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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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區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普通個案）的服務範圍 
 

序

號 

機構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 服務範圍 

1 聖雅各福群會 中西區綜合家

居照顧服務隊 

香港皇后大道中 345 號 

上環市政大廈 11 樓 

2805 1256，

2805 1257 / 

2851 6557 

 

金鐘，中環，上環，半山，西營盤(干諾道西全部，德輔道西 1-408 號)，

正街(單數全部，雙數 2-40 號)，皇后大道西(單數 1-451 號，雙數 2-290

號)，西邊街(雙數 2-22 號)，水街(1-3 號)，第一街(單數 1-55 號，雙數

2-60 號)，第二街(單數 1-55 號，雙數 2-32 號)，第三街(單數 1-61 號，

雙數 2-54 號)，高街(單數 1-51 號，雙數 2-44 號)，半山(般含道單數 1-31

號，雙數全部)，堅道全部 

 

2 香港家庭福利會 i)上環服務中心 

 

 

ii)香港西區服

務中心 

i)香港皇后大道中 181-183

號新紀元廣場低座地下 

 

ii)香港西營盤第一街 80號

A 西園 

2546 3332 / 

2167 8987 

西營盤，正街(雙數 42-62 號)，皇后大道西(單數 453 號起，雙數 292-504

號)，興漢道(全部)，西邊街(單數全部，雙數 24-52 號)，水街(4-51 號)，

第一街(單數 57-113 號，雙數 62-116 號)，第二街(單數 57-149 號，雙

數 34-142 號)，第三街(單數 63-179 號，雙數 56-226 號)，高街(單數

53-125 號，雙數 46-92 號)，半山(般含道單數 33-79 號)，石塘咀(德輔

道西 408 起及全條堅城海傍)，薄扶林道(1-77 號)，山道(單數 17 號起，

雙數 2-16 號)，卑路乍街(單數 1-111 號)，山市街(單數 1A,1B,1C，雙

數 2-18 號)，北街(單數 1-25 號，雙數 2-16 號)，士美菲路(雙數 2-8 號

E)，吉席街(單數 1-55 號，雙數 2-38 號)，新海傍街(1-6 號) 

 

3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有限公司 

香港聖公會西

環長者綜合服

務中心 - 綜合

家居照顧服務

隊 

香港西環山道 28 號 

曉山閣地下 A-E 室 

2818 3717 / 

2818 5056 

薄扶林道(78 號起)，皇后大道西(雙數 506-604 號)，山道(雙數 18 號

起)，卑路乍街(單數 113-185 號，雙數 2-162 號)，山市街(單數 1E 起，

雙數 20 號起)，北街(單數 27 號起，雙數 18 號起)，士美菲路(單數全

部，雙數 10 號起)，加多近街，西寧街，加惠民道(全部)，科士街，

爹核士街，厚和街(全部)，吉席街(單數 57-117 號，雙數 40-100 號)，

新海傍街(單數 7-43 號)，域多利道 1 號起(只包括公民村一至第四區)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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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區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普通個案）的服務範圍 
 

序

號 

機構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 服務範圍 

1A 香港家庭福利會  坪洲服務中心 

 

坪洲金坪邨金坪樓地下

N 座 10B 室  

2559 7773 / 

2983 9967 

坪洲全島  

大嶼山：愉景灣  

1B 

 

長洲服務中心 

 

長洲長貴邨長廣樓地下  

101-103 號  

2986 8616 / 

2981 3555 

長洲全島  

1C 南 丫 島 服務中

心 

香港南丫島榕樹灣大街

31A,B 座地下  

29824411 / 

2982 1144 

南丫島全島  

1D 梅窩服務中心 大嶼山梅窩銀灣邨銀日

樓 102 號地下及銀月樓

116 號地下  

2984 7920 / 

2984 9523 

梅窩包括：  

白銀鄉、萬角咀、窩田、大地塘、鹿地塘、涌口、銀灣邨  

大嶼南包括：  

南山、老圍、羅屋、貝澳、咸田、芝麻灣、散石灣、長沙  

1E 大澳服務中心 大嶼山大澳龍田邨幼稚

園座 1 號地下  

2985 5797 / 

2985 6817 

大澳包括：  

塘福、水口、石壁、鹿湖、羌山、大澳、二澳  

2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有限公司 

東涌綜合服務家

務助理服務單

位  

大嶼山東涌富東商場地

下 16 號  

2525 1929 / 

2109 0038 

東涌包括：  

富東邨、裕東苑、逸東邨、東涌舊區(上嶺皮村、下嶺皮村、石

門甲、䃟石灣、馬灣涌、黃家圍、牛坳村、石榴埔等)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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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普通個案）的服務範圍 
 

序

號 

機構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 服務範圍 

1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港島東綜合家居

照顧服務 

香港柴灣漁灣邨漁順樓 

地下 11-12 號 

2889 3377 / 

2889 3272 

北角西﹝即維園以東、糖水道及明園西街以西，包括英皇道(單數) 

1 – 391 號、英皇道(雙數) 2 – 402 號、渣華道(單數) 1 – 75 號、

渣華道(雙數) 2 – 70 號、興發街、琉璃街、歌頓街、帆船街、留

仙街、天后廟道、皇龍道、銀幕街、電器道、永興街、清風街、

油街、威菲路道、景明道、屈臣道、福蔭道、宏安道、京華道、

水星街、木星街、蜆殼街、麥連街、艇街、福元街、大強街、炮

台山道、電廠街、長康街、堡壘街、北景街、建華街、清華街、

熙和街、月園街、北角道、春秧街、和富道、明園西街(雙數)﹞ 

北角半山(即東至寶馬山道，西至怡景道，包括天后廟道、雲景道、

寶馬山道)  

 

柴灣道、耀園、香苑、藹寧園、山翠苑、興民邨、樂翠台、康翠

台、高威閣、峰華邨、景翠苑、興華邨(一)期及(二)期、柴灣戲院

大廈、環翠里、環翠邨、茵翠苑、悅翠苑、柴灣工廠大廈、新翠

花園、永利中心、金源樓、宏德居、怡翠苑、樂軒台、漁灣邨、

柴灣邨、翠灣邨、翠樂邨、翠灣邨警察宿舍、杏翠苑、杏花邨、

連城道樓宇 

 

2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明儒松柏社區服

務中心綜合家居

照顧服務（港島

東區） 

 

香港西灣河鯉景道康東邨

康瑞樓地下 

2676 7067 / 

2967 1626 

太古城、康山花園、華蘭花園、太安樓、太康樓、太富樓、太順

樓、太祥樓、興祥大廈、麗灣大廈、鯉景灣、嘉亨灣、逸濤灣、

康東邨、匯豪峰 

3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部 

愛華綜合家居照

顧服務 (筲箕灣

中心) 

香港筲箕灣海晏街 38 號 

地下 1-5 號 

2896 2078 / 

2896 5432 

鰂魚涌南(即康山道及祐民街以東，包括康怡花園、南豐新邨、柏

蕙苑、康景花園、寶峰園、逸意居、西灣台、太成樓、太興樓、

太就樓、太隆樓、太吉樓、太明樓)、西灣河(包括太祥街以東、愛

秩序街以西)，興東邨、東熹苑、東霖苑及東欣苑 

愛華綜合家居照

顧服務（小西灣

香港柴灣小西灣邨瑞福樓

地下 5-8 號 

2556 2708 / 

2595 9416 

小西灣邨、曉翠苑、佳翠苑、富景花園、富怡花園、富欣花園、

藍灣半島、康平街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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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機構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 服務範圍 

中心）  

4 香港家庭福利會 愛東服務中心 

 

香港筲箕灣愛東邨愛善樓 

1 樓 101 室 

2564 7555 / 

2564 7486 

北角東(即糖水道及明園西街以東)至鰂魚涌(惠安苑、海景、海山、

益昌、福昌樓及益發大廈止) 

 

5 東華三院 方樹泉綜合家居

照顧服務中心 

香港筲箕灣寶文街 6 號 

東華三院方樹泉社會服務

大樓 1 樓 

2967 8166 / 

2915 3010 

耀東邨、東駿苑、東盛苑、明華大廈、筲箕灣東大街、東旺道、

望隆街、工廠街、宏華街、寶文街、大德街、廟東街、金華街、

教堂里一帶私人樓宇及阿公岩邨、愛東邨、愛蝶灣、東旭苑及東

濤苑 

 

 

( 備註：東區服務範圍不包括勵德邨 )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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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區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普通個案）的服務範圍 
 

序

號 

機構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 服務範圍 

1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綜合家居照

顧服務隊 

香港灣仔 

石水渠街 85 號 1 樓 

2831 3211 / 

2893 2587 

灣仔(柯布連道以東莊士敦道以北及杜老誌道以西地段除外)及跑馬

地 

 

銅鑼灣綜合家居

照顧服務隊 

香港銅鑼灣道 78 號 

第一閣地下 

2881 7577 / 

2881 7346 

 

