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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老院舍支援

1

晚期病患者在臨終階段身體情況急轉直下，需要長期照顧，以下機構提供適
切的住宿服務，申請詳情及收費可向各機構查詢。

靈實醫院靈實司務道寧養院
香港防癌會賽馬會癌症康復中心

◆

服務對象：體弱長者、長期病患者及晚期癌症病友提供整合醫療和靈性關
顧的全人照顧，提供住院、暫託及家居護理服務

◆

服務對象：需要長期或短期護養照顧的病患者，18歲以上癌症及非癌症病

◆

症及器官衰竭患者）、需要復康治療及暫託護理的體弱長者（例如中風、

患者、需要住宿護養服務的長者、需要康復治療的中風病人或需要紓緩護

股骨折等）或需要醫護人員密切監察及優質療養服務的長期病患者（例如

理及寧養服務
◆

◆

失智症、多次中風、柏金遜症患者）

中心為一所私營護養院，為長者及長期病患者提供長期或短期的 院舍護
理、紓緩及暫託護養服務

特別適合需要全人生命晚期照顧及家人長時間陪伴的晚期病患者（例如癌

◆

寧養院有兩位全職院牧，配合醫務社工、心理輔導員及護理隊工，為院友
提供心理、社交及靈性關顧

中心提供一站式服務，以照顧院友的不同需要，特別著重舒適的住宿環
境、護理及復康服務，亦為其家人提供支援服務

地址：新界將軍澳靈實路19-21號
地址：香港黃竹坑南朗山道30號
電話：3921 3888

電話：2703 3000       傳真：2703 5575
網址：www.seniorhome.org.hk

網址：www.jccrc.org.hk

麥當勞叔叔之家
賽馬會善寧之家

服務對象：鄰近醫院接受治療的頑疾兒童及其家庭

◆

香港麥當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為病童家庭提供鄰近醫院的「臨時家

◆

服務對象：晚期病患及其家屬

園」，不但減省家長為留守孩子身旁而支付的開支，更舒緩他們日以繼夜

◆

提供全面的優質服務，包括：寧養及紓緩服務、家居照護、日間照護和住

照顧孩子的精神重壓

院服務，在病者去世後的一年期間，亦會提供心靈和善別輔導予病者家人
◆

◆

◆

專業團隊悉力監控病者的病情發展和過程中出現的癥狀，讓病者的身心處
於平靜、寬慰的情況下，在摯親的身邊度過最後的時刻

不論其經濟環境，只要確實為有需要家庭，可以以每晚港幣$70入住（不
包括膳食)，有經濟困難的家庭更可獲豁免費用

◆

設有23間房間供臨時家園的住客，住客可使用設備齊全的廚房、圖書館、

跨專業的醫護團隊為每個病者和家庭度身訂做照護方案，為病者及家人生

飯廳、大廳、學習室、戶外及戶內遊樂空間、洗衣房，以及一間特別為接

提供超越身、心的照顧、社區和其他實際支援

受骨髓移植手術後的病童而設的隔離病房

地址：香港沙田亞公角山路18號
電話：2331 7000       傳真：2336 2776
網址：www.jchh.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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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新界沙田多石村多石街23號
電話：2947 8778       傳真：2947 8780
網址：www.rmh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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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非資助安老院舍
服務對象：年齡達65歲或以上，因體弱以致日常生活不能自理而需要協助，
無傳染病及不良嗜好，心智方面適合群體生活的長者。而年齡介乎60至64
歲之人士，如證實有需要接受住宿照顧，亦可獲服務旨在為體弱及缺乏自我
照顧能力的長者，提供膳宿、起居照顧及護理服務，並運用各種輔助設施、

醫院管理局轄下有多間醫院提供紓緩治療服務，為末期病人提供全面的綜合
專科治療護理，包括：身體徵狀控制的紓緩治療、病人及家屬的心理輔導和
支援、協助病人克服社交困難及心靈上的支援。另外，每間醫院的服務範疇
有所不同，若想知道更多詳情可致電各醫院查詢。

