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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一: 持續運作的設施/服務 

服務類別 服務分類 序號 名稱 

兒青服務 院舍 

 

1.  望廈青年之家 

2.  希望之源 

3.  希望之泉 

4.  星願居 

5.  青暉舍 

6.  鳴道苑 

7.  九澳聖若瑟宿舍 

8.  樂陶苑 

9.  恩慈院兒童之家 

10.  恆毅社 

長者服務 家居照護服務 1.  家居照顧及支援服務 - 海傍區老人中心 

2.  家居照顧及支援服務 -青洲老人中心  

3.  家居照顧及支援服務 -望廈老人中心  

4.  家居照顧及支援服務 -綠楊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5.  家居照顧及支援服務 -康暉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6.  家居照顧及支援服務 -恩暉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7.  明愛家居護養服務 

長者社屋耆康 /

日間中心 

1.  24小時緊急支援、個人照護及膳食服務 -滙暉長者中心 

2.  24小時緊急支援、個人照護及膳食服務 -青頤長者綜合服

務中心 

3.  24小時緊急支援、個人照護 - 澳門工聯健頤長者服務中

心 

呼援服務 1.  澳門平安通呼援服務中心 

院舍 

 

1.  工聯九澳護養院 

2.  伯大尼安老院 

3.  聖方濟各安老院 

4.  仁慈堂安老院 

5.  聖瑪利亞安老院 

6.  母親會安老院 

7.  母親會護理安老院 

8.  瑪大肋納安老院 

9.  澳門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社會服務處欣頤居護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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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菩提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11.  恩暉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12.  黑沙環明暉護養院 

13.  清安醫所 

14.  濠江逸麗護老院 

15.  松柏護老院 

16.  澳門護老院(福海) 

17.  頤安護老院 

18.  頤安護老院(雅新) 

19.  頤安(逸麗)護老院 

20.  仁愛安老院有限公司 

21.  幸福安老院 

22.  盈康護老院－海蘭軒 

康復服務 外展服務 1.  外展服務 -寬樂身心服務站 

2.  外展服務 -旭日中心 

3.  外展服務 - 怡樂軒 

護送 1.  駿暉穿梭巴士服務 

2.  澳門紅十字會非緊急醫療護送 

翻譯 1.  手語翻譯服務 - 聾人服務中心 

2.  手語翻譯服務 - 聰穎中心 

院舍 1.  聖類斯公撒格之家 

2.  聖路濟亞中心 

3.  樂融山莊 

4.  星光舍 

5.  住宿服務 - 康樂綜合服務中心 

6.  聖瑪嘉烈中心 

7.  盈樂居 

8.  朗程軒 

9.  灣晴居 

10.  望廈之家 

11.  樂民居輔助宿舍支援計劃 

12.  主教山兒童中心 

防治藥物依賴 

賭博失調 

住宿 1.  澳門戒毒康復協會男子中心 

2.  澳門戒毒康復協會女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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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線 1.  24小時賭博輔導熱線及網上輔導 

家庭社區 

臨時收容 

住宿 1.  善牧中心 

2.  婦聯勵苑 

3.  「仁愛之家」臨時婦女收容中心 

4.  澳門明愛駿居庭 

熱線 1.  澳門明愛生命熱線 

2.  24小時緊急支援 

社會重返服務 住宿 1.  違法青少年短期宿舍 

2.  善導宿舍 

總數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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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二: 有限度開放 

由服務使用者/家長自行選擇使用與否的設施/服務（此類設施/服務在必要時也有可能關閉） 

服務類別 服務分類 序號 名稱 

長者服務 日間護理中心 1 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綠楊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2 康暉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3 澳門街坊總會頤駿中心 

4 日間護理服務 - 菩提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5 日間護理服務 - 恩暉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6 日間護理服務 – 黑沙環明暉護養院 

康復服務 日間中心 1.  啟能中心 

2.  啟康中心 

3.  曉光中心 

4.  康盈中心 

5.  展能服務及職業康復服務 - 毅進綜合服務中心 

6.  日間服務 - 怡樂軒 

7.  心明治小食店 

8.  虹光軒 

9.  寶利中心 

10.  寶翠中心 

11.  創明坊 

12.  利民坊 

13.  3歲以上暫托服務 - 曙光中心 

防治藥物依賴 

賭博失調 

 

戒毒服務 1.  澳門戒毒康復協會外展部(清潔針具計劃) 

