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名稱 性質 公司地址 電話 負責人

1
宸侒人本生命

工坊
行號 高雄市新興區民主路65之8號 0915009901 吳峻毅

2 松青禮儀社 行號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二路472號13樓

之10
0922342315 李怡穗

3 九福禮儀社 行號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一路193號7樓 0973106191 蔡淑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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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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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慈愛禮儀社 行號
高雄市新興區德望里復橫一路147

號2樓
0971-155622 莊元俊

7 懷德禮儀社 行號 高雄市新興區黃海街48之4號 07-2297922 王肇慶

8
永富生命禮儀

社
行號

高雄市新興區秋山里七賢二路65

號9樓之2
07-3703930 張吳美雪

9 僅祿禮儀社 行號 高雄市新興區忠孝一路233號5樓 07-2411074 林文婷
10(複評) 朗朗生命工坊 行號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234號5樓 0913495333 張念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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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永生企業行 行號
高雄市前金區國民里大同二路143

號3樓-2
07-5330326 張美娟

14(複評)
陽光禮儀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63號4樓 07-2823399 余孫春美

15
生命樹服務事

業社
行號

高雄市苓雅區民權一路26巷1號22

樓之6
07-5353361 黃旭智

16
延典科技人生

命禮儀有限公
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正義里正順街23號1

樓
0933022651 游吉利

17 馨善生命禮儀 行號 高雄市苓雅區正義路302巷15號1 0918324286 張亹欣

18 仁禾葬儀社 行號 高雄市苓雅區安業路30號一樓 0937621825 戴榮華

19 妙螢禮儀企業 行號 高雄市苓雅區二聖一路42巷23號 0928736990 林雪霞

20 大豐禮儀社 行號 高雄市苓雅區福建街9巷11號5樓 0916579991 李建明

21 觀雲葬儀社 行號
高雄市苓雅區林富里12鄰福建街

188號3樓
07-3381611 林春榮

22 新東方禮儀社 行號 高雄市苓雅區新光路28巷32-3號 07-3960689 王漢樑

23
左任社葬儀包

辦處
行號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區河北路237號

二樓
0910718241 林睿恩

24
縉祥生命禮儀

企業社
行號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四路2號4樓之2 0905209111 黃國柱

25 菘肯禮儀社 行號
高雄市苓雅區日中里11鄰忠孝二

路42號1樓
0937381618 孫裕景

26
寶勝人本禮儀

有限公司
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中興街121號1樓 07-2411477 陳志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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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複評)
傳家生命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四路110號3樓

之1
07-9725189 戴守恩

   高雄市111年度殯葬禮儀服務業查核及評鑑業者(合格)名單(10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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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德信社葬儀包

辦處
行號 高雄市苓雅區允文街87號 07-3331161 孫茂誠

30 安樂禮儀社 行號
高雄市苓雅區苓洲里6鄰允文街87

號1樓
07-2710661 孫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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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榮輝禮儀有限

公司
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苓洲里允文街91號1

樓
07-3498239 黃清豐

33 長庚社 行號 高雄市苓雅區苓中路39號1樓 07-3321016 黃金氠

34 福祥禮儀行 行號 高雄市苓雅區普天里光華一路5號 0922991888 鄭福華

35 祖詠生命禮儀 行號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中正一路150

號4樓之2
0915380113 林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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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仁佑禮儀有限