銅鑼灣、大坑及勵德邨 

2 循道衛理中心 循道衛理灣仔長

者服務中心 - 綜

合家居照顧服務 

香港灣仔 

莊士敦道 211 號 1 樓 

2527 4234 / 

2834 2027 

柯布連道以東莊士敦道以北及杜老誌道以西(包括柯布連道[單數], 

告士打道 108-159號, 謝菲道[單數]129-243號, 謝菲道[雙數]130-272

號, 駱克道[單數]151-311 號, 駱克道[雙數]150-312 號, 軒尼詩道[單

數]153-311 號, 軒尼詩道[雙數]150-258 號, 譚臣道[單數]93-169 號, 

譚臣道[雙數]72-114 號, 莊士敦道[單數]129-211 號)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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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普通個案）的服務範圍 
 

序

號 

機構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 服務範圍 

1 香港仔街坊福利會

社會服務中心 

 

綜合家居照顧服

務（I、II 隊） 

 

香港仔大道180號B3字樓 

 

3550 5513 / 

2552 6719 

漁光邨、漁暉苑、香港仔、香港仔中心、鴨脷洲利東邨、漁安苑、

鴨脷洲大街 

 

綜合家居照顧服

務（III、IV 隊） 

 

黃竹坑邨第二座地下 

5-8 室 

 

2553 9499 / 

2554 4404 

 

海怡半島、鴨脷洲邨、深灣道、黃竹坑邨、南濤閣、黃竹坑區(由

香港仔警署至深水灣道) 

 

2 香港明愛 

 

明愛田灣綜合家

居照顧服務隊 

 

香港仔田灣邨田澤樓 

1-2 及 5 號地下 

2550 7620 / 

2814 7657 

田灣、赤柱、馬坑區、石澳 

明愛華富綜合家

居照顧服務 I 隊 

 

香港仔華富邨華泰樓 3 樓

312-317 室 

2551 2481 / 

2550 0951 

華富邨、華富閣 

明愛華富綜合家

居照顧服務 II 隊 

 

香港仔華富邨華泰樓 3 樓

312-317 室 

2551 2481 / 

2550 0951 

華貴邨、奇力灣、薄扶林道、 

置富花園、大口環、沙宣道、 

碧瑤灣、域多利道、摩星嶺道單數門牌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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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區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普通個案）的服務範圍 
 

序

號 

機構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 服務範圍 

1 香港家庭福利會 東九龍（順安）

分會綜合家居

照顧服務 

 

 

 

 

 

 

東九龍（牛頭

角）分會綜合家

居照顧服務 

觀塘順安邨安逸樓地下

1-4 號及 9-12 號 

 

 

 

 

 

 

 

觀塘牛頭角樂華（南）邨 

展華樓地下 

2793 1670 / 

2763 6008 

 

 

 

 

 

 

 

2796 4880 / 

2756 4948 

順安及曉麗 

順安邨、順緻苑、順天邨(部份座數包括天衡樓、天璣樓、天瑤樓、
天榮樓、天權樓)、祥和苑、秀茂坪紀律部隊宿舍、協威園、華峰

園、曉光閣、曉明閣、曉麗苑、安泰邨 

 

九龍灣 

坪石邨、清水灣 8 號、啟業邨、啟泰苑、麗晶花園、啟德大廈、彩

福邨、彩盈邨、彩德邨、彩霞邨、彩興苑 

 

牛頭角 

牛頭角上邨(部份座數包括常逸樓、常滿樓、常悅樓) 

 

 

九龍灣 

德福花園、得寶花園、淘大花園、嘉和園、宏光樓、利基大廈、偉

景樓 

 

牛頭角 

樂華邨、樂雅苑、牛頭角上邨(部份座數包括常泰樓、常康樓、常

盛樓、常富樓、常榮樓、常興樓)、牛頭角下邨、花園大廈、玉蓮

臺、康寧道以西之一段觀塘道及牛頭角道、宜安街、恆安街、通明

街、安基苑、振華苑、兆景樓、裕民中心、功樂道、康麗園、康濤

閣、定安街、定富街、定業街、定裕坊 

 

2 救世軍 救世軍觀塘綜

合家居照顧服

務隊 

藍田德田邨德隆樓 B 翼 

地下 1-2 號 

2340 0100 / 

2349 5246 

 

藍田及油塘 

康雅苑、康栢苑、康瑞苑、康盈苑、德田邨、廣田邨、啟田邨、高

怡邨、高俊苑、高翔苑、油塘邨、油美苑、油翠苑、油麗邨、鯉魚

門邨、鯉魚門、油塘中心、鯉魚門房屋用地及東隧旁居屋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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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機構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 服務範圍 

3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雲漢綜合家居

照顧服務隊 

觀塘雲漢邨漢柏樓地下 

 

3590 8856 / 

3590 8986 

 

觀塘 

寶佩苑、和樂邨、雲漢邨、康寧道雙數、康寧道以東(包括：雲漢

街、嘉樂街、崇仁街、瑞和街、瑞寧街、月華街、天香街、協和街、

物華街、輔仁街、裕民坊) 

 

4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藍田綜合家居

照顧服務 

 

 

觀塘綜合家居

照顧服務 

藍田啟田邨啟旺樓地下 

 

 

 

觀塘翠屏道 3 號 7 樓 

 

2727 5315 / 

2379 9854 

 

 

2758 8023 / 

2357 4208 

藍田 

啟田大廈、平田邨、康華苑、興田邨、康田苑、匯景花園、鯉安苑、

康逸苑、藍田邨、安田邨、觀塘紀律部隊宿舍 

 

秀茂坪及安達臣道 

秀茂坪邨、寶達邨、安達邨 

 

順利邨、順天邨(部份座數包括天韻樓、天柱樓、天琴樓、天池樓、
天樂樓、天暉樓) 、順利紀律部隊宿舍 

 

翠屏邨、麗港城、茶果嶺、茶果嶺房屋用地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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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仙區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普通個案）的服務範圍 
 

序

號 

機構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 服務範圍 

1 工程及醫療義務工

作協會 

綜合家居照顧

服務 

石硤尾邨 44座平台 207-212

號 

2360 0803,          

2776 8569 /                       

2788 1194 

 

慈正邨(正康、正明、正泰) 

橫頭磡邨(宏澤、宏照、宏富、宏興、宏光、宏禮、宏亮、宏安) 

2 香港明愛 

 

明愛鑽石山綜

合家居照顧服

務 

 

九龍鳳德邨碧鳳樓地下

19、21 及 22 號 

2320 4433 /                              

2320 5300 

鳳 德 邨 、 龍 蟠 苑 、 鑽 石 山 、 星 河 明 居 、  悅 庭 軒                                                                                                                         

富山邨、瓊山苑、瓊軒苑、瓊麗苑、宏景花園, 海港花園 

 

明愛慈雲山綜

合家居照顧服

務 

 

九龍慈雲山慈正邨正安樓

B 翼地下 

2328 3041,           

2327 7992 /                             

2327 2998 

慈正邨(正安/正遠/慈正邨服務設施大樓)、慈康邨、慈樂邨、慈愛苑、

沙田坳邨、慈雲山私人樓宇 

3 基督教家庭服中心 黃大仙綜合家

居照顧服務                          

九龍東頭邨興東樓地下

23-26 號 

2706 6732 /                               

2716 9670 

東頭邨、美東邨、衙前圍村、橫頭磡邨(宏頌/宏孝/宏顯//宏基/宏德/

宏業) 

 

4 鄰舍輔導會         黃大仙區綜合

家居照顧服務

中心 

 

九龍橫頭磡邨宏耀樓地下

1 室 

2794 9325 /                              

2794 9365 

樂富邨、富強苑、德強苑、嘉強苑、康強苑、天馬苑、天宏苑、聯

合道住宅區、新蒲崗、采頤花園、橫頭磡邨(宏祖/宏暉/宏偉/宏耀) 

 

5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

會有限公司 

黃大仙綜合家

居照顧服務                                            

九龍黃大仙竹園（北）邨 

榕園樓 119-122 號地下 

2323 0632 /                                                                    

2329 0911 

竹 園 南 邨 及 北 邨 、 翠 竹 花 園 、 鵬 程 苑 , 鳳 凰 新 邨                                                                                                

黃大仙上邨、黃大仙下邨、啟德花園、現崇山、新光中心、豪園、

黃大仙消防員宿舍 

 

6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

服務處 

彩虹綜合家居

照顧服務                                                                                           

九龍彩虹邨金漢樓地下                                                        

106-115 室 

2326 1331 /          

2329 6758 

慈民邨、慈安苑、慈正邨 ( 正暉 / 正德 / 正和 / 正怡 / 正旭 )                                                                                       

彩虹邨、彩雲邨、彩輝邨、牛池灣、威豪花園、新麗花園、嘉峰臺、

曉暉花園、豐盛街警察宿舍、峻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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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區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普通個案）的服務範圍 
 

