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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我國正面臨人口快速老化，根據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的推估，至115年老

年人口比例將達20.6％，屆時每5人中就有1位老人，行政院96年4月通過「我國

長期照顧十年計畫」，104年6月3日總統公布「長期照顧服務法」，以健全長期照

顧服務體系提供長期照顧服務，確保照顧及支持服務品質，發展普及、多元及

可負擔之服務，保障接受服務者與照顧者之尊嚴及權益。  

因應高齡化時代的來臨，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成立「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依

據地域特性設置有 6分站：中正站、仁武站、大寮站、岡山站、永安站、美濃

站及 4個偏遠地區長期照護據點(彌陀據點、六龜據點、桃源據點、甲仙據點)，

結合醫療衛生與社會福利體系之相關資源，提供長期照護單一窗口服務，有長

期照顧服務需求的市民，只要與「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聯繫，經初步篩選，符

合申請資格，照顧管理專員將到府訪視進行綜合評估，依據長輩實際失能程度，

提供所需的照顧服務，減少民眾於不同服務提供單位間之奔波，另一方面亦可

讓家庭照顧者適度的休息或獲得照顧技巧等各項資訊，帶給家庭照顧者更多的

支持與關懷，增進失能者獨立生活能力，提升生活品質，維持尊嚴與自主，讓

失能長輩在最熟悉的家中安養天年，與家人共享天倫之樂，落實在地化連續性

全人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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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務對象 

（一）設籍且居住本市 

 1.65歲以上老人  

      2.50歲以上身心障礙者 

      3.55歲以上山地原住民 

      4.僅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IADLs)失能且獨居之老人 

（二）經照顧管理專員實際至家中評估日常生活功能需他人協助程度（經 ADL、

IADL評估），符合輕度、中度、重度失能者。 

二、服務項目 

依據個案實際需求提供或轉介適當服務  

1.喘息服務  

2.居家復健服務 

3.居家護理服務  

4.居家營養服務  

5.照顧服務 

6.老人餐飲服務  

7.交通接送服務  

8.輔具購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  

9.居家口腔照護服務試辦計畫 

10.長期照顧機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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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窗口 

如有長期照顧之需求，歡迎您與我們連絡，「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將為您提

供最適切的服務~~ 

分站 
連絡電話 

住址 服務區域 
傳真號碼 

中正站 

713-4000-1811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

二路 132號 

鹽埕區、鼓山區、左營區、

楠梓區、三民區、新興區、

前金區、苓雅區、前鎮區、

旗津區、小港區 
713-4973 

仁武站 

373-2935 

373-7013 高雄市仁武區文南

街 1號 2樓 

鳳山區、仁武區、鳥松區、

大社區 

373-2940 

大寮站 

782-1292 高雄市大寮區進學

路 129 巷 2-1 號 3

樓 

大寮區、林園區、大樹區 

782-1295 

岡山站 

622-4718 

621-0869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

路 50號 3樓 

岡山區、橋頭區、燕巢區、

田寮區 

622-4351 

永安站 

691-0923 

691-5675 
高雄市永安區永安

路 26號 1樓 

茄萣區、永安區、梓官區、

彌陀區、阿蓮區、路竹區、

湖內區 6912961 

美濃站 

682-2810 

682-2811 高雄市美濃區美中

路 246號 3樓 

旗山區、美濃區、內門區、

甲仙區、杉林區、六龜區、

桃源區、茂林區、那瑪夏區 
682-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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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遠地區設置在地且社區化長期照護據點 

高雄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網址 http://khd.kcg.gov.tw/Main.aspx?sn=666  

地點 連絡電話 住址 服務區域 

甲仙區 6752611 
高雄市甲仙區中山
路 52號 

甲仙區 

六龜區 6894660 
高雄市六龜區義寶
里維新街 13號 

六龜區 

桃源區 6861135 
高雄市桃源區桃源
里南進巷 188號 

桃源區 

彌陀區 6179066 
高雄市彌陀區中華
路 1巷 5弄 1號 

彌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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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申請流程 
 

 
 
 
 
 
 
 
 
 
 
 
 
 
 
 
 
 
 
 
 
 
 
 
 
 
 

 

來電申請 412-8080 

審核資格 

家訪評估 

核定服務 

審核通過 

派案，提供服務 

追蹤服務品質 

半
年
複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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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長期照顧服務項目 

一、喘息服務 

    讓家庭照顧者有短暫休息的機會，以紓解照顧的壓力。 

(一)服務內容：  

1.居家喘息：協助安排照顧服務員，於白天至家中照顧失能者。  

2.機構喘息 ：協助安排失能者住進適合的長期照顧機構，接受全天候的照顧。  

(二)補助標準：  

1.服務費  

(1)居家喘息：每單位600元/3小時，每日最高2單位。  

(2)機構喘息：1,200元/天， 另可補助交通費1,000元。 

2.補助額度  

(1)輕度、中度失能：每年最高 14天。  

(2)重度失能：每年最高21天。  

身分別 
服務費 機構喘息交通費 

政府補助 自付 政府補助 自付 

一般戶 70％ 30% 70％ 30％ 

中低收入戶 90％ 10% 90％ 10％ 

低收入戶 100％ - 100％ - 

限制：  

1.已住進機構或已雇用看護代為照顧者，不在本補助之列。  

2.喘息服務和居家服務不得同一時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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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居家復健服務 

