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協辦機構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基順學校

九龍城區銀鈴護士站(愛民邨)

九龍城浸信會長者鄰舍中心(樂富)

九龍城浸信會長者鄰舍中心(黃大仙)

仁愛堂圓玄學院「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仁愛堂社區中心

仁愛堂蕭鄭淑貞「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保良局余李慕芬紀念學校

保良局傲翔計劃(九龍南)

保良局元朗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保良局-劉漢宣紀念長幼天地

保良局劉陳小寶綜合復康中心

保良局劉陳小寶耆暉中心

保良局劉陳小寶長者地區中心

保良局周鴻標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保良局-喜悦薈

保良局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新界區)

保良局嚴重肢體傷殘人士綜合支援服務(新界區)

保良局地區支援中心(沙田)

保良局壬午年耆樂居

保良局夏利萊博士伉儷綜合復康中心

保良局大角咀護老院暨耆順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保良局天恩護老院暨耆昌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保良局屯門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保良局幼兒服務

保良局張麥珍耆樂中心

保良局-方譚遠良健樂中心

保良局曹金霖夫人耆暉中心

保良局朱李月華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保良局東涌護老院

保良局樂安居暨耆盛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保良局-永隆銀行金禧庇護工場及宿舍

保良局油尖旺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保良局温林美賢耆暉中心

保良局田家炳長幼天地

保良局癸未年樂頤居暨耆安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保良局-皇后山長者鄰舍中心

保良局盧邱玉霜耆暉中心

保良局石硤尾職業服務中心

保良局羅氏信託學校

保良局荃灣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保良局莊啟程耆暉中心

保良局華永會生命教育及長者支援中心

保良局葵青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保良局蕭明紀念護老院--頤智園

保良局陳百強伉儷青衣學校

保良局陳麗玲(百周年)學校

保良局顧卞裘莉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保良局馬錦明馬章馥仙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保良局黃祐祥紀念耆暉中心

元朗大會堂管理委員會

光愛葵芳長者服務中心

勞聯智康協會有限公司

北區居民聯會有限公司

匡智元朗晨曦學校

匡智元朗晨樂學校

匡智地區支援中心-新界北區

匡智屯門晨崗學校

匡智屯門晨曦學校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

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

匡智松嶺學校

匡智松嶺第三校

匡智松嶺第二校

匡智翠林晨崗學校

協康會大窩口中心

協康會天平中心

協康會-慶華中心

協康會東涌中心

協康會水邊圍中心

協康會海富中心

協康會王石崇傑紀念中心

協康會秦石中心

協康會-裕明中心

協康會長沙灣中心

協康會陳宗漢紀念中心

協康會雷瑞德夫人中心

協康會鯉魚門中心

博愛醫院慧妍雅集新TEEN地

博愛醫院王木豐紀念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

博愛醫院-王東源夫人長者地區中心

博愛醫院美孚荔灣街坊會梁之潛伉儷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

博愛醫院-郭興坤長者鄰舍中心

博愛醫院陳士修紀念社會服務中心

博愛醫院陳平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嗇色園主辦可健耆英地區中心

嗇色園主辦可富耆英鄰舍中心

嗇色園主辦可平耆英鄰舍中心

嗇色園主辦可康耆英鄰舍中心

嗇色園主辦可榮耆英鄰舍中心

嗇色園主辦可泰耆英鄰舍中心

嗇色園主辦可澤耆英鄰舍中心

嗇色園主辦可聚耆英地區中心

嗇色園主辦可頤耆英鄰舍中心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地區發展隊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悅安心-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支援觀塘區劏房住戶互助計劃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支援身體機能有輕度缺損的長者試驗計劃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日間社區康復中心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藍田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觀塘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賽馬會新屋邨支援計劃(深水埗)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鯉魚門社區服務處

基督教靈實協會-靈實將軍澳及西貢地區支援中心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健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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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恩培訓及發展中心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朗中心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太和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尚德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屯門西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新來港人士樂聚軒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涌地區支援中心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涌長者鄰舍中心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靈愛中心

基督教香港祟真會-深恩軒

天主教香港教區教區勞工牧民中心 - 新界

天水圍居民協會基金會有限公司

屯門婦聯建發綜合服務中心

屯門婦聯香港崇德社湖景綜合服務中心

循理會 - 德田耆樂會所

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

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 友里幫社區服務中心

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逸葵綜合發展中心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復康服務部 喜晴計劃-家居照顧服務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深水埗區晉晴支援服務中心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白普理日間訓練中心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神愛關懷中心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藍田樂齡鄰舍中心

