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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認知評估服務的長者服務中心參考名單 
(截至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有向本中心提供資料的長者服務單位資料) 

 

此名單資料根據個別機構/中心回覆而收集，只供參考，詳情請直接向相關機構查詢: 
 

九龍區 

 

中心名稱 (九龍區) 地區 電話 電郵 地址 網址 機構名稱 

蓬瀛仙館睦鄰社區服務中心 九龍城 2392 0025 fysk@ychss.org.hk 九龍城打鼓嶺道 84 號地下 連結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 

樂力長者日間訓練中心 黃大仙 2705 2333 lively@cfsc.org.hk 
九龍黃大仙彩虹道 121 號啟德花園第 2 期 1

樓 B 室 
連結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智活記憶及認知訓練中心 觀塘  2793 2138  mlc@cfsc.org.hk 九龍灣彩霞邨彩星樓地下  連結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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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麗長者鄰舍中心  
(由 2018 年 5 月開始提供認知評估服務) 

觀塘 2346 3231 yaulai@cmasshk.org 油塘油麗邨翠麗樓地下  連結 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 

鄭德炎日間復康護理中心 

認知復康服務  
觀塘  2816 0899  cty@rehabsociety.org.hk 

藍田復康徑 7 號香港復康會藍田 

綜合中心地下 17 室  
連結 香港復康會  

九龍總商會耆英中心  油尖旺 2264 3131 kcc＠mkkfa.org.hk 
旺角太子道西 193 號新世紀廣場 

3 樓 399 室  
連結 旺角街坊會 

維港灣長者會所  油尖旺 2928 4008 ihec@aohk.org 大角咀海輝道 11 號奧海城 1 期高層地下  連結 香港亞洲歸主協會  

陳慶社會服務中心  油尖旺 2395 3107 ifochssc@mkkfa.org.hk 大角咀福全街 45 號地下 連結 旺角街坊會 

美孚長者中心  
(只服務美孚區內長者) 

深水埗 2745 8839 mfec@efcc.org.hk 美孚新村百老匯街第 2 期 39A 平台 148 號 連結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 

社區復康網絡-李鄭屋中心  深水埗 2361 2838 crnlcu@rehabsociety.org.hk 九龍深水埗李鄭屋邨孝廉樓地下  連結 香港復康會 

元洲村浸信會耆樂中心 
(只服務區內居民) 

深水埗  2748 0738  ucec@abwe.org.hk 九龍深水埗元洲邨元泰樓地下 C 翼  連結 萬國宣道浸信會  

  

http://www.ychss.org.hk/elder/elderly-nec/elderly-fysk
http://lively.cfsc.org.hk/
http://mlc.cfsc.org.hk/
http://www.hkcwce.org.hk/tc/
http://www.cmasshk.org/web_elderly/yaulai/index.html
http://www.cty.org.hk/
http://www.mkchanhing.org.hk/
http://aohk.org/zh/community/ihec/
http://www.mkchanhing.org.hk/
http://www.ychss.org.hk/elder/elderly-nec/ac
http://www.rehabsociety.org.hk/
http://www.abwe.org.hk/fellowship.php?pkey=4&cat_p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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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區 

 

中心名稱 (港島區) 地區 電話 電郵 地址 網址 機構名稱 

翠樂長者睦鄰中心  
(由 2018 年 5 月開始提供認知評估服務) 

東區 2814 9701 tsuilok@cmasshk.org 柴灣翠樂村翠祿樓地下  連結 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 

社區復康網絡-康山中心  東區 2549 7744 crnkh@rehabsociety.org.hk 鰂魚涌英皇道 1120 號康山花園第 6 座地下  連結 香港復康會 

利福長者鄰舍中心  
(由 2018 年 5 月開始提供認知評估服務) 

南區 2552 1115 leifook@cmasshk.org 香港鴨脷洲邨利寧樓地下 29 號 連結 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 

方王換娣長者鄰舍中心  南區  2550 5887  fwwt@aka.org.hk 香港華貴邨第 2 期華貴社區中心地下  連結 香港仔街坊福利會  

 

  

http://www.cmasshk.org/web_elderly/tsuilok/index.html
http://www.rehabsociety.org.hk/
http://www.cmasshk.org/web_elderly/leifook/index.html
http://www.aka.org.hk/home.php?p=service_fw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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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區 

 

