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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文字： 

 
 

大埔及北區安老服務指南 

 

社會福利署大埔及北區福利辦事處 

新界大埔墟鄉事會街 8 號大埔綜合大樓 4 樓 

電話：3183 9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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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北區長者服務指南 

 
社會福利署及各非政府機構，為大埔／北區的長者及護老者提供以下不同服務，長者可按個人及家庭需要向相關機構查詢： 

機構地址／電話 服務提供 
 
 
 
 
 

一、 
送飯、陪伴

覆診、上門

清潔、沖涼

等 

二、 
社區 
飯堂 

三、 
申請社區照

顧服務及安

老院舍照顧

服務 

四、 
借用復康用

品或為長者

安排康樂、社

交活動等 

五、 
護老者 
支援及 
培訓 

六、 
為隱蔽長者 

提供 
支援服務 

七、 
輔導服務 

大埔 
救世軍大埔長者綜合服務大埔長者社區服務中
心（大埔墟鄉事會街 2 號大埔社區中心 2-3 樓／
2653 6811） 

       

嗇色園可康耆英鄰舍中心（大元邨泰欣樓地下
22-29 號／2665 2236） 

       

香港聖公會太和長者鄰舍中心（太和邨喜和樓地
下 124-130 室／2653 3299）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大埔浸信會區張秀芳長
者鄰舍中心（富亨鄰里社區中心地下／
2666 0761） 

       

仁愛堂彭鴻樟長者鄰舍中心（運頭塘鄰里社區中
心地下／2658 6313）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福康頤樂天地（廣福邨廣仁樓
207-209 室／2651 4082） 

       

中華傳道會恩光長者鄰舍中心（富善邨善雅樓地
下 104-105 室／2660 8501） 

       

蓬瀛仙館大埔長者鄰舍中心（翠樂街美豐花園 1
樓商場 207-213 室／2660 9990） 

       



4 

機構地址／電話 服務提供 
 
 
 
 
 

一、 
送飯、陪伴

覆診、上門

清潔、沖涼

等 

二、 
社區 
飯堂 

三、 
申請社區照

顧服務及安

老院舍照顧

服務 

四、 
借用復康用

品或為長者

安排康樂、社

交活動等 

五、 
護老者 
支援及 
培訓 

六、 
為隱蔽長者 

提供 
支援服務 

七、 
輔導服務 

救世軍大埔長者綜合服務大埔綜合家居照顧服

務隊（富亨邨亨耀樓 A 翼地下／2653 6619）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大埔綜合家居照顧服務（大元

邨泰榮樓地下 11-12 室／2667 7616）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隊（廣福邨廣崇樓地下 B103-4 室／2651 0919） 
       

社會福利署南大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大埔墟鄉

事會街 2 號大埔社區中心 4 樓／2657 8832） 
       

社會福利署北大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汀角路 1
號大埔政府合署 5 樓／2665 0286） 

       

北區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秀群松柏社區服務中心（和

鳴里 7 號粉嶺南政府綜合大樓 1-2 樓／

2676 2525）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天平長者鄰舍中心（天平

邨天明樓地下 116,117 及 119 室／2671 1802） 
       

鳳溪公立學校鳳溪長者鄰舍中心（天平路 22 號

鳳溪社會服務綜合大樓地下／2683 9870）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梁李秀娛長者鄰舍中心（彩

園邨彩華樓地下 141-144 室／2672 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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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地址／電話 服務提供 
 
 
 
 
 

一、 
送飯、陪伴

覆診、上門

清潔、沖涼

等 

二、 
社區 
飯堂 

三、 
申請社區照

顧服務及安

老院舍照顧

服務 

四、 
借用復康用

品或為長者

安排康樂、社

交活動等 

五、 
護老者 
支援及 
培訓 

六、 
為隱蔽長者 

提供 
支援服務 

七、 
輔導服務 

蓬瀛仙館祥華長者鄰舍中心（祥華邨祥智樓地下

9-10 室／2669 0252）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福禧頤樂天地（聯和墟和睦路

9 號海聯廣場 1 樓 130 室／2677 4111）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秀群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和鳴里 7 號粉嶺南政府綜

合大樓 1 樓／2676 2525） 

       

明愛北區綜合家居照顧服務（天平邨天賀樓地下

101-103 室／2674 4813） 
       

香港宣教會社會服務處白普理上水家庭中心綜

合家居照顧服務隊（太平邨平靜樓地下 112-114
室／2672 4160） 

       

