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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東區
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

聯會有限公司
基督教宣道會翠樂長者睦鄰中心

柴灣翠灣街26號翠樂邨翠祿

樓地下
10 東區

柴灣翠灣街26號翠樂邨翠祿

樓地下
10 東區 2814 9701 2555 3493 tsuilok@cmasshk.org tsuilok.cmasshk.org

2 東區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

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青頤地．

柴灣長者鄰舍中心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香港柴灣道338號柴灣市政大

廈3樓
20 東區 2898 0752 2898 0754 cwsce@ymca.org.hk http://ccs.ymca.org.hk/

3 東區 基督教靈實協會
靈實長者日間暨復康中心 (港島

東)#

香港筲箕灣阿公岩道25號明

華大廈A座LG樓B室
40

東區、灣仔、

中西區

香港筲箕灣阿公岩道25號明

華大廈A座LG樓B室
70 東區、灣仔、中西區 2670 9025 2177 0951 tc_cs_hke@totalcare.org.hk www.totalcare.org.hk

4 東區 香港家庭福利會 香港家庭褔利會愛東服務中心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香港筲箕灣愛東邨愛善樓1樓

101室
12 東區、中西區 2564 7556 25647486 hkoth@hkfws.org.hk hkfws.org.hk

5 東區 香港家庭福利會 香港家庭福利會維健坊北角中心# 香港北角渣華道210號地下 10 東區 香港北角渣華道210號地下 10 東區 2561 3362 2561 3315 vivanp@hkfws.org.hk www.vivahkfws.com

6 東區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

處
路德會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中心#

香港柴灣小西灣邨瑞明樓及

瑞泰樓一樓
16 東區

香港柴灣小西灣邨瑞明及瑞

泰樓一樓
2 東區 2505 5273 2897 5898 h03@hklss.hk www.hklss.hk

7 東區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Y Care 青健坊(東區)
香港西灣河鯉景道56號康東

邨康瑞樓地下
10 東區

香港西灣河鯉景道56號康東

邨康瑞樓地下
20 東區 2676 7067 2967 1626 memy@ywca.org.hk http://memy.ywca.org.hk

8 東區 循道衛理中心 循道衛理健樂軒#
香港筲箕灣愛東邨愛善樓地

下G03A室
10 東區

香港筲箕灣愛東邨愛善樓地

下G03A室
16 東區 2967 4983 2967 4773 klcv@methodist-centre.com www.methodist-centre.com

9 東區 循道衛理中心 循道衛理社區照顧中心(東區)#
香港北角英皇道388號北港商

業大廈3樓A室
15 東區、灣仔

香港北角英皇道388號北港商

業大廈3樓A室
40 東區、灣仔 2570 0311 2570 0191 mccc@methodist-centre.com www.methodist-centre.com

10 東區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部
愛華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香港柴灣柴灣道一百號五樓

501室
13 東區

香港柴灣小西灣邨瑞福樓及

瑞滿樓五至八室地下
30 東區 2558 0109 2558 0025 epdcc@mevcc.org.hk www.mevcc.hk

11 東區 聖雅各福群會 頤．在家安老策劃服務
香港筲箕灣愛東邨愛寶樓雅

明灣畔護養院1樓
20 東區

香港筲箕灣愛東邨愛寶樓地

下(部份)及1至4樓
20 東區 2856 2001 3104 3615 ehomplus@sjs.org.hk www.sjscare.org

12 東區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耆康會港島東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香港柴灣漁灣邨漁順樓地下

11-12號
20 東區 2889 3377 2889 3272 hkeihcsinfo@sage.org.hk www.sage.org.hk

13 東區 東華三院 富晴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香港北角北角道16號蘇浙大

廈一樓
27

1 東區
香港北角北角道16號蘇浙大

廈一樓
24 東區 2481 1566 2512 2138 fldcce@tungwah.org.hk http://fldcce.tungwahcsd.org

14 東區 東華三院 泉晴長者社區支援服務天地#
香港筲箕灣寶文街6號東華三

院方樹泉社會服務大樓9樓
5 東區

香港筲箕灣寶文街6號方樹泉

社會服務大樓9樓
10 東區 2967 0966 2967 0976 slcsue@tungwah.org.hk http://slcsue.tungwahcsd.org

15 東區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伍少梅悠樂

園

香港筲箕灣耀東邨4期2號停

車場7樓
10 東區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2967 4888 2560 0276 nsmhome@netvigator.com http://www.wwcedhk.org.hk

16 東區 和悅社會企業 和悅會(北角)#
香港北角渣華道70號仁和大

廈二樓A室
23

東區、灣仔、

中西區、南區

香港北角渣華道70號仁和大

廈二樓A室
100 東區、灣仔、中西區、南區 3612 9288 3612 9278 info.np@woopie.org.hk http://www.woopie.org.hk

17 東區 和悅社會企業 和悅會(西灣河)#
香港西灣河興民街68號海天

廣場2樓207室
25

東區、灣仔、

中西區、南區

香港西灣河興民街68號海天

廣場2樓207室
100 東區、灣仔、中西區、南區 3612 9088 3618 7698 info.swh@woopie.org.hk http://www.woopie.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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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灣仔
活力國際專業護理有