舉辦多元活動及提供輔導等，使長者得到全面照顧，安享富尊嚴及豐盛的晚

日間服務

年。

院舍

地址

電話

傳真

香港黃竹坑
賽馬會朗愉居

南朗山道29號
東華三院賽馬會松朗

經本院初步評估並符合入住

2292 3456

2292 3500

安老綜合中心3至6樓

香港西區

香港筲箕灣

婦女福利會

愛東邨愛善樓

護養安老院

5樓501號

何玉清

九龍大角咀

翠柳頤庭

柳樹街18號2樓

資格後，申請人須接受身體
檢驗，合格後會按其照顧需

2805 6673

3156 1456

大圍社會服務大樓2

新界東

沙田醫院

新界沙田馬鞍山亞公角街33號

包括大圍、大埔，粉嶺、
上水及沙頭角(部份)

白普理寧養中心

新界沙田亞公角山路17號

新界西

屯門醫院

新界屯門青松觀路23號

明愛醫院

九龍深水埗永康街111號

九龍

聖母醫院

九龍黃大仙沙田坳道118號

港島

葛量洪醫院

香港仔黃竹坑道125號

機構

地址

聯絡

東區尤德夫人

香港柴灣樂民道3號東座

電話：2595 4051
傳真：2976 5716

新界東

灣、青衣及大角咀

2805 6556

重缺損，則可獲安排入住該

2350 5200

2350 5618

服務範圍

院之護理部或護養部

那打素醫院
港島東
律敦治及鄧肇堅

九龍長沙灣道39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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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樓302室及4樓
401室

傳真：2636 1007
電話：2651 3788
傳真：2651 3733
電話：2468 5278
傳真：2468 5276
電話：3408 7802
傳真：2786 2797
電話：2354 2458
傳真：2354 2418
電話：2518 2100
傳真：2873 2767

2467 2200

2467 2020

地庫2層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66及282號

電話：9802 0100
傳真：2838 5501

葛量洪醫院

香港仔黃竹坑125號

電話：2518 2100
傳真：2873 2767

瑪麗醫院

香港薄扶林道102號

醫院

長沙灣邨服務樓

電話：2636 7611

住院服務

樓停車場高層

朱壽祥護養院

聯絡

評估機制」評估為中度至嚴

新界沙田大圍
院暨日間中心

地址

深水埗、葵涌、荃

3156 2111

利署制訂之「安老服務統一

美田路1號

機構

要獲安排入住院舍

申請人須經本院根據社會福

羅王玉文護養

服務範圍
申請手續

港島西

電話：2255 3881/

2255 4649

傳真：2255 5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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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圍

機構

地址

聯絡

香港佛教醫院

九龍樂富
杏林街10號A1病房

電話：2339 6140
傳真：2339 6164

聖母醫院

九龍黃大仙沙田坳道118號

九龍中
伊利沙伯醫院
東華三院
黃大仙醫院

九龍加士居道30號
九龍黃大仙沙田坳道124號

靈實醫院

九龍將軍澳靈實路8號

基督教聯合醫院

九龍觀塘協和街130號

明愛醫院

九龍深水埗永康街111號

瑪嘉烈醫院

新界瑪嘉烈醫院道2-10號

白普理寧養中心

新界沙田亞公角山路17號

威爾斯親王醫院

新界沙田銀城街30-32號

沙田醫院

新界沙田馬鞍山
亞公角街33號

屯門醫院

新界屯門青松觀路23號

九龍東

九龍西

新界東

新界西

電話：2354 2458
傳真：2354 2418
電話：2958 7300
傳真：2958 7301

新界西

3517 3845

傳真：3517 3649

電話：3949 6549
傳真：3949 5675
電話：3408 7802
傳真：2786 2797

電話 : 2990 2111
傳真 : 2786 3629
電話：2645 8802
傳真：2636 1566
電話：2632 1573
傳真：2632 4718
電話：2636 7577
傳真：2647 5461
電話：2468 5278
傳真：2468 5276

機構

地址

聯絡

屯門醫院

新界屯門青松觀路23號

電話：2468 5278
傳真：2468 5276

白普理寧養中心

新界沙田亞公角山路17號

傳真：2651 3733

只限該院病人

基督教聯合醫院

九龍觀塘協和街130號

九龍

香港佛教醫院

九龍樂富杏林街10號

電話：2339 6140
傳真：2339 6164

明愛醫院

九龍深水埗永康街111號

電話：3408 7110
傳真：2786 2797

九龍將軍澳靈實路8號

電話：2703 8888
傳真：2703 8766

青衣及大角咀
九龍東、將軍澳及西貢

靈實醫院

九龍

聖母醫院

港島

九龍黃大仙沙田坳道

118號

律敦治及鄧肇堅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醫院

266及282號

葛量洪醫院

香港仔黃竹坑道125號

瑪麗醫院

香港薄扶林道102號

港島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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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2651 3788
電話：3513 4959
傳真：3513 5675

