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名稱 地址 電話 春節期間可服務起迄日(如:2/2-2/10)

社團法人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

會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

901巷26弄6號5樓之1
(07)341-4815 2/2-2/10

萬國居家物理治療所
高雄市左營區重和路61

號

(07)3455659

0930-306109
2/2-2/10

高雄市立岡山醫院（委託秀傳

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路12

號
(07)622-2131#51199 2/8下午

台灣受恩居家護理所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

20號4樓

(07)310-8883

0986-819135
2/2-2/10

懷仁居家護理所
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一

段301巷62弄2號5樓之1

(07)693-8895

0910-068756
2/2、2/8

一祥居家護理所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路

732-1號2樓

(07)346-4221

(07)346-3413

2/2-2/10(三民區、鳳山區、鳥松區、

仁武區為佳)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

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

482號B1-10樓

(07)803-6783#3275

0917-606073
2/8

詠生五甘心物理治療所
高雄市三民區春陽街

280號

(07)383-5136

0957-658236
2/7-2/10

好鄰居物理治療所
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

204巷15弄2-12號4樓
0906-739061 2/2-2/10

一森居家職能治療所
高雄市湖內區長春四街

43號
0912-148787 2/8-2/9

佳禾居家護理所
高雄市新興里中正三路

160號3樓之2
(07)236-1508 2/2-2/10(只服務舊個案)

靜嫻復康職能治療所
高雄市鳳山區工協街39

號1樓

(07)701-1865

0910-765070
2/2-2/10(時間08:00-21:00)

崇恩居家護理所
高雄市楠梓區宏昌街

135號1樓

(07)365-8343#31

0913-413808
2/2-2/3、2/5

木棉花居家物理治療所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路

506號13樓
0910-808013 2/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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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慈居家護理所
高雄市鳳山區錦田路

130-7號4樓

(07)841-4928

0986-681310
2/2-2/5、2/8-2/10

懷新居家護理所
高雄市湖內區長春一街

91號

(07)693-0065

0978-873280
2/7-2/8

安其居家物理治療所
高雄市楠梓區壽豐路

394號

0931-910915

0939-731111
2/7-2/10

世豪禮立物理治療所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四路

174-1號

(07)269-2893

0982-417784

1位2/2-2/10、1位2/8-2/10，共2位同

時支援康毅

聖心物理治療所
高雄市鳳山區誠德街

164號1樓

(07)702-0679

0939-917219
2/2-2/10

杏和醫院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

389號、407號1樓

(07)7613111#2002

0981-497580
2/2-2/3、2/9-2/10

廣聖醫療社團法人附設居家護

理所

高雄市旗山區復新北街

10號1樓

(07)6622391#823

0985-176999
2/4

宇泰復健科診所
高雄市三民區明福街17

號

(07)343-8578

0956-969009
2/8

溫有諒醫院
高雄市路竹區延平路57

號
(07)696-5136#143 2/2-2/10

上好物理治療所
高雄市鳳山區文武街6

號1樓
0988-895882 2/2-2/10

高雄安安居家物理治療所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80號9樓之4
0925-196550 2/2-2/10

健仁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高雄市楠梓區楠陽路

136號

(07)351-7166#1221

0983-271533
2/8

康福居家物理治療所
高雄市前鎮區大禹街16

號

(07)331-7687

0922-320080
2/8-2/9

鄰好西醫診所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

180號2樓

(07)224-0252#217

0988-271821
2/2、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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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高雄市樂齡照顧關懷

協會附設高雄市私立樂齡居家

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高雄市岡山區永樂街89

巷12號

(07)621-6881

0988-301133
2/2-2/6、2/9-2/10

杏和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

470號1樓

(07)7613111#1600

0973-759788
2/2-2/4、2/8-2/10

高雄市語言治療師公會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

163號6樓之3
0900-793-203 2/2-2/3

樂達物理治療所
高雄市鳳山區國泰路二

段57號1樓
0980-207529 2/2、2/9、2/10

怡康居家護理所
高雄市大社區萬金路

82-6號

(07)353-7135

0930-946835
2/7-2/10

祥全居家護理所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

393號4、5樓

(07)334-0393#51

0915-139076
2/4、2/7、2/8

活寶職能治療所
高雄市左營區果峰街4

巷11號

(07)588-9339

0933-684804
2/8-2/10

社團法人高雄長期照顧人員福

利促進協會附設高雄市私立長

促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

機構

高雄市鳳山區信義街

303號1樓

(07)710-1412

0965-109199
2/2-2/10

富涵居家護理所
高雄市三棉區灣復街42

號

(07)380-2282

0972-330515
2/2-2/3、2/8

康毅物理治療所
高雄市六龜區民治路16

號2樓

(07)689-3619

0910-899276
1位：2/10

捷安復健專科診所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

415號

(07)215-0100

0936-547339
2/2-2/10

高雄市立岡山醫院(委託秀傳醫

療社團法人經營)附設居家護理

所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路12

號
(07)6222131#51241 2/8(電話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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祐生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

60號

(07)286-6688#313

0926-305312
2/8(電話通知)

愛仁醫療社團法人愛仁醫院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45號1-4樓

(07)311-5159#708

0916-378752
2/2-2/10

善逸居家護理所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路

296巷1號

(07)353-5242

(07)610-9166

0963-313335

2/2-2/10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

團法人經營)附設居家護理所

台南市東區崇德路670

號
(06)260-9926#21282 2/8(電話通知)

全人居家護理所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

350號6樓606室

(07)556-5160

0919-798800
2/2-2/10

明華診所
高雄市旗津區通山路31

號

(07)571-9288

0935-180623
2/9-2/10

橙田護理之家
高雄市小港區宏光街

511號
(07)801-0408#103 2/2-2/10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附設居家護

理所(委託財團法人高雄醫學大

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經營)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

68號9樓

(07)291-1101#8964

0975-357973
2/8

天心物理治療所
高雄市三民區懷安街27

號1樓

(07)380-9003

0930-594195
2/2-2/10

有限責任高雄市滿緣照顧服務

勞動合作社附設高雄市私立滿

緣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

機構

高雄市前金區永恆街18

號
0982-417991 2/2-2/10

日安居家護理所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一路

98號1-2樓

(07)392-1088

0910-063756
2/4上午

頤欣居家護理所
高雄市左營區立信路

231號15樓之3

(07)550-6869

0920-601752
2/2、2/3、2/6、2/7、2/8、2/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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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德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高雄市鳳山區福祥街81

號6樓

(07)812-6000#1715

0927-330203
2/8、2/9

劉嘉修醫院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

428號

(07)622-1906

(07)622-2836#700

0919-601236

2/2、2/3、2/10

力翔居家物理治療所
高雄市小港區宏平路

392-1號
0908-196628 2/2、2/3、2/8、2/9、2/10

天恩居家護理所
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一

段301巷52弄2號

(07)693-1623

0903-531333
2/2、2/3

安欣居家護理所
高雄市仁武區德榮街11

號

(07)372-8178

0937-316854
2/2-2/10

受恩居家物理治療所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

20號

(07)310-8883

0976-952117
2/7-2/10

社團法人高雄市生活復健自立

支援協會

高雄市鳳山區和興街

137巷10號1樓

(07)710-5883

0926-106800
2/9-2/10

堉恩居家護理所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

656號

(07)360-2237

0913-375595
2/2-2/10

喜恩居家護理所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

711巷2弄9號1樓

(07)521-1261

0918-928531
2/2-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