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認可服務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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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碼

傳真

號碼
電郵 網址

1 沙田 香港明愛 明愛賽馬會長者日間綜合服務中心*# 新界沙田崗背街17號 80 沙田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2164 2500 2164 2427 sejcidsde@caritassws.org.hk www.caritasse.org.hk

2 沙田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

會服務部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沙田護老坊*#

新界沙田秦石邨石玉樓3樓341-

360號
20 沙田

新界沙田秦石邨石玉樓3樓341-

360號
5 沙田 2698 4881 26957588 scc@elchk.org.hk www.service.elchk.org.hk/ccsv-scc.php

3 沙田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有限公司
香港聖公會張國亮伉儷安老服務大樓 * 新界沙田圓洲角路13A 20 沙田 新界沙田圓洲角路13號A 40 沙田 2637 1088 2637 1099 cacacc@skhwc.org.hk www.skhwc.org.hk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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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沙田 保良局 保良局田家炳長幼天地*# 新界沙田秦石邨石暉樓地下2號 20 沙田 新界沙田秦石邨石暉樓地下2號 20 沙田 2692 2600 2692 8802 familyjoy@poleungkuk.org.hk http://elderly.poleungkuk.org.hk/tc/page.aspx?pageid=56

6 沙田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耆康會王余家潔紀念護理安老院* 新界沙田顯徑邨顯揚樓地下 6 沙田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2601 0332 2607 1606 wyjjcainfo@sage.org.hk www.sage.org.hk

7 沙田 鄰舍輔導會
鄰舍輔導會沙田區長者社區照顧服務中

心*

新界沙田馬鞍山西沙路609號馬鞍

山健康中心地下
40 沙田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3152 2614 2633 0984 moec@naac.org.hk www.naac.org.hk

8 沙田 東華三院 陳達墀薈智長者社區支援服務中心*
新界大圍美林邨美槐樓A座及B座

地下9-12號
19

1 沙田
新界大圍美林邨美槐樓A座及B

座地下9-12號
18

2 沙田 2651 9511 2651 9677 ctcccsce@tungwah.org.hk www.prestige.tungwahcsd.org

9 觀塘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智活記憶及認知訓練中心*# 九龍灣彩霞邨彩星樓地下4號 26
3

觀塘、黃大

仙、西貢、九

龍城

九龍灣彩霞邨彩星樓地下4號 40
4 東區、觀塘、黃大仙、

西貢、九龍城、沙田
2793 2138 3572 0634 mlc@cfsc.org.hk www.mlc.org.hk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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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九龍城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照顧易 九龍窩打老道山文福道5號2樓 20
深水埗、 九龍

城
九龍窩打老道山文福道5號2樓 30

東區、灣仔、黃大仙、

深水埗、 九龍城、油

尖旺、沙田、 大埔、

北區

5539 4124 27149564 hhkc@ywca.org.hk http://esd.ywca.org.hk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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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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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大埔 東華三院 智德家居照顧服務#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新界大埔大埔頭水圍206號2樓 25 沙田、大埔、北區 2466 8299 2466 8787 tthcs@tungwah.org.hk www.prestige.tungwahcsd.org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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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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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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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