序

號 

機構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 服務範圍 

1 香港明愛 明愛西貢綜合家

居照顧服務 

 

明愛將軍澳綜合

家居照顧服務 

將軍澳翠林邨 

碧林樓 208-210 室   

8107 2133 / 

2701 9190 

 

2792 9289 / 

2701 9190 

Q01 西貢市中心-西貢市中心、翠塘花園、西貢篤、對面海、漁民新村 

Q02 白沙灣-太平村、北港、大涌口、企壁山、慶徑石、鹿尾村、蠔

涌、界咸、蠻窩、大藍湖、壁屋、打鼓嶺、窩美、南圍、打蠔墩、匡

湖居 

Q03 西貢離島-菠蘿輋、頓場、甲邊朗、沙角尾、牛寮、山寮、大環、

澳頭、黃竹灣、早禾居、大網仔、斬竹灣、北潭涌、擺頭墩、西貢萬

宜路、岩頭、西貢西灣路 

Q04 坑口東-科技大學、銀線灣道與清水灣道交界以北 

Q05 坑口西- (i) 大上托及鷓鴣山北面-碧水新村、井欄樹、農窩村、

白石窩、大埔仔、將軍澳村、魷魚灣、凹頭; (ii) 大上托及鷓鴣山南面

-茅湖仔、馬游塘 

Q09 翠林-翠林邨 

Q10 康景-景明苑、康盛花園、慧安園、富麗花園、旭輝臺 

Q11 寶林-寶林邨 

Q12 欣英-欣明苑、新都城、英明苑 

Q13 運亨-茵怡花園、叠翠軒 

Q14 景林-浩明苑、景林邨（景櫚、景榆、景榕、景楠、景棉、景松） 

Q15 厚德-頌明苑、厚德邨 

 

2 香港家庭福利會 健明服務中心                                                      九龍將軍澳健明 

彩明商場 1 號平台 1 號 

2791 7230 / 

2791 0091 

Q04 坑口東-銀線灣道與清水灣道交界以南、田下灣村、水邊村、半

見村、禾塘崗、圍心村、孟公屋、檳榔灣、五塊田、相思灣、龍蝦灣、

布袋澳、坑口村 

Q06 環保-安寧花園、南豐廣場、新寶城、海悅豪庭 

Q07 將軍澳市中心-將軍澳中心、唐明苑、維景灣畔、寶盈花園、將

軍澳廣場、清水灣半島 

Q08 健彩-彩明苑、健明邨 

Q16 富裕-富寧花園、裕明苑 

Q17 德明-東港城、顯明苑、煜明苑、明德邨 

Q18 寶康-富康花園 

Q19 尚德-尚德邨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十日 

11 
 

序

號 

機構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 服務範圍 

Q20 廣明-廣明苑、寶明苑 

3 救世軍 西貢綜合家居

照顧服務隊 

將軍澳寶林邨寶勤樓 

4 樓 

2174 8316 / 

2623 2500 

Q14 景林-景林(景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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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區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普通個案）的服務範圍 
 

序

號 

機構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 服務範圍 

1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

服務處 

油旺綜合家居照

顧服務 

九龍油麻地 

窩打老道 54 號 1 樓 

2251 0822 / 

2770 2730 

E13 旺角東；E14 旺角南；E15 京士柏（包括：窩打老道以北及

彌敦道 524D 號至真義里至華仁書院校區） 

染布房街、廣華街、煙廠街、白布街、黑布街、真義里、東方街、

聯運街、園藝街、園圃街、花墟道、花園街、鴉蘭街（油站）、洗

衣街、通菜街、登打士街 41-91，44-56、豉油街 21-61，24-128、亞

皆老街 65-111，24-96、快富街 25-41，28-30、旺角道 93-99，16-58、

彌敦道 524D-802、窩打老道 21-59，40-64、碧街 51，44-56、西洋

菜街 1-185，2-328、山東街 47-69，40-98、弼街 41-77，52-84、奶路

臣街 15-33，6 以上、水渠道 16-52, 3-13、太子道西 157-193，142-220、 

界限街 38-62、運動場道 7-29，旺角警署-14 

 

2 旺角街坊會 陳慶社會服務中

心 - 綜合家居照

顧服務 

九龍大角咀福全街 45 號 2395 3107 / 

3427 3299 

E08 櫻桃；E11 大南；E09 大角咀；E12 旺角北；E10 詩歌舞 

奧海城一期、維港灣、凱帆軒、浪澄灣、港灣豪庭、必發道、柳樹

街、柏樹街、詩歌舞街、鴉蘭街、雅蘭里、長旺道、福利街、萬安

街、惠安街、美安街、樂群街、旺堤街、角祥街、中匯街、大全街、

大政街、埃華街、利得街、福澤街、嘉善街、博文街、富貴街、海

景街、振榮街、大角咀道、合群街、櫻桃街、棕樹街、橡樹街、博

學里、鐵樹街、櫸樹街、晏架街、槐樹街、杉樹街、榆樹街、福全

街、松樹街、萻提街、合桃街、洋松街、通洲街 1-133，2-192、楓

樹街 1-5A，2-2E、荔枝角道 1-185，2-196、界限街 2-38A、塘尾道

25-209，22-238、白楊街 1-19，2-18、汝州街 1-55、基隆街 1-119，

2-90、大南街 1-141，2-148、砵蘭街 311-397，304-456、運動場道

1-5，2-4、太子道西 57-141，66-118、弼街 1-37，2-44、旺角道 1-39，

2-8、快富街 2-14 

亞皆老街 1-15、廣東道 1059-1239，1094-1190、新填地街 465-627，

482-634、上海街 647-以上，634-以上、彌敦道 703-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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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機構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 服務範圍 

3 救世軍 救世軍油尖綜合

家居照顧服務隊

（油麻地辦事處） 

九龍油麻地永星里 11 號 3

樓 

2770 5266 / 

2332 7677 

01 尖沙咀西；E03 佐敦；E02 渡船角；E16 尖沙咀東 

甘肅街、寧波街、柯士甸道、吳松街、白加士街、官涌街、庇利金

街、偉晴街、德成街、德興街、覺士徑、寶靈街、渡船角（八文樓）、

漾日居、彌敦道 1-381，2-242、上海街 1-235，2-228、廣東道 1-589，

2-632、北海街 3A，14、西貢街 1，2、南京街 1-9，2-6、佐敦道 17-54，

2-16、炮台街 1-117，2-70、新填地街 1-115，2-104、廟街 95-以上，

108-以上、渡船街 1-40 

救世軍油尖綜合

家居照顧服務隊

（中九龍辦事處） 

九 龍 油麻 地新 填地 街

161-165 號時新大廈地下 

2300 1399 / 

2332 7677 

E04 油麻地；E05 富榮；E06 旺角西；E07 旺角中；E15 京士柏（只

限窩打老道以南，但不包括彌敦道 524D 號至真義里至華仁書院校

區） 

文明里、東安街、甘芳街、利業街、長沙街、德昌里、富榮花園、

石壁道、駿發花園（賽馬會，警署）、鴉打街、眾坊街、南頭街、

地士道街、長樂街、海富苑、柏景灣、帝柏海灣、甘霖街、京士柏

窩打老道以南（除真義里至華仁書院等學校範圍）、彌敦道

383-701，244-524A、砵蘭街 1-301，2-302、上海街 237-645，230-632、

新填地街 117-461，106-480、永星里 5A-5C，6-11、廟街 1-93，2-94、

廣東道 831-1047，802-1090、北海街 7-21+彌敦酒店，雙數（聖地牙

哥酒店）、西貢街 雙數（大華酒店），3-9 號+中興酒店、南京街

11-25，8-28 號+明珠花園酒店、碧街 1-49，2-42、咸美頓街 1-5，2-20、

德昌街 1-100、佐敦道 1-15、山東街 1-35，18-38、塘尾道 2-18、窩

打老道 1-15，2-38、康樂街 13-20、渡船街 200-334、深圳街 1-10、

登打士街 1-39，2-42、快富街 1-7、豉油街 2-22，1-19、亞皆老街

15-49，2-16、奶老臣街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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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區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普通個案）的服務範圍 

 
序

號 
機構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 服務範圍 

1A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有限公司 

香港聖公會樂民

綜合家居照顧服

務隊 

九龍土瓜灣高山道 10 號 

得利閣地下商舖 2 及 

4-5 號 

2363 7310 / 

2766 1496 

G04  樂民(部份) 

樂民新邨 H 座樂智樓、I 座樂愛樓。 

G14  土瓜灣南(部份) 

漆咸道以西、浙江街以南、高山道、安徽街、江西街、山西街、新

柳街、信用街、北拱街。 

G19  紅磡 

漆咸道北以東、蕪湖街、寶其利街、曲街、馬來街、老龍坑街、必

嘉街、華豐街、溫思勞街、暢行里、暢行道、安靜道、暢通道、暢

運道、機利士南路、紅磡南道、福至街以西、黃埔街、明安街以西、

大沽街以西、孖庶街、觀音街、獲嘉道、差館里以南、馬頭圍道。 

G20  家維(部份) 

