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 C 級巷弄長照站名冊(計 371處) 

統計時間:110年 4月 21日 

七大

分區 
行政區 里別 屬性 單位名稱 辦理時段 據點地址 

三民

分區 

三民區 鼎中里 醫事 C 
安加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附設高雄

市私立安加居家長照機構(鼎中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里金山

路253號1樓 

三民區 寶泰里 醫事 C 佳馨居家護理所(寶泰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三民區寶泰里壽昌

路291號 

三民區 同德里 醫事 C 
其昕事業附設高雄市私立其昕居家長

照機構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13

巷21號 

三民區 立德里 醫事 C 婦全婦產科診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三民區立德里建國

三路515號 

三民區 寶珠里 醫事 C 詠生五甘心物理治療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三民區春陽街280

號1樓 

三民區 本武里 醫事 C 頤欣居家護理所 
星期二、星期三上

午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420

巷15號(至善樓1樓) 

三民區 達勇力 醫事 C 康威藥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三民區達勇里九如

二路301號 

三民區 寶慶里 醫事 C 良醫診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三民區寶慶里九如

一路196號1樓 

三民區 寶安里 醫事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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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星期五上

午 

高雄市三民區寶安里覺民

路585號 

三民區 港西里 醫事 C 
安加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附設高雄

市私立安加居家長照機構(港西小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三民區港西里同愛

街62-1號 

三民區 港東里 醫事 C 康威藥局(港東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三民區港東里忠孝

一路473巷1號 



三民區 灣成里 醫事 C 家銨居家護理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三民區灣成里士良

街138號1樓 

三民區 正順里 醫事 C 必好藥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三民區正順里大順

二路373號1樓 

三民區 本和里 醫事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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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二四 

高雄市三民區本和里大和

街190號1樓 

三民區 鼎西里 醫事 C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大昌醫院 星期一、三上午 
高雄市三民區鼎西里金鼎

路66巷91號 

三民區 立業里 醫事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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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三民區立業里嫩江

街1巷25號 

三民區 安宜里 醫事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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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三民區安宜里唐山

街62號 

三民區 十美里 醫事 C 家福居家護理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三民區漢口街115

號 

三民區 鼎金里 醫事 C 
安加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附設高雄

市私立安加居家長照機構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里鼎金

中街25號 

三民區 寶國里 據點 C 高雄市三民區寶國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二、三 

08：30-12：30 
高雄市三民區民孝路54號 

三民區 鼎泰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基督教福氣教會 

星期一至六 

09：00-12:00 

星期二至星期五 

14：00-17：00 

高雄市三民區明哲路33號

B1 

三民區 安東里 據點 C 高雄市三民區安東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二、四 

08：30-12：30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292

號1樓 

三民區 安泰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三民區安泰社區發展

協會 

星期一至五 

08：30-11：00 

14：30-16：30 

高雄市三民區安泰里重慶

街274號 



三民區 安寧里 據點 C 高雄市燭光協會  

星期四 

08：30-12：00 

13：30-16：30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899

號 

三民區 德智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三民區八譽社區發展

協會 

星期三、四 

08：00-12：00 

星期三 

13：30-16：30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一街144

巷9號 

三民區 鼎泰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金齡協會 

星期一至五 

08：00-12：00 

14：00-17：00 

高雄市三民區鼎泰里明賢

街46號 

三民區 本館里 據點 C 高雄市芳療鬆筋美容健康協會 
星期一至五 

08：30-16：30 

高雄市三民區本館里大豐

一路189號 

三民區 德仁里 據點 C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

基金會(德仁站) 

星期一至五 

08：00-16：00 

高雄市三民區德仁里九如

二路150號3樓 

三民區 灣興里 據點 C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

基金會(灣興站) 

星期一至五 

08：00-15：30 

高雄市三民區灣興里灣興

街79號 

三民區 鼎西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三民區安泰社區發展

協會(鼎西站) 
星期一、三、五 

高雄市三民區鼎西里鼎新

路131號 

苓雅

分區 

鼓山區 雄峰里 醫事 C 尚毅牙醫診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鼓山區雄峰里雄峰

路29號1樓 

鼓山區 龍水里 醫事 C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星期一三四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南二路

18號 

鼓山區 龍水里 醫事 C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美術之星站) 
星期一、星期三上

午 

高雄市鼓山區龍水里美術

東四路372號 

鼓山區 平和里 醫事 C 喜恩居家護理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鼓山區平和里伊犁

街40號 

鼓山區 興宗里 醫事 C 惠勝藥局(興宗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鼓山區興宗里鼓山

二路71號 



鼓山區 登山里 醫事 C 曾藥局(登山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鼓山區登山里鼓山

一路53巷59號 

鼓山區 民強里 醫事 C 尚毅牙醫診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鼓山區民強里西藏

街207號 

鼓山區 厚生里 醫事 C 喜恩居家護理所(厚生據點)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鼓山區厚生里九如

四路576之1號 

鼓山區 忠正里 醫事 C 為好診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鼓山區忠正里九如

四路957號 

鼓山區 裕興里 醫事 C 尚毅牙醫診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45

號 

鼓山區 興宗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佛臨濟助會 
星期二 

08：00-17：00 

高雄市鼓山區興隆路321

號 

鼓山區 新民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濟興護老慈善會 

星期一 

08：00-12：00 

星期五 

13：30-17：00 

高雄市鼓山區延平街87-13

號3F 

鼓山區 明誠里 據點 C 高雄市新天地全人關懷協會 

星期三 

09：00-12：00 

13：30-16：00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中華

一路125號 

新興區 文昌里 醫事 C 
有限責任高雄市愛齡照護服務勞動合

作社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新興區文昌里信守

街102號 

新興區 振華里 醫事 C 
有限責任高雄市樹子照顧服務勞動合

作社私立樹子居家長照機構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二路472

號11樓之7 

新興區 永寧里 醫事 C 高雄市私立森宏居家長照機構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新興區永寧里民生

一路255巷5號 

新興區 興昌里 醫事 C 加福診所   
高雄市新興區興昌里錦田

路78巷6號 

新興區 大明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善護關愛協會(善護

站) 

星期一至五 

08：30-15：30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四路53

號2樓 



新興區 光耀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善護關愛協會(新興

站) 

星期一至五 

08：00-12：00 

13：30-17：30  

高雄市新興區黃海街62號

1樓 

新興區 南港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天心慈善會 

星期四 

08：30-17：00 

星期五 

08：30-12：00 

高雄市新興區忠孝一路417

號 

新興區 光耀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新興區德生社區發展

協會 

星期一至五 

08：30-17：00  

高雄市新興區黃海街62號

4樓 

新興區 開平里 據點 C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

基金會(新興站) 

