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居家服務特約單位    
編

號
單位名稱(母機構)

統一編號

(母機構)
執行單位(子機構) 負責人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單位地址 負責區域

1
社團法人臺南市弘福社

區關懷照顧服務協會
37617956

社團法人臺南市弘福社區關懷照

顧服務協會附設臺南市私立弘福

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負責人林奕宏

業務負責人林家如
06-2058167 06-2058160

71063

臺南市永康區國光六街2號1

樓

永康、西港、佳里、七股、將軍、

學甲、北門、仁德、歸仁、關廟

2

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林

澄輝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

14534553

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林澄輝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臺南市

私立澄輝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

負責人黃德成

業務負責人封海燕

06-3585140轉25

06-3585140轉12
06-3580415

70042臺南市中西區民權路

三段232號2樓
東區、中西區、南區、北區

3
社團法人臺南市臺南都

志願服務協會
20258858

社團法人臺南市臺南都志願服務

協會附設臺南市私立志協居家式

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負責人朱振良

業務負責人張議心
06-6357286 06-6357349

73064

臺南市新營區東興路221號

東區、中西、南區、安平、北區、

永康、西港、安南

4

臺南市政府委託財團法

人高雄市私立萃文書院

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經營臺南市官田老人

養護中心

40749018

臺南市政府委託財團法人高雄市

私立萃文書院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經營臺南市官田老人養護

中心

負責人黃碧恭

業務負責人陳育娟
06-5790749轉

103或104

06-5792085

72047

臺南市官田區隆本里中華路

一段325號

下營、官田、六甲、大內、南化、

龍崎

5
社團法人台南市南瀛社

會福利推展協會
10815335

社團法人台南市南瀛社會福利推

展協會附設臺南市私立南瀛居家

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負責人林哲弘

業務負責人黃佳琳
06-6590488 06-6592648

73050

臺南市新營區育德九街29號

新營、東山、白河、柳營、鹽水、

後壁

6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 36719688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附設臺南市私

立佳里奇美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

負責人許文龍

業務負責人黃玉惠
06-7263333轉33005 06-6222547轉8201

72263

臺南市佳里區興化里佳里興

606號1樓

西港、佳里、學甲、將軍、北門、

麻豆、善化、安定

7

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荷

園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

金會

10797499

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荷園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臺南市私

立荷園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

負責人林建良

業務負責人張淨雅
06-2091829 06-2091825

70447

臺南市北區長榮路五段37號

2樓

西港、佳里、七股、玉井、楠西、

歸仁、關廟、仁德、南化

8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 36719688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附設臺南市私

立奇美綜合長照機構

負責人許文龍

業務負責人陳綉琴

社工尤詠真

06-2829106(專線) 06-2523620

71068

臺南市永康區國華街110號2

樓(機構地址)

71004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

(護理部)(公文遞送地址)

東區、北區、永康、安南



9

社團法人臺南市常青樹

協會附設臺南市私立常

青樹居家長照機構

47917860
社團法人臺南市常青樹協會附設

臺南市私立常青樹居家長照機構

負責人石嘉玫

業務負責人陳淑玲

居督鄭佳欣

06-6592345轉751 06-6593593

73066

臺南市新營區隋唐街228號2

樓

新營、東山、白河、柳營、鹽水、

後壁

10
臺南市童心園社會福利

關懷協會
10809404

臺南市童心園社會福利關懷協會

附設臺南市私立童心園居家長照

機構

負責人阮仕旭

業務負責人蘇碧珠

06-5904288

06-5901104
06-5801538

71246

臺南市新化區民生路7之3號

2樓

永康、山上、新市、新化、善化、

安定、歸仁、關廟

11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 99530712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附設臺南市私

立柳營奇美綜合長照機構

負責人許文龍

業務負責人邱敏惠

居家督導鍾艾家

06-6226999轉77147

06-6226406
06-6222547密碼5679

735

臺南市下營區營前里營前街

16號1樓

柳營、新營、鹽水、下營、後壁、

東山、六甲、官田、善化

12
社團法人台南市家庭關

懷協會
97943759

社團法人台南市家庭關懷協會附

設臺南市私立東寧居家式服務類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負責人張宏誠

業務負責人黃柏菁

06-2089838(東區)    06-

3026299(永康)

06-2007737(居服)

06-2006693(東區)

06-3020799(永康)