2.  緊急個案-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 SY部落 

3.  緊急個案-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薈穗社 

4.  個案支援-挪亞家庭互助協會-與夢飛翔青少年就業支援計

劃 

賭博失調 1.  個案服務-聖公會樂天倫賭博輔導暨健康家庭服務中心 

2.  緊急個案服務-澳門博彩業職工之家綜合服務中心 

家庭社區 

臨時收容 

短期食物補助 1.  澳門明愛明糧坊  

非中國籍居澳

人士支援服務 

2.  電話查詢服務 -迎雁軒  

總數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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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三: 暫停運作的設施 / 服務 

服務類別 服務分類 序號 名稱 

兒青服務 托兒所 1.  嘉模托兒所 

2.  教宗若望廿三世托兒所 

3.  同善堂第一托兒所 

4.  同善堂第二托兒所 

5.  同善堂第三托兒所 

6.  同善堂第四托兒所 

7.  同善堂第五托兒所 

8.  婦聯托兒所 

9.  婦聯第一托兒所 

10.  婦聯第二托兒所 

11.  婦聯第三托兒所 

12.  婦聯小海豚托兒所 

13.  婦聯小燕子托兒所 

14.  婦聯小白兔托兒所 

15.  沙梨頭坊眾托兒中心 

16.  氹仔坊眾托兒所 

17.  母親會聖約翰托兒所(氹仔) 

18.  母親會聖約翰托兒所(高士德) 

19.  母親會聖約翰托兒所(新口岸) 

20.  望廈托兒所 

21.  工人托兒所 

22.  澳門工會聯合總會童樂托兒所 

23.  童真托兒所 

24.  澳門街坊總會孟智豪夫人托兒所 

25.  小海燕托兒所 

26.  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湖畔托兒所 

27.  筷子基托兒所 

28.  國際傳教證道會托兒所 

29.  教業托兒所(林茂塘) 

30.  明愛托兒所 

31.  善明托兒所 

32.  聖瑪沙利羅慈惠托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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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澳門仁慈堂托兒所 

34.  教業托兒所 

兒青服務 托兒所 35.  婦聯小蜜蜂托兒所 

36.  澳門教區梁文燕托兒所 

37.  母親會聖約翰托兒所(澳大校區) 

38.  澳門福建婦誼第一托兒所 

39.  包剪揼托兒所 

40.  崇專托兒所(澳門崇德社) 

41.  仁愛傳教托兒所 

42.  聖羅撒托兒所 

43.  幸福小兒中心 

44.  小小世界托兒所 

45.  澳門濠江中學附屬托兒所 

46.  小天使托兒中心 

47.  全能寶寶 

48.  澤愛托兒所 

49.  澳門愉學坊托兒中心 

50.  全能寶寶 2 

51.  小太陽天地托兒所 

52.  英式托兒所 

53.  澳門東方明珠托兒所 

54.  寶寶花園托兒所 

55.  童心托兒所 

56.  趣藝坊托兒所 

57.  蒙思蒙特梭利托兒所 

58.  孚蓓思托兒所 

59.  紅蘿蔔托兒所 

60.  小蘋果托兒所 

61.  聖安東尼幼兒所 

62.  澳門蒙特梭利幼兒中心 

兒青服務 青少年服務 1.  梁文燕親子館 

2.  聖公會氹仔青少年及家庭綜合服務中心 

3.  菩提青少年及家庭綜合服務中心 

4.  聖公會氹仔青年服務隊 

5.  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社區青年工作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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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聖公會北區青年服務隊 

7.  澳門基督教青年會石排灣社區青少年工作隊 

8.  聖公會新動力校園適應計劃 

9.  聖公會重新連缐隱蔽及網絡成癮青年服務計劃 

10.  澳門少年飛鷹計劃 

11.  青年本色 

長者服務 耆康中心 

 

1.  下環老人中心 

2.  筷子基耆康中心 

3.  澳門馬黑祐頤康中心 

4.  黑沙環天主教牧民中心耆康樂園 

5.  望廈坊會頤康中心 

6.  台山坊眾互助會頤康中心 

7.  三巴門坊眾互助會頤康中心 

8.  新橋區坊眾互助會頤康中心 

9.  沙梨頭坊眾互助會頤康中心 

10.  澳門聖安多尼堂頤老之家 

11.  澳門提柯街坊會頤康中心 

12.  澳門街坊總會頤康中心 

13.  下環坊會頤康中心 

14.  南區四會頤康中心 

15.  崗頂明愛老人中心 

16.  母親會頤康中心 

17.  氹仔松柏之家 

18.  海島市居民群益會頤康中心 

19.  港澳信義會恩耆中心 

20.  澳門筷子基坊眾互助會青松頤老中心 

21.  青洲坊眾互助會頤康中心 

22.  澳門菜農合群社康年之家 

23.  民眾頤菁中心 

24.  婦聯頤康中心 

長者日間中心 

 