深水埗、葵涌、荃灣、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臨床腫瘤科寧養中心

電話：2703 8888
傳真：2703 8766
◆

服務對象：港島東地區居民需要接受晚期癌症照顧之人士及家屬

◆

提供專業心理輔導及情緒支援服務，針對個別需要，紓緩情緒困擾

◆

提供日間紓緩及家訪服務，關顧病人的生活適應，改善生活質素

◆

提倡專業義工訓練，傳授生死教育的知識，擴闊支援網絡

◆

提供家庭復和及預前哀傷輔導服務，讓病人及家屬能完善人生

地址：香港柴灣樂民道3號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東座大樓地庫二層臨牀腫瘤科
電話：2595 4051       傳真：2976 5716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下午1時， 下午2時至5時    

新界東
包括大圍、大埔，粉嶺、上水
及沙頭角(部份)

全面的照顧。

電話：3517 3825/

家居探訪服務
服務範圍

為末期癌症病人 (包括孩童及成人) 提供寧養服務，讓更多病人在臨終前獲得

電話：2354 2458
傳真：2354 2418
傳呼機：7328 7911
傳真：2838 5501

瑪麗醫院寧養中心
◆

服務對象：經轉介的癌症患者及家屬

◆

提供門診服務，旨在紓緩病人的不適和痛楚，在有需要時更可轉介至臨床
心理治療、物理治療和職業治療等身心靈支援服務。

◆

中心設有義工門診關懷服務，勉勵病患者及家屬

◆

提供家訪服務，支持在家中靜養的病人和親屬，減輕他們在照顧及情緒上
的壓力

◆

提供日間中心服務：諮詢、身心發展活動、教育講座、輔導及兒童哀傷輔
導等，增進知識、擴闊社交、過渡困難

地址：香港薄扶林道102號瑪麗醫院癌症中心5樓

電話：2518 2100
傳真：2873 2767

電話：2255 4649        傳真：2255 5367

電話：2255 3881/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下午1時，下午2時至6時    

2255 4649
傳真：2255 5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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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量洪醫院寧養中心

香港佛教醫院寧養中心

◆

服務對象：本院紓緩醫學部的門診和住院病人及其家屬

◆

服務對象：晚期癌症病人及其家屬

◆

提供全人照顧服務，包括門診、家居及日間紓緩治療、心理輔導、多元化

◆

提供全人照顧的家訪服務，關顧家居病者身、心、社、靈的需要

活動等，加強病人及親屬的身心靈健康

◆

提供多元化的活動，如支持小組、健康講座，增進病者及家屬之間彼此支

◆

提供個別或小組哀傷輔導，讓親屬走過哀傷路

◆

持和鼓勵

定期安排義工探訪，提供剪髮服務、節日性活動及戶外活動等，從多方面

◆

提供義工服務，透過舉辦生日會、節日活動及探訪，讓病者感受關懷和慰藉

提升病人的生活質素

◆

提供哀傷輔導，支援家屬渡過悲痛，面對人生

地址：香港仔黃竹坑道125號葛量洪醫院地下

地址：九龍樂富杏林街10號A座2樓

電話：2518 2103 / 2518 2104   傳真：2518 6704  

電話：2339 6210      傳真：2339 6164

服務時間：每日上午8時至晚上8時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下午2時30分至5時

伊利沙伯醫院寧養中心

瑪嘉烈醫院寧養中心

◆

服務對象：末期癌症患者及其家屬

◆

服務對象：瑪嘉烈醫院腫瘤科病人及家屬

◆

強調身、心、社、靈的優質全人照顧，讓病人和親屬得到周全的照顧

◆

提供門診、復康治療及諮詢等專業服務，跟進病人治療後的康復情況

◆

提供紓緩治療門診、痛症處理綜合門診、護士診所、臨床心理及心理輔導

◆

提供各類型活動，如支持小組、集體遊戲、健康講座及常識分享等，讓病

服務，針對末期癌症病人的特殊需要
◆

設有社區支援服務、義工服務等，從社區層面協助病人應付生活上的困難

友彼此支持和分憂
◆

提供義工服務，透過社會上有心人士的關懷和鼓勵，讓病人和親屬更勇敢
面對人生

地址：九龍加士居道30號伊利沙伯醫院日間醫療中心閣樓
電話：2958 7300      傳真：3506 7305

地址：九龍荔枝角瑪嘉烈醫院道2-10號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下午1時，下午2時至5時    

