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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公司地址 負責人

1 紘展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大寮區力行路5號1樓 曾進祥

2 佶緣生命禮儀 高雄市大寮區力行路5號1樓 張稽永

3 同益禮儀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528巷11號1樓 簡龍科

4 瓜瓜禮儀社 高雄市大寮區濱南街23號1樓 陳慶華

5 和仕禮儀社 高雄市大寮區溪寮里溪寮路47號1樓 陳華興

6 壽仁葬儀社 高雄市大寮區後庄里民順街10號 陳財重

7 德發棺木店 高雄市大寮區中庄里金華街2巷20號7樓 馮順得

8 東南禮儀社 高雄市大寮區中興里中興路7巷21號1樓 藍得仁

9 冠宇生命禮儀 高雄市大寮區永芳里鳳林三路485巷17號一樓 張書凱

10 安正禮儀社 高雄市大寮區義仁里鳳林一路9巷7號1樓 劉耀平

11 久九生命禮儀企業 高雄市大樹區水寮村安和街42巷41號1樓 洪卿偉

12 玉清禮儀社 高雄市大樹區水寮里中山路46巷20號一樓 黃家清

13 天翎禮儀社 高雄市大樹區大坑里大坑路50之21號3樓 劉光明

14 銘森禮儀社 高雄市大樹區小坪里友隆2號1樓 龔美燁

15 順興葬儀社 高雄市大樹區大坑路50之21號3樓 陳進榮

16 華香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小港區港平路13號15樓 秦寀淯

17 維德禮儀社 高雄市小港區平治街54號1樓 洪德能

18 築新生命美學禮儀社 高雄市小港區崇文路58之1號 楊庭嘉

19 承德禮儀社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198號1F 楊蕓禎

20 福隆葬儀社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198號1F 耿齡圻

21 守玄生命禮儀 高雄市六龜區義寶里維新街67號1樓 賴寶元

22 亞晴禮儀社 高雄市六龜區維新街67號1樓 葉董玉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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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寶園禮儀社 高雄市六龜區中興里中庄247-2號 林宗承

24 臻善禮儀社 高雄市左營區文奇路215號4樓 林育昇

25 安新人本生命事業 高雄市左營區海功路37號 陳建銘

26 城人投資開發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嘉慶街32號9樓 呂俊德

27 守實企業社 高雄市左營區新下里政德路53巷12號1樓 黃柏書

28 道仁社殯儀舘 高雄市左營區尾西里14鄰實踐路5之4號 郭錦彬

29 同善葬儀社 高雄市左營區進學路41號 柯茂雄

30 長圓禮儀企業社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292號3樓之7 郭佩瑄

31 萬仁社 高雄市左營區新下里9鄰新庄仔路546巷3號 顏耀堂

32 永懷禮儀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468號之1 陳冠任

33 永信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重化街49號1樓 孫盛明

34 寶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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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麗雯

35 宏福天葬儀社 高雄市田寮區崇德里崇德路興德巷4號 丁清隆

36 宗成禮儀社 高雄市杉林區新庄里司馬路74巷13號 張光宗

37 飛龍禮儀社 高雄市杉林區清水路194之1號1樓 戴添松

38 林園玫瑰花園企業社 高雄市林園區中港路51巷8號1樓 蘇紋琳

39 恩澤禮儀社 高雄市林園區文昌街26巷6號1樓 黃家澤

40 上緣人文禮儀社 高雄市林園區廣應里東林西路364巷49弄號6樓 鍾福生

41 德能社 高雄市林園區中厝里三官路3號1樓 蔡朝慶

42 正元禮儀社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里沿海路二段4巷8號1樓 何彥俊

43 天祥禮儀社 高雄市林園區五福里五福路211巷27號1樓 黃清榮

44 享安禮儀社 高雄市林園區文昌街26巷6號1樓 潘南珠

45 大易禮儀社 高雄市林園區中芸里中芸二路32號1樓 蘇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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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福興葬儀社 高雄市林園區福興街148號1樓 韓秋福

47 全福堂禮儀企業社 高雄市林園區王公二路30號1樓 劉建茂

48 慈惠青發葬儀社 高雄市林園區王公里林園北路495巷18弄2號1樓 湯毓慧

49 安福全棺木店 高雄市林園區信義路76之5號1樓 何木全

50 禮銨生命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352號1樓 張郁婷

51 正心生命企業社 高雄市前鎮區后平路88號1樓 王永明

52 九德禮儀社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二路449巷28號1樓 謝楊秀美

53 永鑫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天倫街84號1樓 蔡萍珊

54 靜儒生命禮儀事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草衙二路379號1樓 楊筌景

55 冠靖禮儀社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南街360-2號2樓 李佳君

56 萬事達全生命規劃顧問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盛興里一心二路210號9樓 葉春蓮

