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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葵青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

處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頤樂綜合健

康服務中心#
新界葵涌祖堯邨啟光樓地下3-4室 19 葵青、荃灣 新界葵涌祖堯邨啟光樓地下3-4室 20 葵青、荃灣 2743 5626 2743 5508 cyihs@bokss.org.hk www.elderly.bokss.org.hk

2 葵青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

會服務部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恩頤居#

新界葵涌葵盛圍364號馮鎰社會服務大樓

二至四樓
10 葵青、荃灣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2155 2828 2155 2829 gc@elchk.org.hk http://service.elchk.org.hk/unit_service3.php

3 葵青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

有限公司
頤恩坊長者照顧服務# 新界葵涌麗瑤商場RT1號舖 12

深水埗、葵

青、荃灣
九龍黃大仙下邨(二區)龍和樓地下C翼2至8A 20

觀塘、黃大仙、深水

埗、葵青、荃灣
3165 1600 2326 8225 hrtc@hkeds.org www.hkeds.org

4 葵青 香港家庭福利會 香港家庭福利會維健坊祖堯中心# 新界葵涌祖堯邨祖堯坊E座1樓101-106號 15 葵青、荃灣 新界葵涌祖堯邨祖堯坊E座1樓101-106號 10 葵青、荃灣 2742 8900 2742 8077 vivacy@hkfws.org.hk www.vivahkfws.com

5 葵青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

處

路德會葵青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中

心#

新界青衣長安邨安湄樓地下101-108號、

117-124號及二樓201-224號
20 葵青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2497 6310 2432 5508 h01@hklss.hk www.hklss.hk

6 葵青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有限公司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張慶華

慈善基金長亨復康中心 - 家護通#
新界青衣長亨邨亨緻樓地下1-6號單位 20 葵青 新界青衣長亨邨亨緻樓地下1-6號單位 90 葵青、荃灣 2420 9141 2420 9030 hclink@skhmaclehose.org.hk http://www.skhlmc.org

7 葵青 保良局 保良局福慧護老院#
新界荃灣葵涌邨葵涌商場第三層平台二

號
20 葵青 新界荃灣葵涌邨葵涌商場第三層平台二號 20 葵青 2279 4692 2279 4693 fukwaihome@poleungkuk.org.hk http://elderly.poleungkuk.org.hk/tc/page.aspx?pageid=66

8 葵青 保良局 保良局劉漢宣紀念長幼天地# 新界葵涌葵涌邨合葵樓地下1-4及18-19號 20 葵青 新界葵涌葵涌邨合葵樓地下1-4及18-19號 20 葵青 3998 4550 3998 4551 kcfjc@poleungkuk.org.hk http://elderly.poleungkuk.org.hk/tc/page.aspx?pageid=1338

9 葵青 嗇色園
嗇色園主辦可寧健康服務中心「 家

心愛」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
新界葵涌石籬(一)邨石俊樓低座地下二號 26 葵青、荃灣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2420 6381 2619 9700 honing@siksikyuen.org.hk www.siksikyuen.org.hk

10 葵青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 仁濟醫院朱佩音老人中心# 新界葵涌葵盛西村第1座621-624及626室 20 葵青、荃灣
荃灣仁濟街18號仁濟醫院綜合服務大樓地下

陳馮曼玲睦鄰社區服務中心G07室
80 葵青、荃灣 2615 8202 3126 9969 ccsv.ac@ychss.org.hk www.ychss.org.hk/ccsv

11 葵青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 仁濟醫院華懋護理安老院# 新界葵涌荔枝嶺路 35 號 20 葵青、荃灣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2371 3883 2371 3282 cc@ychss.org.hk http://www.ychss.org.hk/

12 葵青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 仁濟醫院郭玉章夫人護理安老院# 新界葵涌荔枝嶺路 33 號 20 葵青、荃灣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2786 8723 2786 0670 kyc@ychss.org.hk http://www.ychss.org.hk/