信用街以東、佛光街、漆咸道以西、山谷道、仁風街、蕪湖街、獲

嘉道、差館里以北、機利士南路、平治街。 

 

1B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有限公司 

香港聖公會樂民

郭鳳軒綜合服務

中心綜合家居照

顧服務隊 

九龍土瓜灣高山道 10 號 

得利閣地下商舖 2 及 

4-5 號 

2363 7310 / 

2766 1496 

G01  馬頭圍(部分) 

太子道西以南 331 號及以上(單數)、露明道以東(雙數)、科發道、

士他令道、馬頭涌道以西、世運道、幸運道、亞皆老街 149 號及以

上(單數)198 號及以上(雙數)、富寧街、宋皇臺道、福祥街、盛德街、

天光道以東、馬頭圍道以西、農圃道、英才徑、合一道、馬頭圍邨

洋葵樓、水仙樓(夜合樓、玫瑰樓和真善美邨除外)。 

G02  馬坑涌 

馬頭角道以南、興仁街、興賢街、忠信街、明倫街、土瓜灣道、新

山道以北、九龍城道、炮仗街、馬頭圍道以東、譚公道、北帝街、

馬坑涌道、鴻光街、永耀街、上鄉道以北。 

G03  馬頭角 

新山道以南、土瓜灣道以西、馬坑涌道、上鄉道、下鄉道、九龍城

道、炮仗街、長寧街、落山道、四川街、馬頭圍道、美善同里、美

善同道、靠背壟道以東、江蘇街。 

G04  樂民(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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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機構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 服務範圍 

浙江街以北、江蘇街、馬頭圍道及靠背壟道以西、天光道以南、樂

民新村(樂民新邨 H 座樂智樓、I 座樂愛樓除外)。 

G11  啟德 

太子道東以東、協調道、彗星道、電星道、啟揚道、啟達道、天威

道、德高道、世運道以東、宋皇臺道以南、富寧街、馬頭涌道、盛

德街以東、木廠街、譚公道、馬頭角道以北、北帝街、炮仗街、九

龍城道、龍圖街、鳳儀街、鹿鳴街、麟祥街、鷹揚街、鵬程街、鴻

運街、蟬聯街、燕安街、駿發街、鶴齡街。 

G13 土瓜灣北(部份)  

土瓜灣以西、落山道以南、馬頭圍道以東。 

G14  土瓜灣南(部份)  

浙江街 42 號以上雙數、35 號以上單數。 

 

1C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有限公司 

香港聖公會鶴園

綜合家居照顧服

務隊 

九龍紅磡榮光街 52 號 

榮輝大廈地下 8 號 

2142 1001 / 

2142 1722 

G12  海心 

土瓜灣道以東、新碼頭街以南、美景街、偉景街、朗月街、貴州街、

美光街、旭日街、順風街、景雲街、落山道以東、浙江街。 

G13  土瓜灣北(部份) 

落山道以南、銀漢街以北、土瓜灣道以東。 

G14  土瓜灣南(部份) 

銀漢街以南、沿榮光街、馬頭圍道及機利士北路至漆咸道、北拱

街以北。 

G15  鶴園海逸 

浙江街、崇安街、環順街、環景街、環安街、環發街、環興街、環

樂街、馬頭圍道以東、庇利街、春田街、崇志街、崇潔街、民樂街、

鶴園東街、紅磡道、崇平街、民裕街、大環道以北、鶴翔街、海逸

道、戴亞街以北。 

G20  家維(部份) 

紅磡邨、佛光街至北拱街、漆咸道至馬頭圍道、戴亞街、紅磡道、

衛環里、大環道、馬頭圍道以西、利工街、青州街、和衷街、北拱

街以南、機利士北路、鶴園街(家維邨除外)。 

 

1D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聖匠堂長者地區 九龍紅磡戴亞街 1 號 2362 0301 / G16  黃埔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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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機構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 服務範圍 

有限公司 中心紅磡綜合家

居照顧服務隊 

 

2356 1997 戴亞街以南、德康街、環海街、船景街以東、德定街、德安街、

德豐街、紅磡道以東。 

G17  黃埔西 

紅磡道、德康街、德安街、船景街、寶來街、必嘉街、紅磡南道、

德豐街。 

G18  紅磡灣 

戴亞街、紅磡道、民兆街、民泰街、德民街、船澳街、寶來街、

紅磡南道、紅磡灣街、福至街、必嘉街、明安街、寶其利街、大

沽街、蕪湖街、差館里。 

G20  家維(部份) 

只服務家維邨。 

 

1E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有限公司 

聖匠堂九龍城綜

合家居照顧服務

隊 

九龍土瓜灣馬頭圍邨 

玫瑰樓 117 及 119 室 

2712 2666 / 

2768 8606 

G01  馬頭圍(部份) 

只服務馬頭圍邨夜合樓、玫瑰樓。 

G10  龍城 

東正道以南、東頭村道以南、聯合道以東(雙數)、太子道西以北 352

號及以上、福佬村道、獅子石道、候王道、衙前塱道、南角道、龍

崗道、城南道、太子道東、石鼓壟道、沙浦道、啟德道、打鼓嶺道、

衙前圍道、賈炳達道、樂善道。 

 

2 東華三院 黃祖棠長者地區

中心  - 綜合家

居照顧服務隊 

九龍何文田常盛街 39 號 

東華三院黃祖棠社會服務

大樓地下 

2712 9209 / 

2712 9850 

G06  何文田 

常樂邨、窩打老道山、窩打老道 66-86 號(雙數)(亞皆老街以南)、亞

皆老街 126 – 190 號(雙數)何文田山道、何文田街、文福道、文運

道、登巴道、巴富街、石鼓街、陶域道、祐滿街、嘉齡道、學餘里、

常康街、敬德街、常興街。 

G21  愛民 

愛民下邨： 

衞民樓、敦民樓、德民樓、新民樓、信民樓。 

G22  愛俊 

愛民上邨： 

保民樓、建民樓、昭民樓、頌民樓、禮民樓、康民樓、嘉民樓。 

俊民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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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機構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 服務範圍 

文福閣、文明閣、文彥閣、文斌閣、文宗閣、文愛閣、文瑞閣、文

蘭閣、文凱閣、文禧閣、文賀閣、文雄閣。 

 

3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九龍城綜合家居

照顧服務隊 

九龍九龍城馬頭涌富寧道

真善美邨低座地下 

2712 0701 / 

2714 9564 

G01  馬頭圍 

只服務真善美村。 

G05  常樂 

靜文樓、恬文樓、雅文樓、欣文樓、鳴暉閣、高暉閣、適文樓、逸

文樓、綺文樓、采文樓、景文樓、冠禧苑、欣圖軒、御龍居。 

G07  嘉道理 

亞皆老街 113-147 號(單數)、亞皆老街 98-124 號(雙數) 、嘉道理道、

布力架街、巴芬道、公爵街、基堤道、勵德街、太子道西、界限街 

、太平道、自由道、勝利道、梭椏道、艷馬道、棗利雅道、窩打老

道 61-79 號(單數)。 

G08  太子 

亞皆老街 147A-147M、太子道西 263-327 號(單數)、太子道西 260-318

號(雙數)、露明道(單數)、聯合道(單數)以西、碧華花園、根德閣、

嘉林邊道、蘭開夏道以南、雅息士道、打比道、志士達道、火石道、

何東道、秀竹園道、書院道、伯爵街、述德街、喇沙利道、衙前圍

道 142-204 號(雙數) 、49-77 號(單數)。 

G09  九龍塘 

筆架山、龍翔道以南、廣播道、范信達道、馬可尼道、星輝豪庭、

聯合道(單數)以西、東寶庭道、延文禮士道、蘭開夏道以北至窩打

老道雙數以東、新德園、渭州道、對衡道、衡州道、西谷道、慕禮

道、劍橋道、施他佛道、金巴倫道、多實街、德元道、律倫道、羅

福道、沙福道、約道、和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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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區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普通個案）的服務範圍 
 

序

號 

機構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 服務範圍 

1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有限公司 
 

深水埗綜合家居
照顧服務隊 

九龍大坑東邨東輝樓地下
10 號及 11 號單位 

3755 4858 / 
3755 4862 

大坑東邨(東怡樓、東旺樓、東健樓、東裕樓) 

