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屯門區

編號
認可服務單位所

處地區
機構/組織名稱 認可服務單位名稱 日間護理中心地址

日間護理

名額
服務地區 家居護理服務辦事處地址

家居護理

名額
服務地區

電話

號碼

傳真

號碼
電郵 網址

1 屯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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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屯門山景邨景樂樓8-10號

地下
40 屯門 新界屯門山景邨景樂樓8-10號地下 40 屯門 2467 1812 2462 3881 tmde@elchk.org.hk www.service.elchk.org.hk/ccsv-tmde.php

2 屯門 博愛醫院 博愛醫院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屯門) 新界屯門兆麟街2號地下 12 屯門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2457 2211 2457 2100 dcctmswa@pokoi.org.hk www.pokoi.org.hk

3 屯門 東華三院 智趣軒長者社區支援服務中心
新界屯門青善街32號東華三院

戴東培社會服務大樓9樓
8

1 屯門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2450 8461 2457 8916 ttpcah@tungwah.org.hk www.prestige.tungwahcsd.org

4 屯門 東華三院 戴東培護理安老院-耆趣天地
新界屯門青善街32號東華三院

戴東培社會服務大樓1至4樓
12 屯門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2450 8461 2457 8916 ttpcah@tungwah.org.hk www.prestige.tungwahcsd.org

5 屯門 和悅社會企業 和悅會(屯門)#
新界屯門湖翠路201號兆禧商場

閣樓5-9號舖
47 屯門

新界屯門湖翠路201號兆禧商場閣樓5-9

號舖
100 屯門 3188 1568 3188 4050 info.tm@woopie.org.hk www.woopie.org.hk

6 屯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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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屯門湖景邨湖翠樓地1及16

號
20 屯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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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屯門 2615 8202 3126 9969 ccsv.sctm@ychss.org.hk www.ychss.org.hk/ccsv

7 屯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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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

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5樓532-535

室

20
2 屯門

新界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

及體育中心5樓532-535室
5 屯門 2655 7660 2655 7686 tmvs@yot.org.hk www.decc.yot.org.hk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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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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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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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青山道532號偉基大廈7樓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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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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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沙田 保良局 保良局家居醫護好幫手#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新界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富騰工業中心

1613室
70

深水埗、油尖旺、沙田、葵

青、荃灣、屯門、 元朗
2401 3688 2412 7533 hcs@poleungkuk.org.hk http://elderly.poleungkuk.org.hk/tc/page.aspx?pageid=24

mailto:tmde@elchk.org.hk
http://service.elchk.org.hk/ccsv-tmde.php
mailto:dcctmswa@pokoi.org.hk
http://www.pokoi.org.hk/
mailto:ttpcah@tungwah.org.hk
http://www.prestige.tungwahcsd.org/
mailto:ttpcah@tungwah.org.hk
http://www.prestige.tungwahcsd.org/
mailto:info.tm@woopie.org.hk
http://www.woopie.org.hk/
mailto:ccsv.sctm@ychss.org.hk
http://www.ychss.org.hk/ccsv
mailto:tmvs@yot.org.hk
http://www.decc.yot.org.hk/
mailto:info.hct@woopie.org.hk
http://www.woopie.org.hk/
mailto:infotc@evergreen-nursing.com.hk
mailto:ccsv@careu.com.hk
http://www.careu.com.hk/
mailto:infotc@evergreen-nursing.com.hk
mailto:hcs@poleungkuk.org.hk
http://elderly.poleungkuk.org.hk/tc/page.aspx?pageid=24


屯門區

編號
認可服務單位所

處地區
機構/組織名稱 認可服務單位名稱 日間護理中心地址

日間護理

名額
服務地區 家居護理服務辦事處地址

家居護理

名額
服務地區

電話

號碼

傳真

號碼
電郵 網址

13 葵青 卓金有限公司 松悅園耆欣護養院暨日間護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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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葵青、沙田、

深水埗、荃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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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荃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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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荃灣永順街48號地下及二

樓(部分)
7 葵青、荃灣 新界荃灣永順街48號地下及二樓(部分) 100

沙田、大埔、北區、葵青、

荃灣、屯門、元朗
3520 2133 3520 2131 ccsv@olivecare.com.hk www.olivecare.com.hk

15 荃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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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荃灣美環街1至6號時貿中心16樓1609室 30

觀塘、黃大仙、深水埗、九

龍城、沙田、大埔、北區、

葵青、荃灣、屯門、元朗

2415 8281/

2490 3982
2490 2139 trustful.ccsv@gmail.com http:trustful-medical.com/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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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元朗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

有限公司

頤恩坊長者照顧服務(元朗)# 新界元朗泰衡街4號及東堤街14

號1字樓
20 屯門、元朗 新界元朗水邊圍邨碧水樓平台203-206室 20 屯門、元朗

3618 5254 /

3618 5027
2477 4876 yl@hkeds.org www.hkeds.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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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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