星期二、四 

09：00-12：00 

高雄市新興區開平里河南

一路16號 

新興區 正氣里 據點 C 高雄市新興區新正氣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二、四 

09：30-12：30 

高雄市新興區正氣里忠孝

一路32號 

新興區 德政里 據點 C 財團法人台灣聖公會 星期四 
高雄市新興區忠孝一路262

號5樓 

前金區 博孝里 醫事 C 惠勝藥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前金區光復二街147

號 

前金區 長生里 醫事 C 惠勝藥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30

號 

前金區 東金里 據點 C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星期一 至五 

08：00-16：00 

高雄市前金區文武一街65

號 

前金區 青山里 據點 C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星期一至五 

08：30-17：00 

高雄市前金區青山里中正

四路151號4樓 

前金區 林投里 據點 C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林投

站) 

星期一至五 

08：30-17：00 

高雄市前金區林投里大同

二路54號之11 

苓雅區 普照里 醫事 C 佳馨居家護理所(普照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苓雅區普照里興中

一路98巷26號 

苓雅區 和煦里 醫事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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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上午 

星期四下午 

高雄市苓雅區和煦里復興

二路49巷11號 



苓雅區 五權里 醫事 C 高雄市立中醫醫院(五權站) 
星期一、星期四上

午 

高雄市苓雅區五權里武廟

路243號 

苓雅區 尚義里 醫事 C 高雄市立中醫醫院(尚義站) 星期二 
高雄市苓雅區尚義里光華

一路226號2樓 

苓雅區 林靖里 醫事 C 高雄市立中醫醫院(林靖站) 
星期三、星期五上

午 

高雄市苓雅區林靖里福德

三路109巷10號 

苓雅區 林南里 醫事 C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星期二、星期五上

午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8巷7

弄7號1樓 

苓雅區 奏捷里 醫事 C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星期二、星期四上

午 

高雄市苓雅區奏捷里凱旋

二路132號9樓 

苓雅區 林興里 醫事 C 高雄市私立達欣居家長照機構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苓雅區林興里廣東

二街123巷15號 

苓雅區 文昌里 醫事 C 惠勝藥局(文昌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苓雅區文昌里義勇

路191號 

苓雅區 正大里 醫事 C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星期三、星期五上

午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輔仁

路123號1樓 

苓雅區 意誠里 醫事 C 貝康居家護理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苓雅區意誠里自強

三路3號28樓之8B 

苓雅區 福東里 醫事 C 五塊厝診所附設護理之家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苓雅區福東里三多

一路137號 

苓雅區 仁政里 醫事 C 惠勝藥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苓雅區中興街163

號 

苓雅區 英明里 醫事 C 惠勝藥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三路367

巷1弄33號 

苓雅區 福人里 醫事 C 康威藥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苓雅區福人里武智

街100號 



苓雅區 民主里 據點 C 高雄市苓雅區民主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至五 

08：30-16：30 
高雄市苓雅區樂仁路10號 

苓雅區 林榮里 據點 C 
財團法人高雄市基督教青年會劉阿蘭

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星期一至五 

08：30-17：00 

高雄市苓雅區英明路166

號4樓 

苓雅區 林榮里 據點 C 
高雄市音樂養生慈善公益協會(苓榮

站) 

星期一至五 

09：00-17：00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三路871

巷1弄22號 

苓雅區 衛武里 據點 C 高雄市苓雅區衛武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三、五 

08：30-16：00 
高雄市苓雅區尚勇路17號 

苓雅區 奏捷里 據點 C 
高雄市音樂養生慈善公益協會(悅音

站) 

星期一至五 

09：00-17：00 

高雄市苓雅區河南路171-1

號 

苓雅區 普天里 據點 C 高雄市社區關懷協會 
星期二、三、五 

08：30-12：30 

高雄市苓雅區民權一路38

號 

苓雅區 福西里 據點 C 高雄市厝味社區全人關懷協會 
星期二 

08：30-16：30 

高雄市苓雅區輔仁路7巷

35號 

苓雅區 博仁里 據點 C 財團法人聖功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星期一至五 

09：00-16：30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三路149

號4樓 

苓雅區 林華里 據點 C 高雄市前鎮區復國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五 

08：30-12：30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二路437

號5樓 

苓雅區 田西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董娘樂齡照顧關懷協

會 

星期五 

08：30-16：30 

高雄市苓雅區田西里青年

二路101號 

苓雅區 五福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彩色頁女性願景協會 
星期三、四 

08：30-12：30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148

號 

鹽埕區 光明里 醫事 C 

社團法人台灣康復輔具及照護技術交

流協會附設高雄市私立台灣康復居家

長照機構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鹽埕區光明里新樂

街122號1樓 

左楠

分區 
左營區 新上里 醫事 C 

安加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附設高雄

市私立安加居家長照機構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142

巷5號1樓 



左營區 莒光里 醫事 C 楊雲志診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左營區和光街24巷

22號 

左營區 菜公里 醫事 C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銀髮開心派對)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左營區菜公里大中

二路628號3樓之1（循理

會海光教會） 

左營區 海勝里 醫事 C 尚毅牙醫診所(海勝里) 星期五 
高雄市左營區海勝里翠華

路597號 

左營區 路東里 醫事 C 王婦產科診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左營區廍後街10-2

號 

左營區 埤北里 醫事 C 
高雄市雄大心關懷協會附設私立雄大

心居家長照機構 
星期三全天 

高雄市左營區埤仔頭路32

巷12弄8號 

左營區 埤東里 據點 C 高雄市燭光協會 

星期一至五 

08：30-12：00 

13：30-16：30 

高雄市左營區蓮潭路30號 

左營區 光輝里 據點 C 高雄市左營區光輝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三、五 

08：30-11：00 

高雄市左營區後昌路643

巷26號 

左營區 果峰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左營區果峰長青社區

發展協會 

星期一、三、五、

六 

08：30-12：30 

星期一、四 

14：00-17：00 

高雄市左營區翠華路551

號 

左營區 新光里 據點 C 高雄市原生植物園創價協會 

星期一至五 

09：00-12：30 

13：30-16：30 

高雄市左營區重光路80、

82號 

左營區 新上里 據點 C 高雄市左營區新吉莊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二、四 

08：30-12：30 
高雄市左營區新吉街42號 

左營區 福山里 據點 C 
財團法人雙福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 

星期一至五 

09：00-17：30 

高雄市左營區榮耀街32號

1樓 



左營區 果貿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愛加倍全人關懷協會 
星期二、三、四 

09：00-12：30 

高雄市左營區果貿里果峰

街10巷7號1樓 

左營區 崇實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樹子照顧服務事業發

展協會(左營站) 

星期一至五 

09：00-17：00 

高雄市左營區先鋒路293

號 

左營區 聖南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社區發展促進會 
星期一至五 

09：00-17：00 

高雄市左營區聖南里店仔

頂路111號 

左營區 福山里 據點 C 高雄市左營區新福山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三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文慈