13 黃大仙 維盈投資有限公司 松悅園耆逸護養院暨日間護理中心#
九龍黃大仙慈正邨服務設施大樓三樓及

四樓
20

觀塘、黃大

仙、九龍城、

沙田

九龍黃大仙慈正邨服務設施大樓三樓及四樓 100

東區、灣仔、中西

區、南區、離島、觀

塘、黃大仙、西貢、

深水埗、九龍城、油

尖旺、沙田、大埔、

北區、葵青、荃灣、

屯門、元朗

2610 1775 2610 1738 infotc@evergreen-nursing.com.hk NA

14 深水埗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深水埗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 悅樂

牽#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九龍深水埗白田邨安田樓地下1號室 30 深水埗、葵青 6756 5789 2778 1129 wonderfulcare@hkcs.org www.hkcs.org

15 九龍城 和悅社會企業 和悅會# 九龍紅磡蕪湖街118號俊暉華庭1樓 38
1

黃大仙、深水

埗、九龍城、

油尖旺

九龍紅磡蕪湖街118號俊暉華庭1樓 100

觀塘、黃大仙、深水

埗、九龍城、油尖

旺、沙田、葵青、荃

灣

3905 1388 3547 8015 info@woopie.org.hk www.woopie.org.hk

16 沙田 保良局 保良局家居醫護好幫手#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新界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富騰工業中心1613

室
70

深水埗、油尖旺、沙

田、葵青、荃灣、屯

門、 元朗

2401 3688 2412 7533 hcs@poleungkuk.org.hk http://elderly.poleungkuk.org.hk/tc/page.aspx?pageid=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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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青區

17 荃灣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

處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頤荃長者健

康服務中心*#

新界荃灣青山道99-113號荃灣浸信會大樓

6樓
35 葵青、荃灣 新界荃灣青山道99-113號荃灣浸信會大樓6樓 20 葵青、荃灣 2408 2662 2408 0886 ytihs@bokss.org.hk www.bokss.org.hk

18 荃灣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李淇華中心
新界荃灣永順街38號海灣花園商場地下

11-20號舖
10

2 葵青、荃灣
新界荃灣永順街38號海灣花園商場地下11-20

號舖
5

3 葵青、荃灣 2439 9095 2439 9310 headoffice@hkada.org.hk www.hkada.org.hk

19 荃灣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 仁濟醫院長者社區照顧服務*#
新界荃灣仁濟街18號仁濟醫院綜合服務大

樓地下
30 葵青、荃灣

新界荃灣仁濟街18號仁濟醫院綜合服務大樓

地下陳馮曼玲睦鄰社區服務中心G07室
100 葵青、荃灣 2615 8202 3126 9969 ccsv@ychss.org.hk www.ychss.org.hk/ccsv

20 荃灣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 仁濟醫院嚴徐玉珊卓智中心# 新界荃灣福來邨永康樓地下1-3室 20
4 葵青、荃灣 新界福來邨永康樓地下1-3室 80

5 葵青、荃灣 2614 8967 24981231 ccsv.ytys@ychss.org.hk www.ychss.org.hk/ccsv

21 荃灣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 仁濟樂在家有限公司#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新界荃灣仁濟街18號仁濟醫院綜合服務大樓

地下陳馮曼玲睦鄰社區服務中心G07室
100

觀塘、黃大仙、深水

埗、九龍城、油尖

旺、沙田、大埔、北

區、葵青、荃灣、屯

門、元朗

2615 8202 3126 9969 ccsv.hh@ychss.org.hk www.ychss.org.hk/ccsv

22 荃灣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 仁濟醫院賽馬會護理安老院#
新界荃灣仁濟街18號仁濟醫院綜合服務大

樓2-3樓
20 葵青、荃灣

荃灣仁濟街18號仁濟醫院綜合服務大樓地下

陳馮曼玲睦鄰社區服務中心G07室
80 葵青、荃灣 2408 6639 2439 5739 jch@ychss.org.hk www.ychss.org.hk

* 第一階段認可服務提供者

# 提供住宿暫託服務

1全部名額的服務對象均為認知障礙症長者
2全部名額的服務對象均為認知障礙症長者
3全部名額的服務對象均為認知障礙症長者
4全部名額的服務對象均為認知障礙症長者
5全部名額的服務對象均為認知障礙症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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