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障碍主任 - 卫生署 
 

1 
 

区份 
(以 18 区区议

会界线为准) 
项目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职衔 联络电话 电邮地址 传真 

中西区 1 
中区政府码头大楼 

(中环民辉街 32 号) 
1 楼 - 港口卫生科(海港组) 卫生督察(1) 25347239 pho_sphi@dh.gov.hk 25432557 

中西区 2 
中区健康院 

(中环 九如坊 1 号) 

1 楼 - 香港公务员综合健康

中心 
护士长 26730222 no_icc@dh.gov.hk 26730877 

中西区 3 
东边街美沙酮诊所 

(西营盘东边街 45 号) 

地下及 1 楼 - 东边街美沙

酮诊所 
诊所督导 25495108 eo_nda@dh.gov.hk 28584122 

中西区 4 
海港政府大楼 

(中环统一码头道 38 号) 

9 楼 - 海港政府大楼牙齿矫

正科诊所 
高级牙科医生 25360619 grhboc@dh.gov.hk 25303437 

中西区 4 
海港政府大楼 

(中环统一码头道 38 号) 

9 楼 - 海港政府大楼牙科诊

所 
高级牙科医生 25376268 grhbdc@dh.gov.hk 25377367 

中西区 5 
坚尼地城社区综合大楼 

(坚尼地城石山街 12 号) 

10 楼 - 坚尼地城社区综合

大楼牙科诊所 
高级牙科医生 35833460 grktccdc@dh.gov.hk 35833430 

中西区 6 
坚尼地城赛马会诊所 

(坚尼地城域多利道 45 号) 
2 楼 - 域多利道牙科诊所 高级牙科医生 28165070 grvrdc@dh.gov.hk 28165150 

中西区 7 
金钟政府合署 

(香港金钟道 66 号) 

低座 4 楼 - 金钟政府合署

牙科诊所 
高级牙科医生 28672794 grqgodc@dh.gov.hk 25245652 

中西区 8 
林士街多层停车场大厦 

(上环林士街 2 号) 

9 楼 - 西环学生健康服务中

心/健康评估中心 
护士长主管 25406529 wtsacno@dh.gov.hk 29151499 

mailto:grhboc@dh.gov.hk
mailto:grhbdc@dh.gov.hk
mailto:grktccdc@dh.gov.hk
mailto:grvrdc@dh.gov.hk
mailto:grqgodc@dh.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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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份 
(以 18 区区议

会界线为准) 
项目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职衔 联络电话 电邮地址 传真 

中西区 9 
西营盘赛马会分科诊疗所 

(西营盘皇后大道西 134 号) 
2 楼 - 西营盘胸肺科诊所 护士长 28598227 no_sypcc@dh.gov.hk 25464731 

中西区 9 
西营盘赛马会分科诊疗所

(西营盘皇后大道西 134 号) 

2 楼 - 西营盘胸肺科 X 光

部 
护士长 28598227 no_sypcc@dh.gov.hk 25464731 

中西区 9 
西营盘赛马会分科诊疗所

(西营盘皇后大道西 134 号) 
3 楼 - 西营盘皮肤科诊所 注册护士 28598302 eo_shs@dh.gov.hk 28579542 

中西区 9 
西营盘赛马会分科诊疗所

(西营盘皇后大道西 134 号) 
3 楼 - 西营盘牙科诊所三楼 牙科医生 28586120 grsypdc@dh.gov.hk 28586005 

中西区 9 
西营盘赛马会分科诊疗所

(西营盘皇后大道西 134 号) 
4 楼 - 西营盘母婴健康院 护士长 28598280 noic_sypmchc@dh.gov.hk 25591703 

中西区 9 
西营盘赛马会分科诊疗所

(西营盘皇后大道西 134 号) 
5 楼 - 学童免疫注射小组 护士长 26158510 no_si3@dh.gov.hk 24069370 

中西区 9 
西营盘赛马会分科诊疗所

(西营盘皇后大道西 134 号) 
6 楼 - 西营盘长者健康中心 护士长 28177606 no_sypehc@dh.gov.hk 28190244 

中西区 9 
西营盘赛马会分科诊疗所

(西营盘皇后大道西 134 号) 

