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旗津區長期照護資源 
 

 

 

 

 

 

高雄市旗津區衛生所編印 
110 年 11 月 24日訂定 

                          



1 
 

旗津區長期照顧資源                                                          110.12.24修正 

1.居家式 

例如：居家服務、居家營養 

機構名稱 地址 電話 使用條件 服務內容 收費原則 

禾偕企業有限公司附設高

雄市私立禾偕居家長照機

構 

高雄市小港區小

港路 147巷 10

號 1樓 

(07)813-6000 

 

經本市「長期照顧管理

中心」之照顧管理專員

評估認定且符合條件者 

居家服務 收費標準依政府規定，低收入戶由

政府全額補助，中低收入戶由政府

補助 5%，一般戶由政府補助 16%。 

有限責任高雄市麗眾照顧

服務勞動合作社私立麗眾

居家長照機構 

高雄市左營區文

川路 319號 

(07)350-6410     

0917-455-818 

 

經本市「長期照顧管理

中心」之照顧管理專員

評估認定且符合條件者 

居家服務 收費標準依政府規定，低收入戶由

政府全額補助，中低收入戶由政府

補助 5%，一般戶由政府補助 16%。 

佳恩長照股份有限公司附

設高雄市私立佳恩居家長

照機構 

高雄市前鎮區翠

亨北路 541號 1

樓 

 

(07)841-3636      

0952-743-725 

經本市「長期照顧管理

中心」之照顧管理專員

評估認定且符合條件者 

居家服務 收費標準依政府規定，低收入戶由

政府全額補助，中低收入戶由政府

補助 5%，一般戶由政府補助 16%。 

社團法人中華銀髮福祉關

懷協會高雄市私立中華居

家長照機構 

高雄市鼓山區華

寧路 54號 

(07)552-5608      

0958-361-392       

0906-239-868 

經本市「長期照顧管理

中心」之照顧管理專員

評估認定且符合條件者 

居家服務 收費標準依政府規定，低收入戶由

政府全額補助，中低收入戶由政府

補助 5%，一般戶由政府補助 16%。 

社團法人台灣祥和仁社會

福利發展協會附設私立祥

和仁居家長照機構 

高雄市前鎮區一

心二路 128號 6

樓之 2(A1) 

 

(07)331-2862      

0973-729-759 

 

經本市「長期照顧管理

中心」之照顧管理專員

評估認定且符合條件者 

居家服務 收費標準依政府規定，低收入戶由

政府全額補助，中低收入戶由政府

補助 5%，一般戶由政府補助 16%。 

社團法人台灣照顧服務人

力管理協會附設高雄市私

立福愛園居家長照機構 

高雄市鳳山區自

治街 75巷 11號

1樓 

(07)740-9991#18  

(07)740-9991#59  

0925-271-531 

經本市「長期照顧管理

中心」之照顧管理專員

評估認定且符合條件者 

居家服務 收費標準依政府規定，低收入戶由

政府全額補助，中低收入戶由政府

補助 5%，一般戶由政府補助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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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高雄市受恩社區

關懷協會私立受恩居家長

照機構 

高雄市三民區明

誠一路 20號 

(07)310-9382      

0907-498883 

經本市「長期照顧管理

中心」之照顧管理專員

評估認定且符合條件者 

居家服務 收費標準依政府規定，低收入戶由

政府全額補助，中低收入戶由政府

補助 5%，一般戶由政府補助 16%。 

社團法人高雄市博愛馨關

懷慈善會附設高雄市私立

全日馨居家長照機構 

高雄市左營區海

景街 395號 1樓 

(07)588-9021     

(07)588-9015     

0938-653-988 

經本市「長期照顧管理

中心」之照顧管理專員

評估認定且符合條件者 

居家服務 收費標準依政府規定，低收入戶由

政府全額補助，中低收入戶由政府

補助 5%，一般戶由政府補助 16%。 

琉璃光健康管理顧問有限

公司附設高雄市私立琉璃

光居家長照機構 

高雄市鼓山區中

華一路 2236號 1

樓 

 

(07)550-5226      

0986-939-059 

 

經本市「長期照顧管理

中心」之照顧管理專員

評估認定且符合條件者 

居家服務 收費標準依政府規定，低收入戶由

政府全額補助，中低收入戶由政府

補助 5%，一般戶由政府補助 16%。 

財團法人佳醫健康基金會

附設高雄市私立佳醫居家

長照機構 

高雄市前鎮區沱

江街 124號 1樓 

(07)331-8376      

0985-153-369 

 

