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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單位名稱：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無障礙之家（107/8/1 起）
住址：高雄市前鎮區翠亨北路 392 號
福利諮詢、個案管理服務─連絡電話：(07）813-9022 聯絡人：許哲維社工員
日夜間照顧服務─連絡電話：(07）815-1500 分機 222 聯絡人：陳宇軒社工員
身障者口腔醫療保健中心-連絡電話：(07）815-1500

聯絡人：楊舜慈護士

分機 304
服務內容簡介：
1.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暨個案管理通報中心，請洽詢許哲維社工員。
2.日夜間照顧服務，請洽陳宇軒社工員。
3.免費口腔醫療保健服務（每週三、四、五上午 9：00 至 12：00，請先來電查
詢與預約）。

2.單位名稱：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博愛職業技能訓練中心
住址：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三路 101 號
連絡電話：07-3214033 轉 343、319、

聯絡人：鄧瑛珠職重專業督導

322

吳燕如職重專業督導
林苑英行政督導
王意潔職務再設計

服務內容簡介：
提供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理、職業輔導評量、就業服務、職務再設計及
就業轉銜個案管理等服務，為國內首座辦理身心障礙職業訓練的公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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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單位名稱：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樂仁啟智中心
住址：高雄市小港區高坪 76 街 2 號
連絡電話：07-8911411 轉 103~106

聯絡人：社工組

一、照顧服務內容簡介：
成人心智障礙者日間照顧、住宿式照顧服務、社區居住服務；分別有技
能訓練組與生活應用組，服務內容主要有：居家生活訓練、休閒生活養成、
社區生活體驗、專業團隊服務、人際互動建立等。。
技訓組職業陶冶內容為餐廚器皿清潔、再生紙製作、五穀飲品製作、洗
衣、代工、清潔、資源回收等。
(一)收費原則：
接受照顧式服務，經申請照顧服務費補助通過後，居家生活津貼會被取
消。中心收費標準依高雄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機構辦理身心障礙者托育及養
護收費及補助標準表。
(二)服務對象：
設籍於高雄市的身心障礙者(以智能障礙者或含智障之多重障礙為主)，
年齡為 18~64 歲中、重、極重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身心障礙證明)。交通車
定點接送預計於 2023 年結束。
二、社區居住家園服務內容簡介：
智能障礙者白天外出工作或接受日間照顧服務，晚上返回家園；支持各
項休閒活動、烹飪、環境清潔整理、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外出購買個人用品
等，以協助心智障礙者融入社區生活為目標。
(一)收費原則：
每月酌收 3,000 元，以支付水電費、電話費、雜費(如：衛生紙、清潔劑
等)及伙食費（週一至週五之早餐、晚餐）等費用。
(二)服務對象：
設籍高雄市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經需求評估有社區居住需求之 18
歲以上心智障礙者，且未受政府委託安置於社會福利機構住宿式照顧。需自
行往返家園。
◎樂仁啟智中心網站：https://lerencenter.eoffering.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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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單位名稱：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
機構名稱

服務內容

收費說明

日間照顧服務 07-2413119 新興區
-高雄市新興 吳社工
新田路
啟能照護中心
3號
(公設民營)

1.針對高雄市籍 18 歲以上(具特殊需求者
年齡可向下延伸至 15 歲)、無法定傳染
病並領有中度以上身心障礙手冊/證
明，且經評估須加強生活自理及社會適
應能力訓練者。
2.機構型成人服務－日間照顧及生活支
持，針對未能到一般職場就業之服務對
象，提供參與多元化日間活動及相關發
展學習之支持服務，以充實其生活並增
進社區參與之機會。

收費標準依
「高雄市政
府社會局辦
理身心障礙
者日間照顧
及住宿式照
顧費用補助
審核作業要
點」

日間照顧服務 07-5828881 左營區
-高雄市左營 張社工
翠華路

1.針對高雄市籍 18 歲以上、無法定傳染
病並領有中度、重度、極重度身心障礙

啓能中心
(公設民營)

就業服務-

聯絡方式

地址

601 巷
58 號

07-3219911 三民區

證明，且經評估須加強生活自理及社會
適應能力訓練者。
2.加強成年身心障礙者生活自理能力及
社會適應能力、提昇自我倡導能力、增
進身心障礙家庭功能、分擔身心障礙家
庭長期照顧時間、促進社區共融。
1.針對設籍或居住高雄市，16 歲以上之身 免費

高雄就業服務 分機 243 王 博愛一
中心
組長
路 372
號 11
樓

心障礙者。
2.提供職涯方向評估、就業準備度評估及
訓練、媒合合適職種、陪同面試、就業
輔導與就業穩定資源連結。

社區作業設施 07-3150475 三民區
-心路工坊博 陳社工
博愛一
愛站
路 372
號6樓

1.針對高雄市籍 15 歲以上心智障礙者。 1.每月收費
2.提供以作業活動為主，自立生活及休閒
3000 元
文康活動為輔之服務，協助心智障礙者 (不含餐費)
提升社會適應能力及生活品質，作業活 2.身心障礙
動內容有：手工紙捲筆、手工書、蝶谷
生活補助
巴特產品、清潔及團膳。
不取消。

社區作業設施 07-3650210 楠梓區
-心路工坊楠 林社工
惠豐街
梓站
200 號

1.針對高雄市籍 15 歲以上心智障礙者。 1.每月收費
2.提供以作業活動為主，自立生活及休閒
3000 元
文康活動為輔之服務，協助心智障礙者 (不含餐費)
提升社會適應能力及生活品質。作業活
動內容有：手工紙捲筆、手作婚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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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二手物資整理銷售、清潔、團膳及 2.身心障礙
醒獅展演。
生活補助
不取消。
庇護性就業一家工場

07-7902239 鳳山區
蔡個管員
國泰路
一段 69
巷1號

1.16 歲以上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1.僱用關係
2.需先經由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所屬職業重 2.投保勞健
建個案管理窗口進行就業開案評估。
保於工
3.針對具有工作意願與就業潛能，經評估
場
後尚無法立即進入一般性職場之身心障
礙者，提供庇護性就業服務。
4.工作內容:
(1)食品生產 (2)手工皂生產 (3)
禮盒組裝與出貨
5.目標為於庇護工場就業訓練後，二年內
可

社區支持服務 07-3219911 三民區
-高雄社區生 分機 204
博愛一
活支持中心
王組長
路 372
號5樓
王組長

轉銜至一般職場就業

1.16 歲以上之智能障礙者
1.依服務類
2.提供多元化社區活動的參與機會，豐富
別有不同
生活經驗，促進生活適應能力，提升自
收費標
我選擇、自我決定、自我負責之自立能
準。
力。
3.心路學苑：提供休閒類、技藝類、知能
類、體能類等，多樣性日間及夜間之帶
狀性終身學習課程。
4.心路會館：是智能障礙者的社區活動中
心，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四的上午與下
午。提供學習、娛樂、休閒、社交等活
動與友善環境，支持學習社交技巧、生
活禮儀與自立自信。
5.社團服務：提供青年志工隊、心路樂
團、好天天籃球隊之社團服務，在定期
性的聚會中進行學習活動與演練技巧，
參與社團組織中的意見表達與運作。
6.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透過辦理休閒與
才藝、放鬆與紓壓、照顧技巧訓練等課
程、支持性成長團體等，陪伴照顧者有
機會喘口氣、學習新事物、關照自己也
互相支持與成長。
7.其它：信託諮詢、社區「居住+生活」
服務、偏鄉服務（含六龜日間據點）、
社區安老、志工組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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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單位名稱：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住址：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306 號 11 樓之 2(高雄行政中心)
連絡電話：07-7266096#71

