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項目分類一覽表
序號
登錄名稱
1
財團法人喜憨兒
社會福利基金會

2

財團法人喜憨兒
社會褔利基金會
附設喜憨兒高雄
庇護工場

3

社團法人高雄市
康復之友協會

4

社團法人高雄市
腦性麻痺服務協
會

聯絡資訊
聯絡人：張淑貞
電話：07-7266096 分機 27
傳真：07-2234514
電子信箱：701028@careus.org.tw
地址：80284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306 號 11 樓之 2
聯絡人：許慧玲
電話：07-7106861
傳真：07-7106862
電子信箱：wend7112@careus.org.tw
地址：83053 高雄市鳳山區鳳仁路 262 號
聯絡人：石孟諭
電話：07-9687952、2729834
傳真：07-2165653、2516301
電子信箱：k2823842@ms35.hinet.net
地址：80145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 98 號 5 樓之 4
聯絡人：夏淑萍 (印刷)
電話：07-3120800
傳真：07-3120809
電子信箱：khcp199@yahoo.com.tw
地址：80745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 495 號 9 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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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
各式節慶禮盒、義大利麵、各式便當、
各式外燴組合、各式組合式餐盒、園藝
造景、彌月蛋糕、訂婚、結婚喜餅、各
式麵包
餐盒/伴手禮/月餅

手工緞帶花飾、彩繪木器、手工串珠

專業印刷、美工排版設計、文宣品印刷、
事務性用品印刷

序號
登錄名稱
5
社團法人高雄市
自閉症協進會

6

社團法人高雄市
超越巔峰關懷協
會

7

社團法人高雄市
肢體障礙協會

8

高雄市脊髓損傷
者成功之家

聯絡資訊
聯絡人：連郁玲、柯善友
電話：07-8151500 轉 305、07-8415518
傳真：07-8152210
電子信箱：aut1234@ms17.hinet.net
地址：80052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 28 號 9 樓
聯絡人：蕭俊澤
電話：07-2157895、5880069
傳真：07-2157513
電子信箱：epilepsy@ms24.hinet.net
地址：80146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三路 203 巷 4 號
聯絡人：林桂花
電話：07-5217120
傳真：07-5313841
電子信箱：lkf00@yahoo.com.tw
地址：80445 高雄市鼓山區河川街 76 巷 6 弄 8 號

聯絡人：蔡佳蓉
電話：07-3342250
傳真：07-3344512
電子信箱：scimyhome@gmail.com
地址：80661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 8 之 3 號
2

產品
簡易代工服務、打擊樂團演奏、抹布（白
紗、方格、花色）

各式手工養生饅頭 、排版印刷、海報卡
片、手工造型筆、種子盆栽 、琉璃項鍊、
皮偶吊飾

環保隨身隱形腰帶、遮陽帽、布飾面紙
盒、毛毯、毛巾被、帆布袋、環保袋、
盆栽、園藝維護、修剪、園藝造景、背
包、手工布包、窗簾、抹布、床包.床單.
被單(寢具相關產品)、美工設計、印刷
製作、玉石飾品、衣物、寢具布類清洗、
手鍊吊飾 、口罩、背心、圍裙、衫褲、
環保氣密蓋板、創意窯燒玻璃藝品、服
裝設計、製作及修改、網路資訊軟體服
務
手工精油香皂禮盒、脊髓之粹禮盒、玫
瑰愛心盒

序號
登錄名稱
9
社團法人高雄市
佛光腎臟關懷協
會

10

高雄市調色板協
會

11

社團法人高雄市
春陽協會

12

高雄市美門協會

13

社團法人高雄市
傷殘服務協會

聯絡資訊
聯絡人：李美春
電話：07-5530270
傳真：07-5520144
電子信箱：kidneysociety@yahoo.com.tw
地址：80465 高雄市鼓山區文信路 333 號 5 樓 B
聯絡人：禇惠珍
電話：07-5361525、2518208
傳真：07-2517940
電子信箱：chen4741@yahoo.com.tw
地址：80248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96 號 3 樓之 4
聯絡人：孫鳳眉
電話：07-2230466
傳真：07-2230455
電子信箱：k223.k0466@msa.hinet.net
地址：80271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二路 22 號 8 樓之 1
聯絡人：林士哲
電話：07-8066491
傳真：07-5584422
電子信箱：80664914u@gmail.com
地址：81250 高雄市小港區永義街 187 號
聯絡人：劉春蓮
電話：07-2368602
傳真：07-2368643
電子信箱：disabled2368602@yahoo.com.tw
地址：80051 高雄市新興區錦田路 78 巷 2 號
3