7 楼 - 西营盘 X 光检验中

心 
二级放射技师 

25616163  

25616164 
srrad@dh.gov.hk 22149267 

中西区 9 
西营盘赛马会分科诊疗所

(西营盘皇后大道西 134 号) 
8 楼 - 西营盘牙科诊所八楼 高级牙科医生 25172621 grsypdc8@dh.gov.hk 25172863 

mailto:grsypdc@dh.gov.hk
mailto:no_ss3@dh.gov.hk
mailto:grsypdc8@dh.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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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份 
(以 18 区区议

会界线为准) 
项目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职衔 联络电话 电邮地址 传真 

中西区 10 
域多利亚公众殓房 

(坚尼地城域多利道 34 号) 
地下 - 域多利亚公众殓房 

法医科高级医生

(港岛区)2 
28602460 wk_lam@dh.gov.hk 28184859 

中西区 11 
西区牙科诊所 

(薄扶林道 50 号) 
地下 - 西区牙科诊所 高级牙科医生 28580102 grwdc@dh.gov.hk 28580236 

湾仔 12 
爱群商业大厦 

(湾仔爱群道 32 号) 

14 楼 - 管理局及委员会办

公室(医务委员会秘书处) 

助理秘书(医务委

员会)51    
22433365 as_m51@dh.gov.hk 22433353 

湾仔 13 
麦理浩牙科中心 

(湾仔皇后大道东 286 号) 

地下, 3 及 4 楼 - 学童牙科

保健服务 
牙科医生 28922157 kk_or@dh.gov.hk 25758162 

湾仔 13 
麦理浩牙科中心 

(湾仔皇后大道东 286 号) 

1 及 2 楼 - 邓肇坚学童牙科

诊所 
牙科医生 28922147 kk_or@dh.gov.hk 28912145 

湾仔 13 
麦理浩牙科中心 

(湾仔皇后大道东 286 号) 
2 楼 - 麦理浩牙科中心二楼 牙科医生 28920386 grmdc2f@dh.gov.hk 28035976 

湾仔 13 
麦理浩牙科中心 

(湾仔皇后大道东 286 号) 
5 楼 - 邓肇坚学童牙科诊所 牙科医生 28922125 kk_or@dh.gov.hk 25915270 

湾仔 13 
麦理浩牙科中心 

(湾仔皇后大道东 286 号) 
6 楼 - 麦理浩牙科中心六楼 高级牙科医生 28920239 grmdc6f@dh.gov.hk 25915262 

mailto:grwdc@dh.gov.hk
mailto:grmdc2f@dh.gov.hk
mailto:grmdc6f@dh.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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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8 区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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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职衔 联络电话 电邮地址 传真 

湾仔 14 
顺丰国际中心 

(湾仔皇后大道东 182 号) 

1 楼 - 管理局及委员会办公

室(护士管理局、助产士管

理局、药剂业及毒药管理局

及辐射管理局秘书处) 

助理秘书(药剂业

及毒药管理局及辐

射管理局)2 

25278309 as_ppr2@dh.gov.hk 25272277 

湾仔 14 
顺丰国际中心 

(湾仔皇后大道东 182 号) 

2 楼 - 管理局及委员会办公

室(辅助医疗业管理局及脊

医管理局秘书处) 

助理秘书(职业治

疗师及放射技师管

理委员会)  

25278304 as_otr@dh.gov.hk 28655540 

湾仔 15 
修顿中心 

(湾仔柯布连道 2 号) 
地下 - 贝夫人美沙酮诊所 诊所督导 28351761 eo_nda@dh.gov.hk 28385102 

湾仔 15 
修顿中心 

(湾仔轩尼诗道 130 号) 
2 楼 - 湾仔长者健康中心 护士长 25910524 no_wcehc@dh.gov.hk 25916849 

湾仔 15 
修顿中心 

(湾仔轩尼诗道 130 号) 
7 楼 - 健康促进处 

二级行政主任(健

康促进)2  
28351814 eohp2@dh.gov.hk 25916127 

湾仔 16 
邓志昂专科诊疗院 

(湾仔皇后大道东 284 号) 
2 及 3 楼 - 香港公务员诊所 注册护士 25745313 rn_hkfc@dh.gov.hk 28915299 

湾仔 16 
邓志昂专科诊疗院 

(湾仔皇后大道东 284 号) 

4 楼及 5 楼 - 邓志昂母婴健

康院 
护士长 25737585 noic_tcnmchc@dh.gov.hk 21470097 

湾仔 16 
邓志昂专科诊疗院 

(湾仔皇后大道东 284 号) 
6 楼 - 湾仔社会卫生科诊所 护士长 31032400 eo_shs@dh.gov.hk 28919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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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份 
(以 18 区区议

