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稱 公司地址 電話一 負責人

1 中騰禮儀社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105巷24弄45號7樓 07-7839321 黃泰勝

2 立揚禮儀社 高雄市大寮區江山村江山路45之26號1樓 07-5563913 陳麗雲

3 懷仁禮儀社 高雄市大寮區自由路14號一樓 0928795555 單國強

4 信宜企業社 高雄市大寮區翁園村翁園路59之14號1樓 07-7819971 林秀桃

5 蓮美禮儀社 高雄市大寮區大明街60巷22弄26號 07-7878289 鄭正松

6 弘緣禮儀社 高雄市大寮區會結里會結路138之13號1F 07-8214261 黃娟娟

7 森源葬儀社 高雄市大樹區久堂里建村街101號1樓 07-6513087 林義祥

8 福仁葬儀社 高雄市大樹區建村街85號1樓 07-6512343 鍾淑芳

9 宏盛禮儀社 高雄市大樹區久堂里久堂路湖底二巷269號1樓 07-6513087 林義祥

10 天文堂禮儀企業社 高雄市大樹區中興北路13號1樓 07-6520255 謝宗欽

11 九大葬儀社 高雄市大樹區檨腳里和平街10號1樓 0931077636 翁秀禎

12 太興棺木店 高雄市六龜區中庄247-5號1樓 0935333390 李順欽

13 和泰生命事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介壽路221巷6號3樓之3 0925877799 蔡昀甄

14 和易生命禮儀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四路401號2樓之1 0910716925 廖敏翔

15 信德社 高雄市左營區聖后里11鄰店仔頂路112巷30號 07-5814839 林俊男

16 九易生命禮儀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富國路292號3樓之7 0936355287 吳曜展

17 慶云禮儀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重平路18號 07-3434968 鄒淑芬

18 寶山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292號4樓之14 07-9518383-314 劉添財

19 十全葬儀社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149號1樓 07-6412844 黃羿奇

20 龍謄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林園區林內路107號1樓 07-7883013 蔡佳宜

21 榮祥禮儀社 高雄市林園區潭頭里潭頭路229號1樓 0926553424 劉榮宗

22 寶信禮儀企業行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東街208號1樓 0973580917 黃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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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三川生命人本禮儀社 高雄市前鎮區新生路648號6樓 0976900763 尤毓修

24 同盟禮儀社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一路190號 07-8215044 翁英順

25 慈信禮儀社 高雄市前鎮區竹南里憲德街2號 07-7261216 曾建福

26 龍興葬儀社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1332巷13號 07-3339116 許博霖

27 鴻荃禮儀社(高雄市)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路240巷28號 07-8228335 徐美珠

28 廣順禮儀社 高雄市美濃區泰安里自強街一段353號 0918241387 廖文平

29 廣興禮儀社 高雄市美濃區合和里中正路1段145號 07-6821886 趙新財

30 安信禮儀社 高雄市美濃區福安里福安街35巷1號1樓 0988029972 涂吳連貞

31 富興禮儀社 高雄市美濃區十全街11號1樓 07-6851623 蕭鏡彬

32 鴻貿禮儀社 高雄市美濃區中興路２段49巷27號1樓 07-6813069 吳欣宜

33 萬善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二十八街339號 07-5719150 施麗妹

34 聖輝禮儀社 高雄市楠梓區中和里9鄰大學31街31號 0932840003 李永森

35 天璽生命禮儀 高雄市楠梓區清豐里常盛街276巷5號2樓 0972932278 王薪富

36 桔田葬儀社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992號1樓 07-3635605 蔡麗燕

37 右昌禮儀社 高雄市楠梓區藍昌路81巷8號1樓 07-3618845 徐明賢

38 吉祥門禮儀社 高雄市楠梓區興楠路355巷83號4樓之7 0958716848 李必勝

39 采邑禮儀工坊 高雄市楠梓區楠盛街115號4樓 07-5524153 施芃聿

40 佳和禮儀社 高雄市楠梓區興楠路298號7樓 0920983557 葉昭明

41 御象國際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華豐街63號4樓 0910716925 廖敏翔

42 大成葬儀社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176號 07-5615545 鄭秀媛

43 長輝禮儀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富農路102號12樓 07-7824888 徐美燕

44 友信禮儀社 高雄市旗山區鯤洲里鯤洲街78號1樓 0933635117 柯坤廷

45 安茂成棺木舖 高雄市旗山區旗南一路142號1樓 07-6622496 陳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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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同興社棺木店 高雄市旗山區南勝里旗南三路164之5號1樓 07-6662978 呂寶麟

47 久億生命禮儀企業社 高雄市旗山區大德里大仁街3號1樓 0927212800 余文達

48 慈蓮葬儀社 高雄市旗山區旗甲路２段163號1樓 07-6622556 溫瑞卿

49 美成葬儀社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路651號 07-5711543 蔡金雪

50 信佳禮儀有限公司 高雄市橋頭區中崎路8號1樓 0936913900 沈信佳

51 中信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橋頭區甲北里甲樹路1058號1樓 0929343163 李秋月

52 芳仁禮儀社 高雄市橋頭區仕隆里仕隆路115號1樓 07-6122056 鐘麗卿

53 協楠社 高雄市橋頭區仕豐里仕豐路190號1樓 07-6114092 翁素卿

54 三泰禮儀社 高雄市鹽埕區富野路114號 07-3703070 陳右明

55 和興社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268號 07-5512893 薛森林

56 鴻德生命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鹽埕區府北里七賢二路470號8樓 07-3700408 陳岷營

57 尊親禮儀企業社 高雄市鹽埕區府北路36號9樓之21 07-5555925 陳威廷

58 百家屋禮儀社 高雄市鹽埕區壽星里七賢三路268號 07-5512893 薛森源

59 圓滿禮儀社 高雄市鹽埕區府北里富野路88巷5號 07-5611388 陶明志

60 長鴻企業行 高雄市鹽埕區大成街68號 07-5336987 黃億元

61 福山國際禮儀社 高雄市鹽埕區瀨南街251號2樓 07-3729263 陳束辣

62 陳楊企業社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里23鄰加仁路72號5樓 07-3660181 陳冠宇

63 安泰葬儀社                                                     高雄市鹽埕區壽星里七賢三路268號1樓 0986033726 洪如諭

64 聯合天命禮儀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91號22樓之3 07-3856908-9 陳紀孝

65 信揚禮儀企業社 高雄市大樹區久堂里中興街50巷14號1樓 07-6519963 張騰恭

66 扶安禮儀社 高雄市大樹區水安里安和街59巷13-1號1樓 07-6525914 古曉林

67 誠儀禮儀社 高雄市六龜區文武里光復路256號1樓 0925125711 黃明星

68 金盛禮儀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文川路313號3樓之2 0978976960 高家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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