聯絡人：劉宛俞

服務內容簡介：
就業服務
支持性就業
服務對象：年滿 15 歲以上，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具有就業意願及能力，須提供
相關就業支持之求職者。
服務內容：
1.求職評估及晤談。
2.開拓工作機會。
3.就業媒合及協助。
4.就業初期現場工作輔導及適應能力。
5.穩定就業之後續服務
聯絡地址：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306 號 11 樓之 2。
聯繫電話：07-7266096#52~54。
庇護性就業
服務對象：
1.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且年滿 16 歲以上，具有就業意願但因就業能力不足而無法進入一般就
業市場者。
2.須經高雄市勞工局職重窗口轉介職業輔導評量結果評估為適合庇護性就業者。
服務內容：
1.以基金會自行營運的庇護工場雇用符合資格之身障者就業。
2.透過專業人員提供長期性現場輔導與支持，強化身障者工作能力及工作態度。
服務據點:
喜憨兒高雄庇護工場(24 名)：目前遷址中，暫無提供服務(預計 109 年下半年)。
喜憨兒創作料理庇護商店(18 名)：高雄市三民區文濱路 53 號 07-7677238
喜歡你咖啡鳳山庇護商店(6 名)：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 2 段 132 號 1 樓 07-7406912
日間服務
全日型服務(天鵝堡)
服務對象：
15-64 歲領有中度以上身心障礙手冊(證明)之心智障礙者或合併心智障礙之多重障礙者，以
設籍高雄市為優先。
服務人數：
88 人(含社會局緊急安置 3 人) 。
服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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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至週五提供住宿生活照顧，國定假日及星期例假日由親人帶回親情互動，有特殊需求
者，經評符合「高雄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案主假日不適合返家評估指標」者，可留宿。
服務內容：
全日或住宿式照顧服務、日間活動服務、復健服務、自立生活訓練服務、膳食服務、緊急送
醫服務、休閒活動服務、社交活動服務、家屬諮詢服務、其他相關之服務（緊急安置、臨時
暨短期照顧服務）。
服務特色：
(一)寢室規劃為 2-4 人一間，4-8 人共用一間起居室，以家為單位的住宿環境，讓服務使用
者感受到另一種家的溫馨。
(二)規劃園藝、美術、音樂、電腦、圖書、復健室及多感官室等空間，給予服務使用者不同
的感官刺激，也滿足生理、心理需求。
(三)結合教保、社工、護理、園藝及職能治療等專業團隊，並依服務使用者不同特質、能
力，做適性發展和興趣陶冶。
(四)以生活訓練、自我照顧、健康維護為主；休閒活動、園藝陶冶為輔，協助服務使用者社
區適應。
(五)重視服務使用者個別差異與學習需求，提供整合式的照顧服務。
日間照顧服務機構
服務對象：年滿 16 歲以上，設籍高雄市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以智能障礙者為主)或領有
身心障礙證明者(障礙類別第一類)經 ICF 新制需求評估有機構日間照顧服務需求者。
服務內容：日常生活技能訓練、作業陶冶、社區適應、休閒活動、健康安全維護、家庭支持
服務。
收費標準：依「高雄市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收費原則」
，收取家長應自負
額的三分之二。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 30 分。
服務據點
喜憨兒基金會附設社區照護中心-玫瑰園(25 人)
服務地點：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 365 號。(預計 108/10 下旬遷址)
聯繫電話：07-3875624
高雄市尚禮社區照顧中心(20 人)
服務地點：高雄市苓雅區尚禮街 33 號。
聯繫電話:07-2234510
社區作業設施
服務對象：
1.15 歲以上心智障者（領有第一類手冊證明，以心智障礙者為主），且未同時安置社會福利
機構、精神醫療復健機構者(接受夜間型住宿機構服務者不在此限)。
2.心智障礙者有意願、且經作業設施評估能參與作業活動每日持續 4 小時以上，每週至少
20 小時以上者。
3.經評估無法進入勞政單位庇護性就業服務系統，又不適合安置於成人日間機構的心智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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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4.具生活自理能力與交通能力者。
服務內容：
以作業訓練活動為主，身心調適活動（休閒、體適能、社區適應）為輔。依照個別差異，訂
定服務計畫，藉此培養生活自理、基本社會適應及自我倡議之能力。
收費標準：每人每月 3,000 元(含午餐費) ，中低收入戶酌減收費，另有發放作業獎勵
金。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 30 分。
服務據點:
中正社區作業設施(20 名)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306 號 9 樓之 2 07-7266096#71
鳳山社區作業設施(20 名)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 264 號
07-7191235
輕食工房(15 名)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二路 286 號
07-2239565
市府 SMILE 咖啡 (5 名)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2 號
07-3328397
綠野香蹤 (10 名)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路 682 號
07-3459762
家庭托顧服務
服務對象：
1.18 歲以上，設籍並實際居住高雄市，持有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證明者且須經身心障礙福利服
務需求評估有使用家庭托顧服務需求者。
2.經評估不適合安置於成人日間機構或日間作業設施者。
服務內容：
運用家庭托顧服務員在家托住所提供身心障礙者身體照顧、日常生活照顧與安全性照顧服務
及依受照顧者之意願及能力協助參與社區活動。
收費及補助標準：
(一) 本市列冊低收入戶由本局全額補助。
(二) 中低收入戶補助 85％。
(三) 一般戶補助 75％。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 08:00-16:00 或 08:30-16:30 或 09:00-17:00
連絡電話:07-2815805 黃社工 週一至週五 08：30-12：30、13：30-17：30
三民區巷弄長照站 C+據點
服務對象：
1.16 歲以上未升學、未就業，具有基本生活自理能力的輕度或中度身心障礙者
2.65 歲以上具生活自理能力之長輩。
服務時間：每週一至週五 08：30-16：30(每服務時段最多 15 人。)
服務內容：生理量測(體溫、血壓…等)、多元化課程(藝術創作、創意餐點 DIY、休閒社群
活動、運動樂活、健康講座等)、延緩失能方案課程、健康共餐。
服務收費：依照參與活動天數及型式按月收費；待服務穩定後，將評估社區送餐到府的服
務。半日(含午餐)-70 元；全日(含午餐 100 元)
服務地址：三民區千歲里等四里聯合活動中心４樓（高雄市三民區三民街 22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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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07)2815805
其他注意事項：
1. 本服務屬可彈性選擇服務參與，每服務時段最多 15 人。
2. 服務對象皆以居住於千歲里、千北里、立德里及鳳南里者為優先，每位報名者將安排
專人評估，是否適合據點服務。
3. 據點沒有提供交通車，需自行處理交通問題。
夜間服務
服務內容：
居家生活能力培養、健康維護、金錢管理能力培養、休閒生活安排、社區資源使用、情緒/
行為/心理支持、家庭支持。
服務對象：
年滿 18 歲以上領有心智障礙手冊(或新制證明)，白天有接受日間服務或參與就業者，經評
估具需求者。
收費標準：每人/月 3,000 元。
服務時間：每週一至週五晚上 5 時 30 分至翌日上午 8 時 30 分，星期六日及國定假日返
家。
服務據點：
蘭花家園(6 名)
高雄市新興區忠孝一路。
紫羅蘭家園(6 名)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
連絡電話：07-7266096#84 週一至週五 08：30-12：30、13：30-17：30
休閒服務
高雄喜憨兒劇團
以「人本」觀點協助心智障礙者作全方位的生涯規劃，期望能幫助他們健康發展，實踐「全
人」生活—讓他們也能跟你我一樣，享有藝術、音樂的陶冶、擁有學習藝術、美學的基礎能
力；同時為協助心智障礙者學習接納自己與走入人群。
高雄喜憨兒樂團
以「人本」觀點協助心智障礙者作全方位的生涯規劃，期望能幫助他們健康發展，實踐「全
人」生活—讓他們也能跟你我一樣，享有藝術、音樂的陶冶、擁有學習藝術、美學的基礎能
力；同時為協助心智障礙者學習接納自己與走入人群。
高雄喜憨兒童軍團
藉由童軍的生活教育、小隊制度、自我承諾、尊重他人、從遊戲中學習、師法自然、共同參
與……等精神，用不同的方式，增進喜憨兒的社會參與、休閒活動、生活自理與個人責任，
達到陶冶品格、發展潛能、修習技能、充實知識、體驗學習、團隊合作、服務社會的教育目
的。

其他服務
臨托服務
服務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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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居住高雄市，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者。
服務內容：
(一) 協助膳食(僅代購餐食、或加熱食物)。
(二) 協助身心障礙者個人清潔工作。
(三) 安全照顧。
(四) 陪同就醫。
(五) 陪同從事休閒活動。
(六) 其他經評估必須之服務。
服務型態：
(一) 臨時照顧服務：每次服務時數在 24 小時(含)以內。
(二) 短期照顧服務：每次服務時數在 24 小時以上；連續受托日數在 10 日(含)以內。
1. 到宅式：服務員到受托者家中，從事臨時照顧服務或由家人將受托者送至服務員
家中接受服務。
2. 機構式：受託單位協調乙等以上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及甲等以上之養護中心或護理
之家，由家人送至機構接送服務或由機構至受托者家中接送。
收費及補助標準：
(一) 本市列冊低收入戶由本局全額補助。
(二) 中低收入戶補助 90％。
(三) 一般戶補助 70％。
應備表件：
(一) 申請表。
(二) 身心障礙手冊/證明正、反面影本。
(三) 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正本。
服務洽詢方式：
服務電話：(07)726-6096 轉 18、19。
傳真電話：(07)771-3770
申請時間：週一至週五 08：30~12：30 及 13：30~17：30
(不含國定假日與人事行政局頒布防災假)。
讓愛接駁-心智障礙者交通能力訓練
服務對象：13-50 歲設籍並實際居住於高雄市，經社工評估其具有獨立交通之潛能，提供
交通陪同及訓練後，可獨自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之身心障礙者(以心智障礙者為優先)。
服務項目：
交通路線規劃(固定明確地點之大眾運輸往返路線，例如：住家至就業地點、學校等)
社工/志工陪同交通及搭乘訓練
應備資料：身心障礙手冊/證明
服務費用：免費
服務地址：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306 號 11 樓 2
洽詢時間：週一至週五 08：30-12：30、13：30-17：30
聯繫電話：(07)2815805 張社工
注意事項：
1.本服務為獨立交通訓練目的，非為提供臨時性交通安全照護服務。
2.以大高雄捷運系統接駁範圍內為主（其他視住家附近大眾運輸工具便利性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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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單位名稱：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成人服務)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五餅二魚小作所 、九果子小作所、愛加倍小作所
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機構 －溫馨家園
社區日間照顧據點 ─旗山日間照顧據點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內容簡介：
◎五餅二魚小作所（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 373 巷 8 號）07-782-5320
◎九果子小作所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 343 號）