会界线为准) 
项目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职衔 联络电话 电邮地址 传真 

湾仔 16 
邓志昂专科诊疗院 

(湾仔皇后大道东 284 号) 
7 楼 - 湾仔社会卫生科诊所 护士长 31032411 eo_shs@dh.gov.hk 31064115 

湾仔 17 
湾仔分科诊所 

(湾仔坚尼地道 99 号) 
地下 - 胸肺科诊所 X 光部 护士长 25911195 no_wcc@dh.gov.hk 28346627 

湾仔 17 
湾仔分科诊所 

(湾仔坚尼地道 99 号) 
1 楼 - 湾仔胸肺科诊所 护士长 25911195 no_wcc@dh.gov.hk 28346627 

湾仔 17 
湾仔分科诊所 

(湾仔坚尼地道 99 号) 
2 楼 - 湾仔牙科诊所 高级牙科医生 25724261 grwcdc@dh.gov.hk 25915508 

湾仔 18 
胡忠大厦 

(湾仔皇后大道东 213 号) 

10 楼 - 世界卫生组织控烟

及烟瘾治疗合作中心 

高级行政主任(控

烟酒办公室) 
39014110 seo_taco@dh.gov.hk 25758944 

湾仔 18 
胡忠大厦 

(湾仔皇后大道东 213 号) 
17 楼 - 缴费处 

行政主任(投标委

员会) 
29618818 jenny_cw_yeung@dh.gov.hk 28360302 

湾仔 18 
胡忠大厦 

(湾仔皇后大道东 213 号) 

17 楼 - 管理局及委员会办

公室(中央注册室) 

助理秘书(医务委

员会)3 
29618657 as_m3@dh.gov.hk 28917946 

湾仔 18 
胡忠大厦 

(湾仔皇后大道东 213 号) 
18 楼 - 旅游健康中心(香港) 助理文书主任 29618843 shroff_hkthc@dh.gov.hk 28931809 

湾仔 18 
胡忠大厦 

(湾仔皇后大道东 213 号) 
21 楼 - 诊所行政及策划科 

二级院务主任(总

务)4 
29618478 ha2_g4@dh.gov.hk 28365812 

mailto:grwcdc@dh.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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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份 
(以 18 区区议

会界线为准) 
项目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职衔 联络电话 电邮地址 传真 

湾仔 18 
胡忠大厦 

(湾仔皇后大道东 213 号) 

22 楼 - 中医药管理委员会

秘书处 

助理秘书(中医药

管理委员会)注册 2 
21211888 info@cmchk.org.hk 21211898 

南区 19 
香港仔赛马会诊所 

(香港仔水塘道 10 号) 

A 座地库低层 - 香港仔赛

马会牙科诊所 
高级牙科医生 25527389 gradc@dh.gov.hk 25530813 

南区 19 
香港仔赛马会诊所 

(香港仔水塘道 10 号) 

B 座地库低层 - 香港仔长

者健康中心 
护士长 25808994 no_aehc@dh.gov.hk 25188044 

南区 19 
香港仔赛马会诊所 

(香港仔水塘道 10 号) 

B 座 1 楼 - 香港仔美沙酮诊

所 
诊所督导 25541665 eo_nda@dh.gov.hk 25805414 

南区 20 
鸭脷洲诊所 

(鸭脷洲大街 161 号) 

2 及 3 楼 - 鸭脷洲母婴健康

院 
护士长 25185701 noic_alcmchc@dh.gov.hk 25530867 

南区 21 

香港医学专科学院赛马会大

楼 

(香港仔黄竹坑道 99 号) 

4 楼 - 管理局及委员会办公

室(医务委员会、牙医管理

委员会秘书处) 

助理秘书(医务委

员会执照组) 
28735431 as_lc@dh.gov.hk 25540577 

南区 22 
玛丽医院 

(薄扶林道 102 号) 

A 座 1 楼 - 玛丽医院口腔

颌面外科及牙科诊所 

口腔颌面外科顾问

医生 
22555425 gr_qmh_omsdc@dh.gov.hk 28183645 

mailto:gradc@dh.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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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份 
(以 18 区区议

