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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間訓練或職業康復服務 

 

類别 內容 服務對象 要求 聯絡方法 

庇護工場 為學員提供多元化的訓練及活動  

⚫ 培養學員的工作習慣  

⚫ 為學員提供可賺取訓練津貼的工

作技能訓練 

⚫ 持續評估學員的進度   

⚫ 舉辦活動以配合學員的發展及社

交需要 

⚫ 15歲或以上的殘疾人士 ⚫ 具基本自理及工

作能力 

 

綜合職業

康復服務

中心 

⚫ 職業技能訓練，包括：中心為本

的訓練，例如簡單加工、包裝及

裝配、桌面印刷及洗衣服務等；

以及戶外工作訓練，例如汽車美

容、辦公室清潔送 遞服務、零售

及派發傳單等 

⚫ 安排就業、就業選配、在職督導

及持續支援  

⚫ 提供在職培訓，包括就業見習、

在職試用及就業後跟進服務等  

⚫ 提供再培訓及其他職業訓練服務  

⚫ 為學員提供可賺取訓練津貼的工

作技能訓練 

⚫ 15歲或以上的殘疾人士 

⚫ 具基本自我照顧能力； 

⚫ 在特別輔助下有能力作

公開就業； 

⚫ 身體及精神狀況穩定 

 

 

⚫ 有工作動機及適

當的工作能力 

⚫ 具備基本自我照

顧能力 

 

鄰舍輔導會屯門綜合就

業服務中心 

2465 7498 

 

其他中心，請參閱 

https://www.swd.gov.hk/tc 

/index/site_pubsvc 

/page_rehab/sub_listofserv 

/id_vocational/id_intivrsc/ 

https://www.swd.gov.hk/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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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别 內容 服務對象 要求 聯絡方法 

綜合職業

訓練中心

(日間) 

⚫ 提供技能訓練、再培訓及輔助就業

等服務，以協助學員發展職業技能

及培養良好的工作習慣  

⚫ 安排就業見習，讓學員在實際工作

環境中獲取及應用就業技能  

⚫ 在見習期內，學員如出勤率符合要

求，便可獲發就業見習津貼   

⚫ 為學員提供可賺取訓練津貼的工

作技能訓練安排職業分析及就業

選配  

⚫ 提供多方面的生活技能訓練及活

動 

⚫ 15 歲或以上的殘疾人

士 

⚫ 情緒穩定 

⚫ 經體格檢驗證明

適合學習 

香港明愛樂務綜合職業

訓練中心 

2711 0699 

 

匡智會匡智松嶺綜合職

業訓練中心 

2664 3620 

 

 

輔助就業 安排就業，例如提供職業分析及就業選

配  

⚫ 提供支援服務，包括與就業有關的

技能訓練、在職訓練和督導，以及

向各學員、其家屬及僱主提供與 

職業有關的輔導及意見  

⚫ 為學員提供切合實際需要的支援

服務，以配合勞工市場及經濟發展

不斷轉變的需要  

⚫ 為學員提供可賺取訓練津貼的工

作技能訓練 

⚫ 15歲或以上的殘疾人士 

⚫ 工作能力介乎庇護工場 

及無需支援而可公開就 

業之間的中度殘疾人士 

⚫ 在缺乏支援的情況下無 

法適應公開競爭的職業 

市場，但有良好工作能 

力的中度殘疾人士 

⚫ 證明有能力、或

在特別支援下能

公開就業的殘 

疾人士  

⚫ 具備充分的自我

照顧及日常生活

技能  

⚫ 有動機投身公開

就業  

鄰舍輔導會就業服務

(新界) 

2466 0247 

 

利民進業服務 

2479 2424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 

輔助就業服務 

2443 3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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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别 內容 服務對象 要求 聯絡方法 

殘疾人士

在職培訓

計劃 

⚫ 就業培訓及在職工作指導 

⚫ 見習 (服務機構會為每位 參加者安

排為期最長三個月的見習。在見

習期內，參加者 如出勤率 能符合

要 求，便會獲發每月 2, 0 00 元的見

習津貼。) 

⚫ 就業後跟進服務 

⚫ 15歲或以上的殘疾人士 

 

⚫ 願意工作 

⚫ 具備自我照顧能

力 

 

