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構 (以筆劃序排列) 單位 中心編號

九龍城浸信會 長者鄰舍中心 (#1.樂富中心 #2. 龍翔中心) 562101

九龍樂善堂 樂善堂尹立強敬老鄰舍中心 563702

九龍樂善堂 樂善堂陳黎掌嬌敬老鄰舍中心 563701

中華便以利會 恩慈長者鄰舍中心 564901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耆年中心 563501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 萬隸甫夫人長者鄰舍中心 508702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 禮賢會沙田長者鄰舍中心 508703

中華傳道會 恩光長者鄰舍中心 562701

仁愛堂 田家炳長者鄰舍中心 557103

仁愛堂 吳金玉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557101

仁愛堂 胡忠長者地區中心 557105

仁愛堂 香港台山商會長者鄰舍中心 557104

仁愛堂 彭鴻樟長者鄰舍中心 557102

仁愛堂 龍韶雅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557111

仁濟醫院 尹成紀念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561407

仁濟醫院 方若愚長者鄰舍中心 561403

仁濟醫院 吳王依雯長者鄰舍中心 561402

仁濟醫院 曾榮夫人長者鄰舍中心 561405

仁濟醫院 楊溫先生夫人長者鄰舍中心 561404

仁濟醫院 鄧碧雲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561401

元朗大會堂管理委員會有限公司 元朗大會堂梁學樵夫人老人中心 565401

元朗大會堂管理委員會有限公司 元朗大會堂陳應祥紀念老人中心 565402

光愛中心有限公司 光愛葵芳長者服務中心 565701

尖沙咀街坊福利會 尖沙咀坊會松柏鄰舍活動中心 564501

竹園區神召會 牛頭角長者鄰舍中心 561702

竹園區神召會 彩雲長者鄰舍中心 561703

竹園區神召會 慈鳳長者鄰舍中心 561701

伸手助人協會 長者日間護理單位(附設於樟木頭老人度假中心) 566201

佐敦谷街坊福利會 彩霞長者鄰舍中心 563901

佛香講堂 羅陳楚思長者鄰舍中心 564801

志蓮淨苑 志蓮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561801

長者地區中心 / 長者鄰舍中心 /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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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婦女協進會
九龍城區日間護理單位(附設於陳昆棟頤養之家護理安

老院)
561503

亞洲婦女協進會 油麻地頤老中心 561501

卓金有限公司 松悅園耆欣護養院暨日間護理中心 562201

旺角街坊會 九龍總商會耆英中心 518002

旺角街坊會 陳慶社會服務中心 518001

東華三院 方肇彝長者鄰舍中心 009701

東華三院 方潤華長者鄰舍中心 009703

東華三院 方樹泉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009711

東華三院 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009711

東華三院 王李名珍荃灣長者鄰舍中心 009707

東華三院 王澤森長者地區中心 009716

東華三院 胡其廉長者鄰舍中心 009710

東華三院 區偉林伉儷紀念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009718

東華三院 梅艷芳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009712

東華三院 陳馮曼玲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009717

東華三院 黃祖棠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009713

東華三院 黃祖棠長者地區中心 009713

東華三院 鄒蓮女士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009715

東華三院 戴東培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009714

東華三院 羅王玉文護養院暨日間中心 009719

東華三院 龐永紹長者鄰舍中心 009704

保良局 八二總理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008009

保良局 大角咀護老院暨耆順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008022

保良局 朱李月華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008023

保良局 西營盤護老院暨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008020

保良局 周鴻標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008010

保良局 耆安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附設於癸未年樂頤居) 008012

保良局 耆昌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附設於天恩護老院) 008014

保良局 耆盛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附設於樂安居) 008015

保良局 曹金霖夫人耆暉中心 008001

保良局 莊啟程耆暉中心 008005

保良局 黃祐祥紀念耆暉中心 008007

保良局 溫林美賢耆暉中心 008018

保良局 劉陳小寶長者地區中心 008019



保良局 劉陳小寶耆暉中心 008002

保良局 盧邱玉霜耆暉中心 008003

保良局 頤康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008008

保良局 顧卞裘莉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008021

美中浸信會 蝴蝶灣浸信會長者中心 565901

香海正覺蓮社 佛教何黃昌寶長者鄰舍中心 537801

香海正覺蓮社 港島區日間護理中心 537804

香港中國婦女會 油麗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562501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天平長者鄰舍中心 001601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柴灣長者鄰舍中心 001603

