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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機構/組織名稱 認可服務單位名稱 

1 香港仔街坊福利會社會服務中心 香港仔街坊福利會社會服務中心南區長者綜

合 

服務處 2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社福有限公

司 

那打素外展復康事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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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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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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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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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香港明愛 明愛賽馬會長者日間綜合服務中心 

8 香港明愛 明愛恩柏軒日間護理中心 

9 卓金有限公司 松悅園耆欣護養院暨日間護理中心 

10 志蓮淨苑 志蓮日間護理中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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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青頤地．天平頤康之家 

13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智活記憶及認知訓練中心 

14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樂力長者日間訓練中心 

15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適樂服務   -   腎病腹膜透析及骨質疏鬆護理 

16 悉護專業護理服務有限公司 悉護專業護理服務有限公司 

17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屯門西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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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恩頤居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20 頤盈投資有限公司 紫雲間雋逸護養院暨長者日間護理單位 

21 頤盈投資有限公司 紫雲間沁怡護養院 

22 基督教靈實協會 靈實長者日間暨復康中心(港島東) 

23 基督教靈實協會 靈實翠林長者日間訓練中心 

24 基督教靈實協會 靈實長者記憶護理中心(港島西) 

25 基督教靈實協會 靈實樂華長者日間中心 

26 香海正覺蓮社 香海正覺蓮社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北區日間護

理 

中心 27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智康中心 

28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將軍澳綜合服務中心 

29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芹慧中心 

30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李淇華中心 

31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深水埗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悅樂牽 

32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順利安老院-悅和牽 

33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有限公司 頤恩坊長者照顧服務 

34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有限公司 頤恩坊長者照顧服務(元朗) 

35 香港家庭福利會 香港家庭福利會維健坊祖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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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香港家庭福利會 香港家庭福利會維健坊北角中心 

37 香港家庭福利會 香港家庭福利會維健坊順利中心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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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路德會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中心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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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 香港聖公會康健天地 (東九龍) 

42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 香港聖公會康健天地 (觀塘)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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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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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 香港聖公會西環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46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Y Care 青健坊(又一村) 

47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Y Care 青健坊(東區) 

48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照顧易 

49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Y Care 新創建青健坊(北區) 

50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女青賽馬會青健坊(沙頭角) 

51 循道衛理中心 循道衛理健樂軒 

52 循道衛理中心 循道衛理社區照顧中心(東區) 

53 循道衛理中心 循道衛理盈樂軒 

54 循道衛理中心 循道衛理鴨脷洲中心 

55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愛華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56 耆智有限公司 賽馬會流金匯 

57 竹園區神召會 鳳德護老健康中心 

58 保良局 保良局蕭明紀念護老院/頤智園 

59 保良局 保良局朱李月華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60 保良局 保良局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觀塘雲漢) 

61 保良局 保良局田家炳長幼天地 

62 保良局 保良局癸未年樂頤居暨耆安長者日間護理中

心 63 保良局 保良局方譚遠良健樂中心 

64 保良局 保良局福慧護老院 

65 保良局 保良局東涌護老院 

66 保良局 保良局長者援手網絡中心(寶翠園) 

67 保良局 保良局溫林美賢耆暉中心 

68 保良局 保良局劉漢宣紀念長幼天地 

69 保良局 保良局家居醫護好幫手 

70 保良局 保良局張麥珍耆樂中心 

71 保良局 保良局天恩護老院暨耆昌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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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保良局 保良局壬午年耆樂居 

73 保良局 保良局西營盤護老院暨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74 保良局 保良局郭羅桂珍護老院 

75 保良局 保良局劉陳小寶長者地區中心 

76 保良局 保良局樂安居暨耆盛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77 保良局 保良局大角咀護老院暨耆順長者日間護理 

中心 

78 保良局 保良局黃竹坑護理安老中心甲子護理安老院

暨胡陳金枝安老院 

79 博愛醫院 博愛醫院長者日間活動中心(元朗) 

80 博愛醫院 博愛醫院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深水埗) 

81 博愛醫院 博愛醫院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屯門)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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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嗇色園 嗇色園主辦可健耆英地區中心「家心愛」長