提供本市無法外出接受積極性復健治療的失能者，由具專業執照之物理治

療師或職能治療師可於家中接受復健服務，促進其體能與日常生活功能獨立自

主的能力。  

（一）服務內容：物理治療、職能治療 

（二）補助標準： 

1.服務費 1,000元/次，交通費 200元/次。 

2.補助額度：一年最多 6次。 

身分別 

服務費 交通費 

政府補助 自付 政府補助 自付 

一般戶 70％ 30% - 依實際車程收費 

中低收入戶 90％ 10% 90％ 10％ 

低收入戶 100％ - 100％ - 

 

限制：目前接受門診復健者及有交通接送服務，不得重複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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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居家護理服務 

    提供本市無法外出接受門診護理指導服務或目前健保以外仍有居家護理需

求之失能者，獲得居家護理師訪視出診服務費補助，以期失能者能在社區中獲

得適當之居家護理服務，減少疾病合併症與再住院。 

（一）服務內容：由居家護理師到家中提供專業的護理服務比照全民健保給付

居家護理項目如傷口護理、護理指導等。 

（二）補助標準： 

1. 服務費1,300元/次、交通費200元/次。 

2. 補助額度全民健保給付外每月至多增加 2次居家護理服務。 

身分別 
服務費 交通費 

政府補助 自付 政府補助 自付 

一般戶 70％ 30% - 依實際車程收費 

中低收入戶 90％ 10％ 90％ 10％ 

低收入戶 100％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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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居家營養服務 

     當居住家中無法外出的失能者，出現攝食量明顯減少、體重下降、體力不

繼、傷口不癒、慢性腹瀉…等明顯的營養缺失情形，由專業營養師至家中，提

供營養指導，以改善其營養狀況，增進抵抗力，減少疾病合併症與再住院率。 

（一）服務內容：提供營養攝取評估、營養餐食調配、管灌指導等 

（二）補助標準： 

1.服務費 1,000元/次。 

2.補助額度：一年最多 4次。 

身分別 
服務費 交通費 

政府補助 自付 政府補助 自付 

一般戶 70％ 30% - 依實際車程收費 

中低收入戶 100％ - - - 

低收入戶 100％ - - - 

 

五、居家口腔照護服務計畫 

    對行動不便與長期臥床的長期照護個案，由專業之口腔衛生師提供居

家口腔照護服務，可減低吸入性肺炎發生情形，並維護個案之口腔清潔。 

(一)服務內容： 

1.口腔健康狀態評估及篩檢。 

2.咀嚼吞嚥障礙評估。 

3.個案衛教計畫設計及介入。 

4.口腔照護指導及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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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助標準： 

1.服務費 1,300元/次， 

    2.補助額度：1次/月，一年最多 3次。低收入及中低收入戶全額補助，

一般戶部分負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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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照顧服務 

    為使長期臥床及行動功能障礙的人得到持續性照顧，由合格照顧服務員協

助日常生活照顧及身體照顧等服務，以紓解家庭在經濟、照顧人力之困擾，改

善生活品質。 

(一)服務類型: 

1.居家服務 

2.日間照顧  

3.家庭托顧  

(二)服務內容:日常生活照顧、身體照顧服務。  

(三)補助標準：  

1. 服務費200元/小時(依物價指數調整) 。 

2. 依失能程度補助服務時數，每月最高補助上限。 

身分別 
政府 
補助 

自付 每月時數上限 

一般戶 70％ 30% 
輕度失能補助 25小時 
中度失能補助 50小時 
重度失能補助 90小時 

中低收入戶 90％ 10% 

低收入戶 100％ 0% 

限制：已聘僱看護（本國或外籍），或領有中低老人/身心障礙者特別照顧津貼

不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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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老人餐飲服務 

獨居或僅與老年配偶同住之失能長輩居住家中，無法自行準備或購買餐

食，提供餐飲服務。 

 (一)服務內容：  

1.居服備餐：由居家服務單位至家中進行備餐。  

2.送餐服務：行動不便的獨居老人，由老人餐食服務提供單位送餐至家中。  

 (二)補助標準：  

1.中低收入及低收入之獨居且行動不便老人為服務對象，每餐補助 30元。 

2.一般老人須自費。 

  (三)申請方式：逕向各區服務單位提出申請，請參閱【高雄市長照相關資源

單位：老人營養餐飲服務單位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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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交通接送服務  

為協助本市65歲以上中、重度失能老人，因就醫、復健、家庭托顧等需

要之交通接送服務，並分擔其家庭成員照顧之負擔。 

(一) 服務內容：以就醫、復健及家庭托顧服務之交通接送需求為主，若有其他 

需求須經主辦單位核定。 

(二)補助標準： 

1.評估符合65歲以上中、重度失能老人者，每月最高補助4次(來回8趟，採事

先預約)。 

2.補助額度 

身分別 政府補助 自付 

一般戶 70％ 30％ 

中低收入戶 90％ 10％ 

低收入戶 100％ 0 

 