07-641-5375

◎愛加倍小作所 （高雄市杉林區山仙路 24 巷 13 之 1 號）07-677-4664
讓身心障礙者能夠快樂地學習獨立的生活、合適的表達、社交的接觸、穩
定的情緒以及社區生活的適應等。作業活動涵蓋清潔、包裝、代工等，期待在
歡樂學習的環境中，培養身心障礙者的自立生活、品德教育、工作人格、職業
能力、人際互動、兩性相處與生活陶冶。
一、服務對象：
（一）15 歲以上 65 歲以下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且設籍或實際高雄市者，以心
智障礙類優先。
（二）經評估有工作意願並能夠參與作業活動每日持續四小時以上、每週原則
20 小時以上，但不符進庇護工廠者工作者。
（三）具生活自理及交通能力者（可自行或在家屬支持下完成者）
二、 服務內容：
（一）作業活動(作業技能、作業態度)：清潔/代工/包裝等工作訓練
（二）日常活動(獨立生活能力、基本認知能力、社會能力)：文康休閒、生活
藝能、社區適應、戶外教學、體適能、兩性成長及人際關係等課程活動。
三、收費標準：
每月收費包含午餐費用，收費請詢問小作所社工員。
四、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上午 08：00～下午 17：00，中午休息時間為 12：00～13：
30。
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機構服務內容簡介：
◎溫馨家園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 222 號）07-701-8995 轉 113

◎旗山日間照顧據點（高雄市旗山區花旗二路 106 號）

07-6623326

日間生活照顧服務資源之身心障礙者與社區間高密度的接觸、互動，結合
社會技能適應訓練、生活自理能力訓練、工作技能養成訓練，以提昇個人的生
活能力，促使其獨立自主、開發自我之潛能，活化身心障礙者之生活、生命
11

力，創建溫馨的日間生活照顧情境與服務。
一、服務對象：
（一）16～64 歲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且設籍或實際居住於高雄市者。
（二）不限障別程度，申請制，以心智障礙類優先。
二、 服務內容：
（一）生活技能：衛生習慣養成、如廁能力訓練、居家整理、飲食習慣建立、
食物烹煮技巧訓練、自我藥物管理、金錢管理、交通能力訓練、使用電
話技巧訓練、時間管理等。
（二）社會適應：社區資源應用、人際互動技巧、休閒活動及生活安排、情緒
穩定與自我控制、自我表達能力、壓力管理、基本禮節學習、溝通能
力、兩性關係、團體合作、處理衝突技巧等。
（三）態度養成：出席狀況、學習動機、主動性、專注度、責任感、服從性
等。
（四）健康管理：營養攝取、復健、健康檢查、用藥、牙齒保健等。
（五）身心調適：戶外活動、團契生活、慶生會、體育活動、信仰關懷等。
（六）身心陶冶：美勞、美術創作、植栽園藝等。
（七）日托臨托：若有臨托需求，可事先提出申請，費用另計。
三、 收費標準：
◎溫馨家園
（一）採月繳制，依據「高雄市政府辦理身心障礙者日間及住宿照顧補助

標準一覽表」收費。
（二）免收午餐費。
（三）有交通需求者，經規劃路線後安排，需自付車資每月 2000 元。(座
位額滿時需候補)
◎旗山日間照顧據點
（一）每月 3000 元(含午餐費)。

（二）有交通需求者，經規劃路線後安排，需自付車資每月 1000 元。(座
位額滿時需候補)
四、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上午 08：00～下午 04：30，中午休息時間為 12：00～14：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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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單位名稱：社團法人高雄市超越巔峰關懷協會
住址：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 2009 號
連絡電話：07-5880069

聯絡人：蘇雅婷 社工

單位簡介：
「社團法人高雄市超越巔峰關懷協會」
，於民國 86 年由高雄地區的神經內
科醫師、癲癇患者和家屬發起成立，期由團體的力量達到互相扶持，就近提供癲
癇患者與家屬支持服務。在本會的服務過程，看到成年的癲癇病友在就業的問
題與需求，遂在 100 年 4 月覓得新興區渤海街 30 號處所，成立希望小舖就業據
點，製作銷售手工養生包子饅頭，創意組合盆栽，二手商品整理銷售，101 年 1
月起，每週六、日駐點微風市集公益攤位銷售，提供病友就業的服務以解決其就
業困難的問題。103 年 5 月本會再增設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 2009 號「閃電包
子舖」
，為主要服務據點。因此提請 103 年身心障礙者社區式照顧服務支持計畫
「希望小舖-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減輕家庭的照顧壓力，使患者本身因規律的
生活，減少癲癇發作的頻率，增加社會參與的機會。
服務內容簡介：
一、服務對象與人數
(一)20名設藉高雄市，15歲以上伴隨心智障礙者，具有生活自理能力，且未
同時安置於社會福利機構、精神醫療復健機構。
(二)具作業意願之身心障礙者，且能參與作業活動每日至少4小時、每週20
小時以上。
(三)經評估能力尚無法進入庇護性或支持性就業服務系統，又不願意選擇成
人日間照顧機構者。
(四)具生活自理能力及有能力自行前往或由家長接送至作業地點。
(五)有特殊狀況及迫切需求之民眾（如寒暑假期間無適當安置處所之在學學
生，或其能力足以進入庇護工廠或支持性職場，但因滿額等候者等）
，
具有生活自理能力、有意願且經作業設施評估通過，於不影響服務對象
權益之前提下，應擬定轉介目標（最長期限）或採名額限制方式經報社
會局審核同意。
二、作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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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手工饅頭包子製作、手工饅頭包子及熱食套餐銷售等作業活動。將
其作業項目分為2組作業組：包子饅頭、熱食套餐銷售為銷售組，手工饅頭包
子製作為製作組（銷售組10名作業者，製作組10名作業者，每半年調整作業
組別）
。
三、收費標準
種類

價錢

數量

全麥饅頭

4顆/包

50元

鮮奶饅頭

4顆/包

50元

Ｑ白饅頭

5顆/包

50元

全麥堅果饅頭

5顆/包

100元

鮮奶起司饅頭

5顆/包

100元

蔓越莓饅頭

5顆/包

100元

養生綜合饅頭

5顆/包

100元

全麥黑芝麻包

5顆/包

100元

古早味肉包(葷)

6顆/包

100元

南瓜芋泥包

6顆/包

100元

綜合小饅頭包子

570g/包

100元

 一般戶：每人每月收取3,000元月費(包含作業活動過程中材料費用、
外出活動教材準備費)。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免月費。
四、活動規畫內容
(一)時間：週一至週五 (AM 8:30~PM 17:30，午休 1小時)。
(二)活動內容：包含作業活動、社區參與活動、休閒文康活動與自立生
活。
(三)作業獎勵：每月依作業者表現發放作業獎勵金(約300~12000元)及實
物獎勵(慶生、聯誼聚餐、小禮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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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單位名稱：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聖淵啟仁中心
住址： 高雄市苓雅區義勇路 149 號
連絡電話：07-7497717、07-7497921

聯絡人：許虹文小姐

服務內容簡介：
提供學前、成人日間照顧的服務，內容包括：個別服務計劃、社區適應、生活
訓練、融合教育、健康促進、家庭支持、復健團隊、轉銜…等全方位整合性服
務。服務對象為 0～6 歲發展遲緩、多重障礙之中、重、極重度兒童及 15～35
歲之身心障礙者。

9.單位名稱：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紅十字會育幼中心慈暉園
住址：高雄市鳳山區瑞光街 81 號
連絡電話：07-7019476

