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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會流程 

▪基金簡介 

▪樂齡科技產品 

▪申請基金須知 

▪申請程序 

▪問答時段



基金簡介



◆ 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 (基金)於 年 月推出 

◆ 億元的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 

◆ 資助合資格安老及康復服務單位購置、租借和試用科技產品 

◆ 以改善服務使用者的生活質素，並減輕護理人員及照顧者的負擔和壓力

基金簡介 - 背景及目的



私
營
機
構

正參與「改善買位計劃」

正參與「護養院宿位買位計劃」

正參與「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正參與「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正參與「長者日間護理單位買位計劃」

正參與「私營殘疾人士院舍買位計劃」

基金簡介 - 申請資格 

• 安老院舍照顧或社區照顧及支援
服務 

• 殘疾人士院舍照顧服務或日間康
復及社區支援服務

正接受社會福利署資助的非政府機構

非政府機構 私營機構



基金簡介 - 申請概覽 

▪首六批次申請共批出約 億元 

▪資助約 個安老及康復服務單位 

▪成功購置或租用合共超過 件科技產品 

▪第七批次收到來自超過 個服務單位 

▪合共約 個項目申請 

▪涉及申請款額約 萬元



基金簡介 - 最新消息 

▪於 年 月將申請基金資格擴展到



購置／租借科技產品 

•可參考科技應用產品的建議清單 

•亦可申請參考清單以外的產品 

• 5年保養及員工訓練

基金簡介 - 資助項目



基金簡介 - 補助金 (按服務單位服務名額設有上限)

服務單位類別 補助金上限 (元)

院舍照顧服務

提供50張或以下床位 30萬
提供51張至150張床位 60萬
提供150張以上床位 90萬



樂齡科技產品



樂齡科技產品 (一) - 認可科技應用產品參考清單 

▪參考清單列出不同科技產品供安老及康復服務單位參考 

▪參考清單是透過社會服務聯會及其專家小組收集安老及康復
服務業界使用科技的需要及經驗而制定 

▪服務單位可透過清單對科技產品有基本了解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 
on/3229/tc/Reference_List_(Sep_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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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3229/tc/Recommended_List_Sep_2022.pdf 



樂齡科技產品 – 建議產品類型 (適用於院舍) 

▪ 1.2 - 醫療護理超低床 ▪ 12.4 - 電動移位機



樂齡科技產品 – 建議產品類型 (適用於院舍) 

▪ 15.1 智能防遊走解決方案 ▪ 14.1 - 床邊感測監察系統



樂齡科技產品 – 建議產品類型 (適用於院舍) 

▪ 20.3 無線生命表徵檢測器▪ 18.17 主動/被動式手腳訓練器
材



樂齡科技產品(二) - 產品獲批的必要條件 

1. 產品需符合基金宗旨 
▪基金旨在改善服務使用者的生活質素，並減輕護理人員及照顧者的負擔和
壓力 

▪專為長者、康復服務使用者或其護理人員而設的科技產品，並對服務使用
者、護理人員或照顧者有直接幫助 

▪不合適例子: 空氣清新機，智能鎖，免觸式感應沖廁設備 

2. 智能電話或平板電腦需與其他樂齡創科產品一同購置 
▪單獨購置智能電話或平板電腦一般不獲考慮，除非有關智能電話或平板電
腦與所申請的科技產品一同運作



樂齡科技產品 - 產品獲批的必要條件 

3. 產品需具備國際認可機構發出的證書，證明產品安
全性及成效 

▪ 例如: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認證,
ISO國際標準驗證，歐盟CE認證 

4. 產品需為利用樂齡科技的創科產品 
▪產品需為樂齡創科產品 

▪不合適例子: 沒有預載訓練軟件的互動屏幕/投影機



樂齡科技產品 - 品獲產 批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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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齡科技平台 (由社聯與不同團體設立) 

▪ https://gtplatform.hk/category/t3_3_1/Gerontechnology-
Products

樂齡科技產品 - 更多資訊

進入產品目錄



可瀏覽各產品資訊
可選擇瀏覽產品類別

有關產品或其他樂
齡科技支援查詢
社聯聯絡人: 