瑪嘉烈醫院腫瘤科大樓H座3樓
電話：2990 2485      傳真：2990 2725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5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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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聯合醫院寧養中心

北區醫院寧養中心

◆

服務對象：癌症病患者及其家屬

◆

服務對象：末期癌症病人、長期病患者：如末期腎衰竭或慢性阻塞性氣管病

◆

讓癌症病人與其親友可在「家」的氣氛下渡過人生的最後旅程

◆

提供專科門診，醫療護理程序，控制病人的病痛及病徵

◆

提倡全人照顧，透過日間寧養小組活動、專業照顧、情緒支援、哀傷

◆

提供復康治療，使病者能發揮最高的活動能力

輔導、家屬支援、靈性關顧等，強化病人及其家屬的身、心、社、靈健康

◆

提供個人或小組心理輔導，幫助病人及家人紓緩情緒

提供多元化社區支援及義工服務，透過家居探訪、專題講座、生死教育、

◆

提供各類康樂及復康活動、義工活動及講座，促進病人彼此間的支持

◆

癌症資訊、熱線查詢、復康用具借用等，全面支援病人及其家屬的需要
地址：新界上水保健路9號北區醫院3D病房
地址：九龍觀塘協和街130號

電話：2683 8338       傳真：2683 7728

基督教聯合醫院S座14樓B寧養中心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下午2時30分至5時

電話：3949 4531       傳真：3949 5675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1時，下午2時至5時

威爾斯親王醫院寧養中心

屯門醫院寧養中心

◆

服務對象：癌症病患者

◆

服務對象：癌症病患者及其親屬

◆

提供痛楚處理及紓緩治療門診服務、全面護理計劃、臨床心理服務，在病

◆

中心以促進溝通和啟發生命為主題，為病人和親屬提供舒適的環境，靜養

人接受治療期間獲取進一步的身心靈支援
◆

提供兒童及家庭哀傷輔導服務，關懷病人和家屬的心理需要

◆

提供家訪、哀傷輔導等服務，關顧病人和親屬的需要，與其共渡艱難的時刻

◆

提供義工服務和各種資訊，幫助病人在生活上的各種需要；以及各種休閒

◆

提供多元化活動，如小組活動、講座及病人互助小組等，在歡樂共融的環

設備，讓其盡量放鬆心情

10

交流

境下分享，彼此勉勵

地址：新界沙田銀城街30-32號

地址：新界屯門青松觀道23號屯門醫院放射治療大樓地下

威爾斯親王醫院李嘉誠專科診所北翼地庫

電話：2468 5275       傳真：2468 5276

電話：2632 1573       傳真：2632 4718

服務時間：星期一、三及四上午9時至下午1時，下午2時至5時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下午12時30分，下午2時30分至下午5時

星期二及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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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安寧頌－－香港老年學會「安寧在院舍」計劃
以下機構協助院舍病人訂立晚期照顧計劃，亦提供情緒支援服務，照顧病患
心理、社交及靈性的需要，為病人提供全面的照顧。

◆

服務對象：九龍東、九龍中及九龍西的24間政府資助院舍的晚期病患院友

◆

與院舍合作推展紓緩及臨終服務計劃，讓參與計劃的院友在最後的日子能
獲得適切的全人照顧，圓滿的走完人生旅程

◆

東華三院大埔及北區區域辦事處－－安辭服務

示」之制訂及執行，讓院友參與有關的醫療決定
◆

◆

服務對象：東華三院大埔及北區安老服務使用者及家屬，包括：
包兆龍護理安老院、伍若瑜護理安老院、伍蔣惠芳護理安老院、

院友及其家屬與支援團隊共同參與「預設臨終照顧計劃」及「預設醫療指
團隊會持續評估，盡力讓院友接受優質護理照顧，紓緩不適症狀及照顧心
理、社交及靈性的需要

◆

許麗娟安老院、方王換娣安老院、寶鍾全英安老院、

當院友進入生命倒數時刻，支援團隊及院舍會繼續提供最舒適的照顧，並
入住「安寧房間」，使親友陪伴在旁並給予支援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沙田 / 大埔 / 北區)及
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 (大埔 / 北區)
◆

