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号 机构/组织名称 认可服务单位名称

1 香港仔街坊福利会社会服务中心 香港仔街坊福利会社会服务中心南区长者综合服务处

2 雅丽氏何妙龄那打素社福有限公司 那打素外展复康事工

3 浸信会爱羣社会服务处 浸信会爱羣社会服务处颐荃长者健康服务中心

4 浸信会爱羣社会服务处 浸信会爱羣社会服务处颐荟综合健康服务中心

5 浸信会爱羣社会服务处 浸信会爱羣社会服务处颐乐综合健康服务中心

6 浸信会爱羣社会服务处 浸信会爱羣社会服务处佐敦长者中心

7 悉护专业护理服务有限公司 悉护专业护理服务有限公司

8 香港明爱 明爱恩柏轩日间护理中心

9 香港明爱 明爱赛马会长者日间综合服务中心

10 卓金有限公司 松悦园耆欣护养院暨日间护理中心

11 志莲净苑 志莲日间护理中心

12 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青颐地．柴湾长者邻舍中心

13 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青颐地．天平颐康之家

14 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 智活记忆及认知训练中心

15 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 乐力长者日间训练中心

16 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 适乐服务 - 肾病腹膜透析及骨质疏松护理

17 颐盈投资有限公司 紫云间隽逸护养院暨长者日间护理单位

18 颐盈投资有限公司 紫云间沁怡护养院

19 基督教香港信义会社会服务部 基督教香港信义会屯门西长者日间护理中心

20 基督教香港信义会社会服务部 基督教香港信义会沙田护老坊

21 基督教香港信义会社会服务部 基督教香港信义会恩颐居

22 基督教灵实协会 灵实乐华长者日间中心

23 基督教灵实协会 灵实长者日间暨复康中心 (港岛东)

24 基督教灵实协会 灵实翠林长者日间训练中心

25 基督教灵实协会 灵实长者记忆护理中心 (港岛西)

26 香海正觉莲社 香海正觉莲社长者小区照顾服务北区日间护理中心

27 香港认知障碍症协会 香港认知障碍症协会智康中心

28 香港认知障碍症协会 香港认知障碍症协会芹慧中心

29 香港认知障碍症协会 香港认知障碍症协会李淇华中心

30 香港认知障碍症协会 香港认知障碍症协会将军澳综合服务中心

31 香港基督教服务处 顺利安老院-悦和牵

32 香港基督教服务处 深水埗综合家居照顾服务队 - 悦乐牵

33 香港职业发展服务处有限公司 颐恩坊长者照顾服务

34 香港职业发展服务处有限公司 香港职业发展处服务处-颐恩坊长者照顾服务(元朗)

35 香港家庭福利会 香港家庭福利会维健坊北角中心

36 香港家庭福利会 香港家庭福利会利富服务中心

37 香港家庭福利会 香港家庭福利会维健坊祖尧中心

38 香港路德会社会服务处 路德会长者小区照顾服务券中心

39 香港路德会社会服务处 路德会葵青长者小区照顾服务券中心

40
香港路德会社会服务处 路德会九龙城及油尖旺长者小区照顾服务券中心

(路德会黄镇林伉俪复康护理中心)

41 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有限公司 香港圣公会张国亮伉俪安老服务大楼

42 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有限公司 香港圣公会康健天地 (东九龙)

43 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有限公司 康健天地 (观塘)

44 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有限公司 香港圣公会麦理浩夫人中心张庆华慈善基金长亨复康中心 - 家护通

45 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有限公司 香港圣公会西环长者综合服务中心

46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 Y Care 青健坊 (东区)

47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 Y Care 青健坊 (又一村)

48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 照顾易

49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 Y Care 新创建青健坊 (北区)

50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 女青赛马会青健坊(沙头角)

51 循道卫理中心 循道卫理小区照顾中心(东区)

第二阶段「长者小区照顾服务券试验计划」认可服务单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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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循道卫理中心 循道卫理健乐轩

53 循道卫理中心 循道卫理盈乐轩

54 循道卫理中心 循道卫理鸭脷洲中心

55 循道爱华村服务中心社会福利部 爱华长者日间护理中心

56 耆智园有限公司 赛马会流金汇

57 竹园区神召会 凤德护老健康中心

58 保良局 保良局萧明纪念护老院/颐智园

59 保良局 保良局朱李月华长者日间护理中心

60 保良局 保良局长者小区照顾服务券(观塘云汉)

61 保良局 保良局田家炳长幼天地

62 保良局 保良局癸未年乐颐居暨耆安长者日间护理中心

63 保良局 保良局方谭远良健乐中心

64 保良局 保良局福慧护老院

65 保良局 保良局东涌护老院

66 保良局 保良局长者援手网络中心(宝翠园)

67 保良局 保良局温林美贤耆晖中心

68 保良局 保良局刘汉宣纪念长幼天地

69 保良局 保良局家居医护好帮手

70 保良局 保良局张麦珍耆乐中心

71 保良局 保良局天恩护老院暨耆昌长者日间护理中心

72 保良局 保良局壬午年耆乐居

73 保良局 保良局西营盘护老院暨长者日间护理中心

74 保良局 保良局郭罗桂珍护老院

75 保良局 保良局刘陈小宝长者地区中心

76 保良局 保良局乐安居暨耆盛长者日间护理中心

77 保良局 保良局大角咀护老院暨耆顺长者日间护理中心

78 保良局 保良局黄竹坑护理安老中心甲子护理安老院暨胡陈金枝安老院

79 博爱医院 博爱医院长者日间护理中心(屯门)