社會福利署粉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璧峰路 3
號北區政府合署 2 樓 217 室／2675 1614） 

       

社會福利署上水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龍運街 2
號北區社區中心 4 樓／2673 1525） 

       

明愛粉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和鳴里 7 號粉嶺南

政府綜合大樓 3 及 4 樓／2669 2316） 
       

 
服務提供 機構電話／ 地址 

八、 出院後照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醫務社會工作部 電話： 268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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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提供 機構電話／ 地址 
顧安排 大埔醫院醫務社會服務部 電話： 2607 6304 

北區醫院醫務社會服務部 電話： 2683 7750 
九、 長者住宿

暫託服務 

 
 
 
 
 
 
 
 
 
 
 

大

埔 

提供指定暫託宿位的津助安老院   
樂善堂朱定昌頤養院 (男/女) (大埔墟運頭街 8 號) 電話： 2658 6160 
提供指定暫託宿位的參加「改善買位計劃」#的私營安老院 (在 1.2.2018-31.3.2019 季節性流感期間的特別措施) 
富善護理院 (改善買位甲二級) (男/女)（大埔墟瑞安街 6-20 號邦興大廈 1 字） 電話： 2653 4202 
愛群理療護理院有限公司 (改善買位甲一級)(女) (大埔舊墟直街 4-20 號美新大廈 2 字) 電話： 2664 3679 

 
 
 
 
 

北

區 

提供指定暫託宿位的津助安老院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寶靜安老院 (女) (粉嶺置福圍 8 號)  電話： 2669 7123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天平頤康之家 (男) (上水天平邨天明樓 2 字樓) 電話： 2673 3781 
提供指定暫託宿位的參加「改善買位計劃」的私營安老院 (在 1.2.2018-31.3.2019 季節性流感期間的特別措施) 
溫馨護老中心 (改善買位甲二級) (男/女) (古洞青山公路 193 號石仔嶺花園第 10 座) 電話： 2668 1402 
溫馨護老中心分院(改善買位甲一級)(男/女)(古洞青山公路 193號石仔嶺花園第 1,4座C,D室及 5座) 電話： 2668 9584 
樂天安老院 (改善買位甲一級) (女)(古洞青山公路 193 號石仔嶺花園第 14 座及 16 座 A 及 B 室) 電話： 2668 6133 
恩榮護老中心 (改善買位甲一級) (男)(古洞青山公路 193 號石仔嶺花園第 6,7,9 及 11 座） 電話： 2673 0099 
東方護老院 (改善買位甲二級)(男/女)(古洞青山公路 193號石仔嶺花園第 16,19及 21座C及D室） 電話： 2639 0337 
東江(上水)安老院 (改善買位甲二級) (男) (古洞青山公路 193 號石仔嶺花園第 12 座） 電話： 2679 3396 

十、 長者日間

暫託服務 
救世軍大埔長者綜合服務-大埔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大埔富亨邨亨耀樓地下 B 翼) 電話： 2638 8880 
鳳溪公立學校鳳溪護理安老院-日間護理中心 (上水天平路 22 號鳳溪社會服務綜合大樓地下) 電話： 2683 9860 

十一、長者緊  
      急住宿 
      服務 

護理安老院：東華三院包兆龍護理安老院 (大埔船灣三門仔路 93 號)       (男/女) 電話： 2665 4011 
護理安老院：明愛馮黃鳳亭安老院 (粉嶺打鼓嶺坪輋路約 1562 號地段 82)   (女) 電話： 2659 2382 
護養院：香海正覺蓮社主辦佛教李莊月明護養院 (上水保平路 5 號)    (男/女) 電話： 2145 0238 

十二、非辦公時   
      間的輔 
      導熱線 
      服務   

 (24 小時) 

社會福利署熱線  電話： 2343 2255 
明愛向晴熱線    電話： 18288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 電話： 2389 2222 
生命熱線 電話： 2382 0000 
撒瑪利亞會–24 小時多種語言防止自殺服務 電話： 2896 0000 

 
 

# 社署自 1998 年起推行「改善買位計劃」，向私營安老院購買宿位，透過改善員工比例和人均面積標準，進一步提高私營安老院的服務水平，同時提供更多資助宿位以縮短長者輪候入住資助護理安老院宿位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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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經濟／醫療福利一覽表 
 