聯絡人：阮靖媛社工

服務內容簡介：
服務對象：
18-64 歲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第一類者為主(精障者及患有法定傳染病者除外)。
服務項目：
一、 個案管理服務：建立個案完整資料，包含家庭史、醫療史、教育史、發展
史等，具保密性、整合性及延續性。
二、 專業團隊評估：服務對象入園後，結合專業外聘職能、物理、語言等團隊
進行各項評估，依個案需求，提供適性之專業服務。另有醫療需求時，亦
有連結牙科及精神科醫師至園駐診服務。
三、 生活能力訓練：依服務對象能力、年齡及需求分班，提供適性且個別化訓
練，並定期安排社區活動，促進社會融合。
四、 多元休閒課程：外聘專業人員：太鼓、舞蹈、體適能等，依服務對象之興
趣、障礙程度及個別差異評估適齡、適性之社團活動，激發潛能發展，豐
富其生活，並藉由參賽及各界邀約表演的鼓勵，建立其自信心，增加成就
感，增進與社會之互動，亦能促進社會大眾對身心障礙者之了解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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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單位名稱：中華民國唐氏症關愛者協會
住址：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二路 22 號 10 樓之 1
網址：http://www.rocdown-syndrome.org.tw/ap/index.aspx
E-mail：downbaby07@gmail.com
連絡電話：07-2247989
聯絡人：王富玉

副主任

傳真：07-2247879
※身心障礙者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歡喜工作坊】：
一、服務內容：
提供以作業活動為主，自立生活、休閒文康活動及社區參與為輔之服務。
二、服務對象：
1.年滿 15 歲以上，設籍高雄市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之心智障
礙者，且未同時安置於社會福利機構、醫療精神復健機構者。
2.個人有意願且經評估可參與作業活動，作業時間以每日 4 小時，每週 20
小時以上為原則。
3.具有基本生活自理與交通能力者（含自行接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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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社團法人高雄市方舟就業服務協會
住址：高雄市仁武區仁怡一街 86 號 (近登發國小)
連絡電話： (07)375-3073
願景：成為全台灣最大的身心障礙者福音中心
使命：以基督的心扶持弱勢者，強化就業能力、建立自信、翻轉生命

服務申辦流程：週日至週六，當事人或家人、社工、職業重建人員等先
來電預約各項服務之評估與晤談時間。

◎身心障礙者社區日間照顧服務
－諾亞方舟工作坊
1. 服務對象：15-64 歲，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或疑似身心障礙者。
2. 服務內容：工作操作訓練(濾掛式咖啡包、餅乾包裝、飲料包裝、清潔劑製
作、食材處理製作等。)品格教育，建立良好工作態度與人際互動關係，銜
接進入就業職場。
3. 服務費用：評估期 100 元/日，正式入班 3000 元/月，含午餐。
高雄市仁武區仁怡一街 86 號 （聯絡人：陳淩瑤/老師）

－迦南美地
1.服務對象：15-64 歲，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或疑似身心障礙者。
2.服務內容：工作操作訓練(鋤草、種植、澆水、採收)品格教育，建立良好工
作態度與人際互動關係，銜接進入就業職場。
3.服務費用：評估期 100 元/日，正式入班 3000 元/月，含午餐。
高雄市仁武區仁怡一街 86 號 （聯絡人：郭英吉/老師）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8:00-17:00

◎特定對象就業服務
協助工作媒合、雇主服務、職業生涯發展。
聯絡人：黃曉蓓、康友淇/就業服務員
服務費用：免費。

◎身心障礙者社區居住與生活服務
1. 服務對象：18-64 歲，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之「女性」。
2. 服務內容：夜間居住生活自理
3. 服務費用：評估期 200 元/日，正式服務 3000 元/月，含晚餐。
4.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中路 （聯絡人：顏辰桓/老師）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四 17:00~隔日 08:00

◎身心障礙者禮拜日聚會
詩歌敬拜、信息分享，讓身心障礙者與家人能夠一起參與在愛的關懷裡。
聯絡人：蕭夙芳/社工組長
服務時間：10:30-12:30(中午有愛宴)
服務費用：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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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單位名稱：社團法人高雄市腦性麻痺服務協會
 三民區本會：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 495 號 9 樓
 鹽埕區分會：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 179 號 4 樓
 旗山區分會 :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二路 16 號
連絡電話：
07-3120800(九如本會)
07-5210722(鹽埕分會)
07-6629180(旗山分會)

聯絡人：柯麗君 社工員(九如本會)
聯絡人：陳靜如 社工員(鹽埕分會)
聯絡人：劉恩妤 社工員(旗山分會)

日間照顧服務中心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30~17:00
 服務地點：鹽埕分會服務中心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 179 號 4 樓)
 服務對象：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15 歲至 64 歲者
 服務方式：鹽埕分會同一時段之活動及課程以服務 25 人為原則
 服務內容：提供音樂、美術、文化休閒、體適能活動、社區融合、技藝陶
冶活動等及生活自理課程。
 服務特色：依學員個別化需求與興趣，來參與社區日間照顧服務中心所提
供之課程，延續學校畢業後的終身學習平台，亦可提供照顧者有喘息的機
會，又可改善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屬的生活品質與家庭關係氛圍。
樂活補給站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30~17:00
 服務地點：九如本會服務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 495 號 9 樓)
 服務對象：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15 歲至 64 歲者
 服務方式：同一時段之活動及課程以服務 20 人為原則
 服務內容：以社團概念，聘請專業講師，提供音樂、美術、舞蹈、文化休
閒、體適能活動、社區融合、技藝陶冶等活動及課程。
 服務特色：依服務使用者個別化需求與興趣，選擇參與社區樂活補給站所
提供之課程，延續學校畢業後的終身學習平台，時間具可選擇性，
其可提供家庭照顧者喘息的機會之外，亦可改善服務使用者及其
家庭的生活品質與家庭關係氛圍。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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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地點：九如本會嬉皮工坊(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 495 號 9 樓)
旗山分會不倒翁工坊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二路 16 號)
 服務對象：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15 歲至 64 歲者
 服務特色：提供無法進入一般性、支持性及庇護性職場，但亦無需接受養
護照顧之學員，一處透由學習各類作業技能活動，且能達到減緩生理功能
退化，進而增強自我信心。
 服務項目：
O 清潔劑：手工製作檸檬蘆薈清潔劑(季節性商品)。
o 代工製作 : 微型手工代工製作、包裝(菜瓜布、明信片、螺絲等)。
嘻皮精靈工作坊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30~17:00
 服務地點：九如本會(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 495 號 9 樓)
 服務項目：
o 美工排版
o 事務用品印刷：名片、公文封、卷宗、報表、聯單
o 廣告用品印刷：海報、DM、簡介、大圖輸出
o 書籍會刊印刷：書籍、會刊、日誌、會議手冊
o 其他印刷服務：貼紙、邀請卡、L 資料夾
家庭支持關懷服務
 服務時間：依家庭與會員個別需求
 服務地點：1.九如本會服務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 495 號 9 樓)
2.鹽埕分會服務中心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 179 號 4 樓)
3.旗山分會不倒翁工坊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二路 16 號)
 服務對象：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無年齡限制
 服務方式：電訪、家訪及辦理各類活動。
 服務內容：提供社會福利諮詢、身心靈成長講座及心理支持等服務
 服務特色：依會員及家庭個別需求，適時提供復健、就醫、就學、就業、
就養、職業訓練、社會福利等相關諮詢與社會資源連結、社會宣導、家長
之能成長課程及身心靈成長講座，藉以紓緩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屬的生活壓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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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單位名稱：社團法人高雄市自閉症協進會
住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 28 號 9 樓
連絡電話：07-2367763、07-8415518 聯絡人：總幹事 連郁玲、教保員 柯善友
服務內容簡介：
＊日間服務中心(社區日間作業設施)：
1.以提供作業活動為主，休閒文康相關活動為輔，包括：韻律舞蹈、體適能
運動、社區適應等，輔導各項日常活動能力的提升。
2.擬訂個別化服務計畫，並結合就業服務系統，將評估適合就業者推向庇護
性、支持性就業或一般性就業市場。
3.設籍高雄市，年滿 18 歲以上之自閉症者為優先，智能障礙者或併有以上障
別之多重障礙者為輔，並經評估符合收案者。(居家生活津貼不會被取消)
※服務地點：高雄市社會局無障礙之家(高雄市前鎮區翠亨北路 392 號 1 樓)
＊輔導教學：早期療育（遊戲團體）、暑期充電列車營隊、音樂潛能訓練、樂
器訓練（太鼓、烏克麗麗）…等。
＊育樂及體能活動：親子體適能活動、卡拉 OK、游泳…等。
＊社教宣導：專題講座、宣導活動、親職講座、會訊。
＊諮詢服務：以書信、E-MAIL、電話或親臨會館洽詢。
＊家庭支援網絡及家屬自助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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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單位名稱：