(三)服務提供單位 

伊甸社會服務基金會   預約電話 360-1160    傳真：360-1175 

 臨時叫車 360-1165 



15 
 

九、失能老人生活輔具及無障礙環境改善補助 

依據其失能程度與需求提供輔具購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以維護

失能者生活居住安全及增進生活自主能。 

(一)資格限定 

1.年滿 65歲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市民。 

2.申請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者，須非居住於公有宿舍、安養、長期照顧機構、

護理之家及違章建築 

3.申請生活輔具者，須未符合本市身心障礙者補助器具補助作業要點暨未領

取本市身心障礙者輔助器具費用補助之項目 

4.申請補助項目未獲政府醫療補助、社會保險給付或其他同性質補助者  

(二)補助項目 

依據『失能老人接受長期照顧服務輔具購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補助項

目表』。 

(三)補助標準：經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評估符合該項輔具之失能程度，依老人之

福利身份別，給予一定金額補助。 

身分別 政府補助 自付 

一般戶 70％ 30％ 

中低收入戶 90％ 10％ 

低收入戶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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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長期照顧機構服務 

低收入戶老人公費安置 

(一)申請資格與內容 

設籍本市且年滿 65歲以上長者，家庭總收入平均每人每月未達社會救助法

規定最低生活費標準者(即列冊各類低收入戶)。 

(二)補助內容：可進住本市立案且經地方政府最近一次評鑑為優、甲等之老人

長期照顧機構或護理之家收容養護，由專職照顧服務人員及

專業醫護人員提供生活照顧與醫護服務。 

(三)補助標準：依本府社會局核定補助每月機構養護費 

經核准補助收容養護者，不得重複領取政府所提供其他生活補助或津貼。 

中低收入失能老人機構養護服務費補助 

(一)服務對象 

1.設籍本市 1年以上且實際居住本市 65歲以上中低收入(領有本市中低收入

老人生活津貼未達 1.5倍者）市民。 

2.經評估失能程度為重度者。 

(二)補助內容：可進住本市立案且經地方政府最近一次評鑑為優、甲等之老人

長期照顧機構或護理之家收容養護，由專職照顧服務人員及

專業醫護人員提供生活照顧與醫護服務。 

(三)補助標準：依本府社會局核定補助每月機構養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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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核准補助收容養護者，不得重複領取政府所提供其他生活補助或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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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健暨社會福利資源 

一、 老人免費健康檢查 

(一) 服務對象 

本市 65歲以上長輩及 55歲以上之原住民長輩。 

(二) 申請資格 

1. 受檢時間：2月至 10月止。 

2. 受檢地點：健保特約醫院、診所（名單如下一頁）。 

3. 持全民健康保險 IC卡及身分證明文件至健保特約醫院診所接受檢查。 

(三) 福利內容 

配合全民健保成人預防保健，每年辦理一次免費健康檢查。 

(四) 應備文件 

1. 身份證(原住民長輩請加戶口名簿或佐證資料)。 

2. 全民健保 IC卡。 

(五) 主辦單位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健康管理科綜合健康股：713-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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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度老人健康檢查合約醫療院所如下： 

合約醫療院所 地址 電話 

惠仁醫院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67之2號 2010196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68號 2911101 

天主教聖功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352號 2238153 

阮綜合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162號 3351125 

邱外科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137號 3364131 

高雄基督教信義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華新街86號   3321111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4號 7511131 

國軍高雄總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建軍路5號 7492708 

正大醫院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128-9號 5823989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976號 5552565 

聖明醫院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52號 5313755 

高雄市立旗津醫院 高雄市旗津區旗港路33號 5711188 

祐生醫院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60號 2866688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

紀念醫院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100號 3121101 

愛仁醫院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51號 3115159 

新高醫院 高雄市三民區莊敬路288號 3828814 

右昌聯合醫院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930號 3643388 

健仁醫院 高雄市楠梓區楠陽路136號 3517166 

安泰醫院 高雄市小港區沿海一路221號 8017856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482號 8036783 

臨海醫院 高雄市小港區沿海一路461號 8012171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

院 

高雄市左營區軍校路553號 5817121 

高雄市立岡山醫院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路12號 6222131 

國軍高雄總醫院岡山分

院 

高雄市岡山區大義二路1號 6250919 

惠川醫院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92號 6229292 

劉光雄醫院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380之1號 6219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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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醫療院所 地址 電話 

劉嘉修醫院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428號 6222836 

高新醫院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627號 6975903 

溫有諒醫院 高雄市路竹區延平路57號 6965136 

義大醫院 高雄市燕巢區角宿里義大路1號 6150011 

新高鳳醫院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360號 7472320 

大東醫院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171-2號 7463762 

杏和醫院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389號 7613111 

高雄市立鳳山醫院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42號 7418151 

惠德醫院 高雄市鳳山區福祥街81號1-2樓 8126000 

瑞生醫院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四路192號 7835175 

建佑醫院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360號 6437901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123號 7317123 

重安醫院 高雄市旗山區大仁街18號 6618471 

高雄市旗山區衛生所 高雄市旗山區中正路197號 6612054 

溪洲醫院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412號 6613084 

廣聖醫院 高雄市旗山區中華路618號 6622391 

旗山醫院 高雄市旗山區中學路60號 6613811 

三聖醫院 高雄市美濃區合和路56號 6818495 

高雄市美濃區衛生所 高雄市美濃區美中路246號 6812064 

高雄市六龜區衛生所 高雄市六龜區六龜里民治路16號 6891244 

高雄市內門區衛生所 高雄市內門區觀亭里16鄰中埔頭20號 6671088 

高雄市桃源區衛生所 高雄市桃源區南進巷188之1號 686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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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老人公費裝置假牙 