者 

社區照顧服務 84 嗇色園 嗇色園主辦可慶健康服務中心「家心愛」長

者 

社區照顧服務 85 嗇色園 嗇色園主辦可蔭護理安老院「家心愛」長者

社 

區照顧服務 86 南葵涌社會服務處 南葵涌社會服務處樂融天地 

87 西貢區社區中心有限公司 西貢區社區中心有限公司 

88 聖雅各福群會 樂在社安老策劃服務 

89 聖雅各福群會 頤．在家安老策劃服務 

90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健智支援服務中心 

91 香港中國婦女會 油塘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92 香港復康會 香港復康會利國偉日間康復護理中心 

93 香港復康會 鄭德炎日間復康護理中心 

94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耆康會關泉護理安老院 

95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耆康會何善衡夫人敬老院 

96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耆康會馮堯敬夫人護理安老院 

97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耆康會啟業護理安老院 

98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耆康會石圍角護理安老院 

99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耆康會東蓮覺苑護理安老院 

100

0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耆康會王余家潔紀念護理安老院 

101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耆康會港島東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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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九龍樂善堂 樂善堂朱定昌頤養院 

103 鄰舍輔導會 鄰舍輔導會深水埗區長者社區照顧服務中心 

104 鄰舍輔導會 鄰舍輔導會沙田區長者社區照顧服務中心 

105 救世軍 救世軍大埔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暨長者日間

護 

理中心 106 救世軍 救世軍海泰長者之家 

107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社會服務部 妥安心—家居照顧服務 

108 圓玄學院社會服務部 圓玄護養院暨長者日間護理中心(順利邨) 

109 圓玄學院社會服務部 圓玄護養院暨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梨木樹邨) 

110 卓識醫療及家居服務有限公司 卓識醫療及家居服務有限公司 

111 東華三院 

 

 

 

馬鄭淑英安老院-家在社區支援服務天地 

112 東華三院 智趣軒長者社區支援服務中心 

113 東華三院 携樂長者社區支援服務天地 

114 東華三院 戴東培護理安老院-耆趣天地 

115 東華三院 智德家居照顧服務 

116 東華三院 陳達墀薈智長者社區支援服務中心 

117 東華三院 何東安老院-社區長者天地 

118 東華三院 携健家居照顧服務 

119 東華三院 伍若瑜護理安老院-智睿社區支援服務天地 

120 東華三院 富晴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121 東華三院 泉晴長者社區支援服務天地 

122 東華三院 梁顯利長者日間服務中心 

123 東華三院 余振強紀念護理安老院 

124 華豐護老中心有限公司 華豐護老中心有限公司 

125 維盈投資有限公司 松悅園耆逸護養院暨日間護理中心 

126 維盈投資有限公司 松悅園耆融護養院 

127 智創集團有限公司 紫雲間康復中心 

128 和悅社會企業 和悅會 

129 和悅社會企業 和悅會(北角) 

130 和悅社會企業 和悅會家居服務隊 

131 和悅社會企業 和悅會(西灣河) 

132 和悅社會企業 和悅會(沙田) 

133 和悅社會企業 和悅會(屯門) 

134 和悅社會企業 和悅會(觀塘) 

135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 仁濟醫院長者社區照顧服務 

136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 仁濟醫院李衛少琦安老院 

137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 仁濟醫院孫蔡吐媚睦鄰社區服務中心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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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 仁濟醫院蓬瀛仙館聯和睦鄰社區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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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 仁濟醫院朱佩音老人中心 

141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 仁濟醫院嚴徐玉珊卓智中心 

142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 仁濟醫院尹成紀念老人中心 

143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 仁濟樂在家有限公司 

144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 仁濟醫院賽馬會護理安老院 

145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 仁濟醫院華懋護理安老院 

146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 仁濟醫院郭玉章夫人護理安老院 

147 仁愛堂有限公司 仁愛堂(屯門區)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日間護

理 

單位 148 仁愛堂有限公司 仁愛堂(元朗區)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日間護

理單位 

149 仁愛堂有限公司 仁愛堂歐雪明腦伴同行中心 

150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健憶長者認知訓練中心 

151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喜安居．九龍東長者社區照顧服務 

152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愛民長者鄰舍中心 

153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喜安居．九龍西長者社區照顧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