2 香港明愛 明愛深水埗綜合
家居照顧服務隊 

九龍南山邨 
南堯樓 5 至 10 號地下 

2776 8884 / 
2778 3971 

長沙灣道 280-681 號以南直至海旁處(除麗閣邨外)，包括：麗安邨、 
幸福邨、幸俊苑、長沙灣西區公屋、怡靜苑、怡閣苑、興華街西
至船廠以西、蔬菜批發市場、南山邨、南山苑、寶麗苑、寶熙苑、
李鄭屋邨、元州邨第五期(元滿樓、元慧樓、元逸樓、元謙樓)(前
長沙灣工廠大廈)、又一村、順寧道 87-297(單數)、196-290(雙數)、
青山道 215-303 (單數)、188-288(雙數)、欽州街 39-71(單數)及前欽
州街臨時房屋區、東京街 31-39(單數)、24-28(雙數)、九江街 141-155 
(單數)、148-154 (雙數)、永隆街 1-19(單數)、2-22(雙數)、營盤街
118-122 (雙數)、發祥街 2-6(雙數)及前發祥街臨時房屋區、福華街
177D-215(單街)、154-212(雙數)、福榮街 147-189(單數)、130-344(雙
數)、元州街 123-279(單數)、長沙灣道 264-334(雙數)、大坑東邨(東
海樓、東輝樓、東成樓)、蘇屋邨第一期(蘭花樓、壽菊樓、牡丹
樓、金松樓、綠柳樓、櫻桃樓、茶花樓)、蘇屋邨第二期(荷花樓、
百合樓、彩雀樓、劍蘭樓、石竹樓、杜鵑樓、海棠樓) 
 

3 鄰舍輔導會 深水埗康齡社區
服務中心 - 綜合
家居照顧服務 

九龍深水埗石硤尾邨服務
設施大樓一樓 

2784 7440 / 
2784 7439 

白田邨(第 12-13 座、富田樓、潤田樓、裕田樓、翠田樓、澤田樓)、
澤安邨、大坑東邨(東滿樓、東龍樓)、郝德傑道 1-10、大埔道
363-389、爾登華庭、爾登豪庭、帝景峰、畢架山花園、澤安道南、
大窩坪道、澤安道、龍坪道、延坪道、歌和老街、畢架山峰 
 

4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深水埗綜合家居
照顧服務隊 

九龍深水埗石硤尾邨 
第 24 座 207 至 210 室 
 
 
九龍白田邨安田樓地下 
1 號單位 

2776 5712 / 
2776 0028 

 
 

3586 0036 

石硤尾邨(美如樓、美映樓、美亮樓、美笙樓、美盛樓、美薈樓、
美益樓、美賢樓、第 19-24 座、第 42 座(美山樓)、第 43 座(美虹
樓)、第 44 座(美彩樓)、美禧樓、美柏樓、美葵樓、美菖樓、白雲
街以南之白田邨(第 1-3 座及第 9-11 座、盛田樓、昌田樓、瑞田樓、
安田樓、麗田樓、運田樓、太田樓)、大坑西邨、福田大廈、金玉
大廈、田豐樓、白玉樓、寶田大廈、南昌戲院大廈、仁寶大廈(窩
仔街 3 及 11 號)、元州街 86-298(雙數)、懷惠道(雙數)、順寧道 1-85 
(單數)、2-98(雙數)、青山道 101-213(單數)、58-186(雙數)、九江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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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機構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 服務範圍 

157-163(單數)、156-172(雙數)、九龍道 1-9(單數)、2-18(雙數)、營
盤街 143-173(單數)、124-148(雙數)、僑蔭街 1-7(單數)、2-22(雙數)、
保安道 1-65(單數)、2-36(雙數)、東沙島街 167B-201(單數)、
158-190(雙數)、東京街 40-58(雙數)、樂年花園、喜雅、美寧中心、
長沙灣道 22-146(雙數)、福華街 1-93A(單數)、2-64A(雙數)、三英
大廈、福榮街 1-69(單數)、2-30(雙數) 、元州街 1-13(單數)、大埔
道 1-45(單數)、6-178 (雙數)、 耀東街 1-14(包括單及雙數)、18-22(雙
數)、巴域街 1-29(單數)、 西洋菜北街 191-486(包括單及雙數)、
西洋菜里 7-11(單數)、黃竹街 15E-57(單數)、4-56(雙數)、楓樹街
21-33(單數)、2M-6(雙數)、廣興大廈、南昌街 146- 220(雙數)、 白
楊街 25E-31(單數)、36-72(雙數)、界限街 51(單數)、石硤尾街
19-55(單數)、22-56(雙數) 
 

5 香港家庭福利會 麗閣服務中心 九龍深水埗麗閣邨 

麗菊樓 129 號地下 

2361 8212 / 

2728 7340 

元州邨第一至四期(元豐樓、元康樓、元盛樓、元泰樓、元和樓、

元樂樓、元雅樓、元智樓、元禧樓、元健樓)、美孚新邨、衞民村、

清麗苑、海麗邨、青山道 305-505(單數)、280-704(雙數)(與興華街

交界)、長沙灣道室內運動場-932(雙數)、長沙灣道深水埗運動場

-909(單數)、荔枝角道深水埗運動場-880(雙數)、荔枝角道長沙灣

臨時家禽批發市場-875(單數)(興華街交界)、元州街 353-357(單

數)、391-501(單數)、340-498(雙數)、興華街 5-33(單數)、28-40(雙

數)、長茂街、長順街、長義街、寶輪街、月輪街、琼林街 93-121(單

數)、2-104(雙數)、甘泉街 2-12(雙數)、通州西街 1041-1069(單數)、

-1066(雙數)、汝州西街-783(單數)、(雙數)、發祥街(順昌肉食公司

-蕙美時裝)、長荔街、永康街 11-111(單數)、2-68(雙數)、永明街

1-明愛醫院、(雙數)、保安道 331-尾 (單數)、(雙數)、順寧道

299-529(單數)、292-尾(雙數)、昌華街 7-41(單數)、依時大廈-38(雙

數)、長發街匯豐銀行-23(單數)、10-28(雙數)、兼善里 1-41(單數)、

2-44(雙數)、福榮街 535-573(單數)、492-560(雙數)、廣成街 1-3(單

數)、2(雙數)、光昌街、福華街 561-631(單數)、544-588(雙數)、長

裕街 1-11(單數)、2-18(雙數)、集輝街 2-8(雙數)、永德街、醫局西

街 1033-1037(單數)、-600(單數)、長沙灣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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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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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 服務範圍 

6 嗇色園 可健耆英地區中

心 - 綜合家居照

顧服務 

九龍深水埗榮昌邨 

榮傑樓地下 

2725 4875 / 

2386 2575 

南昌邨、富昌邨、榮昌邨、麗閣邨(麗蘭樓、麗荷樓、麗萱樓、麗

薇樓、麗葵樓)、界限街 11-41D(單數)、白楊街 21-25(單數)、20-32(雙

數)、田發樓、譽華大廈、楓樹街 9-19(單數)、2F-2H(雙數)、黃竹

街 1-15D(單數)、2-2L(雙數)、石硤尾街 2-20(雙數)、南昌街 1-19(單

數)、2-18(雙數)、九江街 1-5(單數)、6-16(雙數)、長沙灣道 1-123(單

數)、鴨寮街 1-101(單數)、2-102(雙數)、汝州街 59-139(單數)、

42-138(雙數)、欽州街 2-8(雙數)、1-37(單數)、安居閣、基隆街

123-189(單數)、92-166(雙數)、通州街 198-338(雙數)、大南街 157- 

193(單數)、150-204(雙數)、桂林街 1-15(單數)、2-18(雙數)、荔枝

角道 195-215(單數)、202-236(雙數)、醫局街 219B -249(單數)、

212C-238(雙數)、北河街 1-13(單數)、2-14(雙數)、海壇街 143-245(單

數)、242B-276(雙數)、海盈邨、凱樂苑 

 

7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深水埗綜合家居

照顧服務隊 

九龍深水埗麗閣邨 

麗蘭樓 3 樓平台 314 室 

2725 7702 / 

2725 7798 

長沙灣道 125-273(單數)、154-262(雙數)、鴨寮街 107-259(單數)、

104-258(雙數)、汝州街 161-305(單數)、140-284(雙數)、基隆街

193-391(單數)、168-324 (雙數)、大南街 195-361(單數)、206-384(雙

數)、荔枝角道 217-369 (單數)、238-396(雙數)、欽州街 12-116(雙

數)、桂林街 17-161(單數)、20-52(雙數)、北河街 15-209(單數)、

16-138(雙數)、南昌街 21-211(單數)、20-144(雙數)、大埔道 47-111(單

數)、180-248(雙數)、青山道 3-31(單數)、巴域街 43-81(單數)、福

榮街 69B-145(單數)、30D-128(雙數)、福華街 95-177C(單數)、

64C-152(雙數)、麗閣邨(麗蘿樓、麗芙樓、麗菊樓)、元州街 15A-95(單

數)、2A-82(雙數)、海壇街 156-242A (雙數)、醫局街 119-219A(單

數)、104-212B (雙數)、石硤尾街 1-17(單數)，界限街 7-9 (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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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普通個案）的服務範圍 
 