經濟津貼類別 資格 每月領取金額 辦理單位 ／ 查詢 
高齡津貼 
(俗稱生果金) 

年滿 70 歲或以上長者 
 

無須接受經濟狀況調查 

$1,345 社會福利署各社會保障辦事處 
 
南大埔社會保障辦事處 
電話：3183 9302 
 
北大埔社會保障辦事處 
電話：2665 2612 
 
上水社會保障辦事處 
電話：2682 4853 
 
粉嶺社會保障辦事處 
電話：2675 1624 
 
 

普通長者生活

津貼 
年滿 65 歲或以上長者 $2,600 

單身 
資產限額：$334,000  
入息限額：$7,820 

夫婦 
資產限額：$506,000  
入息限額：$12,770 

高額長者生活

津貼 
 

年滿 65 歲或以上長者 $3,485 

單身 
資產限額：$146,000  
入息限額：$7,820 

夫婦 
資產限額：$221,000  
入息限額：$12,770 

綜合社會保障

援助(綜援)計劃 
 

年滿 60 歲或以上長者申請人及家庭成員須符

合相關的入息及資產審查； 
 

金額視乎健全程度而定 
獨立申請綜援的長者，其子女無須再簽

署無供養父母的「經濟援助聲明」(俗
稱「衰仔紙」) 
 

單身長者 
資產限額：$47,500 

年老夫婦家庭 
資產限額：$71,000 

廣東計劃／ 
福建計劃 

年滿 65 至 69 歲長者 $1,345 
讓選擇移居廣東／福建的合資格香港

長者，無須每年返港，只要在每一個付

款年度內居住在廣東／福建滿 60 天，

便可領取全年津貼 

社會保障辦事處 (廣東計劃／福

建計劃) 
電話：3105 3294 

單身 
資產限額：$334,000  
入息限額：$7,820 

夫婦 
資產限額：$506,000  
入息限額：$12,770 

年滿 70 歲或以上長者 

 

無須接受經濟狀況調查 

 
註：高齡津貼、普通長者生活津貼、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及廣東計劃／福建計劃申請人均需要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在緊接申請日期前連續居港

最少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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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津

貼類別 
資格 簡介 辦理單位 ／ 查詢 

醫療券 年滿 65 歲或以上長者 每年金額$2,000，最多可累積$5,000 使用者無須預先登記，可向參與醫療券計劃的提供者

開設戶口 
衛生署長者醫療券計劃查詢熱線：2838 2311 
 

豁免公

營醫療

服務收

費 

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

長者 
豁免費用範圍包括公立醫院的住院服務、急症

室服務、專科門診、普通科門診、日間醫院、

社康服務，以及注射及敷藥服務，並包括於診

治期間獲處方的標準藥物費用。 

受惠人只須於每次登記求診時通知醫院／診所職員

乃符合醫療費用豁免資格人士，並出示身份證明文

件，職員透過聯機查詢系統確認資格後，即可獲豁免

公營醫療服務的收費。 
年滿 75 歲或以上的「高額

長者生活津貼」受惠人 
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

試驗計劃級別 0 院舍券持

有人 
 

公營醫

療費用

減免機

制 

低收入人士、長期病患者及

貧困年長病人的非綜援受

助人 

• 可向醫務社會服務部、社會福利署綜合家

庭服務中心或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只

適用於正由服務課的社工跟進之個案）社

工提出申請。 
• 社工會以病人及同住的核心家庭成員的收

入和資產值進行經濟評估，亦會同時考慮

申請人的各項非經濟因素，令有真正需要

的人士得到醫療費用減免。 
• 申請人必須帶同相關文件進行評估，詳情

請聯絡負責處理申請的單位。 
• 合資格的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人士，

亦可向社會保障辦事處申請一次過的減免

／豁免公營醫療服務費用 (SWD476) 。 

負責處理申請的單位： 
 
1) 醫務社會服務部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   電話：2689 2020 
大埔醫院                 電話：2607 6304 
北區醫院                 電話：2683 7750 
 

2) 社署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南大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電話：2657 8832 
北大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電話：2665 0286 
上水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電話：2673 1525 
粉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電話：2675 1614 
 

3) 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大埔及北區) (只適用於

跟進中的個案）           電話：3183 9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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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津