提倡自主晚期照顧，讓長者及家屬按意願選擇合適的晚期照顧安排，共同
訂立「預設照顧計劃」，提升晚期長者的生活質素

◆

協助訂立「預設醫療指示」或「不作心肺復甦術」文件

◆

提供長者情緒、社交及靈性支援服務

◆

提供家屬哀傷輔導及殯儀支援

地址：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35號金巴利中心一樓全層
電話：2775 5756        傳真：2775 5586
網址：www.hkag.org  

救世軍－－香港安老院舍完善人生關顧計劃

地址：大埔三門仔路93號船灣安老綜合中心
電話：2667 1234      
電郵：tpn-dihservice@tungwah.org.hk

◆

服務對象：院舍中末期病患的長者及家屬

◆

以「完善人生、完善關顧」為宗旨，致力拓展一套於院舍運作的臨終照顧
模式，滿足末期病患的長者及家屬的需要

◆

加強醫院與院舍的協作，為參與院舍提供訓練、設施配套及持續支援

◆

協助院友選擇和訂立臨終照顧計劃，為死亡作更好的準備

◆

以「全人關顧」的理念，照顧院友身體、心理、社交及靈性的需要

◆

提升公眾及專業人士對紓緩照顧的認識及關注

地址：香港灣仔救世軍街6號教育及發展中心105室
電話：2651 1698        傳真：2651 6200
網址：www.salvationarmy.org.hk/ssd/pcr/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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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安寧頌轄下有多個機構為晚期病患及其家屬提供家居照顧服務和其他

聖雅各福群會－－「安．好」居家寧養服務

支援。

聖公會聖匠堂長者地區中心－－「安寧在家」居家照顧支援服務

◆

服務對象：居住港島區之60歲或以上晚期患者以及其家屬

◆

為有意在家寧養的長者提供一站式服務，照顧他們及其家人在生活、心
理、社交和靈性的需要，讓病者能夠安心、自主及家人參與下，在生命晚

◆

介)、屯門、元朗及天水圍區的社會服務機構、學校及公眾人士
◆

期的日子裡活得舒適、有尊嚴，保持生活質素，生死兩相安

服務對象：60歲或以上晚期病患 (由新界西醫院聯網的紓緩照顧服務轉
服務透過為晚期病患者及其家屬提供在家安寧照顧，從而維護病人的尊嚴

◆

提供家居及個人照顧，包括外送膳食服務、個人護理、陪伴服務等

◆

提供個人及家庭心理輔導、支援性治療、哀傷輔導服務，藉「到戶娛樂
家」活動減輕長者及家人面對死亡的壓力，繼續保持生活，與家人共度美

及改善生活質素，亦致力提升公眾對在家安寧的關注及推廣其對死亡的正

好的時光

面態度
◆

提供在家安寧照顧服務、病人及家屬互助小組、殯儀支援及哀傷輔導、義
工培訓及服務及公眾教育及講座

地址：新界屯門興才街1號
香港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4樓 (辦公室)
電話：2242 2000       
網址：foss.hku.hk/jcecc/zh/