70164

臺南市東區東寧路120巷10-

2號

東區、中西、南區、安平、北區、

安南、永康、六甲、仁德

13
社團法人臺南市全人照

護協會
40761390

社團法人臺南市全人照護協會附

設臺南市私立全人居家式服務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

負責人王世献

業務負責人楊凱婷
06-2937250-1 06-2958212

70848

臺南市安平區平通路61號2

樓

東區、中西、南區、安平、北區、

新營、麻豆、下營、善化

14

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聖

功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

金會

21672881

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聖功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臺南市私

立聖功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

負責人邱孟秋

業務負責人莊皓婷

06-2501957       06-

2591081
06-3587824

70451

臺南市北區文成路785號1樓

南區、北區、安南、永康、佳里、

學甲、山上、東區、中西、安平

15
有限責任臺南市平安照

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36716710

有限責任臺南市平安照顧服務勞

動合作社附設臺南市私立平安居

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負責人 黃起富

業務負責人黃采彤
06-6378983 06-6378981

73048

臺南市新營區大同路14號1

樓、2樓、3樓

北區、安南、永康、新營、東山、

白河、柳營、鹽水、後壁、安定、

安平、中西

16

財團法人台南市基督教

青年會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

78673024

財團法人台南市基督教青年會社

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臺南

市私立YMCA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

負責人吳道昌

業務負責人吳曉芬
06-3583000分機2102 06-3589086

70141

臺南市東區大同路一段59號

5樓

東區、中西、南區、安平、北區

17
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吾

愛吾家養護中心
17033201

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吾愛吾家養

護中心

負責人徐富強

業務負責人徐子健

聯絡人陳秀莉

06-2952763 06-2994284

70843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12街27巷

10號

東區、中西、南區、安平、北區、

永康



18
財團法人一粒麥子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15744887

財團法人一粒麥子社會福利慈善

事業基金會附設臺南市私立有福

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81497000)

負責人呂信雄

業務負責人許少宇
06-2792906 06-2796307

71749

臺南市仁德區仁義三街151

號

東區、中西、南區、仁德、歸仁、

關廟、龍崎、善化

19
社團法人臺南市容愛關

懷服務協會
10417168

社團法人臺南市容愛關懷服務協

會附設臺南市私立容愛居家式服

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負責人廖明進

業務負責人李季蓁

聯絡人李季蓁

06-2717271 06-2718010
71071

臺南市永康區永華路40號

永康、山上、新市、新化、麻豆、

下營、官田、六甲、善化、安定、

大內、玉井、楠西、南化、左鎮、

仁德、歸仁、關廟

20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

院
73501918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附設樂

活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

構

負責人王瑞祥

業務負責人張瓊方

聯絡人張瓊方

06-3125101轉2702 06-3129843
71051

臺南市永康區復興路427號
東區、中西、北區、永康

21

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萬

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

金會

99143846

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萬安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臺南市私

立萬安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

負責人盧振華

業務負責人盧嘉玉

聯絡人曾雨萱

06-6330506 06-6335147

73048

臺南市新營區東山三路171

號

官田、六甲、善化、安定、

大內、柳營、新營、東山

22
社團法人臺南市社區照

顧協會
17024358

社團法人臺南市社區照顧協會附

設臺南市私立長老居家式服務類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負責人蕭林洲

業務負責人許珊珊

聯絡人江怡瑩

06-6379891 06-6330630
73064

臺南市新營區東興路201號

新營、東山、白河、

柳營、鹽水、後壁

下營

23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基督

教女青年會協會台灣省

台南市支會

69935498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基督教女青年

會協會台灣省台南市支會附設臺

南市私立女青居家式服務類長期

照顧服務機構

負責人傅旼

業務負責人許淑慧

聯絡人許淑慧

06-2354908

06-2007738
06-2356451

70164

臺南市東區林森路一段149

號17樓之11

東區、中西、南區、安平、北區、

安南、永康、仁德、歸仁

24
財團法人高雄市華仁社

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69807000

財團法人高雄市華仁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附設臺南市私立華

仁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

構

負責人高燕豐

業務負責人高華志

聯絡人蔡孟璇

06-5746878

06-7941080
06-5746878

71445

臺南市玉井區樹糖街28巷9

號2樓

82945

高雄市湖內區長壽路65巷6

弄1號

七股、佳里、左鎮、玉井、楠西、

仁德、歸仁、龍崎、關廟、西港、

大內

25
財團法人私立永觀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21950701

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永觀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臺南市私

