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護老培訓地區計劃 

 

為了在地區層面廣泛推廣基本護老知識，孕育護老文化，以及發展護老服務，政府於

2007年10月開始推出「護老培訓地區計劃」(計劃)，透過提供種子基金，資助長者地

區中心及長者鄰舍中心夥拍地區組織舉辦培訓課程，及招募完成培訓的學員成為護老

員，提供護老服務。 

 

截至2013年3月31日，全港共有88間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參與計劃。有興趣參

加護老培訓課程或成為護老員的人士，請向下列長者中心查詢 : 

 

中西南及離島 

聖雅各福群會 

中西區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皇后大道中 345號上環市政大廈 11樓 

電話：2805 1251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西環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西環山道 28號曉山閣地下 A-E室 

香港西環山道 38-40號佳景閣地下 4-6室 

電話：2818 3717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聖路加福群會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堅尼地城龍華街 20號觀龍樓二座地下 B

室 

電話：2817 2981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聖馬太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上環德輔道西 38號 2字樓 B室 

電話：2548 2555 

香港仔街坊福利會社會服務中心 

方王換娣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香港仔華貴

電話：2550 5887 

華貴社區中心地下 

香港仔街坊福利會社會服務中心 

林應和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鴨 洲悅海街一號悅海華庭地下 

電話：2870 3970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 

萬隸甫夫人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香港仔石排灣

1室 

電話：2553 8318 

碧輝樓平台 4室及地下

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 

利福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香港仔鴨 洲

室 

電話：2552 1115 

利福樓高座地下 24-26

香港傷健協會 

赤柱石澳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赤柱黃麻角道 10至 12號綠怡居地下 A

舖及一樓 A,B舖 

電話：2813 0648 

香港赤柱馬坑邨觀馬樓地下 

電話：2121 8211 



救世軍 香港華富 華建樓 301-310室 

華富長者中心 電話：2550 9971 

鍾錫熙長洲安老院有限公司 香港長洲北社新村 138號 

溫浩根長者鄰舍中心 電話：2981 8555 

 

東區及灣仔 

東華三院 

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筲箕灣寶文街 6號方樹泉社會服務大

樓一樓 

電話：2967 9211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香港西灣河鯉景道康東

電話：2676 7067 

康瑞樓地下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柴灣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柴灣漁灣邨漁豐樓地下 11-18號及漁

安樓地下 32號 

電話：2558 0187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柴灣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柴灣柴灣道 338號柴灣市政大廈 3樓 

電話：2898 0752 

香港柴灣悅翠苑 B翼地下 

電話：2556 8800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港澳區會 

小西灣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小西灣邨瑞隆樓地下 6-9號  

電話：2505 7428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主誕堂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筲箕灣阿公岩道 6號 1樓 

電話：2568 5201 

循道衛理中心 

灣仔長者服務中心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 211號地下 D 室及 1-2

樓 

電話：2527 4103 

香港佛教聯合會 

佛教張妙願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灣仔謝斐道 468號百達中心二樓 

電話：2831 0819 

 

觀塘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樂暉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九龍觀塘彩福邨彩樂樓地下 

電話：2717 0822 

香港基督教播道會聯會 

興田 道真堂愛禮信長者中心 

九龍觀塘藍田興田

103室 

電話：2772 7789 

彩田樓地下 101及

香港明愛 

明愛觀塘長者中心 

九龍觀塘翠屏 翠榕樓地下 11-14A室 

電話：2727 3189 

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 

油麗長者鄰舍中心 

九龍油塘油麗邨翠麗樓地下 

電話：2346 3231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啟業長者鄰舍中心 

九龍觀塘啟業 啟盛樓地下 1-3, 12-13

及 20室 

九龍觀塘啟業 啟裕樓地下 12-17室 

電話：2116 1553 

嗇色園 

可榮耆英鄰舍中心 

九龍觀塘秀茂坪寶達

電話：2709 0622 

達怡樓 C 翼地下 

東華三院 

方肇彝長者鄰舍中心 電話：2772 6174 

128-134號  

 

黃大仙及西貢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黃大仙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九龍黃大仙中心平台及黃大仙下

