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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津區長期照顧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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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獎卿護理展

望基金會附設私立獎

卿居家式服務類長期

照顧服務機構 

高雄市左營區重上街

46號 2樓 

341-3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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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一般戶由政府補助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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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6108、

821-5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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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一般戶由政府補助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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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燕巢區衡山路

72號 

615-5217 

551-8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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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一般戶由政府補助 70%。 

社團法人台灣福田社

會福利發展協會附設

高雄市私立福田居家

式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高雄市義寶里 11鄰和

平巷 7號 

689-3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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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一般戶由政府補助 70%。 

社團法人博愛馨關懷

慈善會附設高雄市私

立全日馨居家式服務

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高雄市岡山區阿公店

路三段 226號 

585-0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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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一般戶由政府補助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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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美旗后診所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

路 962巷 2號 

571-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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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費標準依政府規定 

旗津醫院 旗津區旗港路3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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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醫療、出院準

備服務 

收費標準依政府規定 

高雄市基督教家庭服

務協會 

旗津三路 900巷 33號 57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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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餐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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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一般戶由政府補助 70%。 

高雄市基督教家庭服

務協會 

旗津區旗津三路 900

巷 33號 

57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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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餐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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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一般戶由政府補助 70%。 

明華診所 旗津區通山路 31號 571-9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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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職能治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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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一般戶由政府補助 70%。 

杉合復健科診所 苓雅區中正二路 20號

2樓 

226-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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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職能治療服

務、居家物理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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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一般戶由政府補助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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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全人健康管理

協會 

苓雅區中正二路 20號 226-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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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職能治療服

務、居家物理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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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一般戶由政府補助 70%。 

青彰復健科診所 三民區明誠一路 192

號 

342-7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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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職能治療服

務、居家物理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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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一般戶由政府補助 70%。 

建宏復健科診所 三民區覺民路 82號 381-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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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職能治療服

務、居家物理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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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一般戶由政府補助 70%。 

有限責任高雄市滿緣

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前金區自強一路 22號

9樓之 1 

215-1383 

0930-

91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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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職能治療服

務、居家物理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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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一般戶由政府補助 70%。 

社團法人高雄長期照

顧人員福利促進協會 

鳳山區信義街 303號 1

樓 

710-1412 

0988-

54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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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職能治療服

務、居家物理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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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一般戶由政府補助 70%。 

社團法人高雄市職能

治療師公會 

鳥松區大埤路 123號 731-

7123#6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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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職能治療服

務、居家物理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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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一般戶由政府補助 70%。 

臨海醫院 小港區沿海一路 461

號 

801-

2171#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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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物理治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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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一般戶由政府補助 70%。 

安泰醫院 小港區學府路 111號 801-

7856#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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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物理治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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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一般戶由政府補助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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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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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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7989 旗津區居民 社區關懷據點 參與者免收費。 

旗津醫院 旗津區旗港路33號 571-1188 疑似失智症個

案或診斷為失

智症 

預防及延緩失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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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上竹里辦公

處共餐站(每周三) 

旗津區中洲國小舊校舍內 571-1495 旗津區居民 社區關懷據點 一餐 50元。 

高雄市中洲同心善

行會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二路 430巷

21之 1號 

571-6905 旗津區居民且

經中洲同心善

行會審核通過

者 

輔具購買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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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