会界线为准) 
项目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职衔 联络电话 电邮地址 传真 

南区 23 赤柱公立医局 赤柱黄麻角道 14 号 

(备注：卫生署在

本诊所大楼没有提

供任何服务。查询

有关普通科门诊

(医院管理局)及社

会福利署的服务单

位的设施，请直接

与诊所或服务单位

联络。查询有关本

诊所大楼其他地方

的设施，请与卫生

署的二级院务主任

(香港)联络。) 

21585133 ha2_hk@dh.gov.hk 26030523 

东区 24 
柏立基夫人健康院 

(北角七姊妹道 140 号) 

低座地下 - 邓肇坚牙科诊

所 
高级牙科医生 25616191 grtskdc@dh.gov.hk 28562407 

东区 24 
柏立基夫人健康院 

(北角七姊妹道 140 号) 

2 楼 - 柏立基夫人母婴健康

院 
护士长 25621709 noic_abmchc@dh.gov.hk 25627973 

东区 25 
柴湾健康院 

(柴湾康民街 1 号) 

1 楼 - 柴湾学生健康服务中

心 
护士长主管 25560627 cwsacno@dh.gov.hk 29658423 

mailto:grtskdc@dh.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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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份 
(以 18 区区议

会界线为准) 
项目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职衔 联络电话 电邮地址 传真 

东区 25 
柴湾健康院 

(柴湾康民街 1 号) 
2 楼 - 柴湾妇女健康中心 护士长 28979321 noic_cwwhc@dh.gov.hk 25564454 

东区 25 
柴湾健康院 

(柴湾康民街 1 号) 
3 楼 - 柴湾健康评估中心 护士长主管 25560627 cwsacno@dh.gov.hk 25152205 

东区 26 
新翠花园 

(柴湾道 233 号) 

政府大楼 6 座 2 楼 - 柴湾

母婴健康院 
护士长 25566757 noic_cwmchc@dh.gov.hk 28980798 

东区 27 
东区尤德夫人那打素医院 

(柴湾乐民道 3 号) 

专科门诊大楼地库 5 楼西翼 

- 柴湾社会卫生科诊所(男性

及女性) 

护士长 25957500 eo_shs@dh.gov.hk 25566637 

东区 27 
东区尤德夫人那打素医院 

(柴湾乐民道 3 号) 

主座大楼 1 楼 - 东区尤德

夫人那打素医院口腔颌面外

科及牙科诊所 

口腔颌面外科顾问

医生 
25956291 gr_pyneh_omsdc@dh.gov.hk 28895813 

东区 27 
东区尤德夫人那打素医院 

(柴湾乐民道 3 号) 

主座大楼 1 楼 - 柴湾政府

牙科诊所 
高级牙科医生 25563480 grcwdc@dh.gov.hk 25951459 

东区 27 
东区尤德夫人那打素医院 

(柴湾乐民道 3 号) 

主座大楼 1 楼 - 柴湾公务

员诊所 
注册护士 25956305 rn_cwfc@dh.gov.hk 25575542 

东区 28 
西湾河健康中心 

(西湾河太康街 28 号) 
2 楼 - 西湾河母婴健康院 护士长 36203544 noic_swhmchc@dh.gov.hk 28850552 

mailto:grcwdc@dh.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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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份 
(以 18 区区议

会界线为准) 
项目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职衔 联络电话 电邮地址 传真 

东区 28 
西湾河健康中心 

(西湾河太康街 28 号) 

3 楼 – 放射卫生科 (辐射

管理局牌照事务处) 

行政主任(放射卫

生科) 
36203743 eo_rhd@dh.gov.hk 28341224 

东区 29 
筲箕湾赛马会诊所 

(筲箕湾柴湾道 8 号) 

地下 - 筲箕湾长者健康中

心 
护士长 25353811 no_skwehc@dh.gov.hk 25675041 

东区 29 
筲箕湾赛马会诊所 

(筲箕湾柴湾道 8 号) 
地下 - 筲箕湾美沙酮诊所 诊所督导 25600582 eo_nda@dh.gov.hk 25131244 

东区 29 
筲箕湾赛马会诊所 

(筲箕湾柴湾道 8 号) 
2 楼 - 筲箕湾胸肺科诊所 护士长 25353830 no_skwcc@dh.gov.hk 25684713 

东区 29 
筲箕湾赛马会诊所 

(筲箕湾柴湾道 8 号) 

3 楼 - 筲箕湾胸肺科 X 光

部 
护士长 25353830 no_skwcc@dh.gov.hk 25684713 

东区 29 
筲箕湾赛马会诊所 

(筲箕湾柴湾道 8 号) 