樓地下 

電話：2352 3082 

龍達

香港明愛 

明愛東頭長者中心 

九龍東頭 泰東樓地下 10-14號 

九龍東頭 富東樓地下 10-11號 

電話：2716 1098 

香港佛教聯合會 

佛教正行長者鄰舍中心 

九龍慈雲山慈正

九龍慈雲山慈正

電話：2325 2122 

正安樓 C翼地下 

正暉樓地下 2 號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港澳區會 

新蒲崗長者鄰舍中心 

九龍新蒲崗崇齡街 33號新蒲崗廣場一樓

B57a-B63及 B75-B85 

電話：2242 3713 

九龍城浸信會 

長者鄰舍中心 

九龍樂富 第六期樂泰樓地下 

電話：2304 6343 

九龍黃大仙上邨耀善樓 C翼地下 

電話：2322 1293 

竹園區神召會 

慈鳳長者鄰舍中心 

九龍鳳德 碧鳳樓地下 17-18及 23-24號 

電話：2320 1020 

嗇色園 

可平耆英鄰舍中心 

九龍橫頭磡 宏耀樓地下 2號 

電話：2348 7472 

嗇色園 

可頤耆英鄰舍中心 

九龍東頭 盛東樓地下 11-14號 

電話：2718 7171 

嗇色園 

可富耆英鄰舍中心 

九龍富山 富禮樓地下一層 L102號 

九龍富山 富信樓地下一層 13-14號 

電話：2327 0922 

萬國宣道浸信會 

寶林浸信會白普理長者鄰舍中心 

九龍將軍澳寶林

九龍將軍澳寶林

電話：2701 0131 

寶泰樓 B翼地下 

寶泰樓 B翼地下 G002 



香港明愛 九龍西貢萬年街 69, 71 及 73 號地下 

明愛西貢長者中心 電話：2792 6205 

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 九龍將軍澳景林 景林鄰里社區中心地

白普理景林長者鄰舍中心 下 A&B室 

電話：2703 5123 

保良局  九龍將軍澳翠林 秀林樓 216-218室 

黃祐祥紀念耆暉中心 電話：2702 3434 

 

九龍城及油尖旺 

東華三院 九龍何文田常盛街 39號東華三院黃祖棠

黃祖棠長者地區中心 社會服務大樓地下 

電話：2194 6566 

九龍何文田常盛街何文田邨景文樓 C翼地

下 

電話：2712 9209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九龍土瓜灣樂民新 H座地下、E座地下

樂民郭鳳軒綜合服務中心 及 B座 3字樓 39號 

電話：2333 1854 

香海正覺蓮社 九龍土瓜灣譚公道 115號地下 

佛教何黃昌寶長者鄰舍中心 電話：2713 8380 

香港家庭福利會 九龍土瓜灣九龍城道 55-61號同興花園 2

(九龍城)長者中心 座 1字樓 

電話：2711 2488 

仁濟醫院 九龍九龍城侯王道 55號地下 

吳王依雯長者鄰舍中心 電話：2718 8331 

浸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九龍荔枝角道 168號萬盛閣 1字樓 A室 

陳德生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電話：2390 6574 

救世軍 九龍旺角西海庭道 2號海富苑海裕閣 1字

旺角長者綜合服務海嵐長者中心 樓九龍旺角西海庭道 2號海富苑海泰閣地

 下 HT1 

(與旺角街坊會九龍總商會耆英中心合

辦) 

電話：2148 1481 

嗇色園 九龍旺角登打士街 23-29號嘉興商業中心

可旺耆英鄰舍中心 1字樓 

電話：2625 1212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西 1號 1 樓 103室 

油尖長者鄰舍中心 電話：3149 4123 

 



深水埗 

鄰舍輔導會 九龍深水 白田 澤田樓地下及潤田

深水 康齡社區服務中心 翼地下 

電話：2784 7440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九龍深水 大埔道 70號太子中心二樓

基愛長者鄰舍中心 室 

電話：2779 9517 

博愛醫院 九龍深水埗海麗邨海麗商場地下 22號

郭興坤長者鄰舍中心 電話：3514 6402 

嗇色園 九龍深水 澤安 榮澤樓地下 1-2室

可澤耆英鄰舍中心 16-20室 

電話：2779 6998 

仁濟醫院 九龍深水 石硤尾 第 21座地下

鄧碧雲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129-134號 

電話：2779 2557 

救世軍 九龍石峽尾南山 南泰樓地下 17-28

南泰長者中心 電話：2779 5983 

 

沙田 

東華三院 新界沙田沙角 綠鷺樓地下 1-8 號 

王澤森長者地區中心 新界沙田沙角 銀鷗樓地下 133-136

新界沙田沙角 銀鷗樓地下 137-138

新界沙田沙角邨雲雀樓地下 38-39號 

電話：2647 2711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 新界沙田第一城 42座地下 

禮賢會沙田長者鄰舍中心 電話：2637 6121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新界沙田馬鞍山頌安 頌智樓地下 

頌安長者鄰舍中心 電話：2144 3199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新界沙田愉翠苑服務設施大樓地下 

善學慈善基金關宣卿愉翠長者鄰舍中心 電話：2630 7070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新界沙田顯徑 顯慶樓地下 A翼 

