山區自由路52號                                           張耕暢

38 亘品禮儀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南和里林森路139巷46號5樓                                  郭芸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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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蒲陽禮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博愛路499巷1弄19號1樓                                   蘇麗雪

40 菩元心生命禮儀-原玄元生命禮儀                                                      
原-高雄市鳳山區瑞興里瑞竹路147號2樓

現-高雄市大寮區中正路27號1樓
張崧威

41 龍威禮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誠智里杭州東街56號3樓                                     成晉漢

42 向晴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縣衙里中正路107號1樓                                     蔡湘怡

43 逸品生命企業社                                                     高雄市鳳山區錦田路218號2樓                                        莊杰逸

44 冠褘企業行                                                       
原-高雄市鳳山區鎮北里北榮街43號7樓

現-高雄市小港區正苓里崇文路55巷1之4號
張炳湶

45 圓智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75號1樓                                         林倚安

46 泓德葬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196巷17弄4之1號2樓                                 李世煌

47 安德禮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過雄一街71號1樓                                        侯吉参

48 長澤禮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文山里文南街147號1樓                                     趙洸宇

49 國承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文山里文中街14巷7之1號1樓                                  余映國

50 福爾摩莎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314巷2號1樓                                     魏正宏

51 富德禮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瑞興里瑞順街125巷12號1樓                                  王燕芳

52 復元葬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三民里光明路61號1樓                                      林金谷

53 大同葬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曹公里協和路17號1樓                                      李翁秀月

54 昇鴻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中和里中利街3號1樓                                       劉義祥

55 高奘企業社                                                       高雄市鳳山區忠孝里青年路２段141巷125之1號2樓                             李信法

56 長興國際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忠孝里華山街201號1樓                                     鄭郁純

57 協宗葬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正義里華興街83號                                        鄭文筆

58 道億葬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新甲里南京路75號1樓                                      戴清文

59 榮耀禮儀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文德里濱山街2號2樓之3                                     洪雲得

60 嘉圓企業社                                                       高雄市鳳山區武漢里新甲路93號5樓                                      林淑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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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尚安禮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武營路134巷58號1樓                                     葉若翰

62 慈家禮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武營路52巷45弄17號1樓                                   江威霖

63 聯合禮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武營路84巷30號1樓                                      陳清彬

64 圓融禮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善美里鳳南路269號12樓                                    吳榮

65 琉緣禮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南和里林森路139巷46號5樓                                  郭芸蓁

66 新福氣葬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一甲里鳳南路73號1樓                                      劉源興

67 鴻荃禮儀社(高雄縣)                                                  高雄市鳳山區南成里家和五街9號1F                                      劉義興

68 清靜禮儀社                                                       高雄市鳳山區鳳育路61巷45號1樓                                      劉鴻樺

69 崇恩堂生命禮儀舘                                                    高雄市茄萣區白雲里白砂路136號1樓                                     郭哲維

70 啟賢禮儀社                                                       高雄市茄萣區嘉賜村茄萣路二段379號1樓                                   徐啟賢

71 大可殯葬禮儀社                                                     高雄市湖內區民族街602號1樓                                        孫銘志

72 松鉑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梓官區典寶里大舍南路429號1樓                                    林君賢

73 靜一生命禮儀館                                                     高雄市梓官區智蚵里通安路80號1樓                                      許琦昌

74 上德禮儀社                                                       高雄市梓官區港六街42之1號1樓                                       蔡灯能

75 大捷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梓官區梓官路58號1樓                                         陸仕斌

76 素還真生命禮儀館                                                    高雄市梓官區信蚵里港九街75號1樓                                      盧乃湘

77 善正心往生禮儀企業社                                                  高雄市梓官區信蚵里港九街75號1樓                                      郭俊男

78 順榮葬儀社                                                       高雄市梓官區茄苳里嘉展路507號1樓                                     葉順進

79 承德葬儀社                                                       高雄市梓官區典寶里大舍南路429號1樓                                    張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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