基督教靈實協會－－安居晚晴照顧計劃
◆

服務對象：年齡60歲或以上、晚期癌症或其他慢性器官衰竭的患者或平均

◆

提供生死教育活動及圓夢行動、醫療輔助器材借用服務和殯儀支援服務

◆

須由醫院紓緩治療科或社福機構轉介

電話：2831 3233 / 3974 4640    傳真：3104 3683
網址：cc.sjs.org.hk

香港復康會－－「安晴．生命彩虹」社區安寧照顧計劃
◆

塞性肺病、末期柏金遜症、後期運動神經元病和心臟衰竭患者)
◆

計劃目標是讓服務使用者能與摯親在熟悉的家居環境中共度有意義的時
間，並減少或避免不必要的急症入院

◆

透過醫護團隊緊密合作，提供優質的家居照顧

◆

提供專科門診和接載服務

◆

協助促成預設醫療照顧計劃、教授照顧技巧，支援照顧者的情緒和靈性及
心靈關顧及哀傷輔導

計劃以協作模式，與醫院、家屬、病人互助組織、專業人員及社區義工共
同關注與支援有需要的家庭，建立全人的社區安寧照顧服務模式

壽命一般於6個月內的晚期長期病患者
◆

服務對象：居住於灣仔區及港島東的晚期長期病患者(包括：晚期慢性阻

◆

由註冊社工及護士以「家居到戶服務」方式提供症狀管理支援、家居照顧
支援，連繫及轉介所需的社資源、照顧者支援，提供照顧技巧訓練及學習
處理照顧壓力、個人及家庭輔導，意義重整，人生回顧，留下美好回憶及
義工關顧

電話：2549 7744    
網址：www.JCECC.hk

地址：九龍將軍澳靈實路7號
電話：2703 3000

14

網址：foss.hku.hk/jcecc/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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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機構 / 服務為病人及家屬提供殯葬諮詢、後事規劃及後事支援服務。

東華三院圓滿人生服務
◆

東華三院鑽石山殯儀館
◆

服務對象：社會各階層人士

◆

為廣大市民及不同宗教人士提供直接殯儀諮詢、預算及喪葬安排，為經濟
有困難之喪主提供免費殮葬服務及綜援殮葬服務

目標是鼓勵長者積極面對人生最後階段，預早安排終老計劃，讓長者及其

◆

執行人及預拍靈堂用照片

家人在面對生命終結時可以釋懷及感到圓滿
◆

期望能打破對死亡的禁忌，鼓勵社區人士反思生活，珍惜生命；並倡議
「 後事我話事」的理念

◆

服務簡介

括禮儀及程序諮詢

(社會企業)

出租部份設施予長生店使用。

網址：funeralservices.tungwahcsd.org

服務對象

地址

聯絡

後事規劃服務，包

儀規劃服務

透過講座及不同形式的推廣活動加深市民對喪葬安排的認識

◆

電話：2326 0121   傳真：2322 9798       

ecs.tungwahcsd.org

ONCE雲尚禮

◆

地址：九龍鑽石山蒲崗村道181號

以下3項服務提供後事支援，詳情可參閱圓滿人生網頁

服務

長者、末期病人、

後事支援服務，包

喪親人士或社區人士

括後事跟進及秘書
服務

東華三院萬國殯儀館

九龍觀塘
翠屏道17號
觀塘社區中心

3樓319至
321室

電話：2657 7899 /

2884 2033

◆

服務對象：社會各階層人士

◆

為廣大市民及不同宗教人士提供直接殯儀諮詢、預算及喪葬安排，為經濟

可度身訂造殯儀用品

有困難之喪主提供綜援殮葬服務
◆

年滿55歲或以上、沒
活得自在

有子女的獨居長者/
兩老家庭及沒有親

身後事的選擇及意願

屬提供身後事支援

社區支援服務鼓勵
長者參與不同小組

提供「善壽服務」，讓長者能未雨綢繆，親自交託身後事之安排委託後事
執行人及預拍靈堂用照片

後事籌劃和執行服
務，協助訂定個人

的長者

提供「善壽服務」，讓長者能未雨綢繆，親自交託身後事之安排委託後事

◆

透過講座及不同形式的推廣活動加深市民對喪葬安排的認識

◆

出租部份設施予長生店使用。

香港上環
禧利東街
東寧大廈

1401室

電話：2884 2033
傳真：2884 2722

地址：九龍紅磡暢行道8號
電話：2303 1234 / 2303 1261   傳真：2365 3745        
網址：funeralservices.tungwahcs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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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我同行」

剛面對親人逝世的

服務

喪親者

殯儀諮詢及顧問服務
哀傷輔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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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聖匠堂「護慰天使」計劃