王華湘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電話：2693 4121 

鄰舍輔導會 新界沙田馬鞍山沙安街 23號利安社區

馬鞍山鄰里康齡中心 務大樓地下及 1樓 

電話：2683 5522 

嗇色園 新界沙田廣源 廣棉樓 B翼地下 

樓 C

A

 

及

號 

號 

號 

服

可泰耆英鄰舍中心 電話：2646 9398 



東華三院 

方潤華長者鄰舍中心 

新界沙田美林 美槐樓 A座地下 9-12號

及 B座地下 9-12號 

電話：2695 0363 

 

大埔及北區 

救世軍 

大埔長者綜合服務 

大埔長者社區服務中心 

新界大埔鄉事會街 2號大埔社區中心 2-3

樓 

電話：2653 6811 

浸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大埔浸信會區張秀芳長者鄰舍中心 

新界大埔富亨 富亨鄰里社區中心地下 

電話：2666 0761 

嗇色園 

可康耆英鄰舍中心 

新界大埔大元 泰欣樓地下 22-29室 

電話：2665 2236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天平長者鄰舍中心 

新界上水天平 天明樓地下 116, 117及

119室 

電話：2671 1802 

 

元朗 

博愛醫院 

王東源夫人長者地區中心 

新界元朗鳳翔路五號偉發大廈地下 

號 

電話：2476 2227 

6-11

鄰舍輔導會 

天瑞鄰里康齡中心 

新界元朗天水圍天瑞

心地下及 3字樓 

電話：2448 7433 

天瑞社區服務中

博愛醫院 

陳平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新界元朗天水圍天華

字樓 

電話：2478 1930 

服務設施大樓三

香港明愛 

明愛天悅長者中心 

新界元朗天水圍天悅

樓 

電話：3160 4100 

服務設施大樓 1字

 

荃灣及葵青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荃灣長者地區中心 

新界荃灣楊屋道 1號地下 B室 

電話：2412 3651 

新界荃灣象山邨翠山樓平台 411-412號 

電話：2427 1281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香港西北區扶輪社長者鄰舍中心 

新界荃灣石圍角

電話：2416 2034 

石蓮樓地下 31-38號 



東華三院 

王李名珍荃灣長者鄰舍中心 

新界荃灣青山道 620號麗城花園第二期商

場地下 13號 

電話：2405 1883 

仁濟醫院 

方若愚長者鄰舍中心 

新界荃灣仁濟街 18號仁濟醫院綜合服務

大樓地下 

電話：2439 6776 

新界荃灣青山道 99-113號荃灣浸信會大

樓 5樓 

電話：2419 9831 

圓玄學院 

荃灣西長者鄰舍中心 

新界深井青山公路 38號海韻花園商場地

下 H2號 

電話：2491 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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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 22號 3樓 

電話：2423 5489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懷熙葵涌長者地區中心 

新界葵涌大窩口 富平樓地下及富逸樓

地下 C-D室 

電話：2425 1281 

新界青衣長康邨康華樓地下 8, 11-13號 

電話：2435 2800 

萬國宣道浸信會 

長康浸信會長者鄰舍中心 

新界青衣長康 康順樓地下 C 翼 7-12室 

電話：2431 1321 

浸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青衣長者鄰舍中心 

新界青衣青衣 宜偉樓 B翼地下 

電話：2433 6414 

浸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麗瑤長者鄰舍中心 

新界葵涌麗瑤 樂瑤樓地下 102-106室 

電話：2744 9308 

新界葵涌祖堯 啟光樓地下 5-9 室 

電話：2743 5626 

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 

長亨長者鄰舍中心 

新界青衣長亨

新界青衣長亨

及 14室 

電話：2432 72

商場 LG301室 

亨俊樓 B翼地下 11、13

32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葵涌長者鄰舍中心 

新界葵涌石蔭 石蔭商場平台 A 單位 

電話：2420 1906 

香港佛教聯合會 

佛教傅黃合長者鄰舍中心 

新界葵涌安蔭 祥蔭樓地下 

電話：2494 7866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葵興長者鄰舍中心 

新界葵涌葵興 興福樓地下一號 

電話：2428 1011 



救世軍 

大窩口長者中心 

新界葵涌大窩口道 15號大窩口社區中心

二樓 

電話：2428 8563 

仁濟醫院 

楊溫先生夫人長者鄰舍中心 

新界葵涌葵盛東

電話：2480 3483 

盛豐樓地下 G1及 G3室 

 

屯門 

鄰舍輔導會 

屯門區綜合康齡服務中心 

新界屯門山景邨社康大樓三樓四號 

電話：2466 6591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友安長者中心 

新界屯門安定 安定/友愛社區中心地下

及 1字樓 

電話：2451 9759 

 

 

勞工及福利局  

二○一三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