貼類別 
資格 簡介 辦理單位 ／ 查詢 

關愛基

金長者

牙科服

務資助 

1) 年滿 60 歲或以上長

者，正接受社會福利署

資助的「綜合家居照顧

服務」或「改善家居及

社區照顧服務」或「家

務助理服務」，並繳付第

一級別或第二級別收費

的服務使用者，而又並

非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

助人 
 
2) 年滿 70 歲或以上，最近

連續三個月正在領取長

者生活津貼的長者 

資助服務內容：鑲活動假牙及其他與鑲活動假

牙有關的牙科診療服務，包括口腔檢查、洗

牙、補牙、脫牙及 X 光檢查 

1) 聯絡所屬的「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或「改善家居及

社區照顧服務」或「家務助理服務」的服務隊安排

申請 
 
 
 
 
 
 
2) 可於區內長者中心索取辦理申請的地區服務單位

名單 
 
香港牙醫學會關愛基金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 
查詢電話： 2525 8198 

其他計

劃 
資格 簡介 辦理單位 ／ 查詢 

長者咭

計劃 
 

凡年滿 65 歲或以上的香港

居民，均符合申請長者咭的

資格 

長者咭為長者提供一個普遍獲得承認的年齡

證明，以方便他們享用政府部門、公共運輸機

構及商號為長者提供的優惠票價、折扣和優先

服務。 此外， 「長者咭計劃」亦提倡尊敬長

者的精神。 
 
領取首張長者咭的費用全免。但如需補領，則

需繳付費用。補領費用會按時調整，現時的收

費是港幣 22 元。 

申請表格及預印地址的信封由下列辦事處派發 ﹕ 
 
社會福利署轄下長者咭辦事處、各區福利辦事處、社

會保障辦事處、各區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房屋署轄下

公共屋邨辦事處、民政事務處諮詢服務中心、各區長

者地區中心及長者鄰舍中心。 
 
長者咭辦事處查詢電話：3583 2959 

最新資料，請瀏覽以下網頁： 
社會福利署：www.swd.gov.hk ／關愛基金：www.communitycarefund.hk 
醫院管理局：www.ha.org.hk ／衞生署醫療券計劃：www.hcv.gov.hk／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sccs/cat_cross/group_9/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sccs/cat_cross/group_9/
http://www.swd.gov.hk/
http://www.communitycarefund.hk/
http://www.ha.org.hk/
http://www.hcv.gov.hk%EF%BC%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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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大埔及北區社會保障辦事處、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醫務社會服務部、大埔及北區策劃及統籌小組及及電話如下： 
 
   

辦事處                    地址   電話 
社會保障辦事處   
南大埔社會保障辦事處 大埔大埔墟鄉事會街 8 號大埔綜合大樓 4 樓 3183 9302 
北大埔社會保障辦事處 大埔汀角路 1 號 大埔政府合署 4 樓 2665 2612 
上水社會保障辦事處 上水天平邨天平商場 2 樓 202 號 2682 4853 
粉嶺社會保障辦事處 粉嶺璧峰路 3 號北區政府合署 2 樓 233 室 2675 1624 
社會保障辦事處 (廣東計劃／福建計劃) 上水龍琛路 39 號上水廣場 21 樓 2110-2111 室 3105 3294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及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   
南大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大埔大埔墟鄉事會街 2 號大埔社區中心 4 樓 2657 8832 
北大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大埔汀角路 1 號大埔政府合署 5 樓 2665 0286 
上水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上水龍運街 2 號北區社區中心 4 樓 2673 1525 
粉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粉嶺璧峰路 3 號北區政府合署 2 樓 2675 1614 
明愛粉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粉嶺和鳴里 7 號粉嶺南政府綜合大樓 3 樓及 4 樓 2669 2316 
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大埔及北區) 大埔墟鄉事會街 8 號大埔綜合大樓 4 樓 3183 9323 
   
   
醫務社會服務部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醫務社會工作部 大埔全安路 11 號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 A 座地下 44 號室 2689 2020 
大埔醫院醫務社會服務部 大埔全安路 9 號大埔醫院 D 翼地下 2607 6304 
北區醫院醫務社會服務部 上水保健路 9 號北區醫院 1 樓 2683 7750 
   
大埔及北區策劃及統籌小組 
 

大埔墟鄉事會街 8 號大埔綜合大樓 4 樓 
 

3183 9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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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社區照顧及支援服務 
 
