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福利署及受資助非政府機構 社會福利署及受資助非政府機構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 綜合服務中心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 綜合服務中心


中心名稱 機構 地址# 電話 中心名稱 機構 地址# 電話
中西南及離島區 深水埗區

中區及離島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中環統一碼頭道38號海港政府大樓4樓 2852 3137 長沙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長沙灣發祥街55號長沙灣社區中心2樓 2360 1364

高街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西營盤高街2號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地下 2857 6867 大坑東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石硤尾棠蔭街17號大坑東社區中心2樓及3樓 2777 3015

香港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香港仔石排灣邨碧朗樓地下2室 2875 8685 深水埗 (西)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家庭福利會 深水埗元州邨元謙樓2樓204室 2720 5131

恩悅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 堅尼地城北街12號采逸軒地下 2810 1105 深水埗 (南)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 深水埗南昌邨南昌社區中心高座地下 2386 6967

明愛香港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明愛 香港仔田灣街20號明愛賽馬會香港仔服務中心 2555 1993 家情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石硤尾石硤尾邨23座219-235室 3994 2828

 ( 田灣 / 薄扶林 ) 3樓及5樓 沙田區
鄰舍輔導會東涌綜合服務中心* 鄰舍輔導會 大嶼山東涌逸東邨1號停車場1樓 3141 7107

北沙田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沙田禾輋邨厚和樓403 - 416室 3168 2904
香港聖公會東涌綜合服務*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 大嶼山東涌富東邨富東廣場2樓 2525 1929

南沙田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8樓831室 2158 6593
東區及灣仔區 北馬鞍山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沙田馬鞍山耀安邨耀欣樓地下 2691 6499

銅鑼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北角福蔭道7號銅鑼灣社區中心2樓 2895 5159 南馬鞍山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沙田馬鞍山恆安邨恆安社區中心5樓 3579 8654

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北角百福道21號香港青年協會大廈2樓及3樓 2562 4783 明愛蘇沙伉儷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明愛 沙田沙角邨銀鷗樓A座地下101 - 107室 2649 2977

西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柴灣柴灣道233號新翠花園政府合署4樓 2569 3855 大埔及北區
東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柴灣柴灣道338號柴灣市政大厦3樓 2505 8733

南大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大埔大埔墟鄉事會街2號大埔社區中心4樓 2657 8832
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家庭福利會 北角渣華道123號北角福利服務設施大樓4樓 2832 9700

北大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大埔汀角路1號大埔政府合署5樓 2665 0286
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明愛 筲箕灣愛秩序灣道15號愛秩序灣綜合服務大樓2樓 2896 0302

上水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上水龍運街2號北區社區中心4樓 2673 1525
聖雅各福群會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石水渠街85號12樓 2835 4342

粉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粉嶺璧峰路3號北區政府合署2樓 2675 1614
觀塘區 明愛粉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明愛 粉嶺和鳴里7號粉嶺南政府綜合大樓3樓及4樓 2669 2316

啟坪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九龍灣啟業邨啟裕樓地下22 - 41室 3568 7037 元朗區
秀寶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觀塘秀茂坪邨秀明樓地下121 - 126室 2775 3578

東元朗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元朗橋樂坊2號元朗政府合署暨大橋街市5樓及12樓 2944 0401
藍田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藍田廣田邨廣田商場2樓211B及213舖 2717 9247

中元朗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元朗青山公路元朗段224號富興大廈1樓及2樓 2470 2605
牛頭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觀塘牛頭角上邨常悅樓3樓平台 2389 0466

天水圍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天水圍天耀邨耀泰樓地下A及B翼 2475 0525 
活力家庭坊(綜合家庭服務)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觀塘翠屏道3號9樓 2318 0028

天水圍 ( 北 )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 天水圍天悅邨服務設施大樓2樓及3樓 2446 1223
順利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家庭福利會 觀塘順利邨順緻街2號順利社區中心4樓 2342 2291

明愛天水圍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明愛 天水圍天瑞邨瑞龍樓地下 2474 7312 
油塘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家庭福利會 油塘油麗邨信麗樓1樓 2775 2332

朗情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東華三院 元朗大棠路11號光華廣場11樓1108及1109室   2476 2766
黃大仙及西貢區

荃灣及葵青區
西貢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西貢親民街34號西貢政府合署5樓及6樓 2791 0692

西荃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荃灣大河道60號雅麗珊社區中心2樓 2439 5429
東將軍澳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將軍澳至善銜5號將軍澳南服務設施大樓二樓 2701 7704

東葵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葵涌石籬(1)邨石籬商場2樓B舖 2428 0967 
北將軍澳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將軍澳景林邨景桃樓地下 2701 9495

2428 0969
慈雲山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黃大仙龍鳳街1號 2326 7575

西葵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葵涌興芳路166 - 174號葵興政府合署7樓 2421 4281
黃大仙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黃大仙正德街104號黃大仙社區中心2樓 2327 4973

北青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青衣長安邨安江樓地下123室 2435 3938
將軍澳 ( 南 )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家庭福利會 將軍澳健明邨彩明商場1號平台2號 2177 4321

南青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青衣長康邨康美樓A翼地下 2435 0852
 明愛東頭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黃大仙西南) 香港明愛 黃大仙樂善道26號東頭社區中心1樓 2383 3377

明愛荃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東荃灣) 香港明愛 荃灣石圍角邨石桃樓A座地下 2402 4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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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及油尖旺區 葵涌 (南)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家庭福利會 葵涌葵翠邨碧翠樓平台1層102室 2426 9621

啓德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土瓜灣馬坑涌道5號B至5號F中華商場2樓3室 3996 7700 屯門區
馬頭圍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土瓜灣馬坑涌道5號B至5號F中華商場2樓3室 2760 1659

南屯門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屯門湖景邨湖碧樓地下1 - 7號及9 - 16號 2450 4386
土瓜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土瓜灣馬頭圍道165號土瓜灣政府合署9樓903室 2363 8202

東屯門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屯門安定邨安定友愛社區中心2樓及3樓 2451 8530
油麻地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油麻地眾坊街60號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2樓 2388 2527

西屯門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 屯門震寰路16號大興政府合署2樓201室 2467 4757
紅磡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紅磡紅磡邨紅暉樓地下 2761 1106

明愛屯門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明愛 屯門良景邨良俊樓地下1 - 5號 2466 8622
旺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旺角彌敦道736號中滙商業大廈地下 2171 4001

＊＃部份中心地址可能有所更改，請先致電中心查詢最新地址。 綜合服務中心
天倫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尖沙咀加連威老道33號2樓 2731 6227

芷若園熱線 18281

社會福利署熱線 2343 2255 向晴熱線 182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