鄰舍輔導會 

2466 0247 

 

其他中心，請參閱 

https://www.swd.gov.hk/tc 

/index/site_pubsvc 

/page_rehab/sub_listofserv 

/id_vocational/id_onthejobtr/ 

「陽光路

上」培訓

計劃 

⚫ 在職工作指導 

⚫ 就業培訓:例如電腦技巧、職業英

語、印刷、餐飲到會、銷售及零

售、清潔、汽車美容服務等。 

⚫ 服務機構會為每位參加者安排為

期最長三個月的見習 。 

⚫ 殘疾青少年，年齡須介

乎 15 至 2 9 歲  

⚫ 具有公開就業的

動機 

⚫ 具自理能力 

 

 

 

 

 

 

https://www.swd.gov.hk/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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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業培訓或求職服務(其他) 

 

類别 內容 服務對象 工作/培訓方向 聯絡方法 

勞工處展

能就業科 

⚫ 提供免費的公開就業服務 

⚫ 就業顧問會根據求職者的興趣和能

力，進行工作選配及引薦。求職者獲

僱主聘用後，就業顧問會作不少於六

個月的跟進。 

⚫ 任何視力或聽力受損人

士、肢體殘障人士、長期

病患者、自閉症譜系障礙

人士、智障人士、精神病

康服者、特殊學習因難人

士及注意力不足/過度活

躍症人士 

公開就業 2499-3713 

僱員再培

訓局課程 

⚫ 包括就業掛鈎及非就業掛鈎課程，提

供適切的培訓及就業服務，協助特定

服務對象，包括新來港人士、殘疾及

工傷康復人士、少數族裔人士、住院

式戒毒人士及更生人士融入社會，自

力更生。 

⚫ 專為這些特定服務對象推出的課程

涵蓋職業專才教育、通用技能、就業

規劃等訓練。 

⚫ 中三學歷程度；或小六學

歷程度及具兩年或以上

工作經驗； 或未達小六

學歷程度者，按面試表現

決定取錄與否； 

⚫ 及具就業意欲 

數碼攝影、物業管理、

電腦、文職工作、禮品

製作及包裝等 

香港復康會 

2816 6113 

毅進文憑 ⚫ 為中六離校生和成年學員提供另一

學習途徑，讓他們取得就業和進修

所需的正式學歷 

⚫ 中六離校生或已年滿 21

歲的成年人士 

中國語文（120 學時） 

英國語文（120 學時） 

數學（60 學時） 

通識教育（60 學時） 

人際傳意技巧（60 學

時） 

選修科目(180 學時) 

yijin@edb.gov.hk 

mailto:yijin@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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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别 內容 服務對象 工作/培訓方向 聯絡方法 

青年培育

計劃 

⚫ 提供職業技能培訓及就業跟進服務 

⚫ 在天水圍設有「服務中心」，為有培

訓及就業需要人士（包括青年人），

提供一系列自助及支援服務。中心設

有「培訓顧問服務」及「培訓及職志

測試」，協助服務使用者選擇合適的

課程。 

⚫ 適合 15 至 24 歲中學畢業

學歷程度或以下的待業、

待學青年修讀。 

化妝、髮型設計、美容

護理、數碼攝影、西式

烹調、婚禮統籌、多媒

體卡通片製作、智能設

備支援、電子及電腦製

作組裝、咖啡店操作、

烘焙製作、汽車及電單

車維修、繪本及漫畫、

康體設施管理、足球及

健身助教、物業管理等 

182 182 

青年向上

流動嚮導

計劃 

⚫ 每位學員會獲配友師同行，更大大幫

助學員適應過渡。 

⚫ 提供全職或兼職工作機會及在職培

訓 

⚫ 18-25 歲的青少年 資訊科技、物業管理等 36899810 

TEEN 才

再現 
⚫ 提供升學機會，讓青少年有機會報讀

由 VTC 機構成員提供之文憑/證書課

程，繼續進修。 

 