限公司
活力國際專業護理有限公司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香港軒尼詩道438-444金鵝商

業大廈11樓A室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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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6 2909 3013 9815 hk@activeglobalcaregiver.com https://www.activeglobalcaregiver.hk/cn/

19 灣仔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芹慧中心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2號鄧

肇堅醫院一樓
15

2 東區、灣仔、

南區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2號鄧

肇堅醫院一樓
10

3 東區、灣仔、中西區、南區 3553 3650 3553 3653 headoffice@hkada.org.hk www.hkada.org.hk

20 灣仔 循道衛理中心 循道衛理盈智中心#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號4樓

402室
20

5 東區、灣仔、

中西區、南區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號4樓

402室
20 東區、灣仔、中西區、南區 2527 2133 2527 2148 amc@methodist-centre.com www.methodist-centre.com/decc

21 灣仔 循道衛理中心 循道衛理盈樂軒#
香港灣仔盧押道18號海德中

心五樓
26

東區、灣仔、

中西區、南區

香港灣仔盧押道18號海德中

心五樓
50 東區、灣仔、中西區、南區 2157 0951 2157 0950 mrc@methodist-centre.com www.methodist-centre.com

22 灣仔 循道衛理中心 循道衛理喜樂軒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號4樓

401,403-405室
30

東區、灣仔、

中西區、南區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號4樓

401,403-405室
20 東區、灣仔、中西區、南區

2863 5673 /

2527 2133
2527 2148 mcc@methodist-centre.com www.methodist-centre.com/decc

23 灣仔
靈光醫養復康有限公

司
靈光醫養復康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摩利臣山道20-30號

金利大廈地下A1舖
15

東區、灣仔、

中西區、南

區、離島

香港灣仔摩利臣山道20-30號

金利大廈地下A1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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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9 7298 3619 7296 info@sparkplus.com.hk www.sparkplus.com.hk

24 灣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健智支援服務中心

香港灣仔堅尼地道100號聖雅

各福群會賽馬會社會服務大

樓2樓
10

4 東區、灣仔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2596 2506 2596 2516 kin_chi@sjs.org.hk https://dementia.sjs.org.hk/sjs/tc/index.php

25 中西區
Evercare Health

Limited
Evercare 晨曦居家護理服務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香港西環干諾道西188號香港

商業中心28樓1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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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5 4000 /

6114 4595
NA info@yourevercare.com https://www.yourevercare.com/

26 中西區 基督教靈實協會 靈實長者記憶護理中心 (港島西)#
香港堅尼地城龍華街20號觀

龍樓D座地下
20

東區、灣仔、

中西區、南區

香港堅尼地城龍華街20號觀

龍樓D座地下
40 東區、灣仔、中西區、南區 3955 0540 3568 5244 tc_cs_hkw@totalcare.org.hk www.totalcare.org.hk

27 南區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維拉荻茜 - 智活記憶及認知訓練中

心 #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香港仔海傍道3號逸港居2座

地下4號鋪
10

5 東區、灣仔、中西區、南區 2130 3390 3011 5169 mhk@cfsc.org.hk www.mlc.cfsc.org.hk

28 南區 和悅社會企業 和悅會(香港仔)#
香港香港仔石排灣道48-54號

富澤大廈高層地下3號鋪
24

東區、灣仔、

南區

香港香港仔石排灣道48-54號

富澤大廈高層地下3號鋪
100 東區、灣仔、南區 3955 2129 3619 7133 info.ab@woopie.org.hk http://woopie.org.hk/

29 觀塘
雋頤專業安老服務有

限公司
EDEN HOME 專業家居照顧服務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九龍觀塘敬業街61-63號利維

大廈11樓1118室
40

東區、灣仔、中西區、觀

塘、黃大仙、西貢、深水

埗、九龍城、油尖旺、沙

田、葵青、荃灣

3163 7575/

Whatsapp查詢

6646 6066

3460 5657 info@edencare.com.hk www.edencare.com.hk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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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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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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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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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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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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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長沙灣長順街15號D2

Place 2 期8樓B &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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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深水埗 維盈投資有限公司 松悅園耆融護養院#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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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九龍城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照顧易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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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4 9564 ysc@ywca.org.hk http://esd.ywca.org.hk

35 九龍城 長者安居協會 長者安居協會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香港九龍何文田愛民廣場二

樓S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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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5 4455 3520 4425 enquiry@ezhome.com.hk http://www.ezhome.com.hk

36 油尖旺 焯耀有限公司 焯耀有限公司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九龍尖沙咀廣東道5號海港城

海洋中心13樓131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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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1 1063 3102 0300 info@hksparkmedical.com https://www.hksparkmedical.com

37 葵青 卓金有限公司
松悅園耆欣護養院暨日間護理中

心#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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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提供住宿暫託服務
1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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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服務對象為認知障礙症長者
4服務對象為認知障礙症長者
5服務對象為認知障礙症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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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zhom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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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info@evergreen-nursing.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