(一) 服務對象 

符合年齡、設籍、口腔狀況等裝置資格之老人。 

(二) 申請資格 

1.低收、中低收入老人： 

(1) 本市年滿 65歲以上老人。 

(2) 經高雄市社會局認定以下 5項資格之一者 

 列冊低收入戶 

 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經政府全額補助收容安置 

 領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經高雄市政府補助身心障礙者托育費或養護費達 50％以上 

(3) 且於計畫開辦期間仍設籍高雄市，同一顎已取得相同補助項目者，

三年內不予重複補助。 

2.一般老人： 

(1) 本市年滿 65歲以上老人。 

(2) 99年 11月 26日(含)前設籍原高雄縣市市民。 

(3) 且計畫開辦期間仍設籍高雄市，終生不予重複補助。 

(三) 福利內容 

1.申辦篩檢時間、裝置機構及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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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請日期：104年自 3月 1日至 6月 30日止。 

(2)篩檢地點（機構）：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特約私立牙醫醫療院所。 

高雄市立民生、聯合、大同、小港、旗津、岡山及鳳山醫院、衛生

福利部旗山醫院。 

高雄市各區衛生所（苓雅區、左營區、前鎮區衛生所）。 

(3)裝置地點（機構）：104年度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特約醫療院所。 

(4)補助態樣（符合以下 5項之一者皆可補助）： 

全口活動假牙 

單顎半口活動假牙 

單顎半口活動假牙合併對顎部分活動假牙 

單顎部分活動假牙 

雙顎部分活動假牙 

(四) 應備文件：身分證。 

(五) 主辦單位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醫政事務科，電話：7134000#6002。 

（六）合約醫療院所名單相關資訊 

     請至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網站：首頁-服務專區-合約醫院

(http://khd.kcg.gov.tw/Main.aspx?sn=335)查詢。 

http://khd.kcg.gov.tw/Main.aspx?sn=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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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流感疫苗注射 

(一) 服務對象 

65歲以上老人、安養養護機構對象、罕見疾病患者、重大傷病者、50-64

歲具高風險慢性病患。 

(二) 補助內容 

每年免費接種一次。 

(三) 服務費用 

1. 門診單純注射流感疫苗，需依本市規定自付掛號費及診察費等醫療費

用。 

2. 門診看病順便接種流感疫苗，應依門診規定，自付看病之相關醫療費

用，但接種流感疫苗之掛號費及診察費不需另付。 

(四) 服務單位 

 至老人流感疫苗接種合約醫療院所，不受戶籍地之限制。 

(五)主辦單位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疾病管制處，電話：713-4000轉 1368。 

（六）合約醫療院所名單相關資訊 

     請至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網站：首頁-服務專區-合約醫院

(http://khd.kcg.gov.tw/Main.aspx?sn=335)查詢。 

      

 

 

 

 

 

 

 

 

http://khd.kcg.gov.tw/Main.aspx?sn=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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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高雄市愛滋病指定醫療院所 

高雄市愛滋病指定醫療院所名稱 聯絡電話 地址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

紀念醫院 
3121101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100號 

高雄榮民總醫院 3422121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 386號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

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經

營) 

2911101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 68號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7317123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3號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6150011 
高雄市燕巢區角宿里義大路 1

號 

 

五、 心理諮商服務暨精神健康門診 

(一)心理諮商服務 

針對本市自殺高風險、物質濫用、災難心理緊急服務及精神疾病等個

案，在心理諮商專業人員協助下，透過晤談方式，提供個案自我覺察、

引導個案釐清問題、討論問題決解方式，進而增進問題處理能力，提

升個案心理健康。 

 (二)精神健康門診 

提供失眠、情緒困擾等身心門診服務。 

(三)服務費用 

心理諮商服務：免費。 

精神健康門診：依健保給付規定辦理。 

(四)服務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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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心理諮商服務 

心理諮商服務 電話 地址 

本局社區心衛中心 (07)7261921 

(07)7261272 

(07)7260289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132號 

鳳山區衛生所 (07)743-0437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 34巷 2號 

大寮區衛生所 (07)781-1965 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 129巷 2-1號 

前鎮區衛生所 (07)841-4687 高雄市前鎮區康定路 149號 

鼓山區衛生所 (07)531-5753 高雄市鼓山區登山街 16號 

旗津區衛生所 (07)571-2820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 2號 

楠梓區衛生所 (07)351-2110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路 202號 

仁武區衛生所 (07)371-1434 高雄市仁武區地政街 23號 

大社區衛生所 (07)351-1774 高雄市大社區自強街 7號 

岡山區衛生所 (07)621-2015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路 50號 

燕巢區衛生所 (07)616-1148 高雄市燕巢區南燕里中興路 2號 

阿蓮區衛生所 (07)631-7141 高雄市阿蓮區民生路 94-1號 

路竹區衛生所 (07)696-2449 高雄市路竹區國昌路 86巷 22號 

永安區衛生所 (07)691-2015 高雄市永安區永安路 26號 

旗山區衛生所 (07)661-2054 高雄市旗山區中正路 197號 

六龜區衛生所 (07)689-1244 高雄市六龜區民治路 16號 

甲仙區衛生所 (07)675-1029 高雄市甲仙區中山路 52號 

2. 精神健康門診 

精神健康門診 電話 地址 

湖內區衛生所 (07)699-3009 高雄市湖內區湖中路 203號 

路竹區衛生所 (07)696-2449 高雄市路竹區國昌路 86巷 22號 

大寮區衛生所 (07)781-1965 
高雄市大寮區永芳里進學路129巷

2-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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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健康門診 電話 地址 