⚫ 14 至 24 歲，正在待業(沒

有全職/兼職工作) 及待學

(已離校) 的青少年； 

⚫ 中學畢業學歷程度或以

下； 

⚫ 持有香港居民 / 香港永

久性居民身份證； 

⚫ 須具備其報讀課程所要

求的能力、學歷及體格；

及 

⚫ 能閱讀及書寫中文，操流

利粵語。 

烘焙 、特色餐飲、電機 

美容 、辦公室實務、平

面傳意設計 

3519 1808 

https://www.yc.edu.hk/ycsite/html/tc/programmes/programme_teen_997.html
https://www.yc.edu.hk/ycsite/html/tc/programmes/programme_teen_1004.html
https://www.yc.edu.hk/ycsite/html/tc/programmes/programme_teen_1061.html
https://www.yc.edu.hk/ycsite/html/tc/programmes/programme_teen_1115.html
https://www.yc.edu.hk/ycsite/html/tc/programmes/programme_teen_1126.html
https://www.yc.edu.hk/ycsite/html/tc/programmes/programme_teen_1129.html
https://www.yc.edu.hk/ycsite/html/tc/programmes/programme_teen_11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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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别 內容 服務對象 工作/培訓方向 聯絡方法 

展翅青見

計劃 

⚫ 勞工處透過「展翅青見計劃」與僱

主和服務機構通力合作，為 15 至

24 歲、學歷在副學位或以下的離校

青年人，提供全面的求職平台，配

合一站式和多元化的職前和在職培

訓，幫助青年人認識自我和職業志

向，豐富他們的工作技能及經驗，

以提升就業競爭力。 

⚫ 為 15-24 歲，學歷在副

學位或以下的離校青年

人提供全面的求職平台 

⚫ 全年招生，費用全免，

提供津貼 

 

團隊協作訓練 

電腦軟件訓練 

職業技能訓練 

職業語文訓練 

 

2112 9932 

DE 

Empower

體驗期職

坊 

 

⚫ 致力協助主流企業招募及培訓大專

或以上學歷的多元人才 

⚫ 提供為期六個月的職場技巧訓練及

在職體驗 

⚫ 包括視障、聽障、體障、 

自閉、專注力失調及過度

活躍症（ADHD），和特殊

學習障礙的畢業生 

⚫ 大專或以上學歷 

職位空缺涵蓋 IT、會

計、商業管理、市場營

銷、人力資源及其他。 

 3996-1938/ 3996-1923 

CareER 賽

馬會「疾

風草」職

涯發展計

劃 

⚫ 目的是為本地高學歷殘疾或有特殊

教育需要（SEN）大專生及畢業生提

供更多職場培訓及支援 

⚫ 殘疾或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大專生 

 34824288 

 

 

tel:2112%209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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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區支援服務 

 

類別 服務對象 備註 

嚴重殘疾

人士家居

照顧服務 

服務對象 

1. 正在輪候資助住宿照顧服務，包

括：嚴重弱智人士宿舍、嚴重肢體

傷殘人士宿舍／嚴重殘疾人士護理

院的嚴重殘疾人士； 

2. 經「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評

估工具」評定為合乎資格的嚴重肢

體傷殘／嚴重智障人士； 

3. 就讀肢體傷殘兒童學校或嚴重智障

兒童學校的嚴重殘疾人士； 

4. 以上嚴重殘疾人士的家人／照顧

者。 

服務內容 

計劃以配套綜合到戶服務模式提供，

內容包括： 

1. 護理服務 

2. 康復訓練 

3. 個人照顧服務 

4. 接送服務 

5. 照顧者支援服務 

6. 家居暫顧服務 

7. 社會工作服務 

8. 膳食支援服務（由個案經理按服務

使用者的需要統籌，膳食費用由服

務使用者自付） 

需要收費 

申請途徑︰合資格人士可直

接向提供服務的機構或經社

工向服務機構提出申請。 

殘疾人士

地區支中

心 

服務對象 

1. 在社區中生活的殘疾人士； 

2. 殘疾人士的家人／照顧者； 

3. 公眾人士。 

服務內容 

1. 為殘疾人士提供個人／小組訓練及

支援服務，強化他們的家居及社區

生活技能； 

2. 為殘疾人士提供康樂、社交及個人

發展服務； 

3. 為殘疾人士的家人／照顧者提供訓

練活動／教育課程／講座／工作坊

等，加強他們的照顧能力； 

4. 提供支援服務予殘疾人士的家人／

照顧者，紓緩他們照顧殘疾家人的

需付會員費用 

轉介途徑︰殘疾人士及其家

人／照顧者可自行向中心申

請服務，有關申請不會收取

任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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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服務對象 備註 