香港社會企業策劃有限公司－－善終社企及恩福殯儀社企

◆

服務對象：任何年齡及宗教信仰之喪親者及臨終病人家屬

◆

服務對象：病患者

◆

計劃目的是凝聚社區不同的力量，支援喪親及臨終病人家屬，締造關懷友

◆

提供晚期、臨終、善終一站式服務

愛的社區和打破大眾對死亡的禁忌，宣揚愛惜生命，積極人生的訊息

◆

在病患晚期，提供生命錄影製作和惜別會策劃

提供殯儀諮詢及治喪陪伴，由註冊社工評估和協助喪親者家屬辦理先人身

◆

在臨終時，提供臨終關懷及輔導服務

後事，並由受訓義工陪伴整個殯葬過程

◆

專人協助策劃殯儀、協助辦理一般手續或協助有需要人士申請經濟援助及

◆

◆

亦提供喪親者及臨終病人家屬關懷、義工培訓及義工發展服務及生死教育
推廣

奠禮安排
◆

提供後續服務，包括：家屬輔導跟進、代領骨灰、生終紀念日提示和追思會

地址：九龍紅磡戴亞街一號地下

地址：香港上環永樂街121號永達商業大廈8樓C室

電話：2362 0268   傳真：2362 3005       

電話：2152 1928

網址：decc.holycarpenter.org.hk/chi/p5.asp

網址：www.seic.hk

聖雅各福群會「後顧無憂」規劃服務

循道衛理灣仔長者服務中心－－「豐盛圓滿」生命關懷計劃

◆

服務對象：60歲或以上之長者、長期 / 末期病患者和護老者

◆

服務對象：60歲或以上晚期病患長者及其家人 (港島區優先)

◆

主要協助支援網絡較弱者預先計劃及訂定殯葬禮儀的安排，於他日百年歸

◆

提供個案輔導，包括評估及關顧長者全面的需要、訂立預設醫療指示及臨

老時，按照其意願履行其身後事
◆

提供長者攝影服務、殯葬知識講座、展覽、殯儀實務支援和查詢，訂立平

終照顧計劃和生前規劃
◆

安書和提供法律諮詢、關顧電話聯繫和探訪及善別服務
◆

亦致力推動社區生死教育，鼓勵以開放及正面的態度面對死亡

提供家屬輔導，為家屬提供情緒支援、照顧技巧訓練及諮詢服務和善別及
哀傷輔導

◆

提供殯葬支援，為獨居無依的長者處理身後事，亦為有需要的長者及家屬
提供殯葬實務支援

地址：香港灣仔石水渠街85號3樓3B室

◆

亦提供生命回顧、心願成真及義工關懷探訪

電話：2831 3230       傳真：3104 3640       

◆

申請可致電或親臨中心登記或經各服務單位、醫院、或長者服務中心等轉介

網址：www.lifeanddeatheducation.sjs.org.hk
地址：香港灣仔莊士敦道211號1至2樓
電話：2527 4123        傳真：2834 2027
網址：www.methodist-cent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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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聾人協進會－－心澤坊善終服務