茄萣區衛生所 (07)698-8850 高雄市茄萣區濱海路二段 1號 

旗山區衛生所 (07)661-2054 高雄市旗山區中正路 197號 

梓官區衛生所 (07)610-3050 高雄市梓官區公館路 45號 

高雄市精神復健機構 

社區復健中心（日間型） 

行政

區 

機構名稱 通訊地址 聯繫電話 

苓雅

區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附設

社區復健中心 
苓雅區福成街 2號 (07)726-1053 

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

眾診療服務處附設社區

復健中心 

苓雅區建軍路 5號 (07)749-9409 

私立福德社區復健中心 苓雅區凱旋一路 3號 5樓 (07)222-0117 

前金

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康復之

友協會附設私立仙人掌

社區復健工作坊 

前金區文武二街 152號

4、5樓 
(07)282-3842 

三民

區 

高醫第二社區復健中心 三民區熱河一街 94號 (07)311-3911 

高醫築夢安生社區復健

中心 
三民區自由一路 62號 (07)311-3880 

左營

區 

高雄榮民總醫院附設紅

樓社區復健中心 
左營區大中一路 386號 

(07)342-2121轉

2152 

小港

區 

私立呈泰日間型精神復

健機構 
小港區港順街 54號 (07)841-8441 

鳳山 佛明社區復健中心 鳳山區中山西路 92號 (07)747-5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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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復健中心（日間型） 

行政

區 

機構名稱 通訊地址 聯繫電話 

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心理復

健協會附設圓夢社區復

健中心 

鳳山區王生明路 123號 1

樓 
(07)743-9321 

前鎮

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心理復

健協會附設喜福社區復

健中心 

前鎮區民權二路 456號 5

樓 
(07)338-8820 

大寮

區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高

雄仁愛之家附設社區復

健中心 

大寮區鳳屏一路 509號之

1 

(07)703-0315轉

3176 

岡山

區 

五龍發社區復健中心 
岡山區通校路 302號 1樓 (07)626-6378 

鼓山

區 

喜樂社區復健中心 鼓山區中華一路 223號 5

樓 A室 
(07)550-3260 

 

康復之家（住宿型） 

區域 機構名稱 通訊住址 聯繫電話 

苓雅區 

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

診療服務處附設蘭園康

復之家 

苓雅區建軍路 5號 (07)749-8173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附設康

復之家 
苓雅區福成街 2號 

(07)751-3171

轉 2322 

楠梓區 
佳立健康復之家 楠梓區德民路 733號 (07)3653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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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復之家（住宿型） 

區域 機構名稱 通訊住址 聯繫電話 

大寮區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附設大

寮康復之家 
大寮區內坑路 180號 

(07)781-8105

轉 235/248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高雄

仁愛之家附設康復之家 

大寮區鳳屏一路 509號

之 1 

(07)703-0315

轉 3172/3178 

岡山區 
心心康復之家 

岡山區通校路 302號 2、

3樓 
(07)626-6383 

 

旗山區 
龍華康復之家 

旗山區花旗二路 302巷 1

樓 1號 
(07)662-1495 

紫竹林康復之家 

旗山區花旗二路 304巷

2、25、29、31、36、41

號 

(07)662-5628 

林園區 林緣康復之家 林園區林內路 72號 (07)641-5661 

 

高雄市精神護理之家 

精神護理之家 

區域 
機構名稱 通訊住址 聯繫電話 

大寮區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附

設大寮精神護理之家 

大寮區內坑路 180號 (07)781-8105

轉 230/237 

旗山區 約生精神護理之家 旗山區環湖路 69號 1樓 (07)661-1333 

岡山區 玉發園精神護理之家 岡山區後協里通校路 290

號 

(07)625-0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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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癌症健康篩檢 

（一）補助對象： 

1. 子宮頸抹片檢查（子宮頸癌篩檢）：30歲以上婦女，每年補助一次。 

2. 乳房攝影檢查（乳癌篩檢） 

（1）45歲以上至未滿 70歲，每 2年補助一次。 

（2）40歲以上至未滿 45歲且其母親、女兒、姊妹、祖母或外祖母曾患有乳

癌之婦女，每 2年補助一次。 

3. 糞便潛血檢查（大腸癌篩檢）：50歲以上至未滿 75歲者，每 2年補助一次。 

4. 口腔黏膜檢查（口腔癌篩檢） 

（1）30歲以上有嚼檳榔（含已戒）或吸菸習慣者，每 2年補助一次。 

（2）18歲以上至未滿 30歲有嚼檳榔（含已戒）習慣之原住民，每 2年補助

一次。 

（二）福利內容及應備文件： 

符合上述資格之補助對象，持全民健康保險 IC卡及身分證明文件，

至本市「健康便利站」(提供癌症篩檢服務之醫療院所)，即可接受癌症

篩檢、諮詢及轉介服務。【健康便利站名單，如（四）】 

（三）主辦單位：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健康管理科/癌症防治股：713-4000。 

（四）健康便利站名單（篩檢醫療院所名單）： 

可透過下列兩方式進行篩檢醫療院所查詢 

1. 本局癌症健康便利網－「健康便利站」名單

（http://publichealth.kchb.gov.tw/） 

2. 癌症篩檢/診療品質提升計畫醫院 

 

 

 

 

 

http://publichealth.kch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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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癌症篩檢/診療品質提升計畫醫院 
醫院名稱 聯絡電話 地址 