4 楼 - 筲箕湾肺尘埃沉着病

诊所 
护士长 25353873 no_pc@dh.gov.hk 29775940 

观塘 30 
Landmark East 友邦九龙大楼  

(观塘巧明街 100 号) 
11 楼 1101 室- 港口卫生科 文书主任 39049315 co_pho@dh.gov.hk 28330132 

观塘 30 
Landmark East 友邦九龙大楼 

(观塘巧明街 100 号) 
16 楼 - 中医药规管办公室 

行政主任(中药事

务管理)2 
23195119 eo_cmm2@dh.gov.hk 23192664 

观塘 30 
Landmark East 友邦九龙大楼 

(观塘巧明街 100 号) 

20 楼 - 药物评审及进出口

管制科 

文书主任(药物注

册及进出口管制

部)1 

39744171 co_prie@dh.gov.hk 28034962 

mailto:co_pho@dh.gov.hk


无障碍主任 - 卫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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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份 
(以 18 区区议

会界线为准) 
项目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职衔 联络电话 电邮地址 传真 

观塘 31 
安盛金融大楼 

(九龙观塘巧明街 100 号) 

9 楼 901-904 室 - 医疗券事

务科 

行政主任(医疗券)

行政 4 
35824102 hcvd@dh.gov.hk 35824115 

观塘 32 
九龙湾健康中心 

(九龙湾启仁街 9 号) 

1 楼 - 爱滋病辅导及测试服

务 
护士长 21162942 lan_siu_kwang@dh.gov.hk 21171418 

观塘 32 
九龙湾健康中心 

(九龙湾启仁街 9 号) 

7 楼 - 九龙湾学生健康服务

中心 
护士长主管 21162839 kbshscno@dh.gov.hk 21170648 

观塘 32 
九龙湾健康中心 

(九龙湾启仁街 9 号) 
8 及 9 楼 - 综合治疗中心 护士长 21162868 wing_sze2_wong@dh.gov.hk 21170812 

观塘 32 
九龙湾健康中心 

(九龙湾启仁街 9 号) 

10 楼 - 九龙湾 X 光诊断中

心 
高级放射技师 21162998 srrad_kb@dh.gov.hk 21170549 

观塘 33 
观塘社区健康中心大楼 

(九龙观塘协和街 60 号) 
LG 楼 - 观塘牙科诊所 高级牙科医生 23454787 grktdc@dh.gov.hk 27935716 

观塘 33 
观塘社区健康中心大楼 

(九龙观塘协和街 60 号) 

地下低层 - 观塘母婴健康

院 
护士长 27504270 noic_ktmchc@dh.gov.hk 21487514 

观塘 34 
观塘美沙酮诊所 

(九龙观塘道 463 号) 
观塘美沙酮诊所 诊所督导 23457103 eo_nda@dh.gov.hk 27935376 

观塘 35 
蓝田社区综合大楼 

(九龙蓝田碧云道 223 号) 
地下 - 蓝田长者健康中心 护士长 27275606 no_ltehc@dh.gov.hk 27275694 

mailto:grktdc@dh.gov.hk


无障碍主任 - 卫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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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份 
(以 18 区区议

会界线为准) 
项目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职衔 联络电话 电邮地址 传真 

观塘 36 
蓝田分科诊所 

(九龙蓝田启田道 99 号) 
1 楼 - 蓝田母婴健康院 护士长 23462708 noic_ltmchc@dh.gov.hk 22437939 

观塘 36 
蓝田分科诊所 

(九龙蓝田启田道 99 号) 
2 楼 - 蓝田学童牙科诊所 高级牙科医生 31634530 yung_ki@dh.gov.hk 23463042 

观塘 36 
蓝田分科诊所 

(九龙蓝田启田道 99 号) 

4, 5 及 6 楼 - 蓝田学生健康

服务中心及健康评估中心 
护士长主管 31634653 ltsacno@dh.gov.hk 23497293 

观塘 36 
蓝田分科诊所 

(九龙蓝田启田道 99 号) 
6 楼 - 蓝田妇女健康中心 护士长 29529829 noic_ltwhc@dh.gov.hk 23461334 

观塘 37 
牛头角赛马会诊所 

(九龙牛头角定安街 60 号) 
地下 - 牛头角美沙酮诊所 诊所督导 23180976 eo_nda@dh.gov.hk 27590856 

观塘 37 
牛头角赛马会诊所 

(九龙牛头角定安街 60 号) 