壓力； 

5. 社區教育； 

6. 偶到服務； 

7. 社區資源及轉介適切的福利服務。 

8. 為殘疾人士及其家人提供個案管理

服務，包括進行需要評估、制訂個

案計劃和提供輔導服務，協助他們

接觸各類社區資源。 

住宿暫顧

服務 

服務對象 

1. 弱智人士或肢體傷殘人士或精神病

康復者； 

2. 年齡在 15 歲或以上；（個別服務單

位亦收納 6 至 15 歲的殘疾兒

童） 

3. 願意過群體生活，而且沒有影響群

體生活的行為問題及傳染病； 

4. 需接受一定程度而不超越有關服務

單位所提供的起居照顧或護理服

務。 

服務期限 

1. 視乎服務單位可騰出的服務餘額而

定，服務期限通常不可連續多於 14

天； 

2. 可重複多次使用； 

3. 遇有特殊情況，有關服務單位可酌

情考慮延長服務期限。 

服務收費︰服務收費按日計

算，金額視乎院舍的服務類

別、使用日數及獲得的社會

福利署津助而定。 

申請手續 

1. 可直接向有關服務單位

提出申請，或由各醫務

社會服務部、綜合家庭

服務中心、特殊學校或

康復服務的社會工作者

轉介。 

2. 須填報「住宿暫顧服務

入宿健康狀況申報表」，

服務機構可視乎情況所

需而要求進行醫療檢

查。 

日間暫顧

服務 

服務對象 

1. 弱智和／或肢體傷殘人士； 

2. 年齡在 6 歲或以上（個別服務單

位只收納 15 歲以上的殘疾人

士）； 

3. 願意過群體生活，而且沒有影響群

體生活的行為問題及傳染病； 

4. 需接受一定程度而不超越有關服務

單位所提供的訓練或護理服務。 

服務時間 

1. 視乎服務單位可騰出的服務餘額而

定，服務期限通常不可連續多於 

14 天； 

2. 可重複多次使用； 

3. 遇有特殊情況，有關服務單位可酌

情考慮延長服務期限。 

服務收費︰服務收費按小時

計算，金額視乎服務使用者

使用服務的時數而定。 

申請手續 

1. 家長或照顧者可直接向

有關服務單位提出申

請，或由各醫務社會服

務部、綜合家庭服務中

心、特殊學校或康復服

務的社會工作者轉介； 

2. 申請人須填報「日間暫

顧服務健康狀況申報

表」，服務機構可視乎情

況所需而要求進行醫療

檢查。 

https://www.swd.gov.hk/doc/rehab/heath_declaration.pdf
https://www.swd.gov.hk/doc/rehab/heath_declaration.pdf
https://www.swd.gov.hk/doc/RMB/Health%20Declaration%20Form_DRS_032015.doc
https://www.swd.gov.hk/doc/RMB/Health%20Declaration%20Form_DRS_032015.doc
https://www.swd.gov.hk/doc/RMB/Health%20Declaration%20Form_DRS_032015.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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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 

 

除了社區支援服務可由申請人直接向有關服務單位提出申請外，所有日間及住宿服

務的申請(除特別註明外)，均須由社工轉介往社會福利署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作出

登記。而所有有意申請住宿服務的智障或肢體傷殘人士均需先接受「殘疾人士住宿

服務評估」，待確定他們有住宿服務的需要後，才可輪候或入住所需的住宿服務單

位。經評估確定有住宿服務需要的申請人會根據所配對的服務類別納內輪候冊上。

被評定為沒有住宿需要的人士，轉介社工將轉介他們接受適當的服務，如︰社區支

援服務。申請人日後如因身體狀況有轉變或家庭情況有變，可要求重新接受評估。 

 

申請者基本資格︰年滿 15 歲的智障或肢體傷殘人士 

申請手續︰可經由各醫務社會服務部﹑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特殊學校或康復服務的

社會工作者轉介，有關申請不會收取任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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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智障/肢體傷殘人士服務需要評估流程 

 

此評估工具的目的是透過評估15歲或以上申請住宿服務的智障或肢體傷殘人士（以

下簡稱「申請人」）日常生活的四個重要範疇， 

 