心光學校

心光恩望學校

愛要及時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扶康會天水圍地區支援中心

扶康會-山景成人訓練中心

扶康會-祖堯成人訓練中心

扶康會秦石成人訓練中心

扶康會-葵興職業發展中心

扶康會-賽馬會石圍角工場

救世軍三門仔社區發展計劃

救世軍九龍城家庭支援中心

救世軍-大埔長者社區服務中心

救世軍-大窩口長者中心

救世軍油麻地長者社區服務中心

救世軍海嵐長者中心

救世軍深水埗家庭支援網絡隊

救世軍滿FUN蘇屋人—深水埗新屋邨社會資本發展計劃

救世軍竹園長者中心

新家園協會-九龍西服務處

新家園協會-新界東服務處



新生精神康復會安泰軒(天水圍)

新生精神康復會安泰軒(屯門)

新生精神康復會安泰軒(沙田)

新生精神康復會安泰軒(油尖旺)

新生精神康復會-安泰軒(深水埗)

新生精神康復會安泰軒(葵涌)

新生精神康復會新生會大樓庇護工場

新生精神康復會-朗程牽自閉症人士支援中心

新生精神康復會田景庇護工場

新生精神康復會竹園綜合培訓中心

新生精神康復會葵盛庇護工場

新生精神康復會輔助就業服務

新生精神病康復會-新生農場

新界青聯發展基金會有限公司(青衣中心)

新福事工協會有限公司

旺角街坊會陳慶社會服務中心

明愛九龍社區中心

明愛元朗鄉郊社區發展計劃

明愛元朗長者社區中心

明愛全樂軒

明愛天水圍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明愛居民互助中心(深水埗)

明愛-屯門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明愛東頭長者中心

明愛樂勤學校

明愛樂晴軒

明愛樂興幼兒中心

明愛樂薈牽

明愛樂進學校

明愛洪水橋社區發展計劃

明愛漢民/深井/青龍頭社區發展計劃

明愛牛頭角社區中心

明愛牛頭角長者中心

明愛粉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明愛荃灣社區中心

明愛荃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東荃灣)

明愛荔枝角職工中心

明愛葵涌居民互助中心

明愛西貢社區發展計劃

明愛西貢長者中心

明愛觀塘長者中心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

明愛賽馬會樂健工場

明愛鄭承峰長者社區中心(深水埗)

明愛長洲西灣社區發展計劃

明愛麗閣長者中心

明愛龍躍頭社區發展計劃

東九龍居民委員會

東華三院何玉清工場暨宿舍

東華三院余墨緣綜合服務中心



東華三院平和坊

東華三院慧妍雅集善膳軒

東華三院戴東培日間活動中心暨宿舍

東華三院戴東培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東華三院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九龍城)

東華三院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沙田)

東華三院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油尖旺/深水埗)

東華三院方潤華長者鄰舍中心

東華三院方肇彝長者鄰舍中心

東華三院-洪福綜合職業復康中心暨宿舍

東華三院王李名珍荃灣長者鄰舍中心

東華三院王澤森長者地區中心

東華三院群芳啟智學校

東華三院芷若園

東華三院賽馬會天水圍綜合服務中心

東華三院賽馬會展誠日間活動中心暨宿舍

東華三院賽馬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

東華三院賽馬會藝進綜合職業復康中心

東華三院邱木城長者鄰舍中心

東華三院陳婉珍第三齡義工中心暨膳深軒

東華三院陽光孩子中心(新界東)

東華三院黃祖棠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

東華三院黃祖棠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支援身體機能有輕度缺損的長者試驗計劃」

東華三院-黃祖棠長者地區中心

東華三院龐永紹長者鄰舍中心

榕光社

樂善堂尹立強敬老鄰舍中心

樂善堂李賢義裔群社少數族裔支援服務中心

沙田婦女會利安服務中心

沙田婦女會新田總會

沙田婦女會沙角國民教育中心

沙田婦女會瀝源服務中心

沙田婦女會-阮偉文恆安服務中心

沙田婦女會馬鞍山服務中心

油尖旺婦女會服務基金有限公司

油尖旺愛心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油麻地街坊福利事務促進會有限公司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佐敦家庭支援及服務中心

深水埗區議會保良局石硤尾社區服務中心

深水埗婦女聯合會

深青社

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牛頭角區街坊福利會

特殊學習需要家長協會有限公司

社區參與工作室

禮賢會恩慈學校

耆康會-何生長者鄰舍中心

耆康會-懷熙葵涌長者地區中心

耆康會王華湘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耆康會荃灣長者地區中心



耆康會香港西北區扶輪社長者鄰舍中心

耆康會馮艷管長者鄰舍中心

聖雅各福群會社區發展服務(土瓜灣)