1 楼 - 牛头角儿童体能智力

测验中心 
护士长 29211028 gr_nkcac@dh.gov.hk 24560390 

观塘 37 
牛头角赛马会诊所 

(九龙牛头角定安街 60 号) 

2 楼 - 家庭医学深造培训中

心 
注册护士 27538109 rn_fmtc@dh.gov.hk 27539555 

观塘 38 
尤德夫人分科诊所 

(九龙观塘茶果岭道 79 号) 

3 楼 - 尤德夫人儿童体能智

力测验中心(观塘) 
护士长 27278474 no_ktcac@dh.gov.hk 27278479 

观塘 39 
容凤书纪念中心 

(九龙观塘茶果岭道 79 号) 

地下 - 观塘容凤书牙科诊

所 
高级牙科医生 28916093 grktyfsdc@dh.gov.hk 35857484 

mailto:grktyfsdc@dh.gov.hk


无障碍主任 - 卫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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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份 
(以 18 区区议

会界线为准) 
项目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职衔 联络电话 电邮地址 传真 

观塘 39 
容凤书纪念中心 

(九龙观塘茶果岭道 79 号) 
1 楼 - 容凤书胸肺科诊所 护士长 27278250 no_yfscc@dh.gov.hk 29526617 

观塘 39 
容凤书纪念中心 

(九龙观塘茶果岭道 79 号) 

4 楼 - 容凤书皮肤科及社会

卫生科诊所 
注册护士 

皮肤科

27278319 

社会卫生科

27278315 

eo_shs@dh.gov.hk 23485263 

深水埗 40 
长沙湾政府合署 

(九龙长沙湾道 303 号) 
1 楼 - 旅游健康中心(九龙) 助理文书主任 21507232 shroff_kthc@dh.gov.hk 23174230 

深水埗 40 
长沙湾政府合署 

(九龙长沙湾道 303 号) 
2 楼 - 西九龙母婴健康院 护士长 21507260 noic_wkmchc@dh.gov.hk 27841669 

深水埗 40 
长沙湾政府合署 

(九龙长沙湾道 303 号) 

3 楼 - 长沙湾政府合署牙科

诊所 
高级牙科医生 21520028 grcswgodc@dh.gov.hk 21520038 

深水埗 40 
长沙湾政府合署 

(九龙长沙湾道 303 号) 
3 楼 - 长沙湾皮肤科诊所 护士长 21507373 eo_shs@dh.gov.hk 21520035 

深水埗 41 
南山健康院 

(九龙南山邨南尧楼) 
地下 - 南山长者健康中心 护士长 27840614 no_nsehc@dh.gov.hk 27767665 

深水埗 42 
深水埗公立医局 

(九龙深水埗医局街 137 号) 
地下 - 深水埗美沙酮诊所 诊所督导 34682936 eo_nda@dh.gov.hk 23814229 

mailto:grcswgodc@dh.gov.hk


无障碍主任 - 卫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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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份 
(以 18 区区议

会界线为准) 
项目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职衔 联络电话 电邮地址 传真 

深水埗 43 
石硖尾健康院 

(九龙石硖尾巴域街 2 号) 

地下 - 石硖尾胸肺科诊所

X 光部 
护士长 27774535 no_skmcc@dh.gov.hk 27845724 

深水埗 43 
石硖尾健康院 

(九龙石硖尾巴域街 2 号) 
1 楼 - 石硖尾胸肺科诊所 护士长 27774535 no_skmcc@dh.gov.hk 27845724 

油尖旺 44 
李宝椿健康院 

(九龙大角咀鸦兰街 22 号) 
三楼 - 李宝椿牙科诊所 高级牙科医生 23097907 grlpcdc@dh.gov.hk 23815829 

油尖旺 45 
伊利沙伯医院 

(九龙加士居道 30 号) 

F 座 7 楼 - 伊利沙伯医院口

腔颌面外科及牙科诊所 

口腔颌面外科顾问

医生 
35066030 gr_qeh_omsdc@dh.gov.hk 27719686 

油尖旺 46 
油麻地赛马会分科诊所 

(九龙油麻地炮台街 145 号) 
地下 - 油麻地美沙酮诊所 诊所督导 27702584 eo_nda@dh.gov.hk 23848120 

油尖旺 46 
油麻地赛马会分科诊所 

(九龙油麻地炮台街 145 号) 
1 楼 - 油麻地长者健康中心 护士长 27825174 no_ymtehc@dh.gov.hk 27702141 

油尖旺 46 
油麻地赛马会分科诊所 

(九龙油麻地炮台街 145 号) 
2 楼 - 油麻地胸肺科诊所 护士长 23885939 no_ymtcc@dh.gov.hk 23743575 

油尖旺 46 
油麻地赛马会分科诊所 

(九龙油麻地炮台街 145 号) 