愛仁醫療社團法人愛仁醫院 07-3115159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51號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

設中和紀念醫院 
07-3121101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 100號 

四季台安醫院 07-3983000 高雄市三民區聯興路 157號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

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07-8036783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 482號 

安泰醫院 07-8017856 高雄市小港區沿海一路 221號 

高雄榮民總醫院 07-3468230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 386號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07-5817121 高雄市左營區軍校路 553號 

國軍高雄總醫院岡山分院 07-6250919 高雄市岡山區大義二路 1號 

高雄市立岡山醫院（委託秀傳醫

療社團法人經營） 
07-6222131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路 12號 

建佑醫院 07-6437901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 360號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財團法

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

紀念醫院經營) 

07-2911101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 68號 

正薪醫院 07-9705335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 233號 1-3

樓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

院 
07-3351121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 162號 

國軍高雄總醫院 07-7496751 高雄市苓雅區建軍路 5號 

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人聖功

醫院 
07-2238153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 352號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07-7513171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130號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07-7511131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134號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

念醫院 
07-7317123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3號 

健仁醫院 07-3517166 高雄市楠梓區楠陽路 136號 

右昌聯合醫院 07-3643388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 930號 

溫有諒醫院 07-6965136 高雄市路竹區竹南里延平路 57號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07-5552565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 976號 

聖明醫院 07-5313755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 52號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07-6613811 高雄市旗山區中學路 60號 

高雄市立旗津醫院（委託財團法

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07-5711188 高雄市旗津區旗港路 3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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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生婦產科醫院 07-7478629 高雄市鳳山市自由路 189號 

杏和醫院 07-7613111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 389號，

470號 

高雄市立鳳山醫院（委託長庚醫

療財團法人經營） 
07-7418151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 42號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07-6150011 高雄市燕巢區角宿里義大路 1號 

 
七、 失智老人安心手鍊 

(一) 服務對象 

設籍本市市民。 

(二) 申請資格 

1. 罹患失智症。 

2. 智能障礙。 

3. 精神異常。 

4. 或曾有走失者。 

(三) 福利內容 

1. 凡符合服務對象者即可申請「安心手鍊」乙條，首次申請免費。 

2. 手鍊上鑲有申請人姓名及兩支聯絡電話號碼，隨身配戴於手上，以預

防走失。 

(四) 應備文件 

1. 申請人及聯絡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 身心障礙手冊、診斷證明書或警局通報證明等相關證明文件。(三擇

一即可) 

3. 申請書。 

(五) 主辦單位 

長青綜合服務中心：771-0055轉 3351。 

線上申請網址：

http://senior.kcg.gov.tw/tw_service_on-line_2.php 

 

http://senior.kcg.gov.tw/tw_service_on-line_2.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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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失智症諮詢專線服務 

(一) 服務對象 

失智老人之家屬、相關照護者及一般市民。 

(二) 服務內容 

1. 各項失智照護諮詢服務。 

2. 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日上午 9時至晚上 9時。 

(三) 服務單位 

財團法人高雄基督教信義醫院附設私立方舟養護之家。 

諮詢專線電話：331-8597。 

九、 緊急救援通報服務 

(一) 服務對象 

設籍本市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年滿 65歲以上之獨居市民。 

(二) 申請資格 

1. 經評估符合失能程度且有緊急救護之虞者。 

2. 向社會局老人福利科提出申請。 

(三) 福利內容 

1. 設置 24小時監控服務中心，提供緊急救援功能之設備，在突發狀況

發生時，即時透過救援裝置與外界聯繫，並在最短時間內獲得救援與

協助。 

2. 老人家中安裝通報主機及隨身攜帶按鈕。 

3. 協助用戶緊急事件通報。 

(四) 應備文件 

1. 申請書。 

2. 身分證影本。 

(五) 主辦單位 

社會局老人福利科：337-3376～8、337-33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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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 

(一) 服務對象 

1. 設籍本市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身心障礙者。 

2. 使用輪椅外出者為優先對象。 

(二) 服務內容 

1. 以電話或傳真預約方式辦理。 

2. 服務區域以高雄市為限，起點或迄點須為於本市，必要時得延伸至鄰

近縣市。 

3. 服務時間：上午 6時至晚上 11時。 

4. 收費標準： 

(1) 一般費率：比照本市計程車日間費率二分之一收費，低收入戶比

照高雄市計程車日間費率三分之一收費，小數點無條件進位。 

(2) 共乘費率：以計程車日間費率三分之一收費。 

(三) 應備文件 

身心障礙手冊。 

(四) 服務單位 

復康巴士預約專線：360-1160（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申訴專線： 

（1） 伊甸基金會：0800-880-001。 

（2） 市府交通局：2299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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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輔具評估、租借及維修 

(一) 服務說明 

整合評估人員、社工人員、維修人力所提供之輔具資源，給予需求者便

捷及專業的服務，發揮各類輔具的最大效用，減少不必要的資源浪費。 

(二) 服務內容 

1. 提供身心障礙者輔具之最新資訊、專業諮詢及評估服務。 

2. 處理各類輔具回收、借用與檢修作業。 

3. 到宅維修服務。 

(三) 服務單位：各區輔具資源中心 

 

服務區域 電話 地址 傳真 

南區輔具資源中心 8416336 高雄市前鎮區翠亨北路 392號  8416338 

北區輔具資源中心 6226730#150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東路 131號  6226734 