產品
艾草塔、各式手工香皂

心愛清潔隊、公園清潔

環境清潔、手工洗車．手工打蠟．車內
清潔

專業清潔打掃服務

三輪機車宣傳廣告

序號
登錄名稱
14
社團法人高雄市
盲人福利協進會

15

高雄市立凱旋醫
院附設社區復健
中心

16

社團法人高雄市
鳳凰藝術發展協
會

17

財團法人喜憨兒
社會福利基金會
附設喜憨兒創作
料理庇護商店

18

高雄市心理復健
協會

聯絡資訊

產品

聯絡人：沈盈吟
電話：07-7278884
傳真：07-7278845
電子信箱：eyes4308@yahoo.com.tw
地址：80253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 12 號 2 樓之 1
聯絡人：郭明惠
電話：07-7261053
傳真：07-7163885
電子信箱：ks7261053@gmail.com
地址：80281 高雄市苓雅區福成街 2 號
聯絡人：簡秀媛
電話：07-3438591
傳真：07-5502769
電子信箱：jennifer_c88@yahoo.com.tw
地址：81365 高雄市左營區重景街 21 號
聯絡人：周瑋琪
電話：07-7677238
傳真：07-7677236
電子信箱：t00291@careus.org.tw
地址：80770 高雄市三民區文濱路 53 號
聯絡人：陳仙季
電話：07-3381771
傳真：07-3381785
電子信箱：x12762002@yahoo.com.tw
地址：80654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 2 路 456 號 5 樓
4

按摩服務

手工香皂、芳香純淨禮盒 、天然香氛禮
盒、香草複方禮盒、水晶盆栽、小品香
草盆栽、手工卡片、創意手工串珠、手
工鳳梨酥、花草茶禮盒、西點餐盒、手
工餅乾、彩繪瓷盤
鳳凰擊鼓藝術團

喜憨兒新鮮米禮盒

手工香皂、鳳梨酥禮盒、清潔服務

序號
登錄名稱
19
社團法人高雄三
山脊損重建協會

20

財團法人高雄市
私立星星兒社會
福利基金會

21

社團法人高雄市
憨兒就業輔導協
會

22

社團法人高雄市
心智障礙服務協
進會

聯絡資訊
聯絡人：林香君
電話：07-7191039
傳真：07-7191038
電子信箱：rscsci@yahoo.com.tw
地址：83041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 196 巷 17 弄 4 號
聯絡人：李碧琳會計、【星樂工坊】江涵茵
電話：07-2165278、6362319
傳真：07-2165279
電子信箱：aut_starlet@yahoo.com.tw
地址：80141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 152 巷 19 號

產品
師姊冰鎮豆干、餐盒、手工餅乾、龍鳳
酥、平面設計印刷、印章、手工蛋捲、
復康巴士、鳳梨酥

芭樂-紅龍果水果禮盒、陶藝盆栽、星星
兒音樂才藝表演、天使之愛-星星兒繪畫
藝品
【星樂工坊】耳掛咖啡、黑糖燕麥核桃
餅、咖啡核桃餅、杏仁瓦片、玉米脆片
酥、巧克力餅乾球、奶香餅乾、蔓越莓
杏仁餅、抹茶雪球、蜂蜜可可榛果餅乾、
愛呷餅禮盒、愛星禮盒、熊幸福禮盒、
中秋星團圓禮盒、樂中秋禮盒
各式各樣陶藝品

聯絡人：曾炎輝
電話：07-6819436（庇護工場）
、6810193（小作所）、
6815071
傳真：07-6815071
電子信箱：chenchungder@yahoo.com.tw
地址：84342 高雄市美濃區中山路一段 346 號
聯絡人：蔡櫻花
工作服/志工背心、環保餐具袋、各類贈
電話：07-8419883/7969049(綠色活力園)
品設計代工、抹布/圍裙/袖套、桌巾、
傳真：07-7689525
會議提袋
電子信箱：ks.heart@msa.hinet.net
地址：83058 高雄市鳳山區大東一路 10 巷 19 號
5

序號
登錄名稱
23
高雄市關懷身心
障礙者就業協進
會

24

25

26

聯絡資訊

產品

聯絡人：方慧玲
電話：07-5507337
傳真：07-6115390
電子信箱：hueling01@hotmail.com
地址：81360 高雄市左營區天祥二路 111 巷 14 號 11
樓
一家工場
（心路社 聯絡人：楊美桂
會福利基金會高 電話：07-7902239
雄分會）
傳真：07-7902511
電子信箱：maykueye095@gm.syinlu.org.tw
地址：83082 高雄市鳳山區國泰路一段 69 巷 1 號
長庚醫療財團法 聯絡人：曾心妤
人高雄長庚紀念 電話：07-7317123 轉 8769
醫院-湖畔咖啡屋 傳真：07-7326817
電子信箱：dpt1010@yahoo.com.tw
地址：83301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3 號復健大樓 11
樓
高雄市身心障礙 聯絡人：王絮詠
庇護工場-美味佳 電話：07-6217818
餐坊
傳真：07-6215886
電子信箱：yummy5886@yahoo.com.tw
地址：82059 高雄市岡山區本工路 17 號 B1

