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供加强课余托管收费减免计划服务单位 
 (1.4.2021-30.9.2021)  

开放时间 
加强课余托管计划于星期一至星期五的服务时间普遍由下午三时至晚上九时。 

星期六、日提供 8 小时日间服务；学校假期则提供 10 小时日间服务。 

实际开放时间按个别服务单位而定。 

 
地区：南区 

 中心名称 地址 电话 
1) 香港小童群益会 

赛马会南区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 
香港香港仔华贵邨 
华贵社区中心三楼 

2550 3622 

 
地区：离岛 

 中心名称 地址 电话 
1) 邻舍辅导会 

东涌综合服务中心 
香港东涌逸东邨 2 号停车场天台 2 室 3141 7107 

2) 离岛妇联有限公司 
赛马会社会服务中心 

香港东涌逸东邨二号停车场顶楼 01 室 3141 7110 

3) 香港基督教青年会东涌中心 香港东涌东涌道 420 号 
东涌社区服务综合大楼地下左翼 

2988 1246 

 
地区 : 东区 

 中心名称 地址 电话 
1) 柴湾浸信会 

社会服务处 
香港柴湾翡翠道 30 号 2558 0297 

2) 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柴湾会所赛马会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 

香港柴湾小西湾邨瑞乐楼地下 1-10 号 2557 3748 

 
地区：湾仔 

 中心名称 地址 电话 
1) 浸信会爱羣社会服务处 

湾仔综合儿童及少年服务中心 
香港湾仔爱群道 36 号 1 楼 3413 1661 

 
地区：九龙城 
 中心名称 地址 电话 
1) 香港青少年服务处 

赛马会方树泉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 
九龙红磡黄埔花园第二期 
十八座地下及一楼 

2356 2133 

 
地区：油尖旺区 

 中心名称 地址 电话 
1) 东华三院 

赛马会大角咀综合服务中心 
九龙大角咀通州街 28 号 
颂贤花园商场 9 号铺 

 
2392 2133 

2) 全人发展社会服务有限公司 
快乐翱翔课余托管中心 

九龙旺角旺角道 97 号王子大厦 
一楼 E 室 

9876 3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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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深水埗 

 中心名称 地址 电话 
1) 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石硖尾会所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 
九龙石硖尾窝仔街 100 号石硖尾邨 
服务设施大楼 6 楼 A 

2778 2727 

2) 基督教香港崇真会社会服务部深恩轩 九龙深水埗黄竹街 17-19 号深崇阁二楼 2776 7600 
3) 香港基督教青年会 

长沙湾中心 
九龙长沙湾顺宁道 259-263 号 
恒宁阁 1 楼 

2708 8995 

 
地区：观塘 

 中心名称 地址 电话 
1) 香港小童群益会 

赛马会油塘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 
九龙油塘高翔苑 
停车场大楼三楼一号 

2343 3554 

2) 竹园区神召会 
好邻舍家庭中心 

九龙观塘安达邨 安达商场(北翼)平台 2775 3792 

 
地区：黄大仙 

 中心名称 地址 电话 
1) 中华基督教礼贤会香港区会 

礼贤会彩云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 
九龙彩云(一)邨彩凤径 38号 

彩云小区中心二至四楼 
2754 7843 

 
地区：沙田 

 中心名称 地址 电话 
1) 香港小童群益会 

马鞍山东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 
新界马鞍山沙安街 23 号 
利安社区服务大楼一楼(部份)及二楼 

3525 0440 

2) 香港青少年服务处 
赛马会恒安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 

新界马鞍山恒安邨 
恒安社区中心二楼 

2642 1555 

3) 基督教香港崇真会 
沙田综合服务中心 

新界沙田博康邨博达楼地下 20-30 号 
新界沙田水泉澳邨崇泉楼地下(分处) 

2647 7337 

 
地区：大埔 

 中心名称 地址 电话 
1) 仁爱堂 

赛马会田家炳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 
新界大埔运头塘邨 
邻里社区中心 1 楼 

2654 6188 

 
地区：北区 

 中心名称 地址 电话 
1) 香港小童群益会 

赛马会粉岭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 
新界粉岭嘉福邨福泰楼地下 2676 2392 