中心名稱 (新界區) 地區 電話 電郵 地址 網址 機構名稱 

海濱花園耆學軒  
(由 2018 年 5 月開始提供認知評估服務) 

荃灣 2406 0201 rivieragardens@cmasshk.org 荃灣海濱花園怡樂徑 15-16 座平台 D1 樓  連結 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 

綠楊浸信會耆彩中心  
(只服務區內居民) 

荃灣  2411 2222  lyec@abwe.org.hk 荃灣綠楊新邨Ｊ座地下  連結 萬國宣道浸信會  

嚴徐玉珊卓智中心  荃灣  2614 8967  ytys@ychss.org.hk 荃灣福來邨永康樓地下 1-3 號  連結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 

長亨長者鄰舍中心  
(由 2018 年 5 月開始提供認知評估服務) 

葵青 2432 7232  cheunghang@cmasshk.org 青衣島長亨邨長亨商場 LG301 室  連結 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 

葵涌長者鄰舍中心  葵青 2420 1906 kc@elchk.org.hk 葵涌石蔭邨商場平台 A 單位(電梯按 P 字)  連結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光愛葵芳長者服務中心  葵青 2422 8526 llhkfnec@llhome.org 新界葵芳邨葵明樓地下 C 翼 連結 香港光愛中心 

長者鄰舍中心 
(需預約) 

葵青  2420 1073 ec@amss.org.hk 葵涌大窩口上角街 1 號  連結 
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

處  

長康浸信會長者鄰舍中心  
(只服務區內居民) 

葵青  2431 1321  chec@abwe.org.hk 青衣長康邨康順樓地下Ｃ翼 7-12 號  連結 萬國宣道浸信會  

荔景白普理長者鄰舍中心 
(只服務區內居民) 

葵青  2743 8723  lkec@abwe.org.hk 葵涌荔景邨明景樓低層地下 1-6 號  連結 萬國宣道浸信會  

白普理景林長者鄰舍中心  
(由 2018 年 5 月開始提供認知評估服務) 

西貢 2703 5123 kinglam@cmasshk.org 將軍澳景林邨景林鄰里社區中心地下 連結 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 

寶林浸信會 

白普理長者鄰舍中心  
(只服務區內居民) 

西貢  2701 0131  plec@abwe.org.hk 將軍澳寶林邨寶泰樓地下 B 翼  連結 萬國宣道浸信會  

恩耀坊 沙田 3523 1858 mosrh@elchk.org.hk 馬鞍山恒安邨恒海樓 1-8 號地下 連結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隆亨堂耆年中心  沙田 2698 3289 hfcec@efcc.org.hk 沙田隆亨邨隆亨社區中心二樓 202-204 室  連結 國際四方福音會 

馬鞍山長者地區中心  沙田 3124 7633  mosdecc@elchk.org.hk 沙田馬鞍山錦泰苑商場 1 樓  連結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沙田護老坊 沙田 2698 4881 scc@elchk.org.hk 新界沙田秦石邨石玉樓 3 樓 341-360 號 連結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沙田多元化金齡服務中心  沙田 2691 7163  sdcc@elchk.org.hk 沙田瀝源邨貴和樓 123,125 - 140 號地下  連結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http://www.cmasshk.org/web_elderly/rivieragarden/index.html
http://www.abwe.org.hk/fellowship.php?pkey=22&cat_pkey=
http://www.ychss.org.hk/elder/elderly-nec/activemind
http://www.cmasshk.org/web_elderly/cheunghang/index.html
http://www.elchk.org.hk/service/unit_service3.php
http://llhome.org.hk/chi/KF_elderly_centre.html
http://www.asbury.org.hk/intro/intro1.html
http://www.abwe.org.hk/fellowship.php?pkey=2&cat_pkey=
http://www.abwe.org.hk/fellowship.php?pkey=20&cat_pkey=
http://www.cmasshk.org/web_elderly/kinglam/index.html
http://www.abwe.org.hk/fellowship.php?pkey=24&cat_pkey=
http://service.elchk.org.hk/unit_service3.php
http://www.foursquare.org.hk/%E7%A4%BE%E6%9C%83%E6%9C%8D%E5%8B%99/%E9%9A%86%E4%BA%A8%E5%A0%82%E8%80%86%E5%B9%B4%E4%B8%AD%E5%BF%83/
http://mosdecc.elchk.org.hk/
http://service.elchk.org.hk/unit_service3.php
http://www.elchk.org.hk/service/unit_service3.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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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名稱 (新界區) 地區 電話 電郵 地址 網址 機構名稱 