6

清潔大師服務隊

中秋手工皂禮盒 、節慶手工皂禮盒、幸
福+蛋捲禮盒

南棗核桃糕 、牛軋餅 、手工餅乾

西點餐盒 、綠豆碰禮盒 、鳳梨酥禮盒、
蛋黃酥禮盒 、各式各樣中式便當、餐飲
外燴服務

序號
登錄名稱
27
社團法人高雄市
脊髓損傷者協會

28

高雄市寶慶身心
障礙福利協會

29

社團法人高雄市
同心圓希望協會

聯絡資訊
聯絡人：蔡佳蓉
電話：07-3346038
傳真：07-3344512
電子信箱：scimyhome@gmail.com
地址：81273 高雄市小港區復華路 139 號
聯絡人：張全仁、黃淑青
電話：07-3877006
傳真：07-3906539
電子信箱：all.com@msa.hinet.net
地址：80770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 270 號

聯絡人：吳劉美玲
電話：07-3929822、0929820150
傳真：07-3929891
電子信箱：t08930627@yahoo.com.tw
地址：80783 高雄市三民區灣中街 161 號

7

產品
網頁程式設計資訊系統開發 、各類設計
排版

園藝造景 、盆栽、便當、各式中性筆、
原子筆、免削鉛筆、自動鉛筆、自動鉛
筆芯、各式獎牌獎盃（琉璃獎杯、水晶
獎盃、陶瓷獎盃、金屬獎牌、琉璃獎牌、
鋁製獎盃）、各式文具用品（強力夾、
透明膠帶、雙面膠帶、檔案夾、環保檔
案盒）、事務機器維修(電腦 、印表機、
傳真機、影印機)、專業印刷(名片、信
封、聯單、各類印刷排版)、環保再生碳
粉匣、各式清潔用具（拖把、竹掃、海
豚掃、黑棕掃、椰子掃、塑膠畚斗）、
網頁設計、組裝電腦
打擊樂

序號
登錄名稱
30
中外餅舖有限公
司附設中外餅舖
庇護工場

31

高雄市身心障礙
者技能發展協會

32

高雄市樂愛天使
協會

33

社團法人高雄市
唐氏症歡喜協會

34

高雄市青少年關
懷協會

聯絡資訊
聯絡人：張美華
電話：07-5886366、0927339821
傳真：07-5825876
電子信箱：cake0821tw@yahoo.com.tw
地址：81351 高雄市左營區蓮潭路 60 之 1 號
聯絡人：王燕琨、連家祿
電話：07-3465219、0932796186、0986570001、
07-3430411（印刷-連家祿）
傳真：07-3100121、07-3509273
電子信箱：bwpc@seed.net.tw（印刷-連家祿）
地址：80788 高雄市三民區鼎強街 118 號
聯絡人：林杏柔
電話：07-8316295、0939214080
傳真：07-8316295
電子信箱：e221705650@pchome.com.tw
地址：83087 高雄市鳳山區南安路 32 號
聯絡人：董美慧
電話：07-7717299
傳真：07-7717366
電子信箱：khhappydown@gmail.com
地址：80284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284 號 10 樓之 2
聯絡人：陳寶任、林家溱
電話：07-7471393 分機 31
傳真：07-7459289
電子信箱：kcu9956@yahoo.com.tw
地址：83063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 128 號
8

產品
餐盒 、棗泥核桃糕 、牛軋糖、收涎餅 、
鳳梨酥 、口沙酥 、公婆餅 、太陽餅 、
平安餅 、火獅餅 、棋餅

貝殼飾品、獎牌、命理名片、各式信封/
公文袋、各式海報 dm 設計及印刷、木匾
雕刻、木製門牌、木製鑰匙圈、手機吊
飾、壓克力發票箱、紅布條、布旗印製、
電腦割字、壓克力立體字、壓克力海報
夾
清潔服務、園藝修剪整理

歡喜藝術表演團

各式中式便當、鳳梨酥、牛軋糖、各式
各樣中式便當、中秋節月餅、手工餅乾、
麵包、餐盒、手工餅乾禮盒

序號
登錄名稱
35
社團法人高雄市
方舟就業服務協
會

36

社團法人高雄市
小草關懷協會

37

創意跳跳糖有限
公司附設枝枝文
創庇護商店

聯絡資訊
產品
聯絡人：黃馨毅、王姿琦
檸檬蘆薈清潔劑、手工皂、檸檬乾
電話：07-3721973
傳真：07-3753073
電子信箱：ark3753073@gmail.com
地址：81457 高雄市仁武區永仁街 509-1 號
聯絡人：楊沛綺
脆皮花生糖
電話：07-8061733
傳真：07-8061732
電子信箱：grasscare98@gmail.com
地址：81267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 489 號
聯絡人：林裕翔
土壤飯
電話：07-2351398
傳真：07-2351397
電子信箱：zhizhiculture@gmail.com
地址：80049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 115 號 B1(高捷美
麗島站內，捷運商品館旁)

※最新資訊請至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優先採購網路資訊平台參閱（http://ptp.sfaa.gov.tw/）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