社團法人高雄市調色板協會

住址：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96 號 3 樓-4
連絡電話：07-2518208
聯絡人：支持性就業 林元慶就服員
服務內容簡介：
協會扮演『調色板』調和的角色和功能,努力結合家長、專業人員、志工，
為生命及家庭調配出繽紛的生活色彩，協助身心障礙者彩筆在握，彩繪美麗人
生。
使命:彩繪身心障礙者美麗璀璨的未來
願景:有愛無礙回歸社會
本會提供個案輔導與管理、社福資源連結、日間照顧服務、職業訓練、就
業輔導、親職教育、休閒娛樂等提供多樣性的服務。期盼透過專業人員、家
長、志工及透過各種管道，解決案家就學、就業、就醫、就養等問題。協助身
心障礙者彩繪出美麗的生活色彩，並融入社會得到認同與尊重，享有生命的喜
悅！
服務系統:
服務項目：旗津區心智障者家庭健康促進支持服務
服務對象：旗津區心智障礙者
服務內容：
1.提供居住、生活、照顧、經濟、輔具、醫療之問題解決。
2.個案服務、資源連結、團體活動(如體適能、文藝等課程)。
申請方式：電話或親自洽詢
注意事項：家連家走動式團體、團體活動，每年度辦理時程及課程主題不一
定，如需了解詳情，請直接洽詢本會社工。
電話：07-2518208
傳真：07-2517940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96 號 3 樓之 4
服務項目：中高齡智能障礙者家庭支持服務
服務對象：心智障礙者家庭(45 歲以上個案或 65 歲以上的案父母)
服務內容：
1.提供居住、生活、照顧、經濟、輔具、醫療之問題解決。
2.社工到宅服務、資源連結、專家到宅服務(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等)、資
訊講座、團體活動(如電腦、舞蹈等課程)、機構觀摩(辦理安置機構參訪，為
中高齡個案安置做規劃)。
申請方式：電話或親自洽詢
注意事項：資訊講座、團體活動、機構參訪，每年度辦理時程及課程主題不一
定，如需了解詳情，請直接洽詢本會社工。
電話：07-2518208
傳真：07-2517940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96 號 3 樓之 4
服務項目：支持性就業服務
服務對象：高雄地區 18 歲以上身心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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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內容：就業市場開拓、發展安置計畫、擬定就業服務計畫、支持性就業輔
導、永續追蹤輔導。
申請方式：電話或親自洽詢
電話：07-2518208
傳真：07-2517940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96 號 3 樓之 4
服務項目：日間服務中心
服務對象：15~45 歲設籍高雄市之中、重度以上智能障礙者且具基本自理能
力。
服務內容：居家生活訓練、社區生活訓練、體能活動、休閒活動、家庭支持
(資源連結或轉介)等。
收費方式：依個人家庭所得評估收費。
申請方式：電話或親自洽詢
電話：07-8158087
傳真：07-8155603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翠亨北路 392 號 3 樓
服務項目：璞真園
服務對象：設籍高雄市之 15 歲以上，以中、重度之心智障礙者為優先。
服務內容：居家生活訓練、社區適應、技藝陶冶訓練(二手衣物整理及清潔)、
休閒活動及體能活動、資源連結等。
收費方式：4000/月(含餐費)。
申請方式：電話或親自洽詢
電話：07-5361525
傳真：07-5378078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 951 號
服務項目：調色工坊小作所
服務對象：15 歲以上身心障礙者。
服務內容：作業活動(手作創意品、代工、環境清潔)、日常活動(生活藝能、
休閒、社區適應、人際關係等)。
收費方式：3000/月、餐費另計。
申請方式：電話或親自洽詢
電話：07-5330220、07-5330221 傳真：07-5330219
地址：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 179 號 4 樓
服務項目：微笑工坊小作所
服務對象：15 歲以上身心障礙者。
服務內容：作業活動(園藝植栽、代工、手作創意品、環境清潔)、日常活動
(生活藝能、休閒、社區適應、人際關係等)。
收費方式：3000/月(含餐費)。
申請方式：電話或親自洽詢
電話：07-5710039
傳真：07-5710038
地址：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二路 11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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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單位名稱：社團法人高雄市心智障礙服務協進會
住址：高雄市鳳山區福誠二街 168 號 5 樓
聯絡電話：07-8417033

聯絡人：蔡櫻花總幹事

服務內容簡介：
服務對象為高雄市大鳳山區心智障礙及其家庭。
1、心智障礙者家庭支持服務：07-8417033
對本市社會福利服務內容及心智障礙者就業、就養、就醫等相關問題之諮
詢服務。
2、小型作業所-安心工坊：07-8419883
服務 15 歲以上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者，具生活自理能力，且有意願經
評估能參與作業活動，每日持續 4 小以上，每週至少 20 小時以上。
※服務內容：平車訓練、代工包裝、清潔訓練及文康休閒服務
3、日間照顧據點-鳳山活力站：07-7969049
提供身心障礙者生活自理、技藝陶冶、社區適應及休閒活動等日間照顧及
家庭支持性服務。
4、農藝陶冶-綠色活力園
提供身心障礙者職能生活功能訓練包含：農藝陶冶、工作知能、工作態度
養成、工作技能等，以及提供社區適應活動、文康休閒活動等課程安排，
讓身心障礙者學習、互動與交流，增加身心障礙者社會參與的機會，並從
中獲得社區生活經驗，進而提升在社區生活的能力，提升其生命價值。
5、中高齡智障者家庭支持服務:
設籍本市 35 歲以上領有身障證明或手冊之心智障礙者或合併其他障別之
多重障礙者，並經本會評估有其服務需求，由本會社工提供個別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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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單位名稱：社團法人高雄市關懷身心障礙者就業協進會
住址：高雄市左營區天祥二路 111 巷 22 號 7 樓
連絡電話：07-5507337

聯絡人：蔡軒眉（行政專員）

單位簡介：
【社團法人高雄市關懷身心障礙者就業協進會】於民國 95 年元月成立。係
由一群關懷身心障礙者就業問題的民眾自發性地籌組成立，以協助身心障礙者
就業為主要目的，期望以眾人的力量推動積極、健全、合理的身心障礙者權益。
幫助身心障礙者融入社區、適性就業。
服務內容簡介：
（一） 身心障礙者庇護性就業服務(庇護工場)：
承攬機關行號、公私立學校等單位之清潔外包工作，再安排有就業意
願，但就業準備及就業能力尚不足以進入一般性就業職場之身心障礙者
進入就業，並由就業服務員定期至現場輔導及關懷其工作狀況。
（二） 身心障礙者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小型作業所)：
針對無法進入庇護性就業服務場所之身心障礙者，於社區日間作業設施
提供以作業活動為主，自立生活及休閒文康為輔之服務內容，以協助身
心障礙者提升社會適應能力及生活品質。發展多元興趣及增進人際互動
之場所，減輕身心障礙家庭照顧者之負擔。
（三） 就業媒合：
與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各就業服務站合作，協助身心障礙者進行清潔工作
之就業媒合。
（四） 個案管理：
由本會專業人員分配管理本會庇護性就業者及社區日間作業設施之服務
使用者(以下均簡稱個案)，按時記錄個案狀況；另亦透過電話與個案及
其家屬保持聯繫溝通，以了解個案狀況及其所需資源，適時提供身心障
礙者所需之服務。
（五） 傳遞資訊：
將社會局、勞工局及其他政府機關、社福單位等所提供之有關身心障礙
者之福利訊息告知本會身心障礙個案，並協助申請相關福利及爭取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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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有益身心障礙者之活動辦理：
如教育訓練、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屬聯歡活動等。
附屬單位：
1、 清潔大師工作隊(庇護工場)
服務內容說明：由就業服務員輔導身心障礙者於公司行號、公私立學校、室
外公共區域、社區等，提供環境清潔服務，包含掃地、拖地、廁所清潔、地
毯吸塵、打蠟…等。
聯絡電話：07-5507337
2、 彩虹天空生活工坊(小型作業所)
服務內容說明：本工坊主要服務尚無法進入一般市場及庇護工場就業，但
卻具有作業潛力，缺乏作業訓練、生活技能培養及社會參與機會的身心障
礙者，為其提供一個友善的成長環境，增進其自立生活、人際互動及作業之
能力。
目前作業項目包含香草包製作、園藝、團膳及清潔工作，並安排生活休閒及
社區適應課程…等。
服務地點：高雄市橋頭區成功路 181 號
聯絡電話：07-6117657

蔡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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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單位名稱