包括: 

A: 護理需要（nursing care need）; 

B: 功能缺損程度（functional impairment）; 

C: 行為問題（challenging behaviour）; 

D: 家人／照顧者的應付能力（family coping），從而了解申請人是否需要院舍服務，

及需要甚麼類型的院舍服務。評估亦會考慮家人、親友等支援網絡或社區照顧服務

能否提供協助，或所提供的協助不足以照顧申請人的需要，才進而接受院舍服務。 

 

A: 護理需要:  

評估的項目包括：1皮膚問題、2餵食情況、3使用藥物情況、4排泄控制、5腦癇情

況、6氧氣治療、7抽吸處理、8長期臥床及 9特別護理照顧。透過評估申請人9項護

理需要評估中，所需最高護理程度的項目，決定其護理需要的程度，即為A項評分。 

 

9項護理需要評估項目的最高分數 護理需要程度 

0分 無護理需要 

1分 低度護理需要 

2分 中度護理需要 

3分 高度護理需要 

4分 極高護理需要 

 

提示: 

- 護理需要為是服務分流首要考慮。護理需要程度由9項護理項中，得分最高的一

項決定其護理需要程度。 

 

B: 功能缺損: 

目的為識別申請人日常生活的基本自我照顧能力及需要何種程度的協助。評估項目

包括1洗澡及洗頭、2穿脫衣物、3身體位置轉移、4如廁、5進食及進飲, 及6在室內行

動的能力。每項評估均會以下列準則評分: 

- 0分: 獨立完成該項活動，並在可接受的時間內安全地達至基本衛生要求（包括使

用輔助器具） 

- 1分: 需要別人在旁監督或提示才能完成（包括需要口頭或接觸身體的提示）  

- 2分: 需要觸體協助，但不需要大量體位搬移的協助、或提舉申請人身軀或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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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況下，一人協助便可完成該項目。 

- 3分: 照顧者需給予大量體位搬移的協助、或提舉申請人身軀或肢體才能協助完成

該項目；一般情況下需二人或以上人手才可協助完成該項目 

 

6項功能缺損評估項目總分 功能缺損程度 

13至18分 高度缺損 

7至12分 中度缺損 

2至6分 低度缺損 

0至1分 沒有缺損 

 

提示: 

- 功能缺損程度是6項評分的總和。意即6項評分均同樣重要。評分以需要的人手及

安全性為首要考慮。整潔及速度等表現則較為次要。 

- 評估項目主要分自理能力及活動能力，家長應盡早分別向職業治療師及物理治療

師了解學生的表現、訓練方針及最大潛能，為將來做好準備。 

- 使用不同輔助器具(如以特別羹進食)或事前預備(如在餐具中添加食物)並非視為協

助。 

 

C: 行為問題:  

評估主要是為識別需要額外人手照顧的個案，以調節所需服務的類別。行為問題的

評估項目包括攻擊行為、自我傷害行為、破壞行為、其他行為問題，以及照顧者在

處理以上行為問題時是否遇到困難。 

 

D: 家人／照顧者應付能力:  

該項評估是為了識別照顧系統所面臨的危機或風險因素、人際關係問題、及其他潛

在的危機或風險因素。評估項目包括照顧者的年紀、健康及情緒狀況、是否須照顧

其他殘疾人士、是否須長時間工作而無能力安排其他照顧者照顧申請人、家庭成員

關係、申請人有否被虐待或侵犯、疏忽照顧、離家出走或參與非法活動等因素。 

 

在學時的訓練建議: 

- 日常生活功能會影響學生獲派的日間服務類型(如庇護工場、展能中心等)，因此

培養學生良好獨立的自理能力，能讓學生輪候更多類型的服務。 

- 大部分日間服務中心均不提供接送服務。家長應盡早讓學生接觸及學習使用不同

類型的公共交通工具，否則需自行接送或輪候復康巴服務。 

- 良好的社區生活技能，如社區認識、時間概念、金錢管理、購物能力等，可擴闊

學生日後的住宿服務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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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輔助宿舍服務 

 

服務簡介 

為那些有能力過半獨立生活的殘疾人士，提供家庭式的住宿服務，並在日常生活上

提供有限度的職員協助。 

 