楠梓服務站 3661130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 172號  3661130 

旗山服務站 6625695 高雄市旗山區中學路 60號 B1 6629793 

鳳山服務站 
7995678#2736 

7100366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 120

號 3樓 
710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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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日間託老 

(一) 服務對象 

1. 設籍本市年滿 70歲以上市民。 

2. 設籍本市年滿 65歲以上身心功能退化、行動稍有不便、較缺乏社會

參與及社會互動者（領有身心障礙手冊、重大傷病卡或相關醫師證明

文件）。 

(二) 申請資格 

1. 生活能自理、自我照顧者。 

2. 向長青中心提出申請。 

3. 優先服務對象：以 80歲及 65歲以上身心功能退化者為優先。 

(三) 福利內容 

1. 提供生活照顧、文康休閒、聯誼、教學、講座、保健等服務。 

2. 中低收入戶自付 50％，一般老人可自費申請。 

(四) 應備文件 

1. 身分證。 

2. 照片 2張。 

(五) 服務單位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 5樓。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 51號 5樓。 

電話：771-0055轉 3337、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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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家庭照顧者關懷服務 

   (一)服務說明 

提供家庭照顧者照顧技巧的訓練與相關知能的學習，並透過課程紓解、

減輕照顧的焦慮感與身體的負荷。 

(二)服務對象 

家庭照顧者。 

(三)服務內容 

辦理心靈成長課程、心理協談、支持團體、照顧技巧訓練課程、電話諮

詢、照顧者自我保健、居家指導（復健技巧、護理照顧）、辦理紓壓活

動、喘息服務(臨時替代服務)、喘息之旅一日遊、家訪、電訪等服務。 

(四)服務費用 

心理協談費用每小時 1,200元，依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全額補助；一

般戶補助 70%為原則。其餘上述服務內容皆免費，一日遊需繳交一千元

保證金，當天參與活動時即退還。 

(五)服務單位 

社團法人高雄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 108號。 

電話：0800-507272或 07-322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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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一) 服務對象 

設籍或居住本市年滿 65歲以上市民。 

(二) 申請資格 

可逕向本市各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洽詢。 

(三) 福利內容 

1. 關懷訪視、電話問安、餐飲服務和健康促進活動。 

2. 據點為固定場所，長輩可於服務時間內自由至各據點活動，使用其設

施設備，並參與各項健康促進活動。 

(四) 服務單位 

長青綜合服務中心：771-0055轉 3324、3326、3327、3329、3353、3354。 

本市各社區照顧關懷站詳情請上網查閱，網址：http：

//senior.k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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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補助 
一、低收入戶 

  （一）申請資格 

1.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且最近一年居住國內超過 183日者。 

2.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未超過最低生活費（104

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 12,485元）。 

3.全家動產 4人以內未超過 30萬元，每增加 1人增加 7.5萬元。 

4.全家不動產價值合計未超過 353萬元。 

5.列冊人口自有汽車乙輛，總排氣量未達 2000cc 且車齡超過 4 年以上

者，以營生為主或有特殊照顧需求者不受此限。 

（二）補助金額 

1.第一類列冊人口每人每月 11,890元。 

2.第二類每戶每月 5,900元。 

3.第三類（春節、端午、中秋）每節家庭生活補助費每戶 2,000元。 

4.各類春節慰問金，單身每戶 2,000元，有眷每戶 3,000元。 

（三）應備文件 

1.申請調查表（至區公所填寫）。 

2.全家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資料。 

3.國稅局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暨稅籍資料清單及財產歸屬資料清

單（自行檢附或委託區公所查調）。 

4.申請人身分證、印章、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5.其他證明：醫院診斷證明書、學生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在營服

役證明等。 

（四）服務單位 

戶籍地區公所社會(經)課、戶籍地社會局綜合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本市社會局社會救助科：3368333轉 3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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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一)服務對象 

1.年滿 65 歲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且最近一年居住國內超過 183 日之

市民。 

2.未接受政府其他生活補助亦未經收容安置者。 

3.家庭總收入平均每人每月未超過當年度最低生活費 2.5倍，且未超過

台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性支出之 1.5倍。 

4.全家人口存款(含投資)未超過一人時為新臺幣 250萬元，每增加一人

增加新台幣 25萬元 。 

5.全家人口之土地及房屋價值合計未超過 650萬元。 

(二)福利內容: 

1.未達最低生活費標準 1.5倍者，每人每月核發 7,200元。 

2.達最低生活費標準 1.5倍，且未超過台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

1.5倍(29,124元)，每人每月核發 3,600元。 

(三)應備文件 : 

1.全家戶籍相關資料。 

2.國稅局出具之所得暨財產證明及稅籍資料等文件。 

3.申請人私章，郵局存簿封面影本。 

(四)服務單位及電話 

戶籍地區公所社會課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社會救助科：3373373。 

三、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 

(一)服務對象: 

設籍本市年滿 65歲以上重度失能中低收入市民 。 

(二)申請資格: 

被照顧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1.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者。  



40 
 

2.未接受機構收容安置、未接受居家服務。未請看護（傭）者。  

3.未領有政府提供之日間照顧服務補助或其他照顧服務補助。  

4.失能程度經評估為重度以上，且實際由家人照顧。 

5.實際居住在戶籍所在地者。  

6.同一受照顧者受數人照顧時，以主要照顧者一人請領本津貼為限。 

照顧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1.年滿十六歲，未滿六十五歲，且無社會救助法規定不能工作之情事。 