1.  海傍區老人中心 

2.  青洲老人中心 

3.  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望廈老人中心 

4.  松柏之家老人中心 

5.  婦聯樂頤長者日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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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同善堂長者活動中心 

7.  街總氹仔日昇長者日間中心（2月底正式投入服務） 

獨居支援服務 1.  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長者關懷服務網絡 

長者社屋耆康 /日間

中心 

1.  滙暉長者中心 

2.  青頤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3.  澳門工聯健頤長者服務中心 

長者服務 其他 1.  商訓夜中學長者書院 

2.  長者家居改善評估及設備資助計劃 

康復服務 康復日間中心 1.  盲人重建中心 

2.  聾人服務中心 

3.  聰穎中心 

4.  日間服務 - 旭日中心 

5.  啟智早期訓練中心 

6.  啟聰中心 

7.  澳門兒童發展中心 

8.  曙光中心個別治療服務、早療班、3歲及以下的暫托

服務 

9.  TEEN情青少年心理健康促進計劃 

10.  家屬支援服務 -康樂綜合服務中心 

11.  家屬支援服務 -毅進綜合服務中心 

12.  家屬支援服務- 康盈中心 

13.  循道衛理社會服務處語言治療服務及家長支援 (小

樹苗家庭成長園地) 

14. 澳門特殊奧運會附屬智愛智樂社區支援中心 

防治藥物依賴 

賭博失調 

預防濫藥服務 1.  澳門基督教青年會-青年社區中心 

2.  澳門基督教青年會-有機青年 

3.  Be Cool Project 

戒毒服務 1.  青年挑戰(男子中心及女子中心) 

2.  歐漢琛戒煙門診服務 

賭博失調 1.  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智醒少年計劃 

2.  澳門基督教青年會(精明理財推廣計劃) 

3.  澳門義務青年會－彩虹人生博彩從業員服務計劃 

4.  鮑思高青年服務網絡—自由 TEEN 地 

家庭及社區服

務 

家庭及社區綜合服務

中心 

1.  婦聯家庭服務中心 

2.  澳 門 循 道 衛 理 聯 合 教 會 社 會 服 務 處 氹 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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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電話查詢服務 

 

家 庭 成 長 軒  

3.  澳 門 循 道 衛 理 聯 合 教 會 社 會 服 務 處 建 華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4.  婦 聯 樂 滿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5.  救 世 軍 喜 樂 家 庭 綜 合 服 務 中 心  

6.  工 聯 筷 子 基 家 庭 及 社 區 綜 合 服 務 中 心   

7.  澳門明愛泉 仁 樂 家 庭 綜 合 服 務 中 心  

8.  婦 聯 樂 融 家 庭 綜 合 服 務 中 心  

9.  街總樂駿中心 

10.  街 總 石 排 灣 家 庭 及 社 區 綜 合 服 務 中 心  

社區中心 

 

維持電話查詢服務 

 

 

1.  街總望廈社區服務中心 

2.  工聯台山社區中心 

3.  工聯北區綜合服務中心 

4.  下環浸信會社會服務中心 

5.  街總祐漢社區中心 

6.  街總青洲社區中心 

7.  工聯氹仔綜合服務中心 

8.  下環社區中心 

9.  新口岸社區中心 

10.  街總氹仔社區中心 

11.  街總黑沙環社區中心 

12.  宣道堂社區服務中心 

家庭專項支援

服務 

維持電話查詢服務 

 

1.  澳門街坊總會家庭服務中心 

2. 婦聯北區家庭服務中心 

3. 善牧會婦女互助中心 

4. 澳門防止虐待兒童會護兒中心 

5. 鮑思高青年服務網絡家庭健康促進中心 

6. 澳門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社會服務處迎朗計劃- 家庭

支援服務 

7. 澳門天主教美滿家庭協進會婚姻家庭輔導中心 

社區精神健康

服務 

維持熱線查詢服務 1. 凱輝生命教育資源中心 

總數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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