經本市「長期照顧管理

中心」之照顧管理專員

評估認定且符合條件者 

居家服務 收費標準依政府規定，低收入戶由

政府全額補助，中低收入戶由政府

補助 5%，一般戶由政府補助 16%。 

財團法人濟興長青基金會

附設高雄市私立濟興居家

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

構 

高雄市橋頭區成

功南路 148巷 6

弄 11號 

(07)611-5206(橋頭) 

0985-871-336(橋頭) 

(07)551-8235(鼓山) 

0985-872-336(鼓山) 

經本市「長期照顧管理

中心」之照顧管理專員

評估認定且符合條件者 

居家服務 收費標準依政府規定，低收入戶由

政府全額補助，中低收入戶由政府

補助 5%，一般戶由政府補助 16%。 

高雄市私立力嫻居家長照

機構 

高雄市鳳山區工

協街 39號 1樓 

(07)701-1867     

0989-911-234 

經本市「長期照顧管理

中心」之照顧管理專員

評估認定且符合條件者 

居家服務 收費標準依政府規定，低收入戶由

政府全額補助，中低收入戶由政府

補助 5%，一般戶由政府補助 16%。 

高雄市私立愛寶居家長照

機構 

高雄市左營區民

族一路 901巷 26

弄 42號 

(07)345-7173        

0906-691-898 

經本市「長期照顧管理

中心」之照顧管理專員

評估認定且符合條件者 

居家服務 收費標準依政府規定，低收入戶由

政府全額補助，中低收入戶由政府

補助 5%，一般戶由政府補助 16%。 

高雄市私立達欣居家長照

機構 

高雄市前鎮區一

心二路 119號 9

樓之 3 

(07)338-5885      

0922-836-598 

經本市「長期照顧管理

中心」之照顧管理專員

評估認定且符合條件者 

居家服務 收費標準依政府規定，低收入戶由

政府全額補助，中低收入戶由政府

補助 5%，一般戶由政府補助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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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私立樹𡘙居家長照

機構 

高雄市左營區重

政路 64號 1樓 

(07)350-3365 經本市「長期照顧管理

中心」之照顧管理專員

評估認定且符合條件者 

居家服務 收費標準依政府規定，低收入戶由

政府全額補助，中低收入戶由政府

補助 5%，一般戶由政府補助 16%。 

高雄市私立頤欣居家長照

機構 

高雄市左營區文

直路 81號 2樓 

 

(07)345-6048      

(07)345-6049      

0953-422-922 

 

經本市「長期照顧管理

中心」之照顧管理專員

評估認定且符合條件者 

居家服務 收費標準依政府規定，低收入戶由

政府全額補助，中低收入戶由政府

補助 5%，一般戶由政府補助 16%。 

高雄市私立爵嘉居家式服

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高雄市苓雅區四

維四路 216號 5

樓之 3 

(07)338-6108     

(07)338-7608     

0911-197-727 

經本市「長期照顧管理

中心」之照顧管理專員

評估認定且符合條件者 

居家服務 收費標準依政府規定，低收入戶由

政府全額補助，中低收入戶由政府

補助 5%，一般戶由政府補助 16%。 

高雄市私立臨海居家式服

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高雄市小港區宏

光街 522號 

(07)801-0408 

0905-007-858 

經本市「長期照顧管理

中心」之照顧管理專員

評估認定且符合條件者 

居家服務 收費標準依政府規定，低收入戶由

政府全額補助，中低收入戶由政府

補助 5%，一般戶由政府補助 16%。 

高雄市私立馨迦居家長照

機構 

高雄市鳳山區新

富路 276號 4樓 

(07)767-1268      

0978-659-302 

經本市「長期照顧管理

中心」之照顧管理專員

評估認定且符合條件者 

居家服務 收費標準依政府規定，低收入戶由

政府全額補助，中低收入戶由政府

補助 5%，一般戶由政府補助 16%。 

高雄市私立沐青居家長照

機構 

高雄市苓雅區中

山二路 489號 7

樓之 8 

(07)786-6585      

0938-650-092 

經本市「長期照顧管理

中心」之照顧管理專員

評估認定且符合條件者 

居家服務 收費標準依政府規定，低收入戶由

政府全額補助，中低收入戶由政府

補助 5%，一般戶由政府補助 16%。 

晴美旗后診所 高雄市旗津區旗

津三路 962巷 2

號 

07-5710522 1.限居住於住家（不含

照護機構）。 

2.經照護團隊醫事人員

評估有明確醫療需求。 

3.因失能或疾病特性致

外出就醫不便者。 

居家醫療 居家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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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津醫院 高雄市旗津區旗