路293號 

左營區 廍南里 據點 C 高雄市左營區廍南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 高雄市左營區廍後街81號 

左營區 新下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亞鐳慈善會 
星期一至五 

08：30-16：30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435

號1樓 

左營區 果貿里 
文健

站 

高雄市原住民布農族文化關懷協進會 

左營區Cina文健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左營區果峰街10巷

1號1樓 

楠梓區 惠民里 醫事 C 
安加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附設高雄

市私立安加居家長照機構(惠民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里惠勇

街151號1樓 

楠梓區 藍田里 醫事 C 葉旭謨骨科診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里大學

南路605號 

楠梓區 興昌里 醫事 C 尚毅牙醫診所 星期一 
高雄市楠梓區興昌里盛昌

街222號 

楠梓區 慶昌里 醫事 C 
松柏物理治療所(松柏樂復易前鎮無

老醫事C據點)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楠梓區慶昌里泰良

街78號 

楠梓區 國昌里 醫事 C 橘子園居家物理治療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楠梓區國昌里民昌

街251號 

楠梓區 中陽里 醫事 C 世詠藥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楠梓區中陽里朝陽

路131巷22號2樓 



楠梓區 福昌里 醫事 C 
高雄市雄大心關懷協會附設私立雄大

心居家長照機構 
星期二、四上午 

高雄市楠梓區福昌里三山

街91號 

楠梓區 仁昌里 據點 C 高雄市楠梓區仁昌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二、三、五 

08：30-16：00 

高雄市楠梓區壽豐路461

號 

楠梓區 宏毅里 據點 C 高雄市大高雄社區營造協會 
星期一、三、五 

08：30-16：30 

高雄市楠梓區宏毅三路5

巷1-1號 

楠梓區 清豐里 據點 C 高雄市楠梓區清豐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五 

08：30-12：30 

星期三 

13：30-：16：30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5路66

號 

楠梓區 翠屏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楠梓區翠屏社區發展

協會 

星期一至五 

08：30-12：00 

13：30-17：30 

高雄市楠梓區德惠路55號 

楠梓區 大昌里 據點 C 高雄市楠梓區大昌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二至五 

08：30-12：00 

星期一 

08：30-16：00 

1.高雄市楠梓區廣昌里廣

昌街175巷37號(星期一

(上午)、三、四) 

2.高雄市楠梓區大昌里右

昌街123號(星期一(下

午)、二、五) 

楠梓區 加昌里 據點 C 高雄市楠梓區新加昌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二、四 

08：30-12：30 

14：00-17：00 

高雄市楠梓區壽民路16巷

16號 

楠梓區 隆昌里 據點 C 高雄市楠梓區真正昌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至五 

08：00-12：00 

13：00-16：30 

高雄市楠梓區隆昌里軍校

路880巷36弄18號 

楠梓區 惠豐里 據點 C 高雄市楠梓區新惠豐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二、五 

08：00-16：00 

高雄市楠梓區惠豐里青田

街87號 

楠梓區 廣昌里 據點 C 高雄市楠梓區新廣昌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二、五 

08：00-12：00 

高雄市楠梓區廣昌街175

巷37號 

楠梓區 宏榮里 據點 C 高雄市楠梓區宏榮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三 
高雄市楠梓區宏毅二路南

12巷2號 



楠梓區 藍田里 
文健

站 

社團法人高雄市基督教神國復興生命

成長協會 

楠梓區神國文健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21路

508號 

小港

分區 

小港區 高松里 醫事 C 
有限責任高雄市樹子照顧服務勞動合

作社私立樹子居家長照機構(高松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小港區高松里松興

路32巷3號1樓 

小港區 港興里 醫事 C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

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港興站) 
星期三 

高雄市小港區港興里福隆

街63號 

小港區 鳳興里 醫事 C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

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鳳興森站) 
星期一 

高雄市小港區鳳森里鳳林

路80巷33號 

小港區 青島里 醫事 C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

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青鳥里) 
星期二 

高雄市小港區青島里中光

街23號 

小港區 正苓里 醫事 C 戴銘浚婦兒醫院 星期三至五上午 
高雄市小港區正苓里宏平

路661號8樓 

小港區 坪頂里 醫事 C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

立高醫學大學經營) 
星期五 

高雄市小港區坪頂里大平

路12號 

小港區 鳳森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鳳林觀音慈愛會 
星期三、四 

08：00-12：00 

高雄市小港區鳳林路126

巷12-1號 

小港區 大苓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愛之船慈善會 

星期一、三、五  

08：30-12：00 

星期三 

13：30-17：30 

高雄市小港區中山四路29

號 

小港區 高松里 據點 C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

基金會(小港站) 

星期一至五 

08：00-16：00 

高雄市小港區高松里高松

路12之9號 

小港區 港后里 
文健

站 

高雄市原住民長青協會 

前鎮區長青文健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小港區翠亨南路

229-1號 

小港區 廈莊里 
文健

站 

台灣原住民生活發展協會 

小港區都會文健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小港區孔鳳路416

號2樓 

小港區 山明里 
文健

站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小港區娜麓灣文健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482

號(四樓護理部) 



前鎮區 盛興里 醫事 C 松柏物理治療所(盛興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前鎮區盛興里廣西

路466號2樓 

前鎮區 西甲里 醫事 C 高雄市私立達欣居家長照機構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前鎮區西甲里157

號4樓之1 

前鎮區 民權里 醫事 C 鄰好西醫診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里民權

二路180號1樓 

前鎮區 鎮昌里 醫事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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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四下午 
高雄市前鎮區鎮昌里鎮興

路82號 

前鎮區 竹中里 醫事 C 詠生五甘心物理治療所 星期四下午 
高雄市前鎮區竹中里廣州

三街351號 

前鎮區 瑞文里 據點 C 財團法人天主教社會慈善福利基金會 

星期一至五 

08：30-12：00 

13：30-16：30 

高雄市前鎮區瑞孝街33號 

前鎮區 明義里 據點 C 高雄市前鎮區明義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至五 

08：30-12：30 

星期五 

13：30-16：30 

高雄市前鎮區南衙路1號

2F 

前鎮區 興化里 據點 C 高雄市前鎮區鎮陽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30-12：30 

高雄市前鎮區新生路200

號 

前鎮區 竹西里 據點 C 高雄市前鎮區路中廟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至五 

08：30-12：00  

星期二 

13：30-16：00 

高雄市前鎮區竹西里廣東

三街73號3樓 

前鎮區 興邦里 據點 C 高雄市前鎮區興邦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二、四 

 08：30-12：30 
高雄市前鎮區鎮邦街63號 

前鎮區 興東里 據點 C 高雄市前鎮區幸福興東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三 

09：00-12：00 
高雄市前鎮區嘉陵街36號 

前鎮區 草衙里 據點 C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佛公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五 
高雄市前鎮區后安路152