公司
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231巷1弄2

號2樓
0922728640 顧政仁

38 銘陽禮儀社 行號 高雄市鳥松區球場路66之1號 0927522685 張富豪

39
善本生命有限

公司
公司 高雄市鳥松區大昌路553號1樓 0979070987 何庭孟

40
玄妙禮儀企業

社
行號

高雄市鳥松區大華里大昌路553號

1樓
0916911226 李忠唐

41
如御人文美學

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高雄市鳥松區山腳路83號 07-3701856 梁信和

42 福人葬儀社 行號
高雄市鳥松區仁美路14巷21弄1號

1樓
0915513189 李盈瑧

43 茂生葬儀社 行號
高雄市鳥松區華美里中山西路2號

1樓
07-7317206 吳珠慶

44 佛恩禮儀社 行號 高雄市仁武區名山十街168巷2號2 0931962606 李國樑

45
銘宥生命禮儀

企業社
行號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416巷11號1

樓
0918550402 岩承緯

46 國和禮儀社 行號
高雄市仁武區中華里華園街19巷

21號1樓
07-3539604 許豈寧

47 泳心生命禮儀 行號
高雄市仁武區灣內里名山九街48

巷1號1樓
0915856050 李蕙雯

48 得生禮儀社 行號 高雄市仁武區赤東一街12之2號1 0936994311 張福得

49 仁善禮儀社 行號
高雄市仁武區八卦里50鄰八德南

路100巷2弄27號
07-3737592 龔新國

50 善緣禮儀社 行號
高雄市仁武區八卦里八德東路202

號4號
0925895535 郭欣新

51
金山殯葬禮儀

社
行號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西路1638巷5弄

1號1樓
07-3759961 周松蒲

52
古吉禮儀有限

公司
公司

高雄市仁武區澄合街168巷2弄26

號4樓
07-7275277 洪婉琦

53
博愛人文禮儀

有限公司
公司 高雄市仁武區澄觀路20號1樓 0910780792 陳韵彤

54 旗后禮儀社 公司
高雄市仁武區文武里水管路三段

118號1樓
0910725531 劉正文



55 文德禮儀社 行號
高雄市仁武區後安里安樂一街127

巷11號1樓
07-3514904 邱建圖

56(複評)
世雄禮儀有限

公司
公司 高雄市仁武區京吉六路13號4樓 0931578028 許煌奇

57 慈善葬儀社 行號 高雄市仁武區仁怡一街28號1樓 0937338622 張素瑜

58
告別狂想藝文

智庫網有限公
公司 高雄市仁武區勇全路216巷6號 07-3744549 何冠妤

59 善仁生命禮儀 行號
高雄市仁武區烏林里仁林路267巷

6弄19之34號1樓
0933339508 林志強

60 慈庭禮儀社 行號 高雄市仁武區五和路26號1樓 0920101253 賴居財

61 忠安禮儀社 行號
高雄市仁武區文武里文學路２段

307號1樓
07-3736060 蔡明忠

62 尚仁葬儀社 行號
高雄市仁武區仁武里中正路87之

11號1樓
0929337933 吳武霖

63
大德佛化葬儀

社
行號

高雄市仁武區仁武里仁新巷2之4

號1樓
0928320056 林玉坏

64(複評)
芙蓉聖心禮儀

社
行號

高雄市仁武區仁武里仁新巷2之4

號1樓
0935853815 陳秀齡

65 嘉恩禮儀社 行號 高雄市仁武區仁新巷2之4號1樓 07-3132410 傅健雄

66 慈航禮儀社 行號
高雄市仁武區中華村華南街102號

2樓之2
07-3514943 凃春綢

67 安芳生命禮儀 行號 高雄市仁武區中華里華北街12號3 07-3107516 吳惠蘭

68 德祐企業社 行號
高雄市仁武區考潭里仁心路212巷

14號
0933643764 李銘俊

69(複) 良田殯儀企業 行號 高雄市仁武區水管路３段118號1 0932783789 鐘清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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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銘棋企業社 行號 高雄市大社區民生路14之7號四樓 0926516188 莊居勇

72 慈弘禮儀社 行號 高雄市大社區中華路8巷137號3樓 0921277239 柳百謙

73 名豐禮儀社 行號 高雄市大社區觀音里文信街13巷5 07-5505656 黃佩瑩

74 双華生命禮儀 行號 高雄市大社區復興路32巷5號1樓 07-3831529 徐祝華

75 永峰禮儀社 行號 高雄市大社區和成街二巷22號1樓 07-3511094 葉亮麗

76
道恩禮儀社(高

縣)
行號

高雄市大社區觀音里金龍路379號

1樓
07-3511690 洪智強

77 春木禮儀社 行號
高雄市大社區大社村三民路480巷

10號1樓
07-3457455 賴允亮

78 曜民禮儀社 行號
高雄市燕巢區南燕里31鄰中民路

659巷29弄22號
0928352555 潘昌彗

79
常恩葬儀有限

公司
公司

高雄市燕巢區南燕里中民路389號

一樓
07-6163615 陳竹君

80 仁義禮儀社 行號 高雄市岡山區嘉峰路167號1樓 0936435561 林立凱

81
佑馨禮儀企業

社
行號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里民族路179號

1樓
0915355253 李春菊

82
五聖山禮儀企

業社
行號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里公園路92號1

樓
07-3758476 蕭明信

83 勝園葬儀社 行號 高雄市岡山區大莊路296巷58號1 07-7354581 賴玫勳

84 尚德禮儀社 行號 高雄市岡山區台上里大智街45號1 07-6211585 何萬居



85 聖偉禮儀社 行號 高雄市岡山區程香里懷德路15號1 07-6216493 馬駿騄

86
群岳大山生命

工坊
行號

高雄市路竹區社中里仁愛路94號1

樓
07-6960633 蘇志揚

87 竹心福禮儀社 行號 高雄市路竹區大仁路243之1號1樓 0987793998 楊介元

88 朝清禮儀社 行號
高雄市路竹區文南里延平路243號

1樓
07-6971689 王瓊宗

89 順德葬儀社 行號
高雄市路竹區文南里延平路761號

1樓
07-3719076 廖順天

90 世民葬儀社 行號 高雄市路竹區延平路761號1樓 07-3729932 姜明炎

91 永發禮儀社 行號
高雄市阿蓮區和蓮村民權路160號

1樓
07-6312831 吳健永

92 一輝殯葬禮儀 行號 高雄市阿蓮區民族路183號1樓 0915321885 蔡明安

93 益誠禮儀社 行號
高雄市阿蓮區阿蓮里和平路118號

2樓
07-6321347 黃玉英

94 安樂葬儀社 行號
高雄市阿蓮區南蓮里仁愛路21號

一樓
07-6312729 蘇芳玉

95 菩元心生命禮 行號 高雄市大寮區中正路27號1樓 0933-606819 張崧威

96(複評)
聖恩禮儀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237號 07-3821339 黃連福

97(複評) 美成葬儀社 行號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356號1樓 0937-336212 蔡金雪

98(複評)
龍巖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本館路600巷39號 07-3701918 KELLY LEE

99 彌陀棺木店 行號 高雄市彌陀區中正路29號1樓 0919894367 洪金枝

100(複評)
懷恩祥鶴生命

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一路71號1樓 07-3833222 吳俊賢

101 群岳大山生命工坊有限公司  
公司

高雄市路竹區中里大社路371巷14

號一樓
0936992527

蘇志揚

102 方圓禮儀有限公司   
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大福街94號1樓 07-3817503

詹建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