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單位名稱 行政區
服務

里別
服務時段 辦理時間 據點地址 備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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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力站)
三民區 鼎力里 08:30-16:3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三民區鼎力里鼎信街42號13樓

2 佳馨居家護理所(寶泰站) 三民區 寶泰里 09:00-16:0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三民區寶泰里壽昌路291號

3 其昕事業附設高雄市私立其昕居家長照機構 三民區 同德里 08:30-16:3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13巷21號

4 婦全婦產科診所 三民區 立德里 09:00-16:3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三民區立德里建國三路515號

5 詠生五甘心物理治療所 三民區 寶珠里 08:30-16:3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三民區春陽街280號1樓

6 頤欣居家護理所 三民區 本武里 08:3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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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康威藥局 三民區 達勇里 09:00-16:0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三民區達勇里九如二路301號

8 良醫診所 三民區 寶慶里 09:00-16:01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三民區寶慶里九如一路196號1樓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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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安站)
三民區 寶安里

08:30-11:30

13:30-16:30
星期三、星期五上午 高雄市三民區寶安里覺民路585號

10 惠勝藥局(永芳站) 大寮區 永芳里 09:00-15:3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大寮區永芳里萬丹路568號

11 惠勝藥局(內坑站) 大寮區 內坑里 09:00-15:3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大寮區內坑里內坑路105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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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港區 高松里 09:00-16:0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小港區高松里松興路32巷3號1樓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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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港區 港興里 09:00-16:30 星期三 高雄市小港區港興里福隆街63號

14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經營)(鳳興站)
小港區 鳳興里 09:00-16:30 星期一 高雄市小港區鳳興里鳳林路80巷33號

15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經營)(青島站)
小港區 青島里 09:00-16:30 星期二 高雄市小港區青島里中光街23號

16 戴銘浚婦兒醫院 小港區 正苓里
08:30-12:00

08:30-16:00

星期三上午

星期四至五全天
高雄市小港區正苓里宏平路661號8樓

17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醫學大學經

營)(坪頂站)
小港區 坪頂里 09:00-16:30 星期五 高雄市小港區坪頂里大平路12號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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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站)
仁武區 文武里 08:30-16:3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仁武區文武里新寶街51巷10號1樓

19 林重慶診所 內門區 木柵里 08:30-16:3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內門區木柵里木柵26號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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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上站)
左營區 新上里 08:30-16:3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142巷5號1樓

21 楊雲志診所 左營區 莒光里 08:30-16:0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左營區和光街24巷22號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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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杉林區 月眉里 09:00-16;3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杉林區月眉里清水路66號

23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高雄市私

立慈濟居家長照機構(大愛站)
杉林區 大愛里 08:30-16:0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杉林區大愛里大愛路3號

24 和春護理之家 岡山區 仁義里 08:00-17:0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岡山區筧橋路7號2樓(勵志新城乙區)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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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岡山區 後紅里 08:30-16:3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岡山區後紅里三民路38號1樓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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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岡山區 竹圍里 09:00-16:3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里竹圍北街132巷17-1號

27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高雄市私

立慈濟居家長照機構(灣裡站)
岡山區 灣裡里 08:30-16:0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岡山區灣裡里岡山北路6號

28
高雄市立岡山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為

隨站)
岡山區 為隨里 08:3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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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高雄市立岡山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灣

裡里)
岡山區 灣裡里 08:3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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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高雄市私立旭安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岡山區 大遼里 09:00-17:0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岡山區大遼里大遼路13號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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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園區 王公里 09: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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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松柏物理治療所(盛興站) 前鎮區 盛興里 08:30-16:0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前鎮區盛興里廣西路466號2樓

33 高雄市私立達欣居家長照機構(良和站) 前鎮區 良和里 09:00-12:00 星期二、四上午 高雄市前鎮區良和里一德街38號

核定公告時間：109年6月10日(三)

109年度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C級巷弄長照站  -  核定公告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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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鄰好西醫診所 前鎮區 民權里 08:00-16:0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里民權二路180號1樓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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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內站)
前鎮區 竹內里 08:30-11:30 星期三至四 高雄市前鎮區竹內里育樂路140號

36 幸福居家護理所 美濃區 吉和里 09:00-16:0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美濃區吉和里忠孝路二段97巷23號

37 松柏物理治療所(吉東站) 美濃區 吉東里 08:00-16:00 星期三 高雄市美濃區吉東里吉頂15號

38 高雄市私立幸福居家長照機構 美濃區 中壇里 09:00-16:0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美濃區中壇里中正路二段761號

39 松柏物理治療所(合和站) 美濃區 合和里 08:30-16:0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美濃區美中路246號1樓

40 佳馨居家護理所(普照站) 苓雅區 普照里 09:00-16:0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苓雅區普照里興中一路98巷26號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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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煦站)
苓雅區 和煦里

08:30-11:30

13:3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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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高雄市立中醫醫院(五權站) 苓雅區 五權里 09:00-12:00 星期一、星期四上午 高雄市苓雅區五權里武廟路243號

43 高雄市立中醫醫院(尚義站) 苓雅區 尚義里 09:00-17:00 星期二 高雄市苓雅區尚義里光華一路226號2樓

44 高雄市立中醫醫院(林靖站) 苓雅區 林靖里 0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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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苓雅區 林南里 08: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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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奏捷站) 苓雅區 奏捷里 08: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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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至7月開辦