號3樓 



林園區 王公里 醫事 C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

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王公站) 
星期四 

高雄市小港區王公里王公

路200巷7號(對面) 

(高雄市林園區王公里三張

廍公園旁) 

林園區 港嘴里 醫事 C 高雄市私立惠安居家長照機構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林園區港嘴里港嘴

二路154號1樓 

林園區 林園里 醫事 C 福安藥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里林園

北路288號 

林園區 林園里 據點 C 高雄市林園區文賢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至五 

08：00-16：00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里林園

北路180號 

林園區 中厝里 
文健

站 

高雄市原住民關懷協會 

林園區cemedas文健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林園區中厝里三官

路12號 

旗津區 上竹里 醫事 C 
高雄市立旗津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

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上竹站) 

星期三、星期五上

午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二路255

號 

旗津區 北汕里 醫事 C 
高雄市立旗津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

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北汕站) 
星期四 

高雄市旗津區北汕巷100-

280號 

(旗津活泉靈糧堂) 

旗津區 永安里 醫事 C 
高雄市立旗津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

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永安站) 

星期一、星期四上

午 

高雄市旗津區永安里吉祥

巷68號 

旗津區 復興里 醫事 C 
高雄市立旗津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

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復興站) 
星期六 

高雄市旗津區復興里中洲

三路333巷7號 

旗津區 實踐里 醫事 C 
高雄市立旗津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

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實踐站) 

星期一、星期五上

午 

高雄市旗津區實踐里北汕

尾巷6號 

旗津區 南汕里 醫事 C 
高雄市立旗津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

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南汕站) 
星期二、五上午 

高雄市旗津區中三路2號

(大願院) 

鳳山

分區 
鳳山區 鎮西里 醫事 C 

有限責任高雄市協和照顧服務勞動合

作社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鳳山區信義街50號 



鳳山區 中和里 醫事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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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鳳山區中和里信義

街303號1樓 

鳳山區 鎮北里 醫事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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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至四 
高雄市鳳山區鎮北里北賢

街9號 

鳳山區 文德里 醫事 C 
高雄市立鳳山醫院(委託長庚醫療財

團法人經營) 
星期一、三上午 高雄市鳳山區文澄街68號 

鳳山區 中正里 醫事 C 高雄市私立力嫻居家長照機構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鳳山區中正里工協

街39號1樓 

鳳山區 新武里 醫事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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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至四 
高雄市鳳山區新武里武營

路84巷45號 

鳳山區 南和里 醫事 C 泰樂職能治療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鳳山區南和里林森

路185巷10號 

鳳山區 福興里 醫事 C 杏和醫院 星期二至四 
高雄市鳳山區福興里臨海

街2號 

鳳山區 海洋里 醫事 C 泰樂職能治療所 星期二至六 
高雄市鳳山區凱旋路317

巷23號1樓 

鳳山區 瑞興里 醫事 C 泰樂職能治療所 星期二至六 
高雄市鳳山區瑞興路138

號 

鳳山區 生明里 據點 C 高雄市鳳山區生明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四 

08：00-12：00 

1高雄市鳳山區黃埔新村西

1巷1之2號(星期一) 

2.高雄市鳳山區光華東路

182號 (星期四) 

鳳山區 誠義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活泉愛鄰社區服務協

會 

星期一至五 

08：30-16：00 
高雄市鳳山區誠東街1號 

鳳山區 協和里 據點 C 高雄市鳳山區協和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二、三 

08：00-12：00 

1.高雄市鳳山區協和里五

權南路231號(星期二) 

2.高雄市鳳山區協和里自

治街65巷2號(星期三) 



鳳山區 忠孝里 據點 C 高雄市鳳山區忠孝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三、五 

08：00-12：00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1段

162巷26號 

鳳山區 文英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鳳山老人健康照護協

會 

星期一至五 

08：30-15：30 
高雄市鳳山區文南街66號 

鳳山區 中崙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關懷台灣協會 
星期三、四、五 

08：30-12：00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四路5

號 

鳳山區 國富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鳳山心故鄉社區營造

協會 

星期一、三、五 

08：00-16：30 
高雄市鳳山區國富路31號 

鳳山區 誠德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愛耆扶慈善關懷協會 
星期一至五 

08：30-16：00 
高雄市鳳山區誠體街68號 

鳳山區 老爺里 據點 C 台灣寬霖關懷協會(老爺站) 

星期二 、五 

08：30-17：00 

星期三 

13：30-17：00 

星期四 

08：30-12：00 

高雄市鳳山區興隆街42號 

鳳山區 福誠里 據點 C 高雄市鳳山區二0五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三 

08：00-12：00 

高雄市鳳山區福誠里福誠

二街168號2樓 

鳳山區 海光里 據點 C 高雄市鳳山區新海光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三、四、

五 

08：30-11：30 

高雄市鳳山區勝利路22號 

鳳山區 福誠里 據點 C 
財團法人高雄市郭吳麗珠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 

星期一至五 

08：30-12：30 

13：30-17：30 

高雄市鳳山區福誠里自強

二路195號1樓 

鳳山區 瑞竹里 據點 C 台灣寬霖關懷協會(瑞竹站) 
星期一、三 

08：30-17：00 

高雄市鳳山區瑞竹里中山

東路213巷5號 

鳳山區 正義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親職教育關懷照護協

會 

星期三 

09：00-17：00 

高雄市鳳山區正義里南江

街185號2樓 



鳳山區 鎮北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愛智家園社區關懷協

會 

星期一 至五 

08：30-17：00 

高雄市鳳山區北文街82巷

1號 

鳳山區 埤頂里 據點 C 高雄市鳳山區埤頂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五 
高雄市鳳山區埤頂里鳳埤

街85號 

鳳山區 新甲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親職教育關懷照護協

會(新甲站) 
星期一 高雄市鳳山區新康街21號 

鳳山區 三民里 據點 C 中華無限愛關懷協會 
星期一、四 

08：30-12：30 

高雄市鳳山區三民里三民

路12號 

鳳山區 文德里 據點 C 高雄市照顧成長關懷協會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２號

ㄧ樓 

鳳山區 中正里 
文健

站 

高雄市關懷婦幼協會 

鳳山區vuvu文健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鳳山區中正里鳳翔

新村17號(辦公室會址) 

大寮區 永芳里 醫事 C 曾藥局(永芳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大寮區永芳里萬丹

路568號 

大寮區 內坑里 醫事 C 曾藥局(內坑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大寮區內坑里內坑

路105號 

大寮區 中興里 醫事 C 高雄市私立惠安居家長照機構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大寮區中興里中正

