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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觀塘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智活記憶及認知訓練中心*# 九龍灣彩霞邨彩星樓地下4號 33
1

觀塘、黃大

仙、西貢、九

龍城

九龍灣彩霞邨彩星樓地下4號 40
2

東區、灣仔、中西

區、南區、觀塘、黃

大仙、西貢、九龍

城、沙田

2793 2138 3572 0634 mlc@cfsc.org.hk www.mlc.org.hk

2 觀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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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九龍觀塘鴻圖道80號華懋鴻圖工業

大廈904室
20 觀塘、黃大仙 2357 5399 3586 1436 ksv@cfsc.org.hk www.cfsc.org.hk

3 觀塘 基督教靈實協會 靈實樂華長者日間中心*# 九龍觀塘樂華北邨達華樓L1, 14-15號 6 觀塘
九龍觀塘樂華北邨達華樓L1, 14-15

號
24 觀塘 3129 3101 2756 3101 lwde@hohcs.org.hk www.hohcs.org.hk

4 觀塘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順利安老院 - 悅和牽*# 九龍觀塘順利邨利富樓4樓 10 觀塘、黃大仙
九龍深水埗白田邨安田樓地下1號

室
20 觀塘、黃大仙 6756 5789 2778 1129 delightfulcare@hkcs.org www.hkcs.org

5 觀塘 香港家庭福利會 香港家庭福利會維健坊順利中心*# 九龍順利邨利富樓3樓 (平台) 23號 10 觀塘、黃大仙 九龍順利邨利富樓3樓 (平台) 23號 10 觀塘、黃大仙 2174 7737 2345 7781 vivasl@hkfws.org.hk www.vivahkfws.com

6 觀塘 保良局 保良局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觀塘雲漢)*# 九龍觀塘雲漢邨漢柏樓地下5號 40 觀塘 九龍觀塘雲漢邨漢柏樓地下5號 20 觀塘 3690 2291 3690 2294 bmcpc@poleungkuk.org.hk http://elderly.poleungkuk.org.hk/tc/page.aspx?pageid=1346

7 觀塘 保良局 保良局蕭明紀念護老院/頤智園*#
九龍藍田廣田邨廣軒樓及廣雅樓地下

及一樓
20 觀塘

九龍藍田廣田邨廣軒樓及廣雅樓地

下及一樓
20 觀塘 2349 4800 2952 9867 siuming@poleungkuk.org.hk http://elderly.poleungkuk.org.hk/tc/page.aspx?pageid=60

8 觀塘 保良局 保良局方譚遠良健樂中心*# 九龍觀塘秀茂坪曉麗苑商場106號 40 觀塘 九龍觀塘秀茂坪曉麗苑商場106號 20 觀塘 2952 5601 2952 5761 fongtam.hc@poleungkuk.org.hk http://elderly.poleungkuk.org.hk/tc/page.aspx?pageid=51

9 觀塘 香港中國婦女會 油塘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九龍油塘碧雲道6號3字樓 20
3 觀塘 九龍油塘碧雲道6號3字樓 20 觀塘 2717 1351 2346 8591 ytv_enquiry@hkcwce.org.hk www.hkcwce.org.hk

10 觀塘 香港復康會 鄭德炎日間復康護理中心*
香港九龍藍田復康徑7號香港復康會

藍田綜合中心地下13及17室
30 觀塘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2816 0899 2872 4722 cty@rehabsociety.org.hk www.cty.org.hk

11 觀塘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耆康會馮堯敬夫人護理安老院* 九龍藍田平田邨服務設施大樓2樓 10 觀塘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2709 9917 2709 9962 fykcainfo@sage.org.hk www.sage.org.hk

12 觀塘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耆康會啟業護理安老院 九龍觀塘道啟業邨啟盛樓2樓 6 觀塘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2755 2392 2750 7179 kycainfo@sage.org.hk www.sage.org.hk

13 觀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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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觀塘順利邨順利商場2期二樓A

室及三至四樓
10 觀塘

九龍觀塘順利邨順利商場2期二樓

A室及三至四樓
10 觀塘 2341 1061 2341 1091 yynh_sl@yuenyuen.org.hk http://www.yuenyuensocialservice.org.hk

14 觀塘 東華三院 梁顯利長者日間服務中心*#
九龍觀塘順利邨利富樓三樓F09-15號

舖
60

4 觀塘、黃大

仙、西貢

九龍觀塘順利邨利富樓三樓F09-15

號舖
36

5 觀塘、黃大仙、西貢 2651 5500 2658 0222 hlcsce@tungwah.org.hk www.prestige.tungwahcsd.org

15 觀塘 仁愛堂有限公司 仁愛堂歐雪明腦伴同行中心*
九龍順安道順天邨天瑤樓平台201號

舖
25

6 觀塘、黃大仙
九龍順安道順天邨天瑤樓平台201

號舖
5

7 觀塘、黃大仙 2323 4448 2323 7277 eldergarten@yot.org.hk www.clareaaueldergarten.yot.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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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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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西貢 基督教靈實協會 靈實翠林長者日間訓練中心#
新界將軍澳翠林邨康林樓311-312,

330-335室
42 觀塘、西貢

新界將軍澳翠林邨康林樓306A,

311-312, 330-335室
100 觀塘、西貢 5281 6325 2704 9282 tltc@hohcs.org.hk www.hohcs.org.hk

18 西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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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將軍澳翠林邨秀林樓3樓 20
8 觀塘、西貢 新界將軍澳翠林邨秀林樓3樓 5

9 觀塘、西貢 2778 9728 2778 9080 headoffice@hkada.org.hk www.hkada.org.hk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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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九龍城 智創集團有限公司 紫雲間康復中心#
九龍紅磡祟安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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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紅磡祟安街17號陽光廣場2座2

樓H室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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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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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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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葵青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

有限公司
頤恩坊長者照顧服務# 新界葵涌麗瑤商場RT1號舖 12

深水埗、葵

青、荃灣

九龍黃大仙下邨(二區)龍和樓地下

C翼2至8A
20

觀塘、黃大仙、深水

埗、葵青、荃灣
3165 1600 2326 8225 hrtc@hkeds.org www.hked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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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階段認可服務單位

# 提供住宿暫託服務

1全部名額的服務對象均為認知障礙症長者
2全部名額的服務對象均為認知障礙症長者
3全部名額的服務對象均為認知障礙症長者
4當中特定服務對象為認知障礙症長者的名額有12個
5全部名額的服務對象均為認知障礙症長者
6全部名額的服務對象均為認知障礙症長者
7全部名額的服務對象均為認知障礙症長者
8全部名額的服務對象均為認知障礙症長者
9全部名額的服務對象均為認知障礙症長者
10全部名額的服務對象均為認知障礙症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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