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油尖旺區

編號
認可服務單位所

處地區
機構/組織名稱 認可服務單位名稱 日間護理中心地址

日間護理

名額
服務地區 家居護理服務辦事處地址

家居護理

名額
服務地區

電話

號碼

傳真

號碼
電郵 網址

1 油尖旺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頤薈綜合健康服務中

心#

九龍旺角荔枝角道168號萬盛閣

1樓C室
26

深水埗、九龍

城、油尖旺

九龍旺角荔技角168號萬盛閣1樓

C室
20 深水埗、九龍城、油尖旺 2390 6574 2396 3973 mkihs@bokss.org.hk www.elderly.bokss.org.hk

2 油尖旺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佐敦長者中心#
九龍佐敦德興街11-12號興富中

心401-404室
28

深水埗、九龍

城、油尖旺

九龍佐敦德興街11-12號興富中

心401-404室
20 深水埗、九龍城、油尖旺 2377 3230 2377 3309 jdihs@bokss.org.hk www.elderly.bokss.org.hk

3 油尖旺 保良局
保良局大角咀護老院暨耆順長者日間護理中

心#
九龍大角咀道9號3樓及5樓 10

九龍城、油尖

旺
九龍大角咀道9號3樓及5樓 10 九龍城、油尖旺 2796 3766 2796 3722 tktc@poleungkuk.org.hk http://elderly.poleungkuk.org.hk/tc/page.aspx?pageid=67

4 油尖旺 救世軍 救世軍海泰長者之家#
九龍旺角海庭道二號海富苑海

泰閣二樓
5 油尖旺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2148 2000 2626 9992 missc@ssd.salvation.org.hk www.salvationarmy.org.hk

5 油尖旺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

處
健憶長者認知訓練中心# 九龍窩打老道54號1樓 20

1 油尖旺 九龍窩打老道54號一樓 30 油尖旺 2251 0890 2770 2730 wkccs@yang.org.hk www.yang.org.hk

6 觀塘 和悅社會企業 和悅會家居服務隊#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九龍觀塘牛頭角振華道70號樂華

商場地下122及124舖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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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5 0338 2155 9148 info.hct@woopie.org.hk http://www.woopie.org.hk

7 黃大仙 頤盈投資有限公司 紫雲間沁怡護養院#

九龍慈雲山慈樂邨樂歡樓低層

二樓(部分)、地下(部分)、一樓

至六樓及七樓(部分)

12
觀塘、黃大

仙、九龍城

九龍慈雲山慈樂邨樂歡樓低層

二樓(部分)、地下(部分)、一樓

至六樓及七樓(部分)

100
觀塘、黃大仙、西貢、深水

埗、九龍城、油尖旺

2155 0690

/ 2155

0303

2155 2922 ccsv@oasiscare.com.hk www.oasiscare.com.hk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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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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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深水埗 香港明愛 明愛恩柏軒日間護理中心
九龍長沙灣麗閣邨麗蘿樓110至

113號地下
24

深水埗、九龍

城、油尖旺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2387 0966 2387 0070 selkdc@caritassws.org.hk www.caritasse.org.hk

10 深水埗
悉護專業護理服務有限

公司
悉護專業護理服務有限公司#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九龍青山道532號偉基大廈7樓B

室
50

東區、灣仔、中西區、南

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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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8 7020

/ 6737

1999

2628 3002 ccsv@careu.com.hk www.careu.com.hk

11 深水埗 鄰舍輔導會 鄰舍輔導會深水埗區長者社區照顧服務中心
九龍深水埗白田邨澤田樓地下3

室
24

深水埗、九龍

城、油尖旺

九龍深水埗白田邨澤田樓地下3

室
8 深水埗、九龍城、油尖旺 2776 2365 2778 6664 sdecc.ccs@naac.org.hk www.naac.org.hk

12 深水埗 東華三院 馬鄭淑英安老院-家在社區支援服務天地#
九龍深水埗李鄭屋邨和睦樓地

下及二樓
10

深水埗、九龍

城、油尖旺

九龍深水埗李鄭屋邨和睦樓地

下
30 深水埗、九龍城、油尖旺 2728 5226 2725 1771 mcsyhe-ccsv@tungwah.org.hk www.prestige.tungwahcsd.org