47 高雄市私立達欣居家長照機構(林興站) 苓雅區 林興里 09:00-16:0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苓雅區林興里廣東二街123巷15號

48 惠勝藥局(文昌站) 苓雅區 文昌里 09:00-15:3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苓雅區文昌里義勇路191號

49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正大站) 苓雅區 正大里 08:30-12:00 星期三、星期五上午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輔仁路123號1樓

50 荷園居家護理所 茄萣區 嘉賜里 09:00-16:0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茄萣區忠孝街222號

51 感恩婦產科診所 鳥松區 鳥松里 09:00-16:0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鳥松區鳥松里文前路106號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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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竹站)
鳥松區 大竹里 09:00-16:0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鳥松區大竹里大竹路19-1號

53 恆康居家護理所 鳥松區 仁美里 09:00-16:0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鳥松區仁美里神農路745-3號

54 有限責任高雄市愛齡照護服務勞動合作社 新興區 文昌里 09:00-16:3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新興區文昌里信守街102號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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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華站)
新興區 振華里 09:00-16:0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二路472號9樓之9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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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楠梓區 惠民里 08:30-16:3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里惠勇街151號1-2樓

57 葉旭謨骨科診所 楠梓區 藍田里 08:00-16:0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里大學南路607號

58 正安居家護理所 路竹區 甲北里 08:00-16:3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路竹區甲北里平和路2號1樓

59
高雄市立岡山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北

嶺站)
路竹區 北嶺里 08:30-12:00 星期二、星期四上午 高雄市路竹區北嶺里民治路16巷22號

60
高雄市立岡山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竹

西站)
路竹區 竹西里 08:30-16:3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路竹區竹西里中山路474巷63號

61 溫賀睿和醫院 路竹區 竹滬里
08:00-12:00

13:00-16:00
星期二 高雄市路竹區竹滬里成功路12號

62 尚毅牙醫診所(雄峰站) 鼓山區 雄峰里 09:00-16:3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鼓山區雄峰里雄峰路29號1樓

63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鼓山區 龍水里
09:00-12:00

09:00-17:00

星期一、三上午(1-6月)

星期一至五(7-12月)
高雄市鼓山區龍水里中華一路976號1樓

64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美術之星站) 鼓山區 龍水里 09:00-12:00 星期一、星期三上午 高雄市鼓山區龍水里美術東四路372號 暫停至7月開辦

65 喜恩居家護理所 鼓山區 平和里 08:30-16:3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鼓山區平和里伊犁街40號

66 惠勝藥局(興宗站) 鼓山區 興宗里 09:00-15:3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鼓山區興宗里鼓山二路71號

67 惠勝藥局(登山站) 鼓山區 登山里 09:00-15:3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鼓山區登山里鼓山一路53巷5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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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尚毅牙醫診所(民強站) 鼓山區 民強里 08:30-16:3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鼓山區民強里西藏街207號

69 聖星診所 旗山區 中正里 09:00-15:3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旗山區中正里福正街10-6號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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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津區 上竹里 09:00-12:00 星期三、星期五上午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二路255號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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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津區 北汕里 08:00-15:00 星期四 高雄市旗津區北汕巷100-280號(旗津活泉靈糧堂)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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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津區 永安里 09:00-12:00 星期一、星期四上午 高雄市旗津區永安里吉祥巷68號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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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津區 復興里 07:30-14:00 星期六 高雄市旗津區復興里中洲三路333巷7號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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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津區 實踐里 09:00-12:00 星期一、星期五上午 高雄市旗津區實踐里北汕尾巷6號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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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津區 南汕里 09:00-12:00 星期二、星期五上午 高雄市旗津區中三路2號(大願院)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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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愛站)
旗津區 慈愛里 09:00-16:0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旗津區慈愛里中洲三路741號

77 有限責任高雄市協和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鳳山區 鎮西里 09:00-17:0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鳳山區信義街50號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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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山區 中和里 09:00-16:3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鳳山區中和里信義街303號1樓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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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北站)
鳳山區 鎮北里 08:00-17:30 星期二至四 高雄市鳳山區鎮北里北賢街1號

80 高雄市立鳳山醫院(委託長庚醫療財團法人經營) 鳳山區 文德里 08:30-12:00 星期一、三上午 高雄市鳳山區文澄街68號

81 靜嫻復康職能治療所 鳳山區 中正里 08:30-16:0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鳳山區中正里工協街39號1樓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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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武站)
鳳山區 新武里 08:30-11:30 星期三至四 高雄市鳳山區新武里武營路84巷45號

83 佑泰物理治療所 橋頭區 仕隆里 09:00-16:0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橋頭區成功南路5-1號

84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燕巢區 角宿里 09:00-13:00 星期二、星期四上午 高雄市燕巢區深水里臥牛巷25號

85 善逸居家護理所 彌陀區 彌陀里 09:00-16:0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彌陀區彌陀里中正路11號1樓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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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端站)
鹽埕區 南端里 09:00-16:00 星期一至五 高雄市鹽埕區南端里五福四路49號3樓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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