港路 33號 

07-5711188 1.限居住於住家（不含

照護機構）。 

2.經照護團隊醫事人員

評估有明確醫療需求。 

3.因失能或疾病特性致

外出就醫不便者。 

4.經本市「長期照顧管

理中心」之照顧管理專

員評估認定且符合條件

者 

居家醫

療、身心

障礙手冊

鑑定服

務、社區

整合服務

中心、送

餐服務、

居家復能

照護 

1.居家醫療： 

 

2.送餐服務：限領有中低收或低收

入戶的獨居長輩，提供星期一至五 

，70元/餐，低收入戶由政府全額補

助，中低收入戶由政府補助 90%。 

3.居家復能照護：收費標準依政府

規定，低收入戶由政府全額補助，

中低收入戶由政府補助 5%，一般戶

由政府補助 16%。 

明華診所 高雄市旗津區通

山路 31號 

07-5719288 經本市「長期照顧管理

中心」之照顧管理專員

評估認定且符合條件者 

居家復能

照護 

 

收費標準依政府規定，低收入戶由

政府全額補助，中低收入戶由政府

補助 5%，一般戶由政府補助 16%。 

2.社區式 

例如：社區關懷據點、日間照顧中心、預防及延緩失能、失智社區服務據點、小規模多機能 

機構名稱 地址 電話 使用條件 服務內容 收費原則 

高雄市基督教家庭

服務協會 

旗津三路 900巷 33號 07-5720005 旗津區居民 社區關懷據點 參與者免收費。 

高雄市長壽歌友會 旗津二路 3號 07-5717989 旗津區居民 社區關懷據點 參與者免收費。 

旗津醫院         

 

失智據點(復興里活動中心)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 900巷

33號 

07-5711188 疑似失智症個案

或診斷為失智症 

失智社區服務據點 每人每年最多 12次諮詢

服務。失智社區據點，參

與者免收服務費。 

實踐巷弄站(海四廠技工宿舍) 

高雄市旗津區北汕尾巷 6號 

07-5711188 旗津區居民且 65

歲以上長者 

星期一、五 09:00-

12:00 

長照 C據點、共餐 

參與者免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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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踐巷弄站(蔣公感恩堂)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路 333巷

7號 

07-5711188 旗津區居民且 65

歲以上長者 

星期六 07:30-14:00 

長照 C據點、共餐 

參與者免收費。 

興竹巷弄站(廣濟宮-閻羅殿)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二路 255號 

07-5711188 旗津區居民且 65

歲以上長者 

星期三、五 09:00-

12:00 

長照 C據點、共餐 

參與者免收費。 

永旗巷弄站(明心社修善堂) 

高雄市旗津區吉祥巷 68號 

07-5711188 旗津區居民且 65

歲以上長者 

星期一、四 09:00-

12:00 

長照 C據點、共餐 

參與者免收費 

 

 

北汕巷弄站(活泉靈糧堂) 

高雄市旗津區北汕巷 100-280

號 

07-5713058 

 

旗津區居民、65

歲以上長者優先 

星期四 08:00-15:00 

長照 C據點、共餐 

參與者免收費。 

大願院巷弄站 

高雄市旗津區中州三路 3號 

07-5711188 旗津區居民、65

歲以上長者優先 

星期二、五 09:00-

12:00 

長照 C據點、共餐 

參與者免收費。 

亞望沙龍多元照顧

中心 

高雄市旗津區中港街 10號 2

樓 

07-5720118 經本市「長期照

顧管理中心」之

照顧管理專員評

估認定且符合條

件者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 至 17:00日間

照顧喘息服務、小規

模多機能(日間照顧 

、居家服務) 

收費標準依政府規定，低

收入戶由政府全額補助，

中低收入戶由政府補助

5%，一般戶由政府補助

16%。 

富達世紀社會企業

有限公司私立富達

世紀社會企業居家

長照機構 

高雄市旗津區慈愛里中洲三路

741號 

0913-554-888 旗津區居民、65

歲以上長者優先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08:00-15:00 

參與者免收費 

 

 

 

3.機構式 

例如：安養機構、養護機構、護理之家、榮民之家 

機構名稱 地址 電話 使用條件 服務內容 收費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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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