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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障辦事處的辦公時間為： 

 星期一至五： 上午8時45分至下午1時 

     下午2時至下午6時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社會保障辦事處地址及電話 
 

港島 東九龍 西九龍 東新界 西新界 

 

港島   

辦事處 地址 電話號碼／傳真號碼／電郵地址 

中西區及離島區 

社會保障辦事處 

 

 

西營盤德輔道西 246號 

東慈商業中心 3 樓 

 

電話 : 2546 8003 
傳真 : 2858 4494 
電郵 : cwifuenq@swd.gov.hk 

 
東涌 

社會保障辦事處 

 

東涌逸東邨逸東商場2樓 

211B號舖 

電話 : 3141 7024 
傳真 : 3141 7144 
電郵 : tcfuenq@swd.gov.hk 

 
柴灣 

社會保障辦事處 

柴灣柴灣道233號 

新翠花園政府合署第3層 

 

 

電話 : 2557 7868 
傳真 : 2515 9947 
電郵 : cwfuenq@swd.gov.hk 

銅鑼灣 

社會保障辦事處 

北角渣華道333號 

北角政府合署12樓1212室 

 

電話 : 2562 4788 
傳真 : 2856 3901 
電郵 : cbfuenq@swd.gov.hk 

 
灣仔 

社會保障辦事處 

灣仔軒尼詩道130號 

修頓中心22樓2201室 

 

電話 : 2835 1907 
傳真 : 2591 6897 
電郵 : wcfuenq@swd.gov.hk 

 
香港仔 

社會保障辦事處 

黃竹坑深灣道11號 

雅濤閣商場2樓A舖 

 

電話 : 2554 6324 
傳真 : 2553 3246 
電郵 : afuenq@swd.gov.hk 

 
 

 

東九龍    
    
辦事處 地址 電話號碼／傳真號碼／電郵地址 

藍田 

社會保障辦事處 

 

 

藍田平田邨平美樓地下B及C室 

 

電話:  2346 7583 
傳真 : 2772 3477 
電郵 : ltfuenq@swd.gov.hk 

 
 

mailto:cwifuenq@swd.gov.hk
mailto:tcfuenq@swd.gov.hk
mailto:cwfuenq@swd.gov.hk
mailto:cbfuenq@swd.gov.hk
mailto:wcfuenq@swd.gov.hk
mailto:afuenq@swd.gov.hk
mailto:ltfuenq@swd.gov.hk


2 

牛頭角 

社會保障辦事處 

九龍灣臨樂街19號 

南豐商業中心17樓16-19室 

 

 

電話:  2750 2659 
傳真 : 2759 8605 
電郵 : ntkfuenq@swd.gov.hk 

 
東秀茂坪 

社會保障辦事處 

 

 

秀茂坪秀明道秀茂坪商場3樓 

316A號舖 

電話 : 2866 3142 
傳真 : 3126 6675 
電郵 : smefuenq@swd.gov.hk 

 
西秀茂坪 

社會保障辦事處 

 

 

秀茂坪秀明道秀茂坪商場3樓 

316A號舖 

電話 : 2348 9312 
傳真 : 2348 9334 
電郵 : smwfuenq@swd.gov.hk 

 
觀塘 

社會保障辦事處 

觀塘鴻圖道22號俊匯中心15樓

1503-1508室 

 

電話 : 2775 1158 
傳真 : 2775 1160 
電郵 : ktfuenq@swd.gov.hk 

 
新蒲崗 

社會保障辦事處 

新蒲崗太子道東698號 

寶光商業中心7樓701室 

 

電話 : 2322 9999 
傳真 : 2329 3547 
電郵 : spkfuenq@swd.gov.hk 

 
將軍澳 

社會保障辦事處 

將軍澳寶林邨寶林商場3樓1D室 電話 : 2701 8843 
傳真 : 2706 5640 
電郵 : tkofuenq@swd.gov.hk 

 
慈雲山 

社會保障辦事處 

黃大仙龍翔道138號 

龍翔辦公大樓1樓101室 

 

