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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黃大仙及西貢區 劉彩雲女士 媳婦 葉歡女士 九龍城浸信會長者鄰舍中心

33. 黃大仙及西貢區 劉寶蓮女士 女兒 黃瑤欣女士 香港聖公會慈雲山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34. 黃大仙及西貢區 盧惠珍女士 妹妹 盧金枝女士 志蓮護理安老院

35. 黃大仙及西貢區 鍾楚明先生 兒子 陳亞清女士 明愛東頭長者中心

36. 黃大仙及西貢區 羅秀娣女士 配偶 吳子東先生 香港聖公會竹園馬田法政牧師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37. 黃大仙及西貢區 關慧玲女士 女兒 未寶寰女士 基督教靈實協會樂頤居

38. 九龍城及油尖旺區 司徒慧女士 媳婿 胡平女士 香港盲人輔導會白普理盲人護理安老院

39. 九龍城及油尖旺區 吳坤先生 配偶 徐樹蘭女士 保良局盧邱玉霜耆暉中心

40. 九龍城及油尖旺區 祁佩雲女士 配偶 劉憲球先生 九龍金華護老院

41. 九龍城及油尖旺區 何煥好女士 子女 朱雪卿女士 東華三院黃祖棠長者地區中心

42. 九龍城及油尖旺區 易婉文女士 女兒 馮見寶女士 香港聖公會樂民郭鳳軒綜合服務中心

43. 九龍城及油尖旺區 范文菲女士 女兒
李寶珍女士
范權先生

香港亞洲歸主協會維港灣長者會所

44. 九龍城及油尖旺區 容佩儀女士 女兒 魏玉嬋女士 救世軍海嵐長者中心

45. 九龍城及油尖旺區 黃雪芳女士 女兒 葉月盤女士 金馬安老院有限公司

46. 九龍城及油尖旺區 勞國楝先生 配偶
勞梁潤明

女士
亞洲婦女協進會頤養之家

47. 九龍城及油尖旺區 歐陽結萍女士 配偶 黃兆彬先生 救世軍海裕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48. 九龍城及油尖旺區 談綺女士 女兒 盛慎言女士 香港聖公會樂民郭鳳軒綜合服務中心–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49. 九龍城及油尖旺區 謝慧敏女士 姑/姪女 謝秀容女士 仁安護老之家有限公司

50. 九龍城及油尖旺區 羅彩萍女士 女兒 梁惠琼女士 曉光（紅磡）護老中心

51. 九龍城及油尖旺區 蘇惠紅女士 女兒 馮秀琼女士 曉光（大角咀）護老中心

52. 深水埗區 李志標先生 兒子 陳寶琴女士 明愛深水埗綜合家居 /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53. 深水埗區 林英女士 配偶 吳建民先生 香港聖公會深水埗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54. 深水埗區 陳月嬋女士 配偶 黃遲長先生 香港聖公會李嘉誠護理安老院

55. 深水埗區 陸開女士 配偶 馬卓文先生 博愛醫院郭興坤長者鄰舍中心

56. 深水埗區 單嬋女士 配偶 鄭建樹先生 嗇色園主辦可健耆英地區中心

57. 深水埗區 趙社道先生 配偶 李愛女士 怡景安老院有限公司

58. 深水埗區 鄭素冰女士 女兒 鄭永翔先生 明愛麗閣苑

 59 . 深水埗區 黎玉珍女士 女兒 梁二妹女士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林護紀念松柏日間護理中心

獲嘉許護老者名單 (共94位)

地區 護老者
護老者與受照
顧長者的關係

受照顧長者 提名單位

60. 深水埗區 蔡強先生 朋友 方洲鈿先生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幸福長者鄰中心

61. 深水埗區 盧醒華先生 配偶 余秀蘭女士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蘇屋長者鄰舍中心
62. 荃灣及葵青區 阮小君女士 配偶 朱劍明先生 來來護老中心（荃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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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屯門區 黃必利先生 配偶 彭文英女士 鄰舍輔導會屯門區綜合康齡服務中心