序

號 

機構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 服務範圍 

1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沙田綜合家居照

顧服務 

新界馬鞍山利安邨利興樓

地下 G2 室 

2640 1008 / 

2683 5345 

頌安邨、錦禧苑、觀瀾雅軒、聽濤雅苑、嘉華星濤灣、曉峰灣畔、

海典灣、嵐岸、天宇海、欣安邨、錦豐苑、迎濤灣、雅濤居、海栢

花園、福安花園、富輝花園、馬鞍山中心、新港城、海濤居、雅典

居、海典居、利安邨、銀湖天峰、翠擁華庭、烏溪沙新村、渡頭灣

村、錦龍苑、富寶花園、錦英苑、雅景臺、耀安邨、馬鞍山村、信

義新村、錦鞍苑、錦泰苑、恆安邨、富安花園、大水坑、亞公角漁

民新村、迎海、星漣海、雲海、薈晴、薈朗、泓碧、峻源。 

 

2 東華三院 王澤森長者地區

中心  - 綜合家

居照顧服務 

新界沙田沙角邨銀鷗樓 

C 座 133-136 號地下 

2648 2728 / 

2648 4841 

沙田第一城 、富豪花園、河畔花園、翠華花園、花園城、春暉花

園、田園閣、勵城花園、王屋村、圓洲角、沙角邨、博康邨、乙明

邨、愉城苑、插桅杆、灰窰下新村、豐盛苑、牛皮沙、沙田圍、多

石、作壆坑新村、茅撻、十二笏、沙田頭、曾大屋、作壆坑、黃泥

頭、大藍寮、大輋、石古壟、南山、沙田頭新村、愉田苑、花心坑、

芙蓉泌、小瀝源、欣庭軒、愉翠苑、翠湖花園、碧濤花園、碩門邨、

濱景花園。康林苑、廣林苑、廣源邨、水泉澳邨。 

 

3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

會服務部 

沙田護老坊綜合

家居照顧服務 

新界沙田秦石邨石玉樓 

3 樓 341-360 號 

2698 4881 / 

2695 7588 

下禾輋、瀝源邨、上禾輋、禾輋邨 (豐和、順和、康和、景和) 、
田禾苑、華翠園、豐景花園、碧霞花園、穗禾苑、麗峰花園、沙田

渣甸山花園、火炭村、香港賽馬會職員宿舍、銀禧花園、御龍山、

落路下、黃竹洋、桂地新村、禾寮坑、赤泥坪、駿景園、晉名峰、

香港中文大學、松柏花園、寶翠小築、金鞍花園、九肚山。希爾頓

中心、好運中心、新城市廣場、蔚景園、沙田中心、沙田廣場、偉

華中心、排頭。禾輋邨 (德和、泰和、智和、富和、厚和、欣和、

美和、民和、協和) 、新田圍邨、友愛村、新翠邨 (新明、新月、

新芳、新偉)。 

4 香港明愛 明愛沙田綜合家

居照顧服務 

新界沙田文禮路 23-25 號

20L8 室 

2691 7174 / 

2609 2276 

文禮閣。美林邨、美田邨、大圍。恆峰花園、香粉寮、美城苑、美

松苑、翠景花園、曉翠山莊、銅鑼灣、白田村、名城、桃花園、金

禧花園、富嘉花園、海福花園、湖景花園、沙田花園、桂園、大圍

新村。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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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機構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 服務範圍 

明愛隆亨綜合家

居照顧服務 

新界沙田隆亨邨慧心樓 

地下 

2681 1111 / 

2681 1180 

秦石邨。金獅花園第一期、愉景花園、隔田、新田村。金獅花園二

期、紅梅谷村、景田苑、新翠邨 (新學、新俊、新傑、新儀)、世

界花園。顯徑邨 (顯富、顯貴、顯佑、顯運、顯慶、顯沛、顯德、

顯楊)、嘉田苑。雲疊花園。下徑口村、 顯田、瑞峰花園、嘉徑苑、

聚龍居、名家匯、上徑口村。隆亨邨、田心村。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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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區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普通個案）的服務範圍 
 

序

號 

機構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 服務範圍 

公共屋邨 屋苑及其他 鄉郊 

1 救世軍 大埔綜合家居照

顧服務隊 

新界大埔富亨邨亨耀樓 

A 座地下 

2653 6619 / 

2653 1351 

富亨邨 

運頭塘邨 

 

 

 

 

逸雅苑 

德雅苑 

景雅苑 

大埔墟 

新達中心 

大埔中心 

(20-23 座) 

富雅花園 

寶湖花園 

 

樟樹灘 

大埔滘 

松仔園 

荔枝山 

十四鄉 

荔枝坑 

蕉坑 

 

平洲 

山塘 

塔門 

黃宜凹 

陶子見 

大埔工業村 

太和邨 

廣福邨 

(廣仁樓、 

廣義樓、 

廣平樓、 

廣祐樓、 

廣禮樓) 

寶雅苑 

宏福苑 

 

 

馬窩 

泮涌 

元墩下 

碗窰 

桃源洞 

林村鄉 

水圍 

錦山 

圍頭 

石古壟 

蓮澳村 

梅樹坑 

半春園 

南華莆 

泰亨村 

錦石新村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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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機構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 服務範圍 

公共屋邨 屋苑及其他 鄉郊 

2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

康服務 

綜合家居照顧服

務隊 

 

新界大埔廣福邨廣崇樓 

地下 B101-B104 室 

2651 0919 / 

2651 2161 

富善邨 

廣福邨 

(廣智樓、 

廣崇樓、 

廣惠樓) 

汀雅苑 

錦麗園 

帝欣苑 

怡雅苑 

明雅苑 

太湖花園 

海寶花園 

大埔花園 

竹坑 

新圍仔 

大埔頭 

康樂園 

馬屋村 

大窩 

元嶺 

南坑 

九龍坑 

坳仔村 

3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大埔綜合家居照

顧服務 

新界大埔大元邨泰榮樓 

地下 11 - 12 室 

2667 7616 / 

2661 9648 

大元邨 頌雅苑 

雅景花園 

樂賢居 

翠屏花園 

新興花園 

昌運中心 

大埔廣場 

太和中心 

美豐花園 

富善花園 

榮暉花園 

富萊花園 

 

倚龍山莊 

聚豪天下 

嘉豐花園 

八號花園 

榮麗苑 

翠怡花園 

粵發大廈 

麗和閣 

翠林閣 

菁泉雅居 

大埔中心 

(1-19 座) 

魚角村 

三門仔 

大尾篤 

蘆慈田 

布心排 

䃟頭角 

汀角 

洞梓 

鳳園 

船灣 

沙欄 

龍尾 

下坑 

田心 

松嶺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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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普通個案）的服務範圍 
 

序

號 

機構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 服務範圍 

1 香港明愛 明愛北區綜合家
居照顧服務 

新界上水天平邨天賀樓

101-103 室 

2674 4813 / 

2671 1321 

公共屋邨︰ 

天平邨     祥華邨      沙頭角邨 

 

屋苑及其他︰ 

安盛苑     粉嶺名都    安國新村 

瑞栢園     粉嶺花園    榮福中心 

帝庭軒     榮輝中心    美景新村 

綠悠軒     海燕花園    星光新邨 

聯和墟     粉嶺中心    御庭軒 

海聯廣場 

 

鄉郊︰ 

孔嶺       萊洞         馬屎埔 

石澳       瓦窰下       崇謙堂 

禾坑       馬尾下       麻雀嶺 

塘坑       東閣圍       靈山村 

李屋       粉嶺圍       安樂村 

坪洋       大埔田       小坑新村 

坪輋       山雞乙       石湖新村 

軍地       沙頭角       流水響 

鹿頸       皇后山       橫山腳新村 

萬屋邊     大唐湖       石涌凹 

黃崗山     石橋頭       龍躍頭 

 

禁區︰  

蕉坑       中英街       沙頭角邨 

木棉頭     菜園角       沙頭角新村 

瓦窰頭     塘肚村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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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機構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 服務範圍 

2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秀群松栢社區服

務中心 - 綜合家

居照顧服務隊 

新界粉嶺和明里 7 號 

粉嶺南政府綜合大樓 1 樓 

2676 2525 / 

2682 0408 

公共屋邨︰ 

華心邨     華明邨      嘉福邨 

屋苑及其他︰ 

昌盛苑     雍盛苑      花都廣場 

欣盛苑     嘉盛苑      碧湖花園 

景盛苑     牽晴間   

鄉郊︰ 

百福村     蝴蝶山      畫眉山村 

和興村     和合石村 

3 

 

香港宣教會社會服務

處有限公司 

白普理上水家庭

中心綜合家居照

顧服務 

新界上水太平邨平靜樓 

地下 112-114 室 

2670 2995, 

2672 4160 / 

2672 9640 

公共屋邨︰ 

太平邨     彩園邨 

屋苑及其他︰ 

石湖墟     上水中心    蔚翠花園 

奕翠園     上水名都    龍豐花園 

旭蒲苑     新都廣場    威尼斯花園 

海裕苑     欣翠花園    維也納花園 

華慧園     彩蒲苑      順欣花園 

翠彤苑     翠麗花園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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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機構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 服務範圍 