2) 香港宣教会社会服务处有限公司 
恩霖社区服务中心 

新界上水清河邨清平楼地下 2672 4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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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元朗 

 中心名称 地址 电话 
1) 香港青年协会 

赛马会天耀青年空间 
新界天水围天耀邨 
天耀社区中心 2-4 楼 

2445 4868 

2) 香港青年协会赛马会 
天悦青年空间 

新界天水围天悦邨服务设施大楼 2 楼 2445 5777 

3) 博爱医院 
吴鸿茂纪念家庭多元智能中心 

新界天水围天耀邨天耀社区中心地下 2445 4675 

4) 博爱医院 
香港旭日扶轮社家庭发展中心  

新界天水围天晴邨 
天晴社区综合服务大楼 502 室 

3543 0163 

5) 博爱医院 
慧妍雅集新 Teen 地 

新界天水围天恒邨 
停车场大楼 A 翼 5 楼 2 号单位 

2673 0345 

6) 圣雅各布福群会 
天比高创作伙伴 

新界天水围天恒邨 
停车场 大楼 5 楼 B 翼 

3921 3921 

 
地区：荃湾 

 中心名称 地址 电话 
1) 香港青年协会 

荃湾青年空间 
新界荃湾海盛路祈德尊新邨 
商业中心二楼 

2413 6669 

 
地区：葵青区 

 中心名称 地址 电话 
1) 香港小童群益会 

赛马会长亨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 
新界青衣长亨邨亨怡楼地下 2435 2113 

2) 香港青年协会 
赛马会葵芳青年空间 

新界葵涌葵芳邨葵正楼地下 2423 1366 

3) 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有限公司 
麦理浩夫人中心学童课余托管服务部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 22 号 2 楼 202 室 2487 3980 

4) 博爱医院 
香港新界狮子会家庭发展中心 

新界青衣长青社区中心地下 G19 室 2433 1356 

5) 博爱医院 
慧妍雅集家庭多元智能中心 

新界青衣长亨邨社区会堂 2435 1066 

6) 博爱医院 
圆玄学院儿童及家庭发展中心 

新界青衣长安邨安湖楼 103-106 室 2435 1097 

 
地区：屯门 

 中心名称 地址 电话 
1) 博爱医院 

文柱石家庭多元智能中心 
新界屯门良景邨社区中心地下 2453 2012 

2) 博爱医院 
李何少芳纪念儿童及家庭发展中心 

新界屯门蝴蝶邨蝴蝶湾社区中心三楼 2466 267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1%9C%E8%BB%8A%E5%A0%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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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檢查程式發現此文件沒有問題。


		需要手動檢查: 1

		已通過手動檢查: 1

		未通過手動檢查: 0

		已略過: 7

		已通過: 23

		失敗: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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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協助工具權限旗標		已通過		必須設定協助工具權限旗標

		純影像 PDF		已通過		文件不是純影像 PDF

		標籤化 PDF		已通過		文件是標籤化 PDF

		邏輯閱讀順序		已通過手動檢查		文件結構提供邏輯閱讀順序

		主要語言		已通過		文字語言已指定

		標題		已通過		文件標題顯示於標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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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面內容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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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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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欄位描述		已通過		所有表格欄位都具有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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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內容相關		已通過		替代文字必須與若干內容關聯 

		隱藏註解		已通過		替代文字不應隱藏註解

		其它元素替代文字		已略過		其它要求替代文字的元素

		表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列		已通過		TR 必須為 Table、THead、TBody 或 TFoot 子元素

		TH 和 TD		已通過		TH 和 TD 必須為 TR 子元素

		表頭		已略過		表應有表頭

		規則性		已略過		表中每列必須包含相同的欄數，每欄必須包含相同的列數

		摘要		已略過		表中必須有摘要

		清單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清單項目		已通過		LI 必須為 L 子元素

		Lbl 和 LBody		已略過		Lbl 和 LBody 必須為 LI 子元素

		標題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適當的嵌套		已通過		適當的嵌套






返回頁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