路65巷1號 

大寮區 義和里 醫事 C 高雄市私立健喬居家長照機構 
星期三、星期五上

午 

高雄市大寮區義和里義和

路154之4號 

大寮區 後庄里 據點 C 高雄市大寮區後庄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四 

08：30-15：00 

高雄市大寮區後庄里成功

路188號 

大寮區 大寮里 據點 C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二、五 

08：00-12：00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路781

號 

大寮區 中庄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大寮區中庄社區發展

協會 

星期一至五 

08：00-16：00 

高雄市大寮區光明路3段

1257巷51號 



大寮區 會結里 據點 C 高雄市大寮區會結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二、四 

08：00-12：00 

高雄市大寮區會結里會興

三街155號 

大寮區 溪寮里 據點 C 高雄市大寮區溪寮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二、三、四 

08：00-12：00 
高雄市大寮區溪寮路14號 

大寮區 永芳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活力健康關懷協會 

星期二、四 

08：30-16：00 

星期五、六 

08：30-12：30 

高雄市大寮區永芳路87-5

號 

大寮區 會社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永安社會福利協會 
星期一至五 

08：00-17：00 

高雄市大寮區會社里正氣

路32號 

大寮區 三隆里 據點 C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

基金會(大寮站) 

星期一至五 

08：00-16：00 

高雄市大寮區三隆里三隆

路299號 

大寮區 三隆里 據點 C 高雄市大寮區三隆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二、五 

08：00-12：00 
高雄市大寮區正隆街45號 

大寮區 上寮里 據點 C 高雄市大寮區上寮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二、四 

08：00-12：00 
高雄市大寮區上寮路41號 

大寮區 會社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文教協會 星期三 
高雄市大寮區會社里鳳林

三路315-22號3樓 

大寮區 忠義里 
文健

站 

高雄市原住民族社會關懷協會 

大寮區瑪樂筏文健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大寮區忠義里忠義

路1號(忠義國小) 

大樹區 久堂里 醫事 C 樺樹診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大樹區久堂里中興

街250號 

大樹區 檨腳里 據點 C 高雄市大樹區檨腳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三、四 

08：30-12：30 

高雄市大樹區中興南路1

巷46號 

大樹區 統嶺里 據點 C 高雄市大樹區統嶺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三、四 

13：30-17：30 

高雄市大樹區統嶺路91-9

號 



大樹區 大坑里 據點 C 高雄市大樹區大坑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四 

08：30-16：30 

高雄市大樹區大坑里大坑

路188號 

大樹區 檨腳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大樹長青會 

星期一至五 

07：30-11：30 

15：00-18：00 

高雄市大樹區實踐街98號 

大樹區 興田里 據點 C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三、六 

08：00-12：00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70-30

號 

大樹區 九曲里 
文健

站 

高雄市原住民關懷協會 

大樹區大樹文健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大樹區九曲里九曲

路498號(九曲國小) 

大社區 保社里 據點 C 高雄市大社區保社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三、五 

08：00-12：00    

高雄市大社區中正路367-1

號 

大社區 觀音里 據點 C 高雄市大社區觀音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至五 

08：00-12：00 

13：00-16：00 

高雄市大社區新生街51號 

大社區 中里里 據點 C 高雄市大社區中里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三、四 

08：00-12：00 

高雄市大社區文明路10巷

3號 

大社區 大社里 據點 C 高雄市大社區大社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四 

08：00-17：00 

高雄市大社區大社路116-1

號 

大社區 大社里 據點 C 高雄市大社區長老福利協進會 
星期五 

08：00-16：00 

高雄市大社區大社路87-3

號 

仁武區 文武里 醫事 C 
安加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附設高雄

市私立安加居家長照機構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仁武區文武里文教

街71號1樓 

仁武區 烏林里 據點 C 高雄市仁武區烏林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17：00 

高雄市仁武區林森巷23-1

號 

仁武區 仁武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仁武慈暉志願協會 
星期一至五 

08：30-15：30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94號 



仁武區 竹後里 據點 C 高雄市仁武區竹後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至五 

08：30-16：30 

高雄市仁武區竹後里大福

街249號 

仁武區 赤山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安和社會福利發展協

會(赤山站) 

星期一至五 

08：30-16：30 

高雄市仁武區赤山里仁孝

路450巷17號 

仁武區 八卦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臺灣雷特氏症病友關懷協會 
星期一至五 

08：30-17：00 

高雄市仁武區京吉一路78

號 

仁武區 八卦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安和社會福利發展協

會(八卦站) 

星期一至五 

08：30-16：30 

高雄市仁武區八卦里八德

西路2012號 

仁武區 仁和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聰動成長協會 
星期一至五 

08：30-16：30 

高雄市仁武區仁和里鳳仁

路17-4號 

仁武區 仁慈里 據點 C 台灣傳明社會公益協會 
星期五 

08：30-16：30 

高雄市仁武區仁慈里仁慈

路75號 

仁武區 後安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仁武慈暉志願協會

(後安站) 

星期二 

09：00-16：30 

高雄市仁武區後安里安樂

三街76巷1號 

仁武區 考潭里 據點 C 臺灣長照產業聯合協會(仁武站) 
星期一至五 

08：30-16：30 

高雄市仁武區考潭里綠園

新村156號 

仁武區 文武里 據點 C 高雄市康馨關懷協會 
星期一 

08：30-16：00 

高雄市仁武區文武里安樂

一街391號 

仁武區 仁和里 據點 C 高雄市仁武區仁和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五 

08:00-12:00 

高雄市仁武區仁和里仁雄

路17-12號 

仁武區 仁武里 
文健

站 

高雄市仁武原住民協進會 

仁武區瑪利鄧艾文健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94號

3樓 

鳥松區 鳥松里 醫事 C 感恩婦產科診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鳥松區鳥松里文前

路106號 

鳥松區 大竹里 醫事 C 
有限責任高雄市樹子照顧服務勞動合

作社私立樹子居家長照機構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鳥松區大竹里大竹

路19-1號 



鳥松區 仁美里 醫事 C 恆康居家護理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鳥松區仁美里神農

路745-3號 

鳥松區 鳥松里 據點 C 財團法人玄光聖堂 

星期一、 二、

三、五 

08：30-12：00 

高雄市鳥松區鳥松里松埔

北巷29之10號 

鳥松區 大華里 據點 C 
高雄市芳療鬆筋美容健康協會(大華

站) 

星期二、四 

08：30-12：00 

高雄市鳥松區大華里本館

路429號 

岡山

分區 

岡山區 仁義里 醫事 C 和春護理之家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岡山區筧橋路7號2

樓(勵志新城乙區) 