電話 : 2327 5083 
傳真 : 2328 3212 
電郵 : twsfuenq@swd.gov.hk 

 
黃大仙 

社會保障辦事處 

新蒲崗太子道東698號 

寶光商業中心1樓103-106室 

電話 : 2382 3738 
傳真 : 2716 7154 
電郵 : wtsfuenq@swd.gov.hk 

 
 

 

西九龍     

    

辦事處 地址 電話號碼／傳真號碼／電郵地址 

九龍城 

社會保障辦事處 

土瓜灣馬坑涌道5號B至5號F 

中華商場2樓2號室 

 

電話 : 2760 1679 
傳真 : 2714 0401 
電郵 : kcfuenq@swd.gov.hk 

 
土瓜灣 

社會保障辦事處 

土瓜灣馬頭圍道165號 

土瓜灣政府合署7樓 

 

電話 : 2334 5442 
傳真 : 2334 2626 
電郵 : tkwfuenq@swd.gov.hk 

 
深水埗 

社會保障辦事處 

深水埗長沙灣道303號 

長沙灣政府合署13樓1310室 

 

電話 : 2725 5658 
傳真 : 2361 0245 
電郵 : sspfuenq@swd.gov.hk 

 
石硤尾 

社會保障辦事處 

石硤尾窩仔街100號石硤尾邨服

務設施大樓6樓6B室 

電話 : 2776 3443 
傳真 : 2777 8592 
電郵 : skmfuenq@swd.gov.hk 

 

mailto:ntkfuenq@swd.gov.hk
mailto:smefuenq@swd.gov.hk
mailto:smwfuenq@swd.gov.hk
mailto:ktfuenq@swd.gov.hk
mailto:spkfuenq@swd.gov.hk
mailto:tkofuenq@swd.gov.hk
mailto:twsfuenq@swd.gov.hk
mailto:wtsfuenq@swd.gov.hk
mailto:kcfuenq@swd.gov.hk
mailto:tkwfuenq@swd.gov.hk
mailto:sspfuenq@swd.gov.hk
mailto:skmfuenq@sw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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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角 

社會保障辦事處 

長沙灣發祥街 55號 

長沙灣社區中心地下 

 

電話 : 2720 8613 
傳真 : 2728 7872 
電郵 : lckfuenq@swd.gov.hk 

 
油尖 

社會保障辦事處 

油麻地海庭道11號 

西九龍政府合署南座1樓101室 

 

電話 : 3842 7864 
傳真 : 2384 6172 
電郵 : ytsfuenq@swd.gov.hk 

 
旺角 

社會保障辦事處 

旺角旺角道1號 

旺角道壹號商業中心22樓 

 

電話 : 2396 4052 
傳真 : 2391 2433 
電郵 : mkfuenq@swd.gov.hk 

 
 
 
 

東新界   
   
辦事處 地址 電話號碼／傳真號碼／電郵地址 

粉嶺 

社會保障辦事處 

 

粉嶺璧峰路3號 

北區政府合署2樓233室 

電話 : 2675 1624 
傳真 : 2947 3972 
電郵 : flfuenq@swd.gov.hk 

 
上水 

社會保障辦事處 

上水天平邨天平商場 

2樓202號 

 

電話 : 2682 4853 
傳真 : 2675 5157 
電郵 : ssfuenq@swd.gov.hk 

 
南大埔 

社會保障辦事處 

大埔大埔墟鄉事會街 8 號 

大埔綜合大樓4樓 

 

電話 : 3183 9302 
傳真 : 2638 2451 
電郵 : tpsfuenq@swd.gov.hk 

 
北大埔 

社會保障辦事處 

大埔汀角路1號 

大埔政府合署4樓 

 

電話 : 2665 2612 
傳真 : 2664 1612 
電郵 : tpnfuenq@swd.gov.hk 

 
南沙田 

社會保障辦事處 

沙田上禾輋路1號 

沙田政府合署8樓834室 

 

電話 : 2158 6721 
傳真 : 2694 7057 
電郵 : stsfuenq@swd.gov.hk 

 
北沙田 

社會保障辦事處 

沙田小瀝源牛皮沙街 2 號 

愉翠商場 M字樓 1號 

 

 

電話 : 2605 2112 
傳真 : 2684 1495 
電郵 : stnfuenq@swd.gov.hk 

 
馬鞍山 

社會保障辦事處 

沙田小瀝源牛皮沙街 2 號 

愉翠商場 M字樓 1號 

 