服務對象 

符合以下條件的殘疾人士 ： 

◆ 年滿 15 歲或以上； 

◆ 能夠過半獨立生活，即有自我照顧能力，但在煮食或洗滌等家務，或購物等 

社區生活活動方面，需要某程度的輔導／協助； 

◆ 目前正以某種形式就業或接受日間訓練； 

◆ 身體和精神狀況都適合過群體生活；及 

◆ 身體健康，沒有患上傳染病，亦沒有濫用藥物／酗酒。 

 

申請手續 

可經由社工及康復服務單位的工作人員轉介至社會福利署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 

有關申請不會收取任何費用。若有人藉詞協助申請而索取利益，申請人應立即向廉 

政公署舉報。任何人意圖行賄，亦屬違法，社署會將個案轉介廉政公署查究。 

 

服 務 收 費 

◆ 50%殘疾成人，每月$897； 

◆ 100%殘疾成人或領取傷殘津貼者，每月$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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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及宿舍名單 

 

弱智人士輔助宿舍  (截至 2018 年 1 月) 

區域 地區 單位名稱／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名額 

香港 中西區 

 

聖雅各福群會雅逸居 

香港西營盤高街二號社區綜合大樓五樓 

2549 8770 

 

3104 3623 

 

7 

(只收女性) 

東九龍 觀塘 鄰舍輔導會順天宿舍 

九龍觀塘順天邨天權樓二樓247-260室 

2341 2807 2341 1557 19 

(只收男性) 

鄰舍輔導會怡樂居 

九龍觀塘順利邨順利商場二期二樓B室 

2790 2207 2790 1733 19 

(只收女性) 

將軍澳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誠望輔助宿舍 

九龍將軍澳茵怡花園第五及第六座P1平台 

2997 0566 2997 0126 20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將軍澳綜合復康服務中

心 (輔助宿舍) 

九龍將軍澳尚德邨尚美樓地下A室及1至5

樓 

2178 0916 2178 0926 12 

黃大仙 鄰舍輔導會怡晴居 

九龍黃大仙東頭邨興東樓一號地下 

2718 8313 2718 4722 20 

 

西九龍 深水埗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南山晉逸居 

九龍深水埗南山邨南逸樓33-38號 

2778 3876 2778 3880 30 

(男：17 ; 女：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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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地區 單位名稱／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名額 

香港明愛樂欣軒 

九龍深水埗長沙灣邨服務設施大樓一樓及

三棲301室 

2777 9921 2777 9092 20 

(只收男性) 

新界 

(荃灣／葵青) 

葵青 仁濟醫院第三十五屆董事局長青輔助宿舍 

新界青衣長青邨青榕樓127-133 號地下 

2433 7667 2433 7666 20 

保良局夏利萊博士伉儷綜合復康中心晴彩

宿舍 

新界葵涌葵盛圍310號 

3980 9688 3980 9633 63 

(男：33 ; 女：

30) 

新界 

(屯門／元朗

／ 

天水圍) 

屯門 扶康會柔莊之家 

新界屯門青山灣青山公路396號 

2404 8538 2404 8745 20 

元朗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悅屏宿舍 

新界元朗朗屏邨悅屏樓二樓204-214號 

2443 3385 2475 2879 40 

天水圍 保良局劉陳小寶綜合復康中心輔助宿舍 

新界天水圍天恩邨服務設施大樓五至六樓 
3525 0898 3525 0882 6 

新界 

(沙田／大埔

／ 

北區) 

大埔 匡智會匡智富亨宿舍 

新界大埔富亨邨亨盛樓107-126號 

2662 9218 2667 7138 42 

 
匡智會匡智富善宿舍 

新界大埔富善邨善翠樓地下2號 

2662 9212 2662 9210 20 

(男：10 ; 女：

10) 



16 

 

區域 地區 單位名稱／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名額 

北區 匡智粉嶺綜合復康中心（輔助宿舍) 

新界粉嶺靈山路23號 

3406 3401 3406 3322 8 

(只收男性) 

 

 

 肢體傷殘人士輔助宿舍  

區域 地區 單位名稱 /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名額 

東九龍 黃大仙 香港耀能協會龍泰宿舍 

九龍黃大仙下邨龍泰樓地下 

2321 6136 2321 6273 24 

西九龍 九龍城 香港耀能協會盛康園康欣居 

九龍何文田常盛街51號地下至三樓 

2713 0693 2712 0290 19 

(男：13 ; 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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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智 / 肢體傷殘人士輔助宿舍  