香港互勵會 曹舒菊英老人中心 564301

香港互勵會 鄭裕彤敬老中心 564302

香港仔街坊福利會社會服務中心 方王換娣長者鄰舍中心 012101

香港仔街坊福利會社會服務中心 林應和長者鄰舍中心 012106

香港仔街坊福利會社會服務中心 南區長者地區中心 012103

香港仔街坊福利會社會服務中心 華貴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012105

香港仔街坊福利會社會服務中心 賽馬會黃志強長者地區中心 012102

香港西區浸信會 香港西區浸信會長者鄰里中心 563001

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 松鶴老人中心 562801

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 關啓明紀念松鶴老人中心 562802

香港佛教聯合會 佛教正行長者鄰舍中心 512103

香港佛教聯合會 佛教傅黃合長者鄰舍中心 512101

香港佛教聯合會 張妙頤長者鄰舍中心 512102

香港亞洲歸主協會 維港灣長者會所 564601

香港明愛 明愛元朗長者社區中心 000925

香港明愛 明愛天悅長者中心 000930

香港明愛 明愛西貢長者中心 000914

香港明愛 明愛沙田長者中心 000916

香港明愛 明愛中區長者中心 000902

香港明愛 明愛牛頭角長者中心 000912

香港明愛 明愛西九龍日間護理中心 000932

香港明愛 明愛荃灣日間護理中心 000933

香港明愛 明愛梨木樹長者中心 000910

香港明愛 明愛麗閣長者中心 000909

香港明愛 明愛觀塘長者中心 000908



香港明愛 明愛東頭長者中心 000922

香港明愛 明愛香港仔長者中心 000901

香港明愛 鄭承峰長者社區中心 000904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 梁李秀娛長者鄰舍中心 563302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 楊樹章長者鄰舍中心 563301

香港宣教會 大興長者鄰舍中心 565801

香港家庭福利會 九龍城長者中心 004715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王華湘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011306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任白慈善基金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011312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何生長者鄰舍中心 011307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東區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011304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東區長者地區中心 011304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香港西北區扶輪社長者鄰舍中心 011309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柴灣長者地區中心 011301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荃灣長者地區中心 011313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馮艷管長者鄰舍中心 011308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新葵興花園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011311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葵盛西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011318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懷熙葵涌長者地區中心 011314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秀群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010209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010208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林護紀念松柏日間護理中心 010210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長青松栢中心 010201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誌寶松栢中心 010202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元州長者鄰舍中心 004505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幸福長者鄰舍中心 004510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展華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004511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深水埗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004512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順利長者鄰舍中心 004504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樂暉長者地區中心 004508

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 563602

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莊重文敬老人中心 563601

香港基督教新生會 何文田堂長者鄰舍中心 564701

香港基督教新生會 新田圍堂長者鄰舍中心 564702

香港基督教播道會聯會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美孚長者中心 560204



香港基督教播道會聯會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興田邨道真堂愛禮信長者中心 560203

香港基督教播道會聯會 福安堂長者中心 560202

香港婦女基金會 何郭佩珍耆康中心 563101

香港循理會 循理會竹園耆樂會所 564002

香港循理會 循理會德田耆樂會所 564001

香港傷健協會 赤柱石澳長者鄰舍中心 005302

香港傷健協會 坪洲長者暨青少年鄰舍中心 005301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中西區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002323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主誕堂長者鄰舍中心 002307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安蔭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002325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竹園馬田法政牧師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002301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西環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002317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李嘉誠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002324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東涌綜合服務 - 消閒閣 002328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太和長者鄰舍中心 002312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基愛長者鄰舍中心 002326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將軍澳安老服務大樓- 賽馬會長者綜合服務中心暨日

間護理服務
002320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麥理浩夫人中心林植宣博士老人綜合服務中心 002327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黃大仙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002314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慈光堂社會服務中心長者鄰舍中心 002308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慈雲山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002321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聖匠堂長者地區中心 003501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聖馬太長者鄰舍中心 002311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聖路加福群會長者鄰舍中心 002310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樂民郭鳳軒綜合服務中心 002309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樂華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002322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友安長者中心 007107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茜草灣長者中心 007104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彩頤長者中心 007111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富欣花園長者中心 007108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路德會包美達耆年日間護理中心 007110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路德會新翠長者中心 007106

香港勵志會 陳融晚晴中心 563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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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4205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沙田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014206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青衣長者鄰舍中心 014203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陳德生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014202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麗瑤長者鄰舍中心 014204

國際四方福音會 建生堂耆年中心 557801

國際四方福音會 隆亨堂耆年中心 557802

國際婦女會 國際婦女會長者鄰舍中心 564401

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 白普理景林長者鄰舍中心 555001

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 利福長者鄰舍中心 555004

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 油麗長者鄰舍中心 555005

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 長亨長者鄰舍中心 555002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沙田多元化金齡服務中心 000701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恩耀坊 000710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馬鞍山長者地區中心 000707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善學慈善基金關宣卿愉翠長者鄰舍中心 000706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葵涌長者鄰舍中心 000702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頌安長者鄰舍中心 000705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社會服務部 福康頤樂天地 565201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社會服務部 福禧頤樂天地 565202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真光苑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001807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真光苑長者地區中心 001806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彩盈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001813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順安長者地區中心 001801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翠林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001814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橫頭磡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001812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觀塘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001810

基督教聖約教會 基督教聖約教會耀安長者鄰舍中心 565101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 鯉魚門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560702