岡山區 後紅里 醫事 C 

社團法人高雄市照顧技術推廣協會附

設高雄市私立高雄照協居家式服務類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岡山區後紅里三民

路38號1樓 

岡山區 竹圍里 醫事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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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里竹圍

北街132巷17-1號 

岡山區 灣裡里 醫事 C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

基金會附設高雄市私立慈濟綜合長照

機構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岡山區灣裡里岡山

北路6號 

岡山區 為隨里 醫事 C 
高雄市立岡山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

團法人經營)(為隨站) 

星期三、星期五上

午 

高雄市岡山區為隨里為隨

路134-1號(活動中心) 

岡山區 灣裡里 醫事 C 
高雄市立岡山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

團法人經營)(灣裡站) 

星期二、星期四上

午 

高雄市岡山區灣裡里灣裡

路2號(活動中心) 

岡山區 大遼里 醫事 C 
高雄市私立旭安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岡山區大遼里大遼

路13號 

岡山區 平安里 醫事 C 
安加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附設高雄

市私立安加居家長照機構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岡山區平安里文賢

路39號1樓 

岡山區 福興里 醫事 C 
安加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附設高雄

市私立安加居家長照機構(福興小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岡山區福興里頂潭

路13巷71號1樓 

岡山區 仁壽里 醫事 C 佛光聯合診所 星期二至六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里中華

路116號3樓 



岡山區 維仁里 醫事 C 
安加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附設高雄

市私立安加居家長照機構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岡山區維仁里維仁

路145-27號 

岡山區 壽天里 據點 C 高雄市岡山老人福利協進會 
星期一、二 

08：30-12：00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路66號 

岡山區 協和里 據點 C 高雄市岡山區協和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二、五 

08：30-12：30 
高雄市岡山區協和街64號 

岡山區 後協里 據點 C 高雄市岡山區大後協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三、五 

08：00-12：00 

高雄市岡山區後協路75巷

2號 

岡山區 仁義里 據點 C 高雄市岡山區筧橋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五 

08：30-12：30 
高雄市岡山區筧橋路11號 

岡山區 協榮里 據點 C 高雄市岡山區協榮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二、四 

08：30-12：00 

高雄市岡山區協榮里久和

路53號之1 

岡山區 石潭里 據點 C 高雄市精障社區復健關懷協會 
星期一至五 

09：00-16：00  

高雄市岡山區石潭里石潭

路橫巷29之4號 

岡山區 壽天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台灣康復輔具及照護技術交

流協會 

星期一、五 

09：00-12：00 

星期二、四 

09：00-16：00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里公園

東路58號 

岡山區 嘉峰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安和社會福利發展協

會(嘉峰站) 

星期一至五 

08：30-16：30 

高雄市岡山區嘉峰里宮中

街50號 

岡山區 大莊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生命源全人關懷協會 
星期二、五 

08：30-12：00 

高雄市岡山區大莊路350

號 

岡山區 後紅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照顧技術推廣協會 
星期二、四 

08：30-12：00 

高雄市岡山區後紅里大仁

南路76號 

岡山區 嘉興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安和社會福利發展協

會(嘉興站) 

星期二 

08：00-16：00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路374-3

號 

岡山區 信義里 
文健

站 

財團法人高雄市原住民多元文化族群

生活文教創意協會 

岡山區多元文健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岡山區信義里柳橋

西路1號 



橋頭區 仕隆里 醫事 C 佑泰物理治療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橋頭區成功南路5-1

號 

橋頭區 仕豐里 醫事 C 
安加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附設高雄

市私立安加居家長照機構(仕豐小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橋頭區仕豐里仕豐

路164號 

橋頭區 筆秀里 據點 C 高雄市橋頭區筆秀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 

08：00-16：00 

星期三、五 

08：00-12：00 

高雄市橋頭區筆秀路廟前

巷4號 

橋頭區 橋頭里 據點 C 高雄市橋頭婦女民主促進會 
星期三 

08：00-16：00 

高雄市橋頭區成功路237

號 

橋頭區 德松里 據點 C 高雄市橋頭區德松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 

08：00-16：00 

高雄市橋頭區德松里德松

路和平巷1-1號 

橋頭區 東林里 據點 C 高雄市橋頭區東林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三 

08：30-12：30 

高雄市橋頭區里林東路楊

厝巷6號 

橋頭區 新莊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善護關愛協會(橋頭

站) 

星期二、五、六 

08：30-12：30 

高雄市橋頭區新莊里佛神

路47-1號 

燕巢區 深水里 醫事 C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星期二、星期四上

午 

高雄市燕巢區深水里臥牛

巷25號 

燕巢區 角宿里 醫事 C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星期一三上午 
高雄市燕巢區角宿里角宿

路6-1號 

燕巢區 南燕里 醫事 C 橘子園居家物理治療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燕巢區南燕里中民

路623巷10號 

燕巢區 安招里 醫事 C 

社團法人台灣康復輔具及照護技術交

流協會附設高雄市私立台灣康復居家

長照機構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燕巢區安招里新厝

巷8號1樓 

燕巢區 金山里 據點 C 高雄市燕巢區金山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三 

08：30-12：30 

高雄市燕巢區金山路鞍平

巷3-1號 

田寮區 崇德里 據點 C 高雄市田寮區崇德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至五 

08：30-16：30 

高雄市田寮區崇德路9-1

號 



田寮區 西德里 據點 C 高雄市田寮區西德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四 

08：30-11：30 

高雄市田寮區西德路42-1

號 

田寮區 古亭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田寮老人福利協進會 
星期三、五 

08：30-12：00 
高雄市田寮區古亭路7號  

田寮區 新興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台灣湧泉關懷協會(田寮站) 
星期二 

09：00-17：00 

高雄市田寮區新興里新興

路16號 

阿蓮區 南蓮里 醫事 C 旭安居家護理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阿蓮區南蓮里中正

路389號1樓 

阿蓮區 阿蓮里 據點 C 高雄市阿蓮區阿蓮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三、四、五 

08：30-16：30 
高雄市阿蓮區成功街66號 

阿蓮區 崗山里 據點 C 高雄市阿蓮區崗山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四 

08：00-12：30 

高雄市阿蓮區崗山里崗山

70號 

路竹區 甲北里 醫事 C 正安居家護理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路竹區甲北里平和

路2號1樓 

路竹區 北嶺里 醫事 C 
高雄市立岡山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

團法人經營)(北嶺站) 