區域 地區 單位名稱 /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名額 

香港 南區  香港傷健協會共融軒 

香港薄扶林道147號展亮技能發展中心一樓及三樓 

2875 8668 2875 3232 弱智人士：51 

(男：27 ; 女：24) 

肢體傷殘人士：21 

(男：13 ; 女：8) 

新界 

(沙田／大埔

／ 

北區) 

北區 仁濟醫院何德心伉儷輔助宿舍  

上水祥龍圍邨服務設施大樓三樓 

2967 8033 2967 8177 31 

(弱智人士：22 ;  

肢體傷殘人士：9) 

沙田 東華三院水泉澳輔助宿舍 (暫名) 

新界沙田水泉澳邨明泉樓L1層02室 

2448 7011 

 

2448 7955 

 

31 

(弱智人士：22 ; 

肢體傷殘人士：9) 

 

弱智及視障人士輔助宿舍  

區域 地區 單位名稱 /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名額 

新界 

(屯門／元朗

／ 

天水圍) 

元朗 香港盲人輔導會欣悅軒 (原名白普理之家) 

元朗安寧路169號賽馬會欣康樓6樓 

3955 3372 3955 3373 40 

(包括弱智人士 

 輔助宿舍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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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康復者輔助宿舍  

區域 地區 單位名稱 /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名額 

香港 東區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安怡宿舍 

香港柴灣樂民道3號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職員宿

舍LG4 

2558 8768 2505 7556 20 

(只收女性)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安愉宿舍 

香港柴灣樂民道3號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職員宿

舍LG3 

2558 8768 2505 7556 20 

東九龍 觀塘 香港明愛 

明愛樂華輔助宿舍 

九龍觀塘樂華邨輝華樓127-138室 

3590 5470 3590 4220 23 

新界 

(沙田／大埔

／ 

北區) 

沙田 浸會愛群社會服務處駿群樓半獨立宿舍 

新界沙田瀝源街1號2樓 
2607 1200 2607 1411 20 

新生精神康復會思悅園 

沙田馬鞍山亞公角街25號 
2690 2239 2690 200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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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臨時收容中心／市區單身人士宿舍 

 

 

服務簡介 

為有需要人士和露宿者，提供短期的住所及輔導服務，以協助他們另覓長期居所。 

 

服務對象 

露宿者、床位住客及無家可歸的人，特別是年長、弱能或健康欠佳的人士。 

  

申請手續 

申請人可透過社工轉介入住。 

  

服務收費 

臨時收容中心：大部份臨時收容中心提供免費住宿服務。 

市區單身人士宿舍：市區單身人士宿舍的住宿費用是不多於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之租金津貼的最高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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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 / 臨時收容中心 / 宿舍 / 短期宿舍名單 

 

服務機構 緊急/臨時收容中心/ 

宿舍/短期宿舍名單 

地址 

[辦公時間] 

 

電話 服務對象 

博愛醫院 博愛醫院 

賽馬會單身人士宿舍 

 

香港柴灣小西灣邨瑞強樓 101 室 

[星期一至五 :   

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星期六 :        

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2505 6139 男 

聖雅各福群會 聖雅各福群會 

李節街宿舍 

 

香港灣仔 

李節街 1 號一樓 

[星期一至五 :   

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十五分] 

2865 7590 男 

鄰舍輔導會 賽馬會 

樂富宿舍 

 

九龍黃大仙樂富邨 

樂翠樓地下 

[星期一至五 :   

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星期六 :        

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2336 6860 男 / 女 

救世軍 

 

怡安宿舍 九龍旺角海富苑 

海裕閣 111-116 室 

[星期一至五 :   

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星期六 :        

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2708 9553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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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機構 緊急/臨時收容中心/ 

宿舍/短期宿舍名單 

地址 

[辦公時間] 

 

電話 服務對象 

香港明愛 明愛勵苑 

 

九龍紅磡紅菱街 1 號 

[星期一至五 :   

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三十分 

星期六 :        

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2362 7350 男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 

 

恩典之家 九龍深水埗福榮街 

 [星期一至五 :   

