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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辦法

。政府資助的長期護理服務可以幫到要嗎?

安老服都統一評估管理辦事處的聯絡電話、傳真及電郵如下:

我爸爸最近中風，

.~...

而且記性好差，行動

安老服聲統一評估管理辦事處(港島)
(服聲中西及離島區、東區及灣仔區、南區)

不便，要坐輪椅，

電話:

25467491
傳真: 25437495
電郵: scnamoeshkenq@swd.gov.hk

但讀要外出工作，
有無人可以幫手照顧

電Da

他呢?

我長期有病，行動

賣老 DIl都統一評估管理辦事處(東九龍)

不便，又要其他人

(服都觀塘區、黃大仙及西貴區)

電話:

23504116
傳真: 23202644
電郵: scnamoesekenq@swd.gov.hk

陪同覆診，可不可以

申請入老人院?

t"Ji!ii>>

安老服都統一評估管理辦事處(西丸龍)

(服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深水場區)

電話:

23992356
23902459
電郵: scnamoeswkenq@swd.gov.hk

傳真:

')-$#

安老 DU審統一評估管理辦事處(東新界)
(服都沙田區、大埔及北區、元朗區)

電話:

不用擔心，你們可以聯絡區內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
公立醫院醫務社會
服務部或 長者地區中心
等單位的社工，提出申請長者

26071215
傳真: 26997846
電郵: scnamoesnteenq@swd.gov.hk

t4@;iÞ
安老服.統一評估管理辦事處(西新界)
(服都薑灣及真青區、屯門區)

f~

我老婆有老人癱呆症，

24394754
傳真: 24390175
電郵: scnamoesntwenq@swd.gov.hk
電話:

日常生活要人幫芋，
一出街就容易走失，

長期護理服務 。

我真係好擔心......

，用

þ

þ

þ

社會福利害個址:

www.swd.gov.hk

社會福利害無轉:

23432255

I 進入主頁〉公共服都〉賣老 ßII 司，
社會福利害安老服務科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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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哺長期護理服務?
1(出 .aat' 魚貫的:I:it=Ji..你

!R鱗鱗一評估 ，自解俏，‘進行
，眼前﹒田，企圖7續做的身體狀溝、
頁頁眉頭檢法草，攝混。

。長期護理服務有臨頭別?

。轍鵬期間，是否有人輸和

iU1 激勵的提期續建廠灣

社會酬，組旭申央輸候冊 ，

分為 院會照顧服務 利

社區照顧服務:

社區照顧服務爾頓:

躍，軍備.a適合社區照顧龐鶴 ，_道可以在自鬧到

耐遁的11省自間，聽程中心錢買fllll島;吸毒曾留在.φ

.'Þ.建.蜜的.翎贖單......
並且續續他們前，晨風瀉的終俊次間，是
個人單縛.11厲聲聲﹒

銬，是散居間，圓圓眼，雖陣主 r~.餘的個人照.!I漪，
仿如絨線、..躍動、 E貨物管蓮、時員會ãii監富麗...

...

力

'字偷看擾，翻擦，軍fi錯果.m像帶
錢翊租車"攘，負責的工作風艙.

.你制定照顧tt.'. 前滾..長

合適的長期講理服轍 。@諸

島街羽接接辦彷均不需收. .

..

枷圖，圖，

院會照顧服務 {即是入位老人騁，
倒翎 : 2.蠶食學瞬糊擋，醫院 }

在繭，長脹a .，間'.潰的:I: f會員

﹒

適合-11國個人健康濃餘建議報導原因，

...跟進 .11. 回峙，軍宣.候

采總值盔，眼 φ 居毯，盤，畢露起居闖闖魔

際會閉周圍臣，身的真蠻跡可@請書t.

"遍的真看﹒時伯結果...你的需要

照闢撮，彎，底可續續留饗讀~'Þ '

連續哪一領別的鵬會總.暉.8ft合你﹒

亦可縛蜀擅姻的黨揖濃嘿，自﹒

. .伽 . .抄 . .枷

圖.......抄圖枷

. .抄 . .抄 . .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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