星期二、星期四上

午 

高雄市路竹區北嶺里民治

路16巷22號 

路竹區 竹西里 醫事 C 
高雄市立岡山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

團法人經營)(竹西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路竹區竹西里中山

路474巷63號 

路竹區 頂寮里 醫事 C 溫賀睿和醫院(頂寮站) 星期三 
高雄市路竹區頂寮里三公

路54號 

路竹區 後鄉里 醫事 C 
高雄市立岡山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

團法人經營) 
星期三五上午 

高雄市路竹區後鄉里順安

路189巷13號 

路竹區 社中里 醫事 C 正安居家護理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路竹區社中里潭墘

路290號1樓 

路竹區 竹園里 醫事 C 
高雄市立岡山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

團法人經營)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路竹區竹園里新生

路88號 



路竹區 竹滬里 醫事 C 溫賀睿和醫院 星期二 
高雄市路竹區竹滬里成功

路12號 

路竹區 竹南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路竹社會福利協會 
星期一至五 

09：00-16：00 

高雄市路竹區竹南里竹南

街5號 

路竹區 竹西里 據點 C 高雄市路竹區竹西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三 

08：30-11：30 
高雄市路竹區聖母街70號 

路竹區 竹東里 據點 C 高雄市路竹區竹東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二 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63號 

湖內區 大湖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湖內區大湖社區發展

協會 

星期一、三、五 

08：30-16：30 

高雄市湖內區民權路30巷

38號 

湖內區 文賢里 據點 C 高雄市湖內區文賢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三 

08：30-16：00 

高雄市湖內區中正路二段

242號 

湖內區 劉家里 據點 C 高雄市湖內區劉家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二、四 

08：00-12：00 
高雄市湖內區仁愛街89號 

湖內區 公館里 據點 C 高雄市湖內區田尾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四 

08：00-15：30 

高雄市湖內區民權路244

巷10-1號 

湖內區 公館里 據點 C 高雄市湖內區公館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至五 

08：30-17：00 

高雄市湖內區中正路一段

53巷1號 

湖內區 湖內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湖內老人健康促進會 

星期三 

08：30-12：00 

星期五 

08：30-12：00 

高雄市湖內區東方路260

號 

湖內區 海山里 據點 C 高雄市湖內和平關懷協會 星期三 
高雄市湖內區和平路115

號 

茄萣區 嘉賜里 醫事 C 荷園居家護理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茄萣區忠孝街222

號 

茄萣區 光定里 據點 C 高雄市茄萣婦女工作協會 

星期一、三、五、

六 

08：30-12：30 

高雄市茄萣區忠孝街29號

2樓 



永安區 保寧里 據點 C 高雄市永安區保寧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二、四、五 

08：00-12：00 

星期二 

13：30-16：30  

高雄市永安區保安路16巷

2-1號 

彌陀區 彌陀里 醫事 C 善逸居家護理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彌陀區彌陀里中正

路11號1樓 

梓官區 赤東里 醫事 C 善逸居家護理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梓官區赤東里中正

路519號 

梓官區 典寶里 醫事 C 康威藥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梓官區典寶里大舍

南路230號 

梓官區 赤崁里 據點 C 高雄市梓官區赤崁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四 

08：00-12：00 

高雄市梓官區赤崁東路57

號 

梓官區 梓信里 據點 C 高雄市梓官區梓信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至五  

08:30-15:30 
高雄市梓官區中學路73號 

梓官區 大舍里 據點 C 高雄市梓官區大舍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二、五 

08：00-12：00 

高雄市梓官區大舍里大舍

東路公厝巷4號 

梓官區 梓義里 據點 C 高雄市梓官區梓義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三、五  

08：30-12：30 

高雄市梓官區梓義里進學

路57號 

梓官區 茄苳里 據點 C 高雄市赤慈長青會 
星期一、四 

08：00-12：00 

高雄市梓官區茄苳里嘉好

路64巷1號 

梓官區 智蚵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劦助慈善會 
星期一、三 

08：30-16：00 

高雄市梓官區智蚵里通港

路23號 

旗山

分區 
旗山區 中正里 醫事 C 聖星診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旗山區中正里福正

街10-6號 



旗山區 永和里 醫事 C 
有限責任台灣金綻照顧服務勞動合作

社附設高雄市私立金綻居家長照機構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旗山區永和里延平

一路37號 

旗山區 大林里 據點 C 高雄市旗山區大林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三、五 

08：00-16：00 

高雄市旗山區大林里自強

巷17號 

旗山區 南洲里 據點 C 高雄市旗山區南新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至五 

07：30-11：00 

13：30-16：30  

高雄市旗山區南洲里石岩

巷1-1號 

旗山區 圓富里 據點 C 高雄市旗山區圓富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四 

08：00-16：00 

高雄市旗山區旗甲路二段

256巷4號 

旗山區 中寮里 據點 C 高雄市旗山區中寮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五 

08：00-16：00 

高雄市旗山區中寮二路47-

1號 

旗山區 東昌里 據點 C 高雄市旗山區糖廠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至五 

08：00-16：00 

高雄市旗山區忠孝街33-8

號(10號倉庫) 

旗山區 南勝里 據點 C 高雄市旗山區勝湖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五 

08：00-16：00 

高雄市旗山區旗南3路

163-2號 

旗山區 中洲里 據點 C 高雄市旗山區中洲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二、四 

08：00-12：30 

高雄市旗山區中洲里中洲

路151-1號 

旗山區 東平里 據點 C 高雄市旗山區東平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四、五 

08：30-12：30 

高雄市旗山區東平里興中

路137巷5號 

旗山區 大德里 據點 C 高雄市旗山區大德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四 

08：00-12：30 

高雄市旗山區大德里復新

東街16巷7之1號 

旗山區 廣福里 據點 C 高雄市旗山區廣福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五、日 

08：30-12：30 

高雄市旗山區廣福里旗屏

二路16號 

旗山區 三協里 據點 C 台灣活力社會福利協會 
星期三，四 

08：30-12：00 

高雄市旗山區三協里花旗

二路108號 

美濃區 吉和里 醫事 C 幸福居家護理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美濃區吉和里忠孝

路二段97巷23號 



美濃區 中壇里 醫事 C 高雄市私立幸福居家長照機構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美濃區中壇里中正

路二段761號 

美濃區 合和里 醫事 C 松柏物理治療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美濃區美中路246

號1樓 

美濃區 吉洋里 醫事 C 高雄市私立幸福居家長照機構 星期二、四上午 
高雄市美濃區吉洋里吉洋

路12之3號 

美濃區 龍山里 醫事 C 美恩居家護理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美濃區龍山里龍山

街37號 

美濃區 廣德里 醫事 C 美恩居家護理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美濃區德里廣興街1

號 

美濃區 獅山里 據點 C 高雄市美濃區獅山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至五 

08：00-12：00 

14：00-17：00 

高雄市美濃區獅山街57號 

美濃區 中壇里 據點 C 社團法人高雄市美濃老人福利協進會 
星期一、四 

08：00-12：00 

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二段

351號 

美濃區 中壇里 據點 C 高雄市美濃區南興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二、三、五 

08：00-12：00 

星期二 

13：30-16：30 

高雄市美濃區五榖街32號 

美濃區 吉和里 據點 C 高雄市美濃區吉和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二、四 

08：00-12：00 

高雄市美濃區吉和里和興

路18號 

美濃區 福安里 據點 C 高雄市美濃區福安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三 

08：00-12：00 

14：30-16：30 

高雄市美濃區福安街21號 

六龜區 義寶里 醫事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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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六龜區義寶里光復