2.屬下列規定之一者：   

（1）同為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應計算家庭總收入全家人口之成

員。  

（2）出嫁之女兒或子為他人贅夫者及其配偶。  

（3）受照顧者二等親以內之直系血親卑親屬。  

3.未從事全時工作，且實際負責照顧受照顧者。 

4.與受照顧者設籍及實際居住於本市。  

依社會救助法規定之不能工作情事如下：  

（1） 二十五歲以下仍在國內就讀空中大學、高級中等以上進修學校、

在職班、學分班、僅於夜間或假日上課、遠距教學以外學校，致

不能工作者。 

（2） 身心障礙致不能工作。  

（3） 罹患嚴重傷、病，必須三個月以上之治療或療養致不能工作。  

（4） 獨自照顧特定身心障礙或罹患特定病症且不能自理生活之共同

生活或受扶養親屬，致不能工作。 

（5） 獨自扶養六歲以下之直系血親卑親屬致不能工作。  

（6） 婦女懷胎六個月以上至分娩後二個月內，致不能工作。  

（7） 受監護宣告。   

(三)福利內容: 

1.每月補助特別照顧津貼 5,000元。  

2.每月須接受督導訪視是否有照顧之實及照顧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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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應備文件: 

1.被照顧者設籍本市戶口名簿影本及被照顧者、照顧者身分證影本。 

2.具備下列文件之一：  

（1）經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指定身心障礙者鑑定醫療機

構出具之罹患長期慢性病之診斷證明書。  

（2）已持有特定身心障礙項目之重度以上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3.申領人匯款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五)服務單位 

申辦地點：戶籍地區公所社會課 

諮詢電話：市政府社會局老人福利科：337-3376～8、337-3370。 

四、中低收入老人重傷病住院看護費補助 

（一）補助對象 

無家屬或其家屬無法看護且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 

1.本市列冊之低收入戶。 

2.本市列冊之中低收入戶。 

3.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未達本市當年度最低生

活費之 1.5倍，且家庭財產未逾本市當年度公告中低收入戶標準

之 1.2倍者。 

4.領有本市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者。 

（二）補助條件 

1.符合健保特定疾病之住院基本要件或罹患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48條

規定之重大傷病 

2.住院期間經醫師診斷證明生活無法自理，需聘僱專人看護所生之費 

  用。 

3.應於出院或看護行為發生後 3個月內提出申請。 

4.看護費用補助應扣除已領取之其他保險給付，已領取政府機關相同

性質的其他補助者，不得重複申請。 

5.罹患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公告之長期慢性病，不願接受主

管機關轉送安養、養護機構或護理之家而選擇住院者，其看護費用

不予補助。 

6.申請看護費用應聘僱具有照顧服務員資格且與補助者非三等親以內

親屬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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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備文件 

1.申請書。 

2.全家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資料。 

3.國稅局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暨稅籍資料清單及國稅局財產歸屬

資料清單（自行檢附或委託區公所查調），或領有低收入戶、中低

收入戶、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證明。 

4.全民健康保險卡正面影本。 

5.醫療院所診斷證明書正本（須載明住院期間生活無法自理需專人照

護及載明入出院日期）。 

6.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及領款收據。 

7.健保特約醫療院所醫療費用收據正本或繳費通知單(直接辦理撥付

醫院)。 

8.其他證明：授權同意書、委任書、領款收據、切結書、受託代辦人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等。 

（四）服務單位 

戶籍地區公所社會(經)課 

 本市社會局社會救助科：3368333轉 3372、2060、3374 

 

五、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市民醫療費用補助 

（一）本補助對象 

1.本市列冊之低收入戶。 

2.本市列冊之中低收入戶。 

3.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未超過最低生活費 1.5 倍，

且家庭財產未逾本市當年度公告中低收入戶標準 1.2倍者。 

※應於出院或醫療行為發生後 3個月內提出申請。 

※醫療補助應扣除已領取健保以外之其他保險給付。 

（二）補助標準 

1.本市列冊之低收入戶，其醫療費用扣除不補助項目後全額補助，但每 

  人每年以 30萬元為限。 

2.本市列冊之中低收入戶，其醫療費用超過 3萬元部分，扣除不補助項 

  目後補助 80%，但每人每年以 30萬元為限。 

3.經濟弱勢市民，其醫療費用超過 5萬元部分，扣除不補助項目後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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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但每人每年以 30萬元為限。 

※醫療費用補助不含齒列矯正、證明書、指定藥品或材料費、衛材費、自

購藥品或器材、掛號費、疾病預防、膳食費、指定病房費、屬健保給付

而選擇自費醫療之費用、其他與醫療無直接相關之費用。 

（三）應備文件  

1.申請書。 

2.全家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資料。 

3.國稅局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暨稅籍資料清單及國稅局財產歸屬資

料清單（自行檢附或委託區公所查調），或領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證明。 

4.全民健康保險卡正面影本。 

5.醫療院所診斷證明書正本（須載明確有醫療之必要及載明入出院日期）。 

6.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及領款收據。 

7.健保特約醫療院所醫療費用收據正本或繳費通知單(直接辦理撥付醫 

院)。 

8.其他證明：授權同意書、委任書、領款收據、切結書、受託代辦人身分  

證正反面影本等。 

（四）承辦單位  

戶籍地區公所社會(經)課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3368333轉 20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