肺積塵互助會

自閉症人士福利促進會

薈賢社

藝恆愛心行動

西九社區共融服務中心

西貢區社區中心

要有光（深井社會房屋）有限公司

視障人士福音中心

觀塘民聯會

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

路德會何文田融樂中心

路德會石湖社區發展計劃

路德會石硤尾失明者中心

路德會茜草灣長者中心

路德會長青群康中心

鄰舍輔導會-天瑞鄰里康齡中心

鄰舍輔導會富泰鄰里康齡中心

鄰舍輔導會屯門/元朗鄉郊中心

鄰舍輔導會屯門區綜合康齡服務中心

鄰舍輔導會東涌綜合服務中心

鄰舍輔導會深水埗康齡社區服務中心

鄰舍輔導會馬鞍山鄰里康齡中心

鄰舍輔導會黃大仙康盛支援中心

關注草根生活聯盟

靈實長者地區服務 - 健明中心

靈實長者地區服務 - 厚德中心

靈實長者地區服務 - 尚德中心

香海蓮社慈恩學校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天水圍天澤會所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寶石湖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盛愛之家庇護工場及宿舍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聯青聾人中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荃灣會所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藍田會所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觀塘會所(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顯徑會所

香港亞洲歸主協會-常光睦鄰中心

香港傷健協會-九龍東傷健中心

香港傷健協會-九龍西傷健中心

香港傷健協會-坪洲長者暨青少年鄰舍中心

香港傷健協會-新界傷健中心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賽馬會活動中心

香港唐氏綜合症協會(卓業中心)

香港唐氏綜合症協會就業輔助中心

香港唐氏綜合症協會-白普理家長資源中心

香港單親協會

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林護紀念松柏日間護理中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深水埗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秀群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誌寶松柏中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長青松柏中心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元朗區青少年外展工作隊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培愛學校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天倫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展華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樂暉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順利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大專青年協會

香港婦女動力協會

香港婦聯-彩湖服務中心

香港家庭福利會-油塘綜合家庭䏜務中心

香港復康聯盟

香港復康諮詢協會

香港心理衞生會-臻和學校

香港盲人輔導會復康中心

香港盲人輔導會復康中心 (新界)

香港盲人輔導會盲人工廠

香港盲人輔導會視聽障人士資源中心

香港盲人輔導會-訊息無障礙中心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香港神託會-創薈坊(沙田)

香港神託會-創薈坊(馬鞍山)

香港神託會-匯晴坊

香港精神康復者聯盟

香港紅十字會瑪嘉烈戴麟趾學校

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

香港紅十字會雅麗珊郡主學校

香港耀能協會「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

香港耀能協會-天耀工場

香港耀能協會安定工場

香港耀能協會安泰幼兒中心

香港耀能協會安泰訓練中心及宿舍

香港耀能協會富東訓練中心及宿舍

香港耀能協會懷熙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香港耀能協會新界東家居支援服務

香港耀能協會新界東日間社區康復中心

香港耀能協會東九龍家長資源中心

香港耀能協會-橫頭磡幼兒中心

香港耀能協會白田幼兒中心

香港耀能協會盛康園

香港耀能協會石圍角家長資源中心

香港耀能協會石圍角幼兒中心

香港耀能協會石硤尾幼兒中心

香港耀能協會羅怡基紀念學校

香港耀能協會-葵盛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香港耀能協會象山幼兒中心



香港耀能協會賽馬會新頁居

香港耀能協會賽馬會方心淑引導式教育中心

香港耀能協會-賽馬會田綺玲學校

香港耀能協會隆亨幼兒中心

香港耀能協會-青年發展平台

香港耀能協會高福耀紀念學校

香港聖公會-九龍城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聖公會基愛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聖公會-太和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聖公會將軍澳安老服務大樓

香港聖公會-屯門地區支援中心-樂屯聚

香港聖公會屯門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樂喜聚

香港聖公會慈光堂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聖公會-樂民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香港聖公會樂民郭鳳軒綜合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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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聖公會-深水埗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新念坊

香港聖公會竹園馬田法政牧師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聖公會-聖匠堂九龍城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香港聖公會-聖匠堂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聖公會鶴園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香港聖公會黃大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香港聖公會黃大仙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聾人協進會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尚德幼兒中心及家長資源中心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新界綜合服務中心（良景）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賽馬會香港中心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輔導中心

香港路德會-啟聾學校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路德會包美達社區中心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路德會黃鑑全人發展中心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路童行成長坊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紅磡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青展協會

香港青年協進會

龍耳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