為有需要人士或家庭提供適切的輔導服務，例如：小組輔導、互助小組和活
動等，紓緩情緒和適應新生活。

◆

服務對象：聾人會員優先，有需要的公眾人士可轉介

◆

提供殯儀服務支援，協助籌備合適並具尊嚴之喪禮

◆

提供後事規劃服務，協助參加者按個人意願預先訂立身後事，更特別照顧
獨居或兩老獨居長者

◆
◆

為經濟出現困難的家庭提供殮葬費用資助或轉介服務
提供喪禮手語翻譯，於喪禮上全程以手語翻譯給有需要之家屬或賓客，並

贐明會－－喪親人士服務
◆

服務對象：需要專業輔導的喪親者或家庭

◆

提供輔導服務，包括：評估、諮詢、輔導和轉介

◆

提供小組輔導，每季舉辦不同喪親類別的治療小組，更會邀請過來人義工

陪同聽障家屬辦理身後事
地址：香港九龍彩虹邨紫薇樓109, 111-118號地下

參與及分享，使組員能正確面對哀傷、重新適應生活和積極面對人生
◆

互相支持發學習適應新生活等，亦有輔導員按個別參與者的需要，提供適

或

切的服務建議

香港鴨脷洲邨利澤樓18號舖
電話：5448 1309               
網址：www.hongkongdeaf.org.hk

定期舉辦聚會或戶外活動，讓參加完治療小組的喪親人士之間加以維繫，

地址：九龍長沙灣麗閣村麗荷樓三樓平台303-305室
電話：2361 6606        傳真：2361 6294
網址：www.cccg.org.hk

善寧會－－譚雅士佩珍安家舍
◆

服務對象：末期病患者及其家屬或失去摯愛的喪親人士

◆

提供個人及家庭的善別輔導，不同的善別輔導小組、同路人聚會、節日思
親會及義工支援服務

◆

設有喪親者互助組織，促進組員間的互相支持，組員亦協助組織聯誼活動
以維繫組員間的感情及讓組員發展所長

◆

為喪親的孩子及其家長舉辦親子活動，加強喪親孩子及其家長之間的溝通，
共同面對生活上種種的新挑戰                                       

地址：九龍長沙灣麗閣村麗蘭樓316-318室
電話：2725 7693        
網址：www2.hospicecare.org.hk/our-work/
bereavement-support/jessie-and-thomas-tam-centre/?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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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向晴軒－－家庭危機支援及避靜中心
◆

白普理寧養中心－－哀傷服務

服務對象：面對因婚姻衝突、婚外情、家庭成員衝突、喪親、家庭慘劇等

◆

服務對象：喪親者 (病患者家屬)

事件的人士

◆

提供哀傷輔導服務，主動地接觸家屬，透過電話慰問、家訪及面談，希望

◆

全年二十四小時運作

◆

為有需要並符合入住資料之人士提供一至兩星期之短暫危機支援及避靜服
務，入住期間由社工提供危機評估及輔導服務，並學習以積極態度處理個

讓喪親者在被支持及了解的環境下，幫助他們建立信心和能力和適應喪失
摰親後的生活
◆

人或家庭的困擾，同尋出路

亦有不同哀傷小組，讓喪親者認識同路人，分享共同的處境，彼此扶持，
積極面對逆境

地址：九龍觀塘道五十號

地址：新界沙田亞公角山路17號

24小時危機熱線：18288

電話：2636 0163 (總機)

電話：2383 2122     傳真： 2383 2231  

網址：www3.ha.org.hk

網址：fcsc.caritas.org.hk

聖母醫院－－輔導服務

生命熱線－－釋心同行－－自殺者親友支援計劃

◆

服務對象：有需要的公眾人士

◆

服務對象：自殺離世者之親友

◆

服務目的是專業輔導員為有需要人士提供輔導服務，藉此協助有需要人士

◆

提供個人 / 家庭支援服務，透過與專業社工面談、益友陪伴、哀傷輔導等，

解除困擾，改善生活質素或糾正求助人士之差異行為
◆

服務範圍包括：就個別求助人士的問題安排獨立輔導服務，如情緒困擾及

協助自殺者親友過度哀傷期，重整生命意義
◆

憂鬱等、提供哀傷輔導、輔導予求助人士因創傷或創傷後遺引發之困擾、
協助糾正求助人士之差異行為，如暴食、酗酒、吸煙、濫用藥物、年青人

同路人互助小組及活動，促進同路人之間的分享，凝聚力量，讓參加者釋
放心中鬱結，走出陰霾

◆

亦提供義工發展服務、公眾教育宣傳片、社區教育活動及出版書刊

之暴力及犯罪傾向等及減壓
◆

有需要人士可致電或親臨預約及可透過轉介

電話：2382 2737 / 2382 2007     傳真：2382 2004  
網址：www.sps.org.hk/?a=group&id=bless

地址：九龍黃大仙沙田坳道118號
電話：2354 0547
網址：www.olmh-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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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

服務對象：任何居住於中心服務地域範圍內的個人或家庭，均可使用就近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服務

◆

目的是支援和鞏固個人及家庭和及早識別問題，並提供適切的介入和服務

◆

服務包括：諮詢服務、資源角、家庭生活教育、親子活動、小組工作服務、
活動計劃、義工培訓及服務、外展服務、輔導服務和轉介服務(住宿照
顧、日間照顧、短暫照顧、家居照顧、康復、經濟援助、心理輔導、房屋
援助等)

熱線電話：2343 2255    傳真：2763 5874        
網址：www.swd.gov.hk

社會福利署長者地區中心
◆

服務對象：年滿60歲或以上在區內居住的長者、護老者或社區人士，目的
是幫助長者在社區過著健康、受尊重及有尊嚴的生活

◆

服務包括：地區上安老服務的聯繫及支援、社區教育、個案管理、外展及
社區網絡工作、長者支援服務隊、健康教育、教育及發展性活動、發佈社
區資訊及轉介服務、義工發展、護老者支援服務、社交及康樂活動等

熱線電話：2343 2255           
網址：www.sw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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