長者地區中心及長者鄰舍中心 
內容：旨在為長者及其護老者提供地區和鄰舍層面的社區支援服務，以便長者及其護老者在鄰近其住所的中心接受多元化的服務。地區上各長者中心亦互相配合，並與其他界

別的機構聯系，共同為長者提供適切的支援服務及建立一個關懷長者的社區。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 
大埔 救世軍大埔長者綜合服務大埔長者社區服務中心 大埔鄉事會街 2 號大埔社區中心 2-3 樓 2653 6811 

嗇色園可康耆英鄰舍中心 大埔大元邨泰欣樓地下 22-29 室 2665 2236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太和長者鄰舍中心 大埔太和邨喜和樓地下 124-130 室/ 

大埔太和邨亨和樓地下 113-116 室 
2653 3299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大埔浸信會區張秀芳長者鄰舍中心 大埔富亨邨富亨鄰里社區中心地下/ 
大埔頌雅苑頌真閣地下 B 翼 (部份) 

2666 0761 

仁愛堂彭鴻樟長者鄰舍中心 大埔運頭塘邨運頭塘鄰里社區中心地下/ 
大埔德雅苑 B 翼地下 1-3 號及 6-8 號 

2658 6313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福康頤樂天地 大埔廣福邨廣仁樓 207-209 室 2651 4082 
中華傳道會恩光長者鄰舍中心 大埔富善邨善雅樓地下 104-105 室 2660 8501 
蓬瀛仙館大埔長者鄰舍中心 大埔翠樂街 11 號美豐花園商場一樓 207-213 室 2660 9990 

北區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秀群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粉嶺和鳴里 7 號粉嶺南政府綜合大樓 1-2 樓 2676 2525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天平長者鄰舍中心 上水天平邨天明樓地下 116, 117 及 119 室 2671 1802 
鳳溪公立學校鳳溪長者鄰舍中心 上水天平路 22 號鳯溪社會服務綜合大樓地下 2683 9870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梁李秀娛長者鄰舍中心 上水彩園邨彩華樓地下 141-144 室 2672 0630 
蓬瀛仙館祥華長者鄰舍中心 粉嶺祥華邨祥智樓地下 9-10 室 2669 0252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福禧頤樂天地 粉嶺聯和墟和睦路 9 號海聯廣場一樓 130 號舖 2677 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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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內容：透過經驗豐富及受過專業訓練的工作人員和區內各服務單位的合作網絡﹐為體弱長者﹑殘疾人士及有特殊需要的家庭提供不同種類的照顧及服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會

按個別服務使用者的需要提供照顧及支援﹐以實踐「老有所屬」和「持續照顧」的理念﹐和促使服務使用者繼續在社區中生活。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 

大埔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大埔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大埔大元邨泰榮樓地下 11-12 室 2667 7616 
救世軍大埔長者綜合服務大埔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大埔富亨邨亨耀樓 A 座地下 2653 6619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大埔廣福邨廣崇樓地下 B103-104 室 2651 0919 

北區 香港明愛明愛北區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上水天平邨天賀樓 101-103 室 2674 4813 
香港宣教會社會服務處有限公司白普理上水家庭中心綜合家

居照顧服務隊 
上水太平邨平靜樓 112-114 室 2672 4160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秀群松柏社區服務中心綜合家居照顧服

務隊 
粉嶺和鳴里 7 號粉嶺南政府綜合大樓 1 樓 2676 2525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內容：以綜合照顧模式﹐讓體弱長者在家居及社區接受護理及照顧服務﹐並為護老者提供支援﹐以達致加強家庭融和的目標﹐和促使體弱長者在家安老﹐實踐「老有所屬」和

「持續照顧」的理念。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 
大埔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社會服務部大埔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大埔廣福邨廣平樓地下 130-131 室 2657 5522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 北區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上水保平路 5 號地下 2145 0283 
沙田

／大

埔／

北區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處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東

新界） 
沙田秦石邨石玉樓三樓 341-360 號 2698 4881 

東華三院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沙田/大埔/北區區域） 火炭 31-35 號山尾街華樂工業中心 F 座 12 樓 43 室 2466 8299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內容：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單位為身體機能屬中度或嚴重缺損的體弱及認知障礙症長者於日間提供照顧及支援服務﹐協助他們保持最佳活動能力 ﹑發展潛能 ﹐以及改善生活

