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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致致致致    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    安老服務科安老服務科安老服務科安老服務科    ((((傳真傳真傳真傳真：：：：2117 1264 ////電郵電郵電郵電郵：：：： ccsv@swd.gov.hk) 

    

社署長者資訊社署長者資訊社署長者資訊社署長者資訊網網網網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認可服務認可服務認可服務認可服務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    資料更新申請表資料更新申請表資料更新申請表資料更新申請表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更更更更新種類新種類新種類新種類((((請選取更新請選取更新請選取更新請選取更新種類種類種類種類))))：：：：    

☐ 1. 認可服務單位聯絡資料 

☐    2.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資料 

☐ 3. 社區照顧服務項目及收費 

☐ 4. 額外及/或非必需服務 

☐ 5. 備註 

☐ 6. 網頁照片
[註]

   (請註明照片數量:    張) 及/或 服務單位服務簡介單張
[註]

  

[註] 每間認可服務單位提供的照片不可多過 6 張，每張照片格式必須為 4:3 橫向，及儲存容量約
800KB 至 1000KB；而服務簡介/服務組合單張之文件格式必須為 1 個 PDF 電子檔，儲存容量不可大於 5MB。 在所有照片/服務簡介/服務組合單張中，若攝有服務使用者/職員或其他人的容貌，認可服務單位必須先取得當事人同意才能使用或已作不能辨識容貌處理。 

請在請在請在請在方方方方格內填上更新資料格內填上更新資料格內填上更新資料格內填上更新資料。。。。如如如如該項的該項的該項的該項的資料不需更新資料不需更新資料不需更新資料不需更新，，，，請請請請留空該方留空該方留空該方留空該方格格格格。。。。    

1. 認可認可認可認可服務服務服務服務單單單單位位位位聯絡聯絡聯絡聯絡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認可服務單位名稱 (中文)  

認可服務單位名稱 (英文)  

位處地區  

地址(中文)  

地址(英文)  

電話號碼  

附加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箱  

網址  

備註  

2.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的資料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的資料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的資料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的資料 

社區券計劃認可服務單位檔號 C0 

營運機構名稱(中文)  

營運機構名稱(英文)  

營運機構類別  ☐社署津助非政府機構(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 

receiving subventions from SWD) 
☐非牟利機構/社會企業(Non-profit-making organisation/ 

social enterprise) 
☐私營機構(Private organisation) 

 

網頁單位編號：C0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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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中心中心中心為本為本為本為本社區照顧服務的服務服務服務服務區區區區域域域域 
(填上 Y 代表有/是；填上 N 代表沒有/不是) 中西區  深水埗區  

東區  南區  

離島區  大埔區  

九龍城區  荃灣區  

葵青區  屯門區  

觀塘區  灣仔區  

北區  黃大仙區  

西貢區  油尖旺區  

沙田區  元朗區  

中心為本中心為本中心為本中心為本社區照顧服務服務服務服務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星期一  am 至  pm 

星期二  am 至  pm 

星期三  am 至  pm 

星期四  am 至  pm 

星期五  am 至  pm 

星期六  am 至  pm 

公眾假期 (PH)  

家居家居家居家居為本為本為本為本社區照顧服務的服務服務服務服務區區區區域域域域 
(填上 Y 代表有/是；填上 N 代表沒有/不是) 中西區  深水埗區  

東區  南區  

離島區  大埔區  

九龍城區  荃灣區  

葵青區  屯門區  

觀塘區  灣仔區  

北區  黃大仙區  

西貢區  油尖旺區  

沙田區  元朗區  

家居為本家居為本家居為本家居為本社區照顧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    

 

星期一  am 至  pm 

星期二  am 至  pm 

星期三  am 至  pm 

星期四  am 至  pm 

星期五  am 至  pm 

星期六  am 至  pm 

公眾假期 (PH)  

服務模式 ☐中心為本的社區照顧服務 

☐家居為本的社區照顧服務 

☐中心為本及家居為本的社區照顧服務混合模式 

特定長者類別服務(提供專門服務予

認知障礙症長者) 

 

日間護理名額  

日間護理空缺  

家居照顧名額  

家居護理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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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區照顧服務項目及收費社區照顧服務項目及收費社區照顧服務項目及收費社區照顧服務項目及收費 

中心為本服務項目中心為本服務項目中心為本服務項目中心為本服務項目    如有提供，請填 Y; 

如沒有提供，請填 N 

價目($) 

全日制日間照顧服務 

(每星期 12 節，每節不少於 4 小時） 

 （每月）
日間照顧服務(每節不少於 4 小時）  （每節）
在正常服務時間以外的日間照顧服務  （每小時）
車輛接送服務(往返中心)  （每程）
陪同接送服務(往返住所與車輛)  （每程）
家居照顧服務項目家居照顧服務項目家居照顧服務項目家居照顧服務項目 

復康運動(由專業人員提供)  （每小時）
復康運動(由輔助人員提供)  （每小時）
護理服務(由專業人員提供)  （每小時）
護理服務(由輔助人員提供)  （每小時）
個人照顧服務(由輔助人員提供)  （每小時）
家居支援服務項目家居支援服務項目家居支援服務項目家居支援服務項目 

家居服務  （每小時）
護送服務  （每小時）
送飯服務  （每餐）
日間到戶看顧(由專業人員提供)  （每小時）
日間到戶看顧(由輔助人員提供)  （每小時）
到戶培訓照顧者(由專業人員提供)  （每小時）
到戶培訓照顧者(由輔助人員提供)  （每小時）
家居環境安全評估及改善建議(由專業人員提供)  （每小時）
其他社區照顧服務其他社區照顧服務其他社區照顧服務其他社區照顧服務 

住宿暫託服務  (每日)
在正常服務時間以外提供的家居為本服務 

（附加費百分比） 
 % 

 

4. 額外及額外及額外及額外及////或非必需服務或非必需服務或非必需服務或非必需服務 

 服務名稱 價目($)    Service name# Price($)#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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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9     

 

10     

 

#  如不填上英文名稱，“額外及/或非必需服務”的內容只會顯示在中文繁體及簡體版的網頁。
英文版網頁的相關內容會顯示為“Please contact the Recognised Service Provider for information”。 
    

5.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備註 

 (中) 

 

備註 

(英)  

 

                                                                                      

營運機構名稱：                                負責人簽署：                   

認可服務單位名稱：                           負責人姓名：                   

 

 

 

 

 

 

                                                

職位：                          

電話：                         

電郵：                         

傳真：                          

 

機構蓋章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