立永觀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

負責人楊榮銘

業務負責人林桂貞

聯絡人郭慧靜

0921217395

06-2236964
06-2226752

70041

臺南市南美里府前路一段

272巷14號1樓至3樓

東區、中西、南區、安平、

北區、安南、山上、新化、

新市、麻豆、佳里、善化、永康、

安定、西港



26

臺南市私立永伈居家式

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

構

81384408
臺南市私立永伈居家式服務類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

負責人黃椘玉

業務負責人黃椘玉
06-2081595 06-2081095

70463

臺南市北區北園街8巷10號3

樓

東區、南區、北區、中西、安南、

永康、安平、新營、東山、白河、

鹽水、柳營、後壁、安定、學甲、

七股、西港、佳里、麻豆、六甲、

善化、新市、新化、歸仁、仁德、

關廟、北門、將軍、官田、下營

27 台灣善合股份有限公司 42827186
臺南市私立台灣善合居家長照機

構

負責人蔡俊明

業務負責人康雅惠

居家督導鄭雅方

06-2679300 06-2679500

71746

臺南市仁德區仁和里二空路

100號1樓

東區、南區、仁德、中西、永康、

北區、安平

28
社團法人臺灣高齡照護

發展學會
21819787

社團法人臺灣高齡照護發展學會

附設臺中市私立福老居家式服務

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負責人黃宜純

業務負責人王素華

聯絡人周玉惠(台南)

0955-684166周玉惠 06-2208835

70046

臺南市中西區開山路122巷8

號

南區、北區、中西、安平、東區

29

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天

主教美善社會福利基金

會

36721663

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天主教美善

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臺南市私立

美善居家長照機構

負責人林吉男

業務負責人黃錦鳳
06-2479925 06-2479114

70953

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二段

300號3樓

臺南市全區

30
三興管理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45895904

三興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附設

臺南市私立三興居家長照機構

負責人侯佑霖

業務負責人林鍵伶
06-2232668 06-2220861

70063

臺南市中西區民權路三段

330號1樓

東區、南區、北區、中西、安平、

安南、永康、安定、歸仁、仁德

31
臺南市菩提林社會福利

協會
81323661 臺南市私立菩提林綜合長照機構

負責人蕭斌

業務負責人李聖美
06-6871797 06-6871639

73143

臺南市後壁區後壁里12鄰後

壁193之1號

新營、東山、白河、柳營、鹽水、

後壁

32

惠山有限公司附設臺南

市私立惠山居家長照機

構

81610967
惠山有限公司附設臺南市私立惠

山居家長照機構(81610967)