質素 ﹐使他們能夠在熟悉的社區安老。此外﹐又為護老者提供各類支援和協助 ﹐ 使他們更有動力繼續承擔護老者的責任。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 

大埔 救世軍大埔長者綜合服務大埔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大埔富亨邨亨耀樓地下 B 翼 2638 8880 
北區 鳳溪公立學校鳳溪護理安老院-日間護理中心 上水天平路 22 號鳳溪社會服務綜合大樓地下 2683 9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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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內容：採用「錢跟人走」的資助模式，讓合資格長者因應個人需要，使用社區照顧服務券(社區券)選擇合適的社區照顧服務。在社署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下，被評定為身體機

能中度或嚴重缺損，並正在資助長期護理服務中央輪候冊(中央輪候冊)輪候資助社區照顧服務及／或院舍照顧服務，而尚未接受任何院舍照顧服務或資助社區照顧服務的長者。 
 
參加資格：在社署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下，被評定為身體機能中度或嚴重缺損，並正在資助長期護理服務中央輪候冊(中央輪候冊)輪候資助社區照顧服務及／或院舍照顧服務，

而尚未接受任何院舍照顧服務或資助社區照顧服務的長者。 
 

認可服務機構名稱 日間護理 家居護理 電話 
 中心地址 服務地區 服務地區  

耆智有限公司賽馬會流金匯 大埔富善邨善鄰樓 A 翼及 B 翼地下 大埔 大埔 3763 1000 
九龍樂善堂樂善堂朱定昌頤養院 大埔墟運頭街 8 號 大埔 不適用 2658 7133 
救世軍大埔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暨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大埔富亨邨亨耀樓地下 A 翼 大埔 大埔 3568 3835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社會服務有限公司妥安心 - 家居照顧服務 大埔廣福邨廣義樓地下 101-103 室 大埔、北區 大埔、北區 3590 9270 
東華三院智德家居照顧服務 不適用 大埔、北區 2466 8299 
東華三院伍若瑜護理安老院 - 智睿社區支援服務天地 大埔船灣三門仔路 93 號 大埔 大埔 2665 0270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青頤地．天平頤康之家 上水天平邨天明樓二樓 北區 北區 9178 7860/ 

2673 3781 
香海正覺蓮社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北區日間護理中心 上水保平路五號 北區 不適用 2145 0283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Y Care 新創建青健坊 (北區) 粉嶺華明路 22 號雍盛商場 110 室 北區 北區 2278 2100 
仁濟醫院蓬瀛仙館聯和睦鄰社區服務中心 粉嶺聯和墟聯昌街 27 號地下 北區 北區 2615 8202 
維盈投資有限公司松悅園耆逸護養院暨日間護理中心 只服務其他地區 大埔、北區 2610 1775 
維盈投資有限公司松悅園耆融護養院 只服務其他地區 大埔、北區 2619 0038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照顧易 只服務其他地區 大埔、北區 5539 4124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仁濟樂在家有限公司 不適用 大埔、北區 2615 8202 
上述是截至 2018 年 8 月底於大埔及北區服務的認可服務單位名單，有關其他地區及最新的認可服務單位資料，請瀏覽社會福利署網頁：

www.swd.gov.hk 及社署長者資訊網: www.elderlyinfo.swd.gov.hk 
 

 
*服務對象為認知障礙症長者 
#  提供住宿暫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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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老院舍照顧服務 

 
內容：社會福利署根據《安老院條例》執行發牌制度，以規管提供住宿照顧服務的安老院舍。安老院舍照顧服務旨在為一些年齡達 65 歲或以上，由於個人、社會、健康及／或

其他原因而未能在家中居住的長者，提供住宿照顧服務及設施。年齡介乎 60 至 64 歲之間的人士亦可提出申請，但須證實確有需要接受住宿照顧。 
 
護理安老院為健康欠佳﹑身體殘疾﹑認知能力稍為欠佳及在「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下被評為中度缺損而未能自我照顧起居﹐但在精神上

適合群體生活的長者﹐提供住宿照顧﹑膳食﹑起居照顧及有限度的護理服務。部份護理安老院宿位由合約院舍或參與「改善買位計劃」的私

營安老院提供。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 
 提供持續照顧的資助護理安老院 
大埔 九龍樂善堂樂善堂朱定昌頤養院 大埔墟運頭街 8 號   26586160 