Argus Chan 
3705 5276 



樂齡科技產品 – 相關活動 

▪ 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會 (GIES) 

▪ https://gies.hk 



申請基金須知



申請基金須知 

▪未經社署批准申請前，不應預先支付任何費用。社署和基
金對該財務承擔，概不負責 (1.3.3項) 

▪補助金以實報實銷方式發放 (2.4.1項) 
▪處理申領款項需時，確保涉及的資金不影響單位日常運作



 不可就服務使用者使用創科產品而額外收費(2.3.2項) 

 備存資產登記冊及租借物品記錄 (2.5.1項) 

 有關基金補助金的記錄和資料保存最少7年 (2.5.2項)

申請基金須知



 

▪補助金不得在服務單位或產品項目之間轉移 (1.1.5 項) 
▪購買獨家代理產品時或行使特殊權限時，需提供及保存
額外證明 (5.3.4項) 

▪機構職員須避免利益衝突，不得持有申請產品的擁有權
或股份 (1.1.7項 & 5.6.1項)

申請基金須知



申請程序



申請程序 (一) - 申請文件

• 已簽妥的申請表格 (正本) 

• 最少一份報價單

• 產品單張，內容包括價格細項、規格、證書和所需專業人員

• 補充資料（如有）

1. 紙本 (2份)

• 已填妥申請表格的電子版本 (微軟W ord 03或以上格式，不需簽署) 

• 所有需提交文件的電子版本 (如報價單、產品單張、補充資料等)

2. 光碟/USB記憶體



申請程序(一) - 申請方法

親身送交

或

郵寄

申請機構可以

社會福利署

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科

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秘書處

九龍深水埗元州街290-296號

西岸國際大廈5樓502室



申請程序(一) - 申請方法 

1. 於指明申請截止日期及時間前，遞交兩份已填妥、並由
單位持牌人簽妥的申請表格正本及所需文件至基金秘書
處(以郵戳日期為準) 

2. 待基金通知進一步消息



申請程序(二) - 如何獲取申請表格? 



1 2 

3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supportser/sub_itfund/ 



4 
https://www.swd.gov.hk/tc 
/index/site_pubsvc/page_ 
supportser/sub_itfund/ 



認可產品參考清單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 
on/3229/tc/Reference_List_(Sep_2021).pdf 



申請程序(三) - 填寫申請表格的注意事項



申請程序(三) - 填寫申請表格的注意事項

機構中文名稱

機構英文名稱



申請程序(三) - 填寫申請表格的注意事項

單位中文地址

單位英文地址



申請程序(三) - 填寫申請表格的注意事項

選擇一個服務類別



申請程序(三) - 填寫申請表格的注意事項

持牌人簽署



項目編號
申請程序(三) - 填寫申請表格的注意事項



清單參考細節

申請程序 (三) - 填寫申請表格的注意事項

須與報價單
一致



申請程序(三) - 填寫申請表格的注意事項

需分行填寫服務單位
中文及英文名稱



申請程序(三) - 填寫申請表格的注意事項



申請程序 (三) - 填寫申請表格的注意事項

各單位申請金額

產品總金額

各單位所佔百分比



申請程序 (三) - 填寫申請表格的注意事項

評估產品免費保養的
範圍及年期是否足夠



溫馨提示















查詢
服務類別 負責單位 電話

津助殘疾人士日間康復和社區支援服務單位、
津助殘疾人士院舍及參與「買位計劃」的私營
殘疾人士院舍

基金秘書處／
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

科 

3106 2846 
3106 2870 
3106 2852 
3106 2876

津助長者社區照顧及支援服務單位、津助安老
院、合約安老院、社署資助的護養院、參與
「改善買位計劃」的私營安老院、參與「護院
宿位買位計劃」的自負盈虧護養院、及參與
「長者日間護理單位買位計劃」、「長者社區
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和「長者院舍住宿照顧
服務券試驗計劃」下認可服務提供者

安老服務科 

2304 3101 

2989 1466

私營安老院／自負盈虧安老院及非社會福利署
津助附表護養院 安老院牌照事務處 3974 5095

私營殘疾人士院舍／
自負盈虧殘疾人士院舍

殘疾人士院舍
牌照事務處 

3104 4595 



問答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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