負責人賴鵬展

業務負責人陳郁璇
06-2591717 06-2593636

70061

臺南市中西區西賢里西賢一

街270號4樓

東區、南區、北區、中西、安平、

安南、永康、歸仁、學甲、安定、

西港、佳里、七股、將軍、仁德、

關廟、新化、新市、善化、麻豆、

官田、六甲、鹽水、新營、柳營、

東山、白河、後壁、下營、北門

33
臺南市身心障礙暨長照

福利推廣協會
81323923

臺南市身心障礙暨長照福利推廣

協會附設臺南市私立心珮安居家

長照機構

負責人馮泰琦

業務負責人陳惠玲

聯絡人吳瑾涵

06-2997022

0956062949
06-2990722

70054臺南市中西區康樂街

122號6樓之1

安南、東區、安平、中西、南區、

北區、新化、永康、歸仁、仁德

34
臺南市私立三順居家長

照機構
81693713 臺南市私立三順居家長照機構

負責人謝宇忠

業務負責人謝宇忠
0933-335301 無

71443

臺南市玉井區中華路381巷1

號2樓

大內、玉井、楠西



35

財團法人台南市基督教

青年會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附設台南市私

立臨安老人養護中心

10739533

財團法人台南市基督教青年會社

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台南

市私立臨安老人養護中心

負責人吳道昌

業務負責人趙倩萍
06-3583000

70063

臺南市中西區民權路三段

370號

東區、北區、中西、安平

36
社團法人高雄市受恩社

區關懷協會
17012769

社團法人高雄市受恩社區關懷協

會附設臺南市私立受恩居家長照

機構

負責人劉添財

業務負責人蕭胤廷
06-6874789 06-6874635

73242

臺南市白河區大德街33號3

樓

白河、後壁、新營、鹽水、柳營

37
有限責任臺南市第一照

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81611847

有限責任臺南市第一照顧服務勞

動合作社附設臺南市私立第一居

家長照機構

負責人林建賓

業務負責人蘇麗英
06-2693913 06-2693133

70058

臺南市中西區兌悅里協和街

94號2樓

東區、南區、北區、中西、安平、

安南、永康、仁德、西港、佳里、

七股、安定、麻豆、學甲、將軍

38
臺南市私立永春居家長

照機構
81940215 臺南市私立永春居家長照機構

負責人王曉嵐

業務負責人林筱芳

聯絡人吳思佳

06-2910236 06-2910238
70244

臺南市南區永春街7號B棟2F

東區、南區、中西、北區、永康、

新市、新化、歸仁、關廟、仁德、

安平、安南、新營、東山、白河、

柳營、鹽水、後壁、麻豆、下營、

六甲、善化、大內

39 循仁有限公司 82838006
循仁有限公司附設臺南市私立啟

世居家長照機構

負責人高華志

業務負責人蔡孟璇
06-7941080 06-7942826

72445

臺南市七股區後港里21-15

號C棟2樓201室

東區、南區、西港、佳里、七股、

將軍、學甲、大內、玉井、歸仁、

關廟、仁德、左鎮、楠西、龍崎、

北門

40 晉生醫療社團法人 73711597
晉生醫療社團法人附設臺南市私

立晉生居家長照機構(81947694)

負責人許裕評

業務負責人許雲卿
06-2330003 06-2017152

71088

臺南市永康區中山南路904

號2樓

永康、新市、新化、東區、北區、

仁德

41 怡康企業社 47611045
怡康企業社附設臺南市私立佑寧

居家長照機構

負責人莊易軒

業務負責人莊伊容
06-6895825 06-6892356

73543

臺南市下營區開化里中營

346、347號

北區、仁德、麻豆、下營、官田、

東區、永康

42
臺南市私立柏翔居家長

照機構
81946301 臺南市私立柏翔居家長照機構

負責人/業務負責人

陳柏翔

06-2052993

0916-970092
06-2052993

71051

臺南市永康區復興路1巷5弄

3號1樓

東區、北區、中西、永康、仁德、

歸仁、安南

43 樂恩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82906968
樂恩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附設臺南

市私立樂恩居家長照機構

負責人何佩英

業務負責人楊素俐

06-2958008

0929-080126
06-2958068

70843臺南市安平區永華11

街113巷62號1樓

東區、南區、北區、中西、安平、

安南、永康、新化、歸仁、仁德、

山上、新市、關廟、仁德、善化

44 頤安有限公司 82906171
頤安有限公司附設臺南市私立頤

安居家長照機構

負責人林志鎰

業務負責人陸正華
06-2142990 06-2146065

70263

臺南市南區大同路二段112

巷11號9樓之1

東區、南區、北區、中西、永康、

安平、仁德、安南



45 慈恩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82938856

慈恩管理顧問有限公司附設臺南

市私立慈恩居家長照機構

(85583245)

負責人劉繁致

業務負責人劉倍吟

聯絡人洪建堂

(0952-782806)

06-2356760 06-2356765

70142

臺南市東區東門路一段135

巷1號1樓

東區、北區、中西、安平、安南、

永康、仁德、南區

46
臺南市安安社會福利發

展協會
81939744

臺南市安安社會福利發展協會附

設臺南市私立安安居家長照機構

負責人李翠雯

業務負責人周昭容
06-2016168 06-2015098

71085

臺南市永康區復國一路341

巷8號1樓

東區、南區、北區、中西、安平、

安南、永康、新化、歸仁、仁德、

新市、關廟

47 順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82888835
順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附設臺南

市私立順維居家長照機構

負責人鄭淑芳

業務負責人賴淑文
06-2056899 06-2052631

71087

臺南市永康區大仁街199巷5

號2樓之1(2F1)

東區、南區、北區、中西、安平、

安南、永康、歸仁、仁德

48
社團法人台灣立享長照

服務教育發展協會
85449331

社團法人台灣立享長照服務教育

發展協會附設臺南市私立立享居

家長照機構(85582246)