東華三院許麗娟安老院 大埔大元邨泰寧樓地下及一字樓 26671803 
東華三院伍若瑜護理安老院 大埔船灣三門仔路 93 號 26605388 
東華三院包兆龍護理安老院 大埔船灣三門仔路 93 號 26654011 
東華三院伍蔣惠芳護理安老院 大埔船灣三門仔路 93 號 26671234 
香港明愛大埔明愛富亨苑   大埔富亨邨亨榮樓地下及一字樓 26606125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廣福頤養院 大埔廣福邨廣仁樓三樓 26530636 
嗇色園主辦可善護理安老院 大埔富善邨善景樓地下及二樓 26616555 

北區 東華三院方王換娣安老院 粉嶺祥華邨祥德樓地下 A、B 翼及一樓 26697697 
東華三院寶鍾全英安老院 粉嶺華明邨信明樓地下及一樓 26759308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寶靜護理安老院 粉嶺置福圍 10 號 26695438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寶靜安老院 粉嶺置福圍 8 號 26697123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天平頤康之家 上水天平邨天明樓 2 字樓 26733781 
明愛馮黃鳳亭安老院 打鼓嶺坪輋路第 82 約地段 1562 號 26592382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黃鳳亭頤安苑 上水彩園邨彩珠樓四樓 26725032 
鳳溪公立學校鳳溪護理安老院 - 安老部 上水天平路 22 號地下至三字樓 2683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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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養院為一些健康欠佳﹑身體殘疾﹑認知能力欠佳及在「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下被評為嚴重缺損而未能自我照顧起居﹐但在精神上適合

群體生活的長者﹐提供住宿照顧﹑膳食﹑起居照顧﹑定時的基本醫療和護理及社會支援服務。部份護養院宿位由合約院舍提供。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 

 護養院  
北區 香海正覺蓮社主辦佛教李莊月明護養院 新界上水保平路 5 號 21450238 

鳳溪公立學校鳳溪護理安老院 - 護理部 *  新界上水天平路 22 號四樓至六樓    26839700 
*這是參與「護養院宿位買位計劃」的自負盈虧院舍。有關的資助護養院宿位已分階段投入服務。 

 
「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內容：採用「錢跟人走」的原則，為有需要院舍住宿照顧服務的長者提供一個額外選擇，讓他們可從參加試驗計劃的合資格非政府機構營運或私營的安老院中，揀選切合他們

需要的院舍服務。 
參加資格：合資格參加者，是經社署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評定為身體機能中度缺損及正在資助長期護理服務中央輪候冊(中央輪候冊)上輪候護理安老宿位的長者。 
 

 認可服務機構名稱 地址 電話 
大埔 愛群理療護理院有限公司 新界大埔舊墟直街 4-20 號美新大廈 2 字樓 2664 3679 
北區 恩榮護老中心 新界上水古洞青山公路 193 號石仔嶺花園第 6、7、9 及 11 座 A-D 室 2673 0099/ 

2673 7755 
溫馨護老中心分院 新界上水古洞青山公路 193 號石仔嶺花園第 1 座 C 及 D 室，第 4 座 C 及 D 室及第 5 座 A、

B、C 及 D 室 
2668 9584 

上述是截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於大埔及北區的認可服務機構名單，有關其他地區及最新的認可服務機構名單，請瀏覽社會福利署網頁：www.swd.gov.hk 及社署長者資訊網: 
www.elderlyinfo.swd.gov.hk 
  
上述服務的最新資料，請瀏覽社會福利署網頁：www.swd.gov.hk 
 
 
 
 
 
 
 
 
 

http://www.sw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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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底文字： 
 
社署長者資訊網 
www.elderlyinfo.swd.gov.hk 
 
長者實用資訊 
 
緊急求助電話 (火警、報警、急救) 999 煤氣洩漏 2880 6999 
警察熱線 2527 7177 中華電力 - 電力故障 2728 8333 
電話查詢 1083 渠務署 - 水浸報告 2300 1110 
天氣查詢 1878 200 醫院管理局 2300 6555 
政府部門服務查詢 1823 醫院管理局 24 小時精神科健康熱線 2466 7350 
社會福利署熱線 2343 2255 消費者委員會 2929 2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