鄉郊︰ 

木湖       客家圍      馬草壟 

羅湖       鳳凰湖      丙崗       

大頭嶺     蓮塘尾      缸瓦甫 

鳳崗       石仔嶺      吳屋村 

燕崗       唐公嶺      鹿尾村 

沙嶺       新屋嶺      華山村 

雞嶺       掃管埔      週田村 

牛池       陳屋埔      營盤村 

古洞       恐龍坑      麒麟村 

坑頭       蓮麻坑      天平山村 

杉山       天光甫      塘肚山村 

金錢       東風坳      虎地坳道 

長瀝       松柏塱      上水圍 

塘角       河上鄉      長甫頭 

蕉徑       

 

禁區︰ 

竹園       老鼠嶺      簡頭圍 

沙嶺       東風坳      銅鑼坑 

南坑       松園下      鷓鴣坑 

缸瑤       圓嶺仔      較療村 

塘坊       下香園      信義新村 

橫瀝       香園圍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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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普通個案）的服務範圍 
 

序 

號 

機構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 服務範圍 

1 香港明愛 明愛元朗綜合家

居照顧服務隊 

元朗擊壤路 7 號鴻福樓 1

樓 

2442 3430 / 

2443 2081 

公共屋邨及屋苑： 

水邊圍邨、天華邨、天悅邨、天慈邨、天富苑、天頌苑、天麗苑 

天瑞(一)邨：瑞財樓、瑞國樓、瑞勝樓、瑞意樓、瑞泉樓、瑞心樓、

瑞龍樓 

天睛邨 (I 及 II 期)：晴彩樓、晴雲樓、晴碧樓、晴海樓 

 

元朗市及其他： 

水邊圍路：水邊圍(朗庭園旁) 

屏會街、媽廟路：永發大樓、同發大廈、金城樓、安寧樓、樂富大

廈、屏會中心、幸福大樓、福順樓  
民合徑、安信街、寶樹里：幸福樓二期、鴻業樓、元朗廣場 
媽橫路、俊賢坊：福昌樓、恆運樓、兆日樓、聯發樓、良材大樓、

權益大樓、紫荊樓二期、安基大廈 
擊壤路、安達坊、喜利徑：麗珍樓、富祥樓、順發大樓、金寶大廈, 
鴻福樓、萬昌樓、勤業樓、文業樓、崇德樓、福業樓、喜利大廈 
屏信街、保輝徑：富來花園、好景樓、安利樓、仁翠苑、保輝樓  
輕便鐵路分界以北/振興新村以東，鳳池村以南：振興新村、鳳池

村、水田村 

 

鄉郊： 

錦田公路分界以北： 

高埔村、北圍村、水頭村、水尾村、錦田市、泰康圍、錦慶圍、錦

田新村、永隆圍、橋頭村、園山、逢吉鄉、沙埔村、模範鄉、華盛

村、爾巒、旭日花苑二期、旭日花苑三期、銀河庭軒、錦豐臺、峻

巒 

 

2 博愛醫院 王東源夫人長者

地區中心 - 綜

合家居照顧服務

隊 

元朗鳳翔路五號偉發大廈

地下 6-11 號 

2476 2227 / 

2476 9303 

元朗市(只限元朗市北大坑渠以東及元朗市南康樂路、西裕街以東): 

教育路 2-42 號(雙數) 及 1-23 號(單數)、西裕街(東)、西菁街  

安寧路 1-79 號(單數) 、青山公路-元朗段 1-209 號(單數) 及 2-160

號(雙數)、大橋路、東頭工業區、鈞樂新村、大橋村、谷亭街、橫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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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機構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 服務範圍 

洲路、同樂街、福康街、泰利街、元朗東堤街、水車館街、新元朗

中心、采葉庭、世宙、朗晴邨、宏富苑、朗屏 8 號、尚豪庭、映御、

新時代廣場、新時代中城、鳳庭苑、朗晴居、朗怡居、譽 88 

阜財街、元朗新街、牡丹街、合財街、合益路、宏發徑、建樂街、

建德街、建業街、日新街、又新街、鳳翔路、鳳琴街、鳳攸南路、

鳳攸北路、鳳攸東路、鳳香街、鳳群街 

 

元朗鄉郊(只限元朗南大樹下東路至港頭村，北至山背村，錦田公

路以南，大江埔村以東) 

大旗嶺、下攸田村、上攸田村、楊屋村、竹新村、石塘村、港頭新

村、港頭村、山貝涌口村、山背、紅田、元朗舊墟、東頭村、蔡屋

村、南邊圍、英龍圍、山邊村、黃屋村、大圍村、小商新村、元朗

坳頭獅子屋、東成里、凹頭、西邊圍 

高埔新村、吉慶圍、泰康村、祠塘村、大江埔、吳家村、長江村、

彭家村、七星崗 

金錢圍、水流田、田心新村、石湖塘、元崗、田心村、馬鞍崗、河

背、清潭、水盞田、蓮花地、黎屋村、曾屋村、謝屋村、杜屋村、

石頭圍、雷公田、石崗村、甲龍、上村、橫台山、新隆圍、竹坑、

水澗石、下輋、眾人碑、泥頭尖、打石湖、打石湖塘 

朗善邨、蝶翠峰、尚悅 

 

3A 仁愛堂 田家炳元朗綜合

家居照顧服務中

心（E 隊） 

元朗馬田路 38 號 

怡豐商場 25-28 號地舖 

2475 5293 / 

2475 6321 

私人屋苑： 

怡豐花園、朗景臺、原築、溱柏 

公園北路、公園南路：御庭居、華翠豪園、翠韻華庭、藝典居、柏

麗豪園、御景園、御豪山莊 

 

其他： 

青山公路-元朗段 162-246 號 (雙數) 、教育路 25-123 號 (單數)、教

育路 44-184 號 (雙數)   

西裕街(西)： 

仁樂坊、體育路、豐年路、豐樂里、屏樂徑、安興街、安康路、安

良里、安駿里、大陂頭徑、昌盛徑、鐘聲徑、金輝徑、達輝徑、金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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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機構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 服務範圍 

祥坊、裕榮徑 

 
元朗鄉郊一帶之鄉村： 

大棠路一帶之鄉村： 

馬田村(包括:銀田花園)、馬田壆、龍田村、天龍村[只有中文]、田

寮村(包括:新美花園、入建花園二期)、木橋頭村(包括:振輝花園)、

白沙村(包括:逸林首府、金安花園)、禮修村、深涌村(包括:天龍花

園)、崇正新村、紅棗田村 (包括:振華花園二期)、水蕉老圍、水蕉

新村 (包括:振南苑、富苑[只有中文])、南坑村 (包括:振華花園、

振華棠景花園、藍天一色)、南坑排 (包括:大棠花園、富興花園、

大棠村、黃泥墩村、楊家村、油渣埔村、瓦窰頭村 (包括: 明麗苑)、

塘頭埔村 (包括:雅麗苑)、崇山新村 

 

屏山鄉一帶之鄉村： 

欖口村、欖口壆、山下村、水邊村 

3B 彭鴻樟元朗綜合

家居照顧服務中

心（D 隊） 

天水圍天耀邨耀隆樓地下 2443 1333 / 

2445 4767 

公共屋邨： 

天耀邨、天逸邨、俊宏軒、天恩邨、天恆邨、天澤邨 

天瑞(二)邨：瑞業樓、瑞滿樓、瑞豐樓、瑞輝樓、瑞林樓 

天晴邨(III 期)：晴滿樓、晴悅樓、晴喜樓 

洪福邨 

 

屋苑及其他： 

天水圍：天祐苑、天盛苑、天愛苑、慧景軒、屏欣苑  

 

元朗市：帝庭居、樂居樓、殷榮閣、家安花園、康屏花園(屏山) 

 

洪水橋：德祥樓、德興樓、柏雨花園、金閣豪園、田心居、頤景居、

松盛花園、瑞豐華庭、麗珊園、雅珊園、錦珊園、翠珊園、麗虹花

園、洪福樓、多福樓、幸福樓、朗峰園 

 

流浮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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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機構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 服務範圍 

鄉郊： 

屏山鄉一帶之鄉村： 

上章圍(屏湖花園、雅麗花園)、大井圍(景安園、豪苑)、大道村、

丹桂村(銀禧花園、菁雅居、卓雅花園、雅樂花園、丹桂苑、玉桂

園、偉景園)、屏山永寧村、屏山永寧村(富茵雅苑、富祐居)、屏山

灰沙圍(富貴花園)、新起村、屏山吳屋村(麗安花園、麗安豪園、趣

怡花園、翠安閣、麗賢花園)、坑頭村、坑尾村、沙江圍、沙江圍

仔、沙橋村、屏山新村、洪屋村(洪屋花園、華麗苑)、唐人新村(朗

逸豪園、彩虹軒、樂福小築、屏山花園、翠疊軒、紫珊園、寶珊園、

屏康居、樂家居、惠園、瑋珊園、金碧花園、啟欣軒、馬寶花園、

康苑、逸翠軒、金莎花園、采茵軒、富麗花園、錦麗花園)、盛屋

村(維園山莊、萬華花園)、馮家圍、塘坊村(德英花園、和成花園)、

屏山新慶村、蝦尾新村、輞井村、輞井圍、橋頭圍、鰲磡村(富麗

山莊、翠軒閣[只有中文])、鰲磡石、鰲磡沙 

 