負責人朱柏霖

業務負責人游明雅
06-3026362 06-3027102

71048

臺南市永康區大橋三街98號

壹樓

東區、南區、北區、安平、安南、

永康、西港、佳里、七股、將軍、

學甲、北門、山上、新市、新化、

善化、安定、歸仁、關廟、仁德

49 恩瑩企業社 81459765
恩瑩企業社附設臺南市私立恩瑩

居家長照機構

負責人陳佩君

業務負責人王祐晴
06-2434828

71066

臺南市永康區塩行里正南五

街289巷70號一樓

安南、永康、西港、新市、善化、

安定

50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

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94800552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

事業基金會附設臺南市私立慈濟

居家長照機構

負責人釋證嚴

業務負責人黃烜智
06-5832330 06-5853568

74170

臺南市善化區小新里小新營

346號1樓

中西、柳營、鹽水、山上、新市、

新化、麻豆、下營、官田、六甲、

善化、安定、大內、玉井、左鎮、

楠西、南化

51 禾圓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24212692
禾圓建設開發有限公司附設臺南

市私立欣洋居家長照機構

負責人周宛辰

業務負責人張秀怡
06-2349392 06-2080029

70442

臺南市北區長勝里18鄰長勝

北街68號1樓

北區、永康、西港、佳里、七股、

玉井、歸仁、關廟、仁德、楠西、

南化

52 長益長照事業有限公司 85042142
長益長照事業有限公司附設臺南

市私立長益居家長照機構

負責人 林義文

業務負責人張惠淳
06-3035858 06-3021758

71079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425號4

樓之10

東區、南區、北區、中西、安平、

安南、永康、新營、東山、白河、

柳營、鹽水、後壁、仁德、新市、

新化、善化、歸仁、關廟、楠西、

大內、玉井

53 享安心有限公司 85080243
享安心有限公司附設臺南市私立

享安心居家長照機構

負責人王偉呈

業務負責人 謝佩君

06-5818626

0977-553262
06-5856140

74169

臺南市善化區光文里大成路

316巷9號1樓

西港、佳里、七股、麻豆、善化、

安定

54 田源有限公司 83524995
田源有限公司附設臺南市私立田

源居家長照機構

負責人賴彥廷

業務負責人翁碧霞
06-2516016 06-5792113

70449

臺南市北區大光里14鄰北門

路二段549號2樓

北區、永康、新營、西港、佳里、

七股、將軍、學甲、麻豆、玉井、

歸仁、關廟、仁德、楠西、南化



55 孝欣居家照顧有限公司 85041951
孝欣居家照顧有限公司附設臺南

市私立孝欣居家長照機構

負責人孫瑞良

業務負責人呂繼蕙
06-2051291 06-2057415

71087

臺南市永康區北興里大同街

315巷10號1樓

東區、北區、中西、永康、新市、

新化、歸仁、仁德

56 臺南市沐恩關懷協會 85563276
臺南市沐恩關懷協會附設臺南市

私立沐恩居家長照機構

負責人吳哲祥

業務負責人黃仲澤
06-2677884 06-2674500

70158

臺南市東區德高街114號

東區、南區、北區、中西、安平、

安南、永康、新化、善化、仁德

57 快樂企業社 81477855
快樂企業社附設臺南市私立快樂

居家長照機構

負責人李沅憙

業務負責人王毓秀
06-2796503 06-2796503

71743

臺南市仁德區德崙路407號4

樓401室

東區、南區、北區、中西、安平、

永康、歸仁、仁德

58
信福長照服務企業有限

公司
83526282

信福長照服務企業有限公司附設

臺南市私立信福居家長照機構

負責人吳靜雯

業務負責人薛之禕
06-3123028 06-3122291

71074

臺南市永康區神洲里忠孝路

152巷42號1樓

東區、南區、北區、中西、安平、

安南、永康、新市、新化、歸仁、

關廟、仁德

59
有限責任中華民國幸福

讚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82652731

有限責任中華民國幸福讚照顧服

務勞動合作社附設臺南市私立幸

福讚居家長照機構

負責人田叔玉

業務負責人陳妡瑜
06-6225201

73743

臺南市鹽水區水秀里土庫6-

4號

東區、南區、北區、中西、安平、

永康、新營、柳營、鹽水、佳里、

新化、安定、玉井、歸仁、關廟、

仁德、龍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