善學慈善基金 

關宣卿愉翠長者鄰舍中心  
沙田 2630 7070 ycnec@elchk.org.hk 沙田愉翠苑服務設施大樓地下  連結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頌安長者鄰舍中心  沙田 2144 3199  conec@elchk.org.hk 馬鞍山頌安邨頌智樓地下  連結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延智會所 沙田 2698 4822 smartclub@elchk.org.hk 沙田新田圍康圍樓 5 樓 45 及 46 舖 連結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社區復康網絡-威爾斯中心  沙田 2636 0666 crnpw@rehabsociety.org.hk 
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職員宿舍 

B 座 10 樓 B 室  
連結 香港復康會 

新田圍堂長者鄰舍中心  沙田 2604 6524 nlcstw@yahoo.com.hk 沙田新田圍邨豐圍樓 114-117 室地下 連結 基督教新生會 

妥安心 - 家居照顧服務 大埔 3590 9220 service@homecare.org.hk 新界大埔廣福邨廣義樓地下 101-103 室 連結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福康頤樂天地 
大埔 2651 4082 fh@ttmssd.org 大埔廣福邨廣仁樓平台 207-209 室  連結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廣福頤養院 大埔 2653 0636 kf@ttmssd.org 新界大埔廣福邨廣仁樓 3 樓 連結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大埔 2657 5522 eh@ttmssd.org 新界大埔廣福邨廣平樓地下 130-131 室 連結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福禧頤樂天地  北區 2677 4111 jb@ttmssd.org 粉嶺聯和墟和睦路 9 號海聯廣場 1 樓 130 室  連結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社區復康網絡-太平中心  北區 2639 9969 crntp@rehabsociety.org.hk 上水太平邨平治樓地下  連結 香港復康會 

梁李秀娛長者鄰舍中心 
(只服務 65 歲以上長者) 

北區 2672 0630 (沒有資料)  上水彩園邨彩華樓第 3 座地下 141-144 室  連結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 

建生堂耆年中心  屯門 2467 0188 htalec@efcc.org.hk 屯門建生邨樂生樓 B 翼地下  連結 國際四方福音會 

耆健坊 屯門 2267 8797 focec@efcc.org.hk 屯門良德街 9 號盈豐商場地下 A21 號舖 (沒有資料) 國際四方福音會 

信義健頤會  屯門 2467 2620 lhac@elchk.org.hk 屯門山景邨景榮樓 7-9 號地下  連結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屯門西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屯門 2467 1812 tmde@elchk.org.hk 新界屯門山景邨景樂樓 8-10 號地下 連結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社區復康網絡-大興中心 屯門 2775 4414 crnth@rehabsociety.org.hk 屯門大興邨興昌樓 26-33 號地下  連結 香港復康會 

田裕浸信會長者鄰舍中心  
(只服務區內居民) 

屯門  2454 7188  tyec@abwe.org.hk 屯門田景邨田裕樓地下 A 翼  連結 萬國宣道浸信會  

 

http://www.elchk.org.hk/service/unit_service3.php
http://www.elchk.org.hk/service/unit_service3.php
http://www.elchk.org.hk/service/unit_service3.php
http://www.rehabsociety.org.hk/
http://www.hknlc.org/sun_tin_wai_center.php
http://www.homecare.org.hk/
http://www.elchk.org.hk/service/unit_service3.php
http://www.ttmssd.org/Elder/KF/kf.php
http://www.ttmssd.org/Elder/EH/eh.php
http://www.ttmssd.org/Elder/JB/jb.php
http://www.rehabsociety.org.hk/
http://www.e123.hk/site/llsycentre/home
http://www.foursquare.org.hk/%E7%A4%BE%E6%9C%83%E6%9C%8D%E5%8B%99/%E5%BB%BA%E7%94%9F%E5%A0%82%E8%80%86%E5%B9%B4%E4%B8%AD%E5%BF%83/
http://www.elchk.org.hk/service/unit_service3.php
http://service.elchk.org.hk/unit_service3.php
http://www.rehabsociety.org.hk/
http://www.abwe.org.hk/fellowship.php?pkey=23&cat_pk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