80 博爱医院 博爱医院长者日间护理中心(深水埗)

81 博爱医院 博爱医院长者日间活动中心(元朗)

82 西贡区小区中心有限公司 西贡区小区中心有限公司

83 啬色园 啬色园主办可庆健康服务中心「家心爱」长者小区照顾服务

84 啬色园 啬色园主办可宁健康服务中心「 家心爱」 长者小区照顾服务

85 啬色园 啬色园主办可健耆英地区中心「 家心爱」 长者小区照顾服务

86 啬色园 啬色园主办可荫护理安老院「 家心爱」 长者小区照顾服务

87 南葵涌社会服务处 南葵涌社会服务处乐融天地

88 圣雅各布福群会 颐‧在家安老策划服务

89 圣雅各布福群会 乐在社安老策划服务

90 圣雅各布福群会 湾仔健智支持服务中心

91 香港中国妇女会 油塘长者日间护理中心

92 香港复康会 郑德炎日间复康护理中心

93 香港复康会 香港复康会利国伟日间康复护理中心

94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会 耆康会冯尧敬夫人护理安老院

95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会 耆康会王余家洁纪念护理安老院

96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会 耆康会石围角护理安老院

97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会 耆康会关泉护理安老院

98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会 耆康会何善衡夫人敬老院

99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会 耆康会启业护理安老院

100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会 耆康会东莲觉苑护理安老院

101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会 耆康会港岛东综合家居照顾服务

102 九龙乐善堂 乐善堂朱定昌颐养院

103 邻舍辅导会 邻舍辅导会深水埗区长者小区照顾服务中心

104 邻舍辅导会 邻舍辅导会沙田区长者小区照顾服务中心

105 救世军 救世军大埔综合家居照顾服务队暨长者日间护理中心

106 救世军 救世军海泰长者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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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基督教香港崇真会社会服务部 妥安心 - 家居照顾服务

108 圆玄学院社会服务部 圆玄护养院暨长者日间护理中心(梨木树邨)

109 圆玄学院社会服务部 圆玄护养院暨长者日间护理中心(顺利邨)

110 卓识医疗及家居服务有限公司 卓识医疗及家居服务有限公司

111 东华三院 富晴长者日间护理中心

112 东华三院 何东安老院 - 小区长者天地

113 东华三院 戴东培护理安老院 - 耆趣天地

114 东华三院 智趣轩长者小区支持服务中心

115 东华三院 陈达墀荟智长者小区支持服务中心

116 东华三院 梁显利长者日间服务中心

117 东华三院 马郑淑英安老院 - 家在小区支持服务天地

118 东华三院 伍若瑜护理安老院 - 智睿小区支持服务天地

119 东华三院 携乐长者小区支持服务天地

120 东华三院 智德家居照顾服务

121 东华三院 携健家居照顾服务

122 东华三院 泉晴长者小区支持服务天地

123 东华三院 东华三院余振强纪念护理安老院

124 华丰护老中心有限公司 华丰护老中心有限公司

125 维盈投资有限公司 松悦园耆逸护养院暨日间护理中心

126 维盈投资有限公司 松悦园耆融护养院

127 智创集团有限公司 紫云间康复中心

128 和悦社会企业 和悦会

129 和悦社会企业 和悦会(北角)

130 和悦社会企业 和悦会家居服务队

131 和悦社会企业 和悦会(西湾河)

132 和悦社会企业 和悦会(沙田)

133 和悦社会企业 和悦会(屯门)

134 和悦社会企业 和悦会(观塘)

135 仁济医院社会服务部 仁济医院长者小区照顾服务

136 仁济医院社会服务部 仁济医院李卫少琦安老院

137 仁济医院社会服务部 仁济医院孙蔡吐媚睦邻小区服务中心

138 仁济医院社会服务部 仁济医院蓬瀛仙馆睦邻小区服务中心

139 仁济医院社会服务部 仁济医院蓬瀛仙馆联和睦邻小区服务中心

140 仁济医院社会服务部 仁济医院朱佩音老人中心

141 仁济医院社会服务部 仁济医院严徐玉珊卓智中心

142 仁济医院社会服务部 仁济医院尹成纪念老人中心

143 仁济医院社会服务部 仁济乐在家有限公司

144 仁济医院社会服务部 仁济医院赛马会护理安老院

145 仁济医院社会服务部 仁济医院华懋护理安老院

146 仁济医院社会服务部 仁济医院郭玉章夫人护理安老院

147 仁爱堂有限公司 仁爱堂(屯门区)长者小区照顾服务券日间护理单位

148 仁爱堂有限公司 仁爱堂欧雪明脑伴同行中心

149 仁爱堂有限公司 仁爱堂(元朗区)长者小区照顾服务券日间护理单位

150 循道卫理杨震社会服务处 喜安居．九龙东长者小区照顾服务

151 循道卫理杨震社会服务处 喜安居．九龙西长者小区照顾服务

152 循道卫理杨震社会服务处 健忆长者认知训练中心

153 循道卫理杨震社会服务处 爱民长者邻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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