13 深水埗 維盈投資有限公司 松悅園耆融護養院#

九龍長沙灣東沙島街195號地下

(部分)及閣樓(部分)、一樓及二

樓

10
深水埗、九龍

城、油尖旺

九龍東沙島街195號地下(部

分)、一樓及二樓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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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9 0038 2619 0987 infotc@evergreen-nursing.com.hk NA

14 九龍城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路德會九龍城及油尖旺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

中心(路德會黃鎮林伉儷復康護理中心)#

九龍何文田忠孝街89號地下及

六樓
10

九龍城、油尖

旺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2768 9899 2768 9221 h06@hklss.hk www.facebook.com/h06.hkl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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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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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sc@ywca.org.hk http://esd.ywca.org.hk

16 九龍城 東華三院 携健家居照顧服務#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九龍土瓜灣土瓜灣道94號美華工

業中心A座11樓12室
20 九龍城、油尖旺 2712 9209 2712 9850 ehccskc@tungwah.org.hk www.prestige.tungwahcsd.org

17 九龍城 智創集團有限公司 紫雲間康復中心#
九龍紅磡崇安街17號陽光廣場2

座2樓H室
40

觀塘、黃大

仙、深水埗、

九龍城、油尖

旺

九龍紅磡崇安街17號陽光廣場2

座2樓H室
200

觀塘、黃大仙、九龍城、油

尖旺、葵青、荃灣
2954 0368 2954 0009 info@oasisdaycare.com.hk www.oasisdaycare.com.hk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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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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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九龍城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 仁濟醫院蓬瀛仙館睦鄰社區服務中心# 九龍九龍城打鼓嶺道84號地下 20
黃大仙、九龍

城、油尖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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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大仙、九龍城、油尖旺 2392 0025 3126 9969 ccsv.fycc@ychss.org.hk www.ychss.org.hk/ccsv

20 九龍城 保良局 保良局壬午年耆樂居#
九龍何文田邨采文樓及綺文樓

地下及一樓
20

九龍城、油尖

旺

九龍何文田邨采文樓及綺文樓

地下及一樓
20 九龍城、油尖旺 2242 1713 2242 1579 merrycourt@poleungkuk.org.hk http://poleungkuk.org.hk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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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葵青 卓金有限公司 松悅園耆欣護養院暨日間護理中心#

新界葵涌石蔭邨禮石樓低層地

下(部份)、地下(部份)及一樓至

三樓

10
葵青、沙田、

深水埗、荃灣

新界葵涌石蔭邨禮石樓低層地

下(部份)、地下(部份)及一樓至

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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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9 0881 2619 0700 info@evergreen-nursing.com.hk NA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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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提供住宿暫託服務

1服務對象為認知障礙症長者
2服務對象為認知障礙症長者

mailto:ysc@ywca.org.hk
http://esd.ywca.org.hk/
mailto:ehccskc@tungwah.org.hk
http://www.prestige.tungwahcsd.org/
mailto:info@oasisdaycare.com.hk
http://www.oasisdaycare.com.hk/
mailto:info@woopie.org.hk
http://www.woopie.org.hk/
mailto:ccsv.fycc@ychss.org.hk
http://www.ychss.org.hk/ccsv
mailto:merrycourt@poleungkuk.org.hk
http://poleungkuk.org.hk/
mailto:hcs@poleungkuk.org.hk
http://elderly.poleungkuk.org.hk/tc/page.aspx?pageid=24
mailto:info@evergreen-nursing.com.hk
mailto:ccsv.hh@ychss.org.hk
http://www.ychss.org.hk/ccs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