74. 屯門區 曾珮婷女士 配偶 林世杰先生 仁濟醫院曾榮夫人長者鄰舍中心

75. 屯門區 潘倫先生 配偶 何婉冰女士 仁愛堂胡忠長者地區中心

76. 元朗區 陳生先生 配偶 簡惠卿女士 基德（好旺）護老院有限公司

77. 元朗區 梁秀璧女士 配偶 陳鎏淦先生 博愛醫院王東源夫人長者地區中心

78. 元朗區 葉永祥先生 配偶 林淑嫻女士 仁愛堂龍韶雅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79. 元朗區 盧立紅女士 配偶 李容孚先生 元朗大會堂梁學樵夫人老人中心

80. 元朗區 謝燕萍女士 配偶 楊德生先生 明愛天悅長者中心

81. 沙田區 李標先生 配偶 鄭秀英女士 東華三院王澤森長者地區中心

82. 沙田區 陳良玉女士 女兒 林菜妹女士 東華三院羅文壎安老院

83. 沙田區 莊曼麗女士 女兒 陳雙燕女士 鄰舍輔導會馬鞍山鄰里康齡中心

84. 沙田區 梁慧儀女士 媳婦 李葵心女士 鄰舍輔導會馬鞍山長者頤康中心

85. 沙田區 曾連妹女士 配偶 陳垣先生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沙田多元化老人社區服務中心

86. 沙田區 黃順意女士 配偶 容光先生 仁愛堂香港台山商會長者鄰舍中心

87. 沙田區 鄭麗珍女士 配偶 劉富賢先生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沙田長者鄰舍中心

88. 沙田區 關雅嫦女士 配偶 陳廣興先生 明愛沙田長者中心

89. 沙田區 蘇玉翠女士 配偶 孔昭款先生 嗇色園主辦可泰耆英鄰舍中心

90. 大埔及北區 吳美嫻女士 女兒 黃佩文女士 救世軍白普理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91. 大埔及北區 胡林先生 配偶 馮銀有女士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李莊月明護養院

92. 大埔及北區 鄒秀英女士 配偶 蔡偉民先生 香港聖公會太和長者鄰舍中心

93. 大埔及北區 馮錦洪先生 配偶 何瑞霞女士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94. 大埔及北區 劉壽南先生 配偶 嚴瑞女士 仁愛堂彭鴻樟長者鄰舍中心

63. 荃灣及葵青區 莊漢添先生 兒子 陳惜蘭女士 伸手助人協會葵盛西護老院
64. 荃灣及葵青區 張耀能先生 配偶 許德娣女士 來來護老中心（荃灣）有限公司
65. 荃灣及葵青區 潘金戀女士 媳婦 潘嬌蓮女士 仁濟醫院方若愚長者鄰舍中心
66. 荃灣及葵青區 謝婉弟女士 配偶 賴忠光先生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林植宣博士老人綜合服務中心
67. 荃灣及葵青區 譚藹玲女士 孫女 黃時坤女士 嘉濤護老院
68. 屯門區 布麗娥女士 女兒 布齡先生 鄰舍輔導會富泰鄰里康齡中心
69. 屯門區 阮曼晴女士 女兒 梁結珍女士 鄰舍輔導會屯門區綜合康齡服務中心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70. 屯門區 何珠珠女士 前妻 羅長有先生 國際四方福音會建生堂耆年中心

71. 屯門區 李碧雲女士 女兒
李勝楷先生
楊惠珍女士

東華三院戴東培護理安老院

72. 屯門區 梁鳳屏女士 配偶 徐劍全先生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屯門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獲嘉許護老者名單 (共94位)

地區 護老者
護老者與受
照顧長者的

關係
受照顧長者 提名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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