基督教靈實協會 怡明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558605

基督教靈實協會 翠林老人日間活動中心 558603

基督教靈實協會 靈實長者地區服務 - (健明、尚德、厚德) 558605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港澳區會 小西灣長者鄰舍中心 011402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港澳區會 新蒲崗長者鄰舍中心 011403

救世軍 大埔長者綜合服務 - 大埔長者社區服務中心 008304

救世軍 大埔長者綜合服務 -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008304



救世軍 大窩口長者中心 008306

救世軍 竹園長者中心 008301

救世軍 竹園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008317

救世軍 旺角長者綜合服務海嵐長者中心 008314

救世軍 旺角長者綜合服務海裕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008316

救世軍 南泰長者中心 008303

救世軍
救世軍油尖長者綜合服務

油麻地長者社區服務中心
008310

救世軍 華富長者中心 008308

深水埔街坊福利事務促進會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長者鄰舍中心 565001

博愛醫院 王東源夫人長者地區中心 559105

博愛醫院 郭興坤長者鄰舍中心 559107

博愛醫院 陳士修紀念社會服務中心 559102

博愛醫院 陳平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559101

博愛醫院 陳歐陽麗嬋紀念日間老人護理中心 559106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 小西灣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002807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 愛華耆樂中心 002803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興華耆樂中心 002804

循道衛理中心 灣仔長者服務中心 014303

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 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長者鄰舍中心 565601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油尖長者鄰舍中心 010305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彩虹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010301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彩虹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 日間護理服務 010301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深水埗護養院暨日間護理服務 010306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愛民長者鄰舍中心 010302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藍田樂齡鄰舍中心 564201

港力街坊婦女會 曾許玉環樂齡鄰舍中心 563401

港澳信義會社會服務有限公司 耆福中心 564101

嗇色園 可平耆英鄰舍中心 521113

嗇色園 可旺耆英鄰舍中心 521110

嗇色園 可泰耆英鄰舍中心 521108

嗇色園 可健耆英地區中心 521105

嗇色園 可康耆英鄰舍中心 521104

嗇色園 可富耆英鄰舍中心 521102

嗇色園 可榮耆英鄰舍中心 521111



嗇色園 可聚耆英地區中心 521112

嗇色園 可澤耆英鄰舍中心 521101

嗇色園 可頤耆英鄰舍中心 521109

圓玄學院 荃灣西長者鄰舍中心 562003

圓玄學院 圓玄護養院暨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梨木樹邨) 562002

圓玄學院 圓玄護養院暨長者日間護理中心(順利邨) 562001

新界婦孺福利會 柏雨長者鄰舍中心 560901

義務工作發展局 西園老者中心 562901

聖雅各福群會 中西區長者地區中心 009301

聖雅各福群會 柏悦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東區及灣仔) 009306

聖雅各福群會 柏逸長者日間照顧中心 009305

聖雅各福群會 聖雅各懷愛長者鄰舍中心 009304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長者地區中心 009302

萬國宣道浸信會 田裕浸信會長者鄰舍中心 561904

萬國宣道浸信會 長康浸信會長者鄰舍中心 561902

萬國宣道浸信會 荔景白普理長者鄰舍中心 561903

萬國宣道浸信會 寶林浸信會白普理長者鄰舍中心 561901

道教香港青松觀 青松侯寶垣長者鄰舍中心 565501

維盈投資有限公司 松悅園耆逸護養院暨日間護理中心 566101

鳳溪公立學校 鳳溪長者鄰舍中心 561201

鳳溪公立學校 鳳溪護理安老院-日間護理中心 561201

蓬瀛仙館 大埔長者鄰舍中心 565301

蓬瀛仙館 祥華長者鄰舍中心 565302

鄰舍輔導會 天瑞鄰里康齡中心 007605

鄰舍輔導會 屯門區長者日間護理服務中心 007617

鄰舍輔導會 屯門區綜合康齡服務中心 007616

鄰舍輔導會 屯門區綜合康齡服務中心耆樂日間護理服務 007616

鄰舍輔導會 利東鄰里康齡中心 007601

鄰舍輔導會 東涌綜合服務中心 007614

鄰舍輔導會 馬鞍山鄰里康齡中心 007602

鄰舍輔導會 007604

鄰舍輔導會 富泰鄰里康齡中心 007615

鄰舍輔導會 雅研社鄰舍康齡中心 007606

鍾錫熙長洲安老院有限公司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512702

鍾錫熙長洲安老院有限公司 溫浩根長者鄰舍中心 512701



藍田街坊福利會 藍田街坊福利會長者鄰舍中心 563801

鐘聲慈善社 方王換娣長者鄰舍中心 561601

鐘聲慈善社 田家炳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561604

鐘聲慈善社 胡陳金枝長者鄰舍中心 561602

鐘聲慈善社 陳守仁長者鄰舍中心 561603

鐘聲慈善社 蔡裕輝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5616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