 

電話 : 2692 0684 
傳真 : 2327 7602 
電郵 : mosfuenq@swd.gov.hk 

 
東元朗 

社會保障辦事處 

元朗橋樂坊2號元朗政府合署 

暨大橋街市6樓 

 

電話 : 2477 2351 
傳真 : 2478 6240 
電郵 : ylefuenq@swd.gov.hk 

 
西元朗 

社會保障辦事處 

元朗橋樂坊2號元朗政府合署 

暨大橋街市3樓 

 

電話 : 2443 2500 
傳真 : 2478 4501 
電郵 : ylwfuenq@swd.gov.hk 

 

mailto:lckfuenq@swd.gov.hk
mailto:ytsfuenq@swd.gov.hk
mailto:mkfuenq@swd.gov.hk
mailto:flfuenq@swd.gov.hk
mailto:ssfuenq@swd.gov.hk
mailto:tpsfuenq@swd.gov.hk
mailto:tpnfuenq@swd.gov.hk
mailto:stsfuenq@swd.gov.hk
mailto:stnfuenq@swd.gov.hk
mailto:mosfuenq@swd.gov.hk
mailto:ylefuenq@swd.gov.hk
mailto:ylwfuenq@sw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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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天水圍 

社會保障辦事處 

 

天水圍天耀邨 

耀豐樓地下 

電話 : 3595 2351 
傳真 : 3595 1002 
傳真 : tswsfuenq@swd.gov.hk 

 
 

北天水圍 

社會保障辦事處 

 

天水圍天晴邨 

服務設施大樓地下G02室 

電話 : 2443 2604 
傳真 : 2478 9814 
電郵 : tswnfuenq@swd.gov.hk 

 
 

 

西新界   
   
辦事處 地址 電話號碼／傳真號碼／電郵地址 

中葵涌 

社會保障辦事處 

葵涌興芳路166-174號 

葵興政府合署 8 樓 

電話 : 2422 2502 
傳真 : 3622 1580 
電郵 : kwccfuenq@swd.gov.hk 

 
東葵涌 

社會保障辦事處 

葵涌興芳路 166-174號 

葵興政府合署 5 樓 

 

 

電話 : 2421 1028 
傳真 : 2487 2689 
電郵 : kwcefuenq@swd.gov.hk 

 
南葵涌 

社會保障辦事處 

青衣長發邨敬發樓地下101室 

 

電話 : 2429 2614 
傳真 : 2494 7354 
電郵 : kwcsfuenq@swd.gov.hk 

 
西葵涌 

社會保障辦事處 

葵涌興芳路166-174號 

葵興政府合署8樓 

 

電話 : 2422 9510 
傳真 : 2423 2819 
電郵 : kwcwfuenq@swd.gov.hk 

 
荃灣 

社會保障辦事處 

荃灣西樓角路38號 

荃灣政府合署14樓 

 

電話 : 2417 6316 
傳真 : 2498 3560 
電郵 : twfuenq@swd.gov.hk 

 
屯門 

社會保障辦事處 

屯門屯喜路1號 

屯門政府合署4樓 

 

電話 : 2441 7910 
傳真 : 2613 2216 
電郵 : tmfuenq@swd.gov.hk 

 
蝴蝶 

社會保障辦事處 

屯門兆麟街19號 

屯門兆麟政府綜合大樓5樓 

 

電話 : 2467 3189 
傳真 : 2466 7714 
電郵 : bfuenq@swd.gov.hk 

 
大興 

社會保障辦事處 

屯門震寰路16號 

大興政府合署3樓304室 

 

電話 : 2467 2927 
傳真 : 2454 0736 
電郵 : thfuenq@swd.gov.hk 

 
 

mailto:tswsfuenq@swd.gov.hk
mailto:tswnfuenq@swd.gov.hk
mailto:kwccfuenq@swd.gov.hk
mailto:kwcefuenq@swd.gov.hk
mailto:kwcsfuenq@swd.gov.hk
mailto:kwcwfuenq@swd.gov.hk
mailto:twfuenq@swd.gov.hk
mailto:tmfuenq@sw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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