廈村鄉一帶之鄉村： 

下白泥村、廈村田心村、白泥村、廈村坑口村、沙江村、舊李屋村、

新李屋村、沙洲里、廈村東頭村、巷尾村、祥降圍(翠麗豪園、新

麗花園、皇冠花園、金麟軒)、廈村市、新生村、新生新村、廈村

新屋村、廈村新圍、鳳降村、錫降村(欣湖花園、銀湖花園[只有中

文]、翠湖花園)、錫降圍(遠景花園)、廈村羅屋村 

 

4 鄰舍輔導會 元朗區綜合家居

照顧服務中心 

元朗朗屏邨悅屏樓 2 樓

201-203 室 

2446 5940 / 

2470 9223 

公共屋邨︰朗屏邨 

 

私人屋苑： 

嘉湖山莊(賞湖居、樂湖居、景湖居、美湖居、麗湖居、翠湖居)、 

錦繡花園、加州花園、栢慧豪園、栢慧豪廷、夏威夷豪園、首譽 

 

橫州： 

楊屋新村、楊屋村、林屋村、西頭圍、忠心圍、東頭圍、福慶村、 

東頭圍新村、豬黃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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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機構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 服務範圍 

鄉郊： 

南生圍、榮基村、大生圍、朗廈、新圍村、上竹園、竹園村、攸 

潭尾村、攸潭尾新村、攸美新村、和生圍、白鶴洲、竿洲、牛 

潭尾、圍仔、米埔隴村、石湖圍、石湖圍新村、米埔、米埔新村、 

米埔老圍、青龍村、新龍村、蕃田村、安龍村、仁壽圍、東鎮圍、 

落馬洲、洲頭、潘屋村、三寶樹、大榔基、甩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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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及葵青區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普通個案）的服務範圍 
 

序

號 

機構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 服務範圍 

1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荃葵青區綜合家
居照顧服務 

葵涌大窩口邨富逸樓地下 2425 1282 / 
2421 3649 

 

荃灣區 
青山道以南、楊屋道以北、尚翠苑 
祈德尊新邨、西至柴灣角(荃灣路以北)、大河道以西地段(當中包括
灣景廣場)石圍角邨(石蓮樓及石桃樓部份) 
 
葵涌區 
葵興邨、葵盛西邨、葵涌邨、大廈街、葵賢苑、光輝圍、大窩口下
邨 

  

2 香港家庭福利會 葵芳服務中心 葵涌葵芳邨葵仁樓地下
106 室 

2426 9666 / 
2776 2131 

 

葵涌區 
新葵興花園、葵俊苑、葵康苑、葵涌中心、葵盛東邨、大窩口上邨、
葵芳邨、悅麗苑、祖堯邨、芊紅居、月海灣、葵芳閣、及石蔭邨、
石蔭東邨 

 

3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有限公司 

香港聖公會麥理
浩夫人中心綜合
家居照顧服務 
 

葵涌青山公路 402 至 406
號石文徑 20 號 1 樓 A 室 

 
葵涌石籬邨石安樓地下 

2423 5966 / 
2481 2938 

葵涌區 
安蔭邨、石籬邨、和宜合道石蔭路一帶私人樓宇、華景山莊、華員
邨、麗瑤邨 
 
青衣 
長青邨、青俊苑  

  

4 香港家庭福利會 象山服務中心 荃灣象山邨秀山樓地下
27-30 號 

2411 3052 / 
2413 1497 

 

荃灣區 
青山道以北、梨木道以西地段(除石圍角邨石蓮及石桃樓)、荃灣柴
灣角以西、馬灣、楊屋道以南地段(當中包括御凱、爵悅庭、立坊、
樂悠居、海灣花園、海濱花園) 

  

長亨服務中心 青衣長亨邨亨業樓地下 2436 9090 / 
2436 3661 

青衣區 
青敬路以西、青荃路以南、藍澄灣 

宏福服務中心 青衣青敬路 75 號 
宏福花園近 1 座地下 

2436 1413 / 
2495 0790 

青衣區 
青敬路以東、青荃路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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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區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普通個案）的服務範圍 
 

序

號 

機構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 服務範圍 

1 仁愛堂 屯門獅子會綜合

家居照顧服務中

心（A 隊） 

屯門良景邨良智樓 

18-19 號地下 

2461 0388 / 

2461 0537 

 良景邨、新圍苑、兆隆苑 

 大興邨、澤豐花園、卓爾居、翠林花園、大興花園、康德花園 

 鳳地至杯渡路輕鐵站一段青山公路沿線之私人樓宇，包括偉景

花園、景峰豪庭、怡樂花園、景峰花園、景新臺、錦興大廈、

玫瑰花園、好運洋樓、竹苑、遠東發展屯門中心大廈(1-29,達
仁坊)、金滿閣、蘭苑、幸福樓三期、遠東發展屯門大廈(2-4,
仁愛堂街)、麗日閣、興泰大廈、嘉華大廈等 

 鳳地至杯渡路輕鐵站一段青山公路沿線之鄉村，包括頌皇台、

新墟村、皇家圍、舊墟村、良田村、新圍仔、井頭村中村等 

 虹橋、井財一帶之私人樓宇，包括好勝大廈、金寶大廈、金邦

大廈、多寶大廈、力生大廈、好發大廈、錦發大廈、仁愛大

廈、南光樓、雅麗花園、金銘大廈、富麗大廈、嘉熙大廈、

東威閣、華興大廈、華利大廈、四寶大廈、協邦大廈、鹿苑、

安麗大廈、祥隆大廈、文翔大廈等 

 菠蘿山一帶 

 

田家炳屯門綜合

家居照顧服務中

心（BC 隊） 

屯門湖翠路 138 號 

啟豐商場地下 1C9-1C10

室 

 

2457 8234 / 

2458 1435 

 

 蝴蝶邨、湖景邨、兆山苑、兆禧苑、悅湖山莊、美樂花園 

 屯門碼頭一帶之私人樓宇，包括啟豐園、海翠花園、邁亞美海

灣、慧豐園等 

 龍門路以西至稔灣一帶之鄉村，包括散石灣、龍鼓灘、踏石角、

爛角咀、南朗、北朗、沙埔崗等 

 三聖邨、翠寧花園、兆麟苑 

 三聖邨以南青山灣段一帶至掃管笏之私人樓宇，包括翠濤居、

容龍居、青山灣花園、海景花園、蟠龍半島、瑜翠園、帝濤

灣等 

 三聖邨以南青山公路一帶至掃管笏、小欖及大欖涌之鄉村，包

括小秀村、掃管笏新村、稔灣村、田夫仔等 

 皇珠路及海珠路以南一帶之私人樓宇，包括豐景園、南浪海灣、

嘉悅半島、恆福花園、海典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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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杯渡路輕鐵站以南至置樂一段青山公路沿線之私人樓宇，包括

置樂花園、錦華花園、時代廣場、屯門市廣場、華都花園、

新都大廈、怡峰園、利寶大廈、萬寶大廈、麗寶大廈、恆順

園、冠峰園、彩華花園、康景花園、龍成花園、凱德花園、

恆豐園、錦暉花園等 

 杯渡路輕鐵站以南至置樂一段青山公路沿線之鄉村，包括井頭

村上村等 

 河傍街以東、屯門公路以西、育康街以南一帶，包括康麗花園、

雅都花園、美基樓、康利大廈、興發大廈、金蘭閣、金麗苑、

屯門中心大廈、富華大廈、海盛大廈、慎成大廈、松苑、柏

苑、桃苑、萬成大廈、瓏門等 

 

2 鄰舍輔導會 屯門區綜合家居

照顧服務 

屯門友愛邨愛德樓地下

106-108 室 

2455 5930 / 

2458 7121 

 友愛邨、安定邨、山景邨、富泰邨、田景邨、建生邨、寶田邨、

龍逸邨 

 富健花園、龍門居、兆安苑、兆畦苑、兆邦苑、兆軒苑、兆康

苑 

 新屯門中心、綠怡居、彩暉花園、疊茵庭、盈豐園、海麗花園、

寶怡花園 

 青山村、楊小坑村 

 鳳地輕鐵站以北，至洪水橋和平里一帶。包括虎地上村、虎地

中村、虎地下村、桃園圍、福亨村、泥圍、菜園村、鍾屋村、

順風圍至和平新村一帶 

 青田路以北至亦園村一帶，包括寶塘下村、小坑村、紫田村、

礦山村、麒麟圍、新慶村、屯子圍、青磚圍、亦園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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