社團法人高雄市快樂堤心理協會

★總部
服務宗旨：
為協助精神障礙者獲得完善之醫療與復健，改善個人、家庭與社會功能並促進
社會大眾的接納與關懷，透過職能訓練及心理輔導，最終目的使其能自力更生，
回歸社會，為共同之目標
服務內容：
※精障者方面：◎生活復健◎心靈成長團體◎家庭支持
※家 屬 方 面 ：◎支持性活動◎家屬知能成長活動
※社 會 方 面 ：◎心理衛生宣導
服務對象：1.設籍高雄市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者及其家屬。
2.年滿 15 歲以上之身心障礙者，不限障礙別，以精神障礙者為優先之
服務對象。
服務時間： 每週一～週五，08:30～17:00
服務電話：07-2729834
服務地址：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 98 號 3F 之 1

★仙人掌社區復健工作坊
服務目標：1.協助學員持續獲得完善之醫療與復健
2.加強學員職能訓練與心理輔導。
3.去除污名化，推廣社區化就業
服務內容：
◎日間課程
安排各式課程包含藝術治療、音樂治療、木器彩繪、職能復健、疾病適應等團
體，建立規律且豐富的生活。
服務對象：高雄市之精神障礙者及家屬
1.持有重大傷病卡 2.可穩定服藥及定期回醫院就診
3.無自傷或傷人傾向 4.有復健或工作訓練意願
服務時間：每週一～週五：08:30～16:30
周六：08:3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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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電話：07-2823842
服務地址：高雄市前金區文武二街 152 號 4、5F
★花之語社區作業設施
服務宗旨：主要協助精神障礙者得以維護身心健康，促使精障者在從事具產值之作
業活動之餘，能肯定自我並激發潛能，為精障者的家庭創在更多的無限可能
服務內容：
※作業活動
1.水餃店鋪-門市訓練 2. 環境清潔 3.團膳廚藝 4.水餃廚藝
※自立與文康休閒活動
彩繪藝術/手工藝/桌遊/體能律動/KTV 歡唱/ 戶外休閒活動
服務對象：1.設籍高雄市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者，年滿 18 歲以上之心智障
礙者，且同時未安置於其他社會福利機構、精神醫療復健機構。
2.經評估能力尚無法進入庇護性或一般性就業服務系統，且不適合安置
於成人日托機構。
3.心智障礙者個人有意願且經評估參加作業活動能每日持續 4 小時以
上，每週至少 20 小時以上。
4.每日穩定服藥及定期回診就醫，並具有生活自理及交通能力。
收費方式：每人每月 3000 元，中低與低收另計。
服務時間：周一~周五 8:30~17:00
服務電話：07-5219834
服務地址：高雄市鹽埕區建國四路 36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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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單位名稱：社團法人高雄市心理復健協會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 456 號 5 樓
聯絡電話：07-3381771 傳真：07-3381785
E-mail：x12762002@yahoo.com.tw
網址：http//cilifuza.org.tw

郵局劃撥帳號﹕41812062

一、 服務項目-圓心社區作業坊
藉由本設施之服務內容，以提供社區心智障礙者無法就業或無法進入庇護
性就業職場之不同的服務模式，達到增強其工作、社會技能及態度，兼融「作業
訓練」及「生活重建」兩種元素的服務融合方案，進而提昇個人及家庭之生活品
質，並減緩其生理退化之狀況。
※服務內容：
1.作業技能訓練

2.工作態度培養

3.文康休閒活動養成

4.生活能力增強

5.社會功能訓練

6.家庭支持服務、親職成長團體

※作業活動：
1.螺絲代工、2.餐食準備、3.清潔、4.烘培
※服務對象：
1.15 歲以上領有手冊之心智障礙者(第 1 類為主)，具基本生活自理能力與交
通能力者。
2.有意願、經評估能參與作業活動，每日持續 4 小時以上，每週至少 20 小
時以上者。
※服務專線：電話 07-5887776 鍾姍容社工

傳真 07-5882009

※作業地點：高雄市左營區明潭路 110 巷 2 弄 15 號
※交通方式：自捷運「左營站 R16」，轉搭「紅 51A、紅 51B」至翠明路站下
車，再步行約 5 分鐘即可到達。
手工藝產品
本會為服務精神障礙者協助相關烘培與手工香皂技能訓練，使之生產商品
提供平台有機會讓社會大眾了解，只要有適當的支持與機會，亦能展現潛力，自
力生活。
1.雪 Q 餅、牛軋糖。(圓心工作坊製作)
2.土鳳梨酥禮盒，講究營養健康，經衛生局食品衛生檢驗無添加防腐劑、人工
色素及香料。
3.手工香皂禮盒，天然的植物性原料製成。
二、服務項目- 支持性就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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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對象主要以設籍或是居住於大高雄地區、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年滿 18
歲、且具有就業意願以及就業能力之求職者，為優先服務對象。
※服務內容：
1.個案管理、2.開發就業機會、3.發展職業重建計畫、4.擬定個別化之就業服務
計畫、5.協助訓練工作技能、6.強化其職場適應能力等支持性就業服務模式，進
而提供身心障礙者合適之就業安置，同時加強就業後之追蹤輔導，以促進身心障
礙者穩定就業。
※連絡電話：3381771 黃士柏 社工師
三、服務項目-社區家園
在一般住宅社區中規劃居家生活單位，提供精神障礙者依自己的意顧及能
力顯選擇其生活方式和參與活動。增強精神障礙者之獨立生活功能，並協助其
適應社會環境。
※服務內容：
1.健康協助、2.社會支持、3.休閒與社區參與、4.日間服務連結、5.住民與家人
互動關係、6.住民權益福利維護
※服務對象：
1. 十八歲以上領有精神障礙手冊（第五、六類慢性精神病）
，並經承辦單位專位
評估適合於社區居住與生活者。
2. 中低收入身心障礙者或身心障礙者父母無力照顧者優先。
※服務地點：
1.慈愛家園-設置前鎮區 提供男性精神障礙者居住服務。
2.喜愛家園-設置鳳山區 提供男性精神障礙者居住服務。
3.臻愛家園-設置鳳山區 提供女性精神障礙者居住服務。
※連絡電話：3381771 陳美惠社工
四、服務項目-圓夢社區復健中心(鳳山區）
五、服務項目-喜福社區復健中心(前鎮區）
為協助病人逐步適應社會生活，於社區中提供病人有關工作能力、工作態
度、心理重建、社交技巧、日常生活處理能力等之復健治療。
※服務內容：
1.功能評估：日常生活功能評估、社會功能評估、職業功能評估、體適能評估。
2.職能治療：產業治療、體適能運動、休閒活動、生活座談、門診規則服藥、
日常生活功能訓練、生活諮詢、社交技巧、人際互動、心理諮商等。
3.職前訓練：工作助理、農作物栽培、餐飲製作、烘焙、清潔等訓練。
4.就業安置與輔導：求職技巧訓練、就業諮詢、就業媒合、職場支持、職務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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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開創工作機會。
※服務對象：
1.病情穩定、規律門診、按時服藥。
2.有參與復健治療的動機及意願。
3.無自傷、傷人的行為。
※服務地點：
◎圓夢社區復健中心
地址：鳳山區王生明路 123 號 1-2 樓

電話-7439321 吳佳芬主任

◎喜福社區復健中心
地址：前鎮區民權二路 456 號 5 樓

電話-3388820 許素雯主任

六、服務項目-社區關懷訪視服務
為協助精障者家庭得到適切的服務，擬透過組織力量，運用社會工作專業
人員以家庭為中心提供協助，運用專業的方法協助這些面臨挑戰的家庭，評估
其需求，進一步協助連結資源，同時也鼓勵家屬透過互助的方式，分享經驗彼
此支持共同面對問題尋求解決。
※服務內容：1.自立生活協助。

2.到宅關懷訪視。

3.情緒支持。

4.婚姻與生育輔導。 5.照顧者支持與資源連結。
※連絡電話：3381771 王世民 社工
七、服務項目-權益倡導與充權培力
透過團體動力，教育精神障礙者及家屬重新認識疾病，善用資源，創造一個
支持的友善環境，希望；以宏觀的眼光觀之，精神障礙者不僅能回歸社區，享受
優質生活，讓學員可由受助者角色轉換而為助人者角色，相信自己有能力可自助
且助人，實現自我充權之最佳效益。
※服務內容：1.辦理精神障礙者及家屬的座談、研習。
2.培養精神障礙者及家屬擔任精神復健機構陪評員
3.培養精神障礙者及家屬擔任強制住院審查委員會委員。
4.培養精神障礙家屬擔任『家連家教育課程』種子老師。
5.培養精神障礙家屬擔任『嚴重病人』公設保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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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單位名稱：佛明社區復健中心
住址：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 92 號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foming1990（佛明社區復健中心臉書粉絲
團）
E-mail：foming1990@gmail.com
連絡電話：07-7475772
傳