路107號 

六龜區 新發里 據點 C 高雄市六龜新開部落發展協會 
星期一至五 

08：30-15：30 

高雄市六龜區和平路305-2

號 



六龜區 荖濃里 據點 C 高雄市六龜區荖濃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二、三 

08：00-12：30 
高雄市六龜區裕濃路27號 

六龜區 六龜里 據點 C 高雄市六龜區六龜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四、五 

08：00-12：00 
高雄市六龜區華北街60號 

六龜區 中興里 據點 C 高雄市六龜區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至五 

08：00-16:00 

高雄市六龜區中興里中庄

194號 

六龜區 文武里 據點 C 高雄市六龜區文武社區發展協會   
高雄市六龜區文武里光明

巷40號 

甲仙區 西安里 醫事 C 美恩居家護理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甲仙區西安里文化

路65-1號 

甲仙區 和安里 據點 C 高雄市甲仙區甲仙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四 

08：00-12：00 
高雄市甲仙區中山路56號 

甲仙區 大田里 據點 C 高雄市甲仙區大田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至五 

08：30-11：30 

13：30-15：30 

高雄市甲仙區新興路49-1

號 

甲仙區 寶隆里 據點 C 高雄市甲仙區寶隆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三  

08：00-12：00 

高雄市甲仙區寶隆里嶺頂

巷1號 

杉林區 月眉里 醫事 C 
有限責任台灣金綻照顧服務勞動合作

社附設高雄市私立金綻居家長照機構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杉林區月眉里清水

路66號 

杉林區 大愛里 醫事 C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

基金會附設高雄市私立慈濟綜合長照

機構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杉林區大愛里大愛

路3號 

杉林區 新庄里 據點 C 高雄市杉林區新和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至五 

08：30-15：30 

高雄市杉林區新庄里司馬

路384巷54號 

杉林區 杉林里 據點 C 高雄市杉林區杉林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二、五  

08：00-12：00 

高雄市杉林區杉林里合森

巷109號 

杉林區 大愛里 
文健

站 

高雄市活水全人關懷協會 

杉林區米乎咪尚文健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杉林區大愛里協力

街92 號 



杉林區 大愛里 
文健

站 

高雄市那瑪夏區婦幼成長關懷協會 

杉林南沙魯文化健康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杉林區大愛里和氣

街28巷2-1號 

內門區 三平里 據點 C 高雄市內門區三平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至五 

08：00-16：00 

高雄市內門區三平里橫山

9-31號 

內門區 溝坪里 據點 C 高雄市內門區溝坪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至五 

08：00-16：00 

高雄市內門區溝坪廣福40-

1號 

內門區 木柵里 據點 C 高雄市內門區木柵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三、五 

08：00-12：00 

高雄市內門區木柵里木柵

30-1號 

內門區 內門里 據點 C 高雄市內門老人福利協進會 
星期二、三 

08：00-12：00 

高雄市內門區內門里內門

13之10號 

內門區 內門里 據點 C 高雄市內門區內門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至五 

08：30-16：30 

高雄市內門區內門里內門

56-9號 

內門區 觀亭里 據點 C 高雄市內門區觀亭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至五 

08：30-16：30 

高雄市內門區番仔路16-5

號 

內門區 內東里 據點 C 高雄市內門區內東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四 

08：00-12：30 

高雄市內門區內東里虎頭

山20號 

茂林區 茂林里 
文健

站 

社團法人高雄市茂林原住民婦幼發展

協會 

茂林區茂林文健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茂林區茂林里37號 

茂林區 萬山里 
文健

站 

高雄市茂林區萬山社區發展協會 

茂林區萬山文健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茂林區萬山里4鄰

39-1號 

茂林區 多納里 
文健

站 

高雄市茂林社區營造協會 

茂林區多納文健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茂林區多納里44號

(文健站教室) 

高雄市茂林區多納里36-1

號(文健站辦公室) 

桃源區 高中里 據點 C 
高雄市原住民文化藝術發展協會(高

中站) 

星期一至五 

08：00-16：00 

高雄市桃源區高中里興中

巷95號 

桃源區 建山里 據點 C 高雄市桃源區建山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一至五 

08：00-12：00 

高雄市桃源區建山里建山

路86號 



星期三、五 

13：00-16：00 

桃源區 梅山里 
文健

站 

高雄市桃源區梅山社區發展協會 

桃源區梅山文健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桃源區梅山里38-5

號 

桃源區 復興里 
文健

站 

高雄市桃源區復興社區發展協會 

桃源區復興文健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桃源區復興里愛玉

路20號 

桃源區 勤和里 
文健

站 

高雄市桃源勤和就地重建發展 

桃源區勤和文健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桃源區南橫公路三

段27號 

桃源區 桃源里 
文健

站 

高雄市桃源區嘎拉鳳社區發展協會 

桃源區嘎拉鳳文健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桃源區桃源里南進

巷108-10號 

桃源區 高中里 
文健

站 

高雄市桃源區高中社區發展協會 

桃源區嗨杏文健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桃源區高中里興中

巷61號 

桃源區 建山里 
文健

站 

財團法人臺安基金會 

桃源區建山文健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桃源區建山里59號 

桃源區 寶山里 
文健

站 

高雄市桃源區寶山社區發展協會 

桃源區寶山文健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桃源區寶山里寶山

巷59號 

桃源區 
拉芙蘭

里 

文健

站 

高雄市桃源區拉芙蘭社區發展協會 

拉芙蘭文化健康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桃源區拉芙蘭里三

鄰南橫公路五段108號 

那瑪夏

區 

南沙魯

里 
醫事 C 美恩居家護理所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那瑪夏區南沙魯里

鞍山巷76號(LU MAH民宿) 

那瑪夏

區 

達卡努

瓦里 

文健

站 

高雄市布農族社會永續發展協會 

那瑪夏區瑪星哈蘭文健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那瑪夏區達卡努瓦

里大光巷6鄰113號 

那瑪夏

區 

達卡努

瓦里 

文健

站 

高雄市立文化藝術發展協會 

那瑪夏區達卡努瓦文健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那瑪夏區達卡努瓦

里2鄰秀嶺巷82號 

那瑪夏

區 

達卡努

瓦里 

文健

站 

社團法人高雄市原住民婦女永續發展

協會 

那瑪夏區瑪雅文健站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那瑪夏區達卡努瓦

里秀嶺巷128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