57 聖安禮儀社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172之10號1樓 徐順德

58 祥鶴人本禮儀社 高雄市前鎮區鎮海里鎮海四街42號1樓 杜冠洲

59 新光人生服務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503巷14弄25號1樓 陳儷馨

60 九龍禮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515號1樓 孫盛輝

61 紘巖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25號9樓之5 戴清敏

62 新威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美濃區泰安路62號1樓 鍾吳玉英

63 了凡葬儀社 高雄市美濃區獅山里十全街45號1樓 蕭士峰

64 廣德禮儀社 高雄市美濃區合和里東門街34號一樓 黃麟應

65 龍誠禮儀社 高雄市美濃區吉東里上九寮23之1號1樓 曹立人

66 光明葬儀社 高雄市美濃區十全街45號1樓 蕭永康

67 龍祥禮儀社 高雄市美濃區龍東路109之1號1樓 蕭廣清

68 福林葬儀社 高雄市美濃區吉和里忠孝路二段61號1樓 彭慶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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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聖典禮儀社 高雄市楠梓區久昌街415巷13號 黃瑞啓

70 萬泰人本生命事業 高雄市楠梓區加宏路191巷55號 陳漢恩

71 鴻曜企業社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236號十二樓之3 陳清福

72 點燈生命服務有限公司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874巷6之2號 趙景輝

73 銘子企業行 高雄市楠梓區瑞屏里加昌路296巷4號1樓 謝勝男

74 吉禾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楠梓區廣昌街169巷23號1樓 王敏吉

75 中華禮儀社 高雄市楠梓區加宏路22巷19號1樓 謝鴻楠

76 榮家禮儀社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里加宏路22巷19號一樓 謝宛蓁

77 鴻新工程行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236號12樓之3 李坤翰

78 正乙禮儀社 高雄市楠梓區安民街33號 張淑娥

79 昱立禮儀事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9號12樓 林育鋐

80 上福禮儀社 高雄市旗山區湄洲里永福街23巷11號一樓 黃致維

81 世璽禮儀社 高雄市旗山區旗山三路214之2號1樓 曹文欽

82 昇祐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旗山區中洲里中南路78號 李登發

83 鍟發葬儀社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9號1樓 陳宗璟

84 合真禮儀社 高雄市旗山區太平里樂和街9巷1號1樓 沈芳昌

85 昇輝葬儀社 高雄市旗山區義德街31巷25號1樓 陳志慶

86 麒福葬儀社 高雄市旗山區中洲路210號 林富星

87 義昇葬儀社 高雄市旗山區中洲路278號1樓 東燕輝

88 價值生命禮儀企業社 高雄市旗山區旗新街88號 施正盈

89 玉真生命禮儀 高雄市旗山區圓富里旗甲路二段317號一樓 楊曜禎

90 錫安葬儀社 高雄市旗山區旗甲路３段216之1號1樓 呂聖宏

91 崇益禮儀社 高雄市旗津區通山路53之1號1樓 黃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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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尊星閣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橋頭區仕豐路158-8號1樓 王晶鉉

93 聖德禮儀事業 高雄市橋頭區甲昌路190號1樓 黃聖居

94 忠信禮儀社 高雄市橋頭區甲北里甲樹路1148巷9號1樓 葉忠南

95 佑德禮儀社 高雄市橋頭區甲昌路190號1樓 黃慶賓

96 道發禮儀社 高雄市橋頭區甲南里甲昌路27號1號 李進保

97 和美葬儀社 高雄市橋頭區甲南里甲昌路華興巷9號1樓 蔡淑美

98 九萬發葬儀社 高雄市橋頭區仕隆里南溝路義成巷20號 黃惠雪

99 良益禮儀社 高雄市橋頭區里林東路溪北巷29號1樓 葉義益

100 宏樺葬儀社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66號一樓 鄭淑琴

101 行德生命禮儀社 高雄市鹽埕區府北路36號9樓之22 林美惠

102 登智禮儀社 高雄市鹽埕區北斗街42號1樓 張寶秀

103 羅儀行 高雄市鹽埕區府北里7鄰大有街67號 羅安川

104 清境葬儀社 高雄市鹽埕區壽星里七賢三路269號12樓-3 謝遜蘭

105 明源禮儀社 高雄市鼓山區綠川里河邊街11巷4弄18號 楊晉權

106 高賓禮儀社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67號8樓 孔茗弘

107 佳龍禮儀社 高雄市鹽埕區瀨南街251號1樓 宋桂連

108 天德禮儀有限公司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二路457號1樓 許程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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