聯絡人：宋珈宜 小姐

真：07-7461975

一、服務內容：
1.復健訓練：培養衛生習慣，強化社交技巧，增進獨立生活能力，促進自我肯
定，充權、自信、有尊嚴。
2.綜合活動：培養正確的休閒概念，協助規劃日常生活，參與社區比賽，增進
親子關係，熟悉社區環境與人文典故。
3.家屬教育：增進家屬對於精神疾病及法律保障的認識，提供家屬經驗分享、
互相支持兼具教育意義的團體課程。
4.產業治療：強化與維持工作功能，在治療過程中培養認真、積極、自我肯定
的工作態度，培養工作動機。
5.社區服務：透過服務社區，培養關懷社區的敏感度與習慣，進而改變社區對
精神障礙者的誤解與偏見。
6.工作訓練：
「工作」是精神障礙者回歸社區最佳的終點站之一，透過訓練提
高職場適應力，增長就業持續時間，促使其成功就業。
7.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服務：開發就業機會，協助身心障礙者社區就業，提
供職場輔導與雇主服務。
二、服務對象：
（1）符合衛生署規定之精神疾病診斷。
（2）精神疾病患者症狀穩定，具疾病認知，可主動服藥及規則門診追蹤者。
（3）精神疾病患者局部功能退化，具有復健動機及潛能者。
（4）精神疾病患者之家屬可配合者。
（5）不須全日住院，但須積極復健治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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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單位名稱：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星星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住址：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 152 巷 19 號
連絡電話：(07)216-5278

聯絡人：林美淑 董事長

服務單位：
1.管理暨家庭資源中心
 服務內容:開辦諮詢專線、自閉症親職教育、家長支持成長團體、自閉症青
年成長團體、自閉症者生活技能訓練、自閉症系列講座、自閉症推廣宣
導、就業服務政策倡導、會訊及相關出版品發行、音樂及繪畫潛能開發訓
練及辦理巡迴演奏、展覽等。
洽詢電話：(07)2165278
地址: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 152 巷 19 號
洽詢人員:劉文霈 社工、熊沛淇 社工
2.大同社區照顧中心
 服務對象：提供 18 歲以上中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日間服務，自閉症優先。
 收費標準：依據衛福部及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規定收取部份自付額（低收入
戶免收）。
 服務內容：日間照顧、社區融合、家庭支持性服務及專業整合服務等。
洽詢電話：(07)215-3995
地址：高雄市新興區大同一路 141 號
洽詢人員：程錦珍 主任、郭宜珊 社工
3.星星兒的家
 服務對象：提供 18 歲以上中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日間服務，自閉症優先。
 收費標準：依據衛福部及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規定收取部份自付額（低收入
戶免收）。
 服務內容：日間照顧服務、家庭支持性服務、技藝陶冶（如陶藝、園藝）、
社區融合等。
 服務特色：備有交通車、有機農產品銷售
洽詢電話：(07)636-2319
地址：高雄市田寮區田寮里田寮路 1 號（原田寮國小地址）
洽詢人員：黃雅雯 主任、施金享 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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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星樂工坊
 服務對象：
(1)為 18 歲以上，設籍並實際居住於高雄市，持有高雄市核(換)發或註記之身
心障礙手冊或證明，以自閉症者為優先。
(2)未安置於社會福利機構、精神復健等機構中者。
(3)有意願且經評估可參與作業活動每日持續作業 4 小時以上，每週 20 小時以
上為原則。
(4)具生活自立及交通能力者(含自行接送)。


收費標準：每人每月 3,000 元(不含午餐)。

 服務內容：
(1)作業活動：烘焙作業、咖啡飲品製作、清潔作業
(2)多元活動：
1 自力生活學習活動：自我照顧、金錢管理等
○
2 文康活動及社區生活學習：藝文活動、體能活動、社區活動等
○
3 自立保護自我倡議學習：法律常識、人際互動、交友技巧、衛生安全等
○

洽詢電話：(07)261-3336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中庸街 32 號
洽詢人員：黃尹珊 組長、蔡育菁 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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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單位名稱

社團法人高雄市小草關懷協會

★總部

服務宗旨：以服務精神障礙朋友及家屬為主，提供病友個人及其家庭
成員支持服務；協助其能解脫身心症狀的束縛；推廣各種紓壓的方法與
知識，並學習自我調適以及增強抗壓的能力，以達到『安頓身心、自助
助人』的目標。
【服務內容】
※康復者服務：◎疾病自我照護◎生活復健◎支持性就業
◎心靈成長團體◎心靈紓壓協談◎家庭支持
※家 屬 服 務 ：◎身心靈困擾紓壓協談◎支持性活動、團體
◎家屬知能成長活動
※社 會 服 務 ：◎電話諮詢轉介服務◎心理衛生前端防治工作
◎精神/心理衛生健康講座
【服務對象】
1.設籍高雄市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者及其家屬。
2.年滿 15 歲以上之身心障礙者，不限障礙別，以精神障礙者為優先之
服務對象。
3.小作所/新生工場招收：第一類心智障礙類服務對象。
服務時間： 每週二～週六，08:30～17:00
服務電話：07-8061733
服務地址：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 489 號。
★新生工場社區作業設施
服務宗旨：主張個人改變動機理論，協助精神康復者有強烈企圖要在心理復
健層面找回生存價值，在生活重建中證明自己依然有能力賺取一口飯吃外，
更能降低擔憂被嫌棄的情況及被遺棄的害怕。
服務目標：
1.減輕主要照顧者壓力；促進家庭關係和睦。
2.培力服務使用者自立生活、自在生活、價值生活。
服務內容：
※技藝類
手工藝製作 / 烘焙課程
※工作訓練
1.脆皮花生糖、貴客饅頭、小草涼水鋪前製準備作業流程、製作/包裝
技能、販售禮儀。
2.工作職場禮儀、倫理訓練。
※團體課程
心理團體課程 / 藝術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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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活動
KTV 歡唱 / 電影欣賞 / 戶外休閒活動
※社區適應活動
隔週至市場擺攤販售手作商品 / 社區服務
【服務對象】
1. 設籍高雄市，15 歲以上 65 歲以下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具有生活自
理能力且未同時安置於社會福利機構、精神醫療復健機構者(以心智障礙
類優先)。
2. 經評估能力尚無法進入庇護性或支持性就業服務系統，且不願意選擇成
人日間照顧機構者。
3. 具作業意願之身心障礙者(精障者有重大傷病卡、或醫師診斷證明者)，
且能參與作業活動每日至少 4 小時、每週 20 小時以上。
4.具有生活自理能力，及有能力自行前往或由家長接送至作業地點。
服務時間：週二~週六 8:30~17:00
服務電話：07-8061733
服務地址：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 48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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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單位名稱:社團法人高雄市唐氏症歡喜協會
住址：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284 號 10 樓之 1
E-mail：fivehouse108@gmail.com
連絡電話:(07)771-7299