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 

星期六 :        

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2788 0670 男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 

 

豐盛之家 九龍深水埗黃竹街 

[星期一至五 :   

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 

星期六 :        

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2788 0670 男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 

 

 

以斯帖之家 九龍旺角彌敦道 

[星期一至五 :   

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 

星期六 :        

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3583 0554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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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機構 緊急/臨時收容中心/ 

宿舍/短期宿舍名單 

地址 

[辦公時間] 

 

電話 服務對象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 

 

 

 

恩福之家 九龍油麻地砵蘭街 

 [星期一至五 :   

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 

星期六 :        

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3583 0554 女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 

 

 

百合之家 新界屯門達仁坊 

[星期一至六 :   

上午九時半至 

下午五時半] 

2403 0711 女 

香港露宿救濟會 

 

深水埗 

露宿者之家 

 

九龍深水埗元洲街 

15 號 A 三樓至五樓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日 :   

下午五時半至晚上十一時] 

2386 4700 男 / 女 

香港露宿救濟會 油麻地 

露宿者之家 

 

 

九龍油麻地上海街 

345 號一樓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日 :   

下午六時至晚上十一時] 

2332 9640 男 

香港露宿救濟會 

 

灣仔 

露宿者之家 

 

香港灣仔堅尼地道 

83 號後座一樓 

[星期一至日 :   

下午六時至晚上十一時] 

2893 3390 男 / 女 



23 

 

服務機構 緊急/臨時收容中心/ 

宿舍/短期宿舍名單 

地址 

[辦公時間] 

 

電話 服務對象 

仁愛傳教修女會 

 

仁愛之家 

 

九龍深水埗南昌邨 

昌哲樓地下 

[星期一、二、四 及 

星期五、六 : 

上午九時至 

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下午二時三十分至 

五時十五分] 

2729 0884 男 /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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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暫托服務 

 

N0. 名稱 電話 

1 仁愛堂劉皇發幼兒園屯門仁政街仁愛堂社區及室內體育中

心三樓 

2452 1780 

2 仁濟醫院山景幼兒中心屯門山景邨第一期社區會堂側 2455 1849 

3 仁濟醫院友愛幼兒中心屯門友愛邨愛暉樓地下 2450 2143 

4 仁濟醫院廖湯慧靄幼兒中心屯門大興 興平樓地下 27-34 號 2455 2260 

5 世佛會真言宗幼兒園屯門兆禧苑兆禧商場地下 2457 3959 

6 世佛會觀自在幼兒園屯門龍門路 43 號龍門居停車場一樓 2449 5008 

7 東華三院方譚遠良幼兒園屯門田景邨田裕樓 1-5 號地下 2461 0774 

8 東華三院田家炳幼兒園屯門蝴蝶邨蝶翎樓二樓 2466 7454 

9 保良局友愛托兒園 屯門友愛邨愛禮樓第六座地下 2451 4336 

10 保良局蝴蝶灣托兒園屯門蝴蝶邨社區中心六樓 2467 3121 

11 建生浸信會白普理幼兒園屯門建生邨泰生樓地下 2455 9803 

12 香港保護兒童會蝴蝶邨日託幼兒園屯門蝴蝶邨八座蝶舞樓

112-118 號地下 

2467 7755 

13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安定幼兒園屯門安定邨安定／友愛社

區中心六樓 

2458 0578 

14 香港基督教播道會蘇森紀念幼兒園屯門山景邨景樂樓地下 2465 2188 

15 救世軍三聖幼兒園 屯門三聖邨滿魚樓側地下 2452 0032 

16 新界婦孺福利會安定兒童樂園屯門安定邨定福樓地下 2450 1176 

17 聖公會聖西門良景幼兒中心屯門良景邨良智樓地下 9-16 號 2464 6939 

18 聖西門大興幼兒中心屯門大興邨一期商場地下 2462 3856 

19 聖西門山景幼兒中心屯門山景邨社康大樓三樓 2466 0163 

20 路德會良景幼兒園屯門良景邨良景社區中心五字樓 2465 6008 

21 鄰舍輔導會友愛育嬰園屯門友愛邨愛德樓 101-105 室地下 2441 4866 

22 鄰舍輔導會良景育嬰園屯門良景邨良英樓地下 2465 1270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