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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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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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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中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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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香港西環山道28號曉山閣地

下A-E室
30 中西區 2818 3717 2818 5056 wdme@skhwc.org.hk www.skhwc.org.hk

3 中西區 保良局
保良局長者援手網絡中心(寶翠

園)#
香港西環卑路乍街8號1樓平台 20 中西區

香港西環卑路乍街8號1樓平

台
20 中西區 2542 7765 2542 7769 eldcom.watch@poleungkuk.org.hk http://elderly.poleungkuk.org.hk/tc/page.aspx?pageid=58

4 中西區 保良局
保良局西營盤護老院暨長者日間

護理中心#

香港西營盤第一街8號二樓至5

樓
20 中西區

香港西營盤第一街8號二樓至

5樓
20 中西區 2796 3166 2796 3177 syphome@poleungkuk.org.hk http://www.poleungkuk.org.hk

5 中西區 保良局 保良局郭羅桂珍護老院#
香港上環高陞街28號地下至四

字樓及部分天台
10 中西區

香港上環高陞街28號地下至

四字樓及部分天台
10 中西區 2858 6233 2858 7133 klkchome@poleungkuk.org.hk http://www.poleungkuk.org.hk

6 中西區 聖雅各福群會 樂在社安老策劃服務
香港西環德輔道西466號2樓及3

樓
20 中西區

香港西環德輔道西466號2樓

(部份)及3樓(部份)
5 中西區 2817 7839 2817 7334 ben.li@sjs.org.hk www.sjscare.or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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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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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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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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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肇堅醫院一樓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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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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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南區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智活記憶及認知訓練中心 (港島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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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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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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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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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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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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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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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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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tc@evergreen-nursing.com.hk
mailto:info@evergreen-nursing.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