聯絡人:李家函社工主任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內容簡介：
本會期望透過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計畫，協助服務對象之身心障礙者家
庭，避免其因長期留置家庭，衍生服務對象退化困擾，家庭不易照顧等問題，
並培養服務對象自立生活能力，促進其參與社會，以減輕家庭負擔，並讓身心
障礙者能夠快樂地學習獨立的生活、合適的表達、社交的接觸、穩定的情緒以
及社區生活的適應…等;作業活動含手工香皂及手工餅乾之製作、包裝與銷
售、打掃清潔、代工等，期待在歡樂學習的環境中，培養身心障礙者的自立生
活、品德教育、工作人格、職業能力、人際互動、兩性相處與生活陶冶…等。
一、招收服務對象標準與人數：
（一） 20 名，設籍高雄市，15 歲至 65 歲，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智能障礙者。
（二） 評估能力無法進入庇護性或支持性就業服務系統之服務對象。
（三） 未安置於社會福利機構、精神醫療復健機構者。
（四） 有作業意願之智能障礙者，且評估能參與作業活動每日至少 4 小時、每
週 20 小時。
（五） 具生活自理能力與交通能力（可自行前往或家屬支持下完成者）。
二、服務內容：
(一)作業活動
1.手工蛋捲包裝
2.手工餅乾製作包裝
3.手工香皂製作包裝
4.代工
5.環境清潔活動。
(二) 休閒文康及日常活動
1. 獨立生活、基本認知、社會適應…等能力養成。
2. 社區參與／融合活動。
3. 文康休閒娛樂/社團(音樂、藝術、手工藝、打擊樂團…等)。
4. 健康促進體適能。
5. 成長團體(人際關係、情緒管理、兩性成長…等)。
6. 個人本位願景規劃。
三、收費標準：
1.一般戶需繳交月費 3,000 元。
2.中低收入戶（包含邊緣戶）需繳交月費 1,400 元。
3.低收入戶需繳交月費 500 元。
（水電、伙食費、作業材料費所需相關費用等）
四、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上午 09：00～下午 17：00，午休時間為 12：00～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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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單位名稱: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南區辦公室
暨附設日間作業設施「威利工作坊-高雄站」簡介
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在成立十年的階段，向前邁進一步！小胖威利南區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簡稱：小作所)於 107 年 09 月 19 日正式成立，小作所位
於高雄市三民區復興一路 176 號 3 樓之 1。提供作業活動、休閒生活、技藝陶
冶、社區生活…等個別化服務，同時辦理親子活動、親職教育等各項家庭支持
與輔導業務。
若您身邊有 18 歲以上身心障礙的孩子，需要相關作業訓練的服務，喜歡個
別化教學指導，友善學習、安全無誘惑的環境，「高雄市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
會」將會是您最佳的選擇。
★服務內容
1. 作業活動：小作所產品(手作精油產品)生產製作、包裝、義賣。
2. 多元活動：
(1)自立生活活動：自我照顧、社區生活、金錢管理、社交人際技巧、情
緒管理等。
(2)文康休閒活動：體能活動、健康管理、藝術療癒等。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上午 8：30 至下午 17：00
★服務地點
高雄市三民區復興一路 176 後 3 樓之 1
★服務對象及資格
1. 年滿 15 歲以上，設籍並實際居住於高雄市，持有高雄市核(換)發或註記
之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以小胖威利病友為優先。
2. 尚未安置於社會福利機構、精神復健機構…等機構中者。
3. 有意願且經評估可參與作業活動每日持續 4 小時以上，每周 20 小時以上
為原則。
4. 健康狀況穩定且無傳染性疾病。
★收費標準
訓練費用每人每月 3,000 元(午餐另計，可自行帶便當亦可由小作所統一訂餐)
★聯絡方式
電話：(07)236-9506
傳真：(07)236-9505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復興一路 176 號 3 樓之 1
聯絡人：陳蕙蘭 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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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單位名稱：高雄市永安區公所委託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聖和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經營管理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真善美養護家園
住址：高雄市永安區永安路 5 號
網址：https://www.shengho99.tw/index.php
連絡電話：07-6917697
聯絡人：林文雄主任
服務內容簡介：

真善美養護家園(公設民營) 全日型住宿式機構照顧
住址：高雄市永安永安路 5 號
聯絡電話：07-6917697
 收容資格:
本家園收容安置欠缺生活自理與社會適應能力之身心障礙者，凡年滿 18
歲，未滿 64 歲之中重度失能者，或以智能障礙為主之多重障礙者，如未具
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入住本家園進行托育養護：
1、患有嚴重精神疾病並有傷害他人或自己之情形嚴重者。
2、患有嚴重疾病，需長期醫療照顧。
3、患有法定傳染病，未完成治療者。
 收費標準
依據衛生福利部所頒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辦理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
宿式照顧費用補助審核作業要點」辦理，所需各項教養費用由政府按法定
補助原則負擔，自付額部份由案家負擔。
※就醫掛號費、醫療部份負擔、住院期間看護費用、救護車費用須家屬自
行負擔。
 公費進住手續:
(一)申請收容者，由家長或法定代理人攜帶戶口名簿及身心障礙證明影印
本，逕向戶籍地區、市區公所民政課(社會課)提出申請，由公所呈報
市府轉介本家園，本園收到市府核准公文後將安排服務使用者至園辦
理入住手續。
(二)經本家園初審符合規定者，應檢附下列文件至本園辦理試住:
1、戶口名簿影本、入住者身份證影本、健保卡、印章
2、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3、身體健康檢查表正本(入住前一週內)
※體檢報告內容(血液常規檢查、生化、尿液常規檢查、胸部 X 光、梅
毒血清檢查、B 型肝炎檢查、阿米巴及桿菌性痢疾、寄生蟲感染檢查)
4、緊急聯絡人身份證
(三)經本家園檢測評估合格者，將通知入園接受為期一個月之托育養護評
估。服務使用者評估期滿，經本園評估認為有延長之必要者，得延長
一個月，其延長以一次為限。入園前其家長或法定代理人應與本園簽
訂入契約書，並覓妥緊急連絡人兩人。
(四)、服務使用者入園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家長或法定代理人應於接到
本家園通知後在一個月期限內辦理離院手續，逾期未辦理者，由本家
園同原轉介直轄市或市政府將服務使用者送交其家長或法定代理人：
1. 足認已可適應家庭生活回歸社會者。
2. 住宿式照顧費用經催告兩個月仍未繳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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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3. 家長或法定代理人戶籍或住址遷移未通知本園，或規避服務使用者
養護責任情節嚴重者。
4. 服務使用者患病或有緊急狀況送醫需家屬出面處理照顧、惡意不願
配合、惡意不願負擔醫藥費者。
5. 其行為有危害其他服務使用者安全之虞者。
6. 不配合過年期間返家或假日返家者，家庭功能薄弱者不在此限。
服務內容
養護照顧、住宿教養服務：
辦理服務使用者教養服務，建立個案基本資料，並與家長或案主簽訂契
約，依照個案能力評估，擬定服務計畫，提供適切的教育訓練與生活上的
養護照顧。
生活自理能力訓練：
根據服務使用者基本能力及需求，評估後設定持續性之生活自理協助方
式，教導學習生活自理技能，包括刷牙訓練、穿衣訓練、如廁訓練、飲食
訓練、盥洗訓練、獨立性生活自理功能訓練等，並提供完整的輔助設備。
技藝訓練及就業安置：
依照服務使用者興趣及能力安排各項職業陶冶訓練，包括:手工藝班、音樂
班、非洲鼓班、美術班、農藝園藝班、體適能班，以培養服務使用者良好
工作態度及工作技能。依服務使用者興趣、專長與需求，提供就業媒合及
支持性就業服務。
醫療復健：
本家園和特約醫療院所簽訂合約，並建立緊急醫療系統，提供服務使用者
一般看診、定期醫生巡診、精神治療、物理治療、口腔保健、職能治療及
保健諮詢等相關服務。使降低其生理、心理的障礙程度，進而提供其生活
及工作的必要協助。
社區適應：
為拓展服務使用者生活空間，帶領至鄰近社區及市區進行宗教、文化、藝
術、休閒等各項社區/社會適應活動，並與服務計畫之訓練目標結合，以增
進服務使用者之社區融合。
休閒娛樂：
提供服務使用者影片欣賞、影音視聽、家事活動、圖書閱覽、美勞活動、
體適能、規劃郊外踏青、旅遊、社區融合、等活動，促進其身心健全發展
使其能享受閒適之生活。社工人員提供服務使用者及親屬心理、社會、職
業、輔具等問題之諮詢對外有關身心障礙福利服務等業務。
社工權益保障：
本家園成立家長會，由服務使用者家長或親屬及共同組成。每年定期招開
個別化服務計劃、膳食需求、健康照護、親職教育、滿意度調查，並與機
構建立良好的溝通管道和互動關係。亦成立權益保障委員會，由家長、機
構社工員、教保組長、護理長、職能治療師及專業人員和社會公正人士共
同組成，負責協助服務使用者各種申訴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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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單位名稱：台灣智青之友協會
住址：高雄市五福四路 70 號 2 樓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520friend/
連絡電話：07-5311003

聯絡人：薛雅分 專職社工員

※台灣智青之友協會-自立生活學園：
一、服務宗旨：
協助心智障礙成人 (1) 強化自立生活能力 (2) 建立良好社交網絡 (3) 促
進身心綜合健康，以延緩過早老化或失能。
二、 服務對象：
設籍高雄市，18 歲以上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智能障礙（第一類 06）成人。
三、 服務期程：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分春季班（3／1－6／30）和秋季班（8
／1－11／30），均為 9 點-12 點上課。
四、 課程主題：
每班課程視學員能力、需求、興趣和學習進程混合搭配以下主題：
(A) 家事達人 (B) 健康體適能 (C) 語言溝通 (D) 社區走透透 (E) 情緒
管理與社交技巧 (F) 捻花惹草搞園藝 (G) 手機照相 (H) 藝起來畫畫。
五、班次：
春季班和秋季班有：週二班(A+B)，週三班(C+D)，週四班(B+E)，週五班
(G+H)，週六班(B+F)。
五、 人力：
每班基本人力配置為講師一名，導師（協同教師）一名。理事長、社工
專員及志工機動支援。
六、 預計服務量：
學員人數每班 12-15 人，班數計五班，每班每週各 3 小時，每季持續
16 週。預計每季招收 60-75 名學員，全年度 120-150 名（不同班次可
重複報名）。鼓勵家長參與活動，並且持續與家長進行密切聯繫與溝
通，故家長也是間接服務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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