3 楼 - 油麻地胸肺科 X 光

部 
护士长 23885939 no_ymtcc@dh.gov.hk 23743575 

油尖旺 46 
油麻地赛马会分科诊所 

(九龙油麻地炮台街 145 号) 

3 楼 - 油麻地社会卫生科诊

所(女性) 
护士长 23886634 eo_shs@dh.gov.hk 23742265 

mailto:grlpcdc@dh.gov.hk


无障碍主任 - 卫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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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份 
(以 18 区区议

会界线为准) 
项目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职衔 联络电话 电邮地址 传真 

油尖旺 46 
油麻地赛马会分科诊所 

(九龙油麻地炮台街 145 号) 

4 楼 - 油麻地社会卫生科诊

所(男性) 
护士长 23594377 eo_shs@dh.gov.hk 27701564 

油尖旺 46 
油麻地赛马会分科诊所 

(九龙油麻地炮台街 145 号) 
5 楼 - 油麻地牙科诊所 高级牙科医生 27838128 grymtdc@dh.gov.hk 27802421 

油尖旺 46 
油麻地赛马会分科诊所 

(九龙油麻地炮台街 145 号) 

6 楼 - 油麻地牙齿矫正科诊

所 
高级牙科医生 27809544 grymtoc@dh.gov.hk 27801417 

油尖旺 46 
油麻地赛马会分科诊所 

(九龙油麻地炮台街 145 号) 
9 楼 -油麻地皮肤科诊所 护士长 27704639 eo_shs@dh.gov.hk 23593991 

油尖旺 47 油麻地欣翔道 10 号 1 楼 - 油麻地母婴健康院 护士长 27700044 noic_ymtmchc@dh.gov.hk 23741361 

油尖旺 48 
永安九龙中心 

(九龙弥敦道 345 号) 

15 楼 01-02 室及 16 楼及 18

楼 01-03 室 - 控烟酒办公室 

高级行政主任(控

烟酒办公室) 
39014110 seo_taco@dh.gov.hk 25758944 

油尖旺 49 
西九龙政府合署 

(九龙油麻地海庭道 11 号) 

南座 2 楼 - 西九龙政府合

署学生健康服务中心/ 健康

评估中心 

护士长主管 38427833 wkgosacno@dh.gov.hk 35720778 

油尖旺 49 
西九龙政府合署 

(九龙油麻地海庭道 11 号) 

南座 2 楼 - 西九龙政府合

署牙科诊所 
高级牙科医生 38427788 grwkgodc@dh.gov.hk 26380756 

黄大仙 50 
东九龙分科诊所 

(九龙斧山道 160 号) 

地下及 1 楼 - 东九龙胸肺

科诊所 
护士长 23520077 no_ekcc@dh.gov.hk 23535412 

mailto:grymtdc@dh.gov.hk
mailto:grymtoc@dh.gov.hk


无障碍主任 - 卫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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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份 
(以 18 区区议

会界线为准) 
项目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职衔 联络电话 电邮地址 传真 

黄大仙 50 
东九龙分科诊所 

(九龙斧山道 160 号) 
1 楼 - 东九龙母婴健康院 护士长 23217822 noic_ekmchc@dh.gov.hk 23249077 

黄大仙 51 

柏立基健康院 

(九龙新蒲岗太子道东 600

号) 

1 楼 - 柏立基母婴健康院 护士长 27182597 noic_rbmchc@dh.gov.hk 27165839 

黄大仙 51 

柏立基健康院 

(九龙新蒲岗太子道东 600

号) 

1 楼 - 柏立基美沙酮诊所 诊所督导 27165211 eo_nda@dh.gov.hk 23824410 

黄大仙 51 

柏立基健康院 

(九龙新蒲岗太子道东 600

号) 

2 楼-新蒲岗长者健康中心 护士长 23832953 no_spkehc@dh.gov.hk 23836522 

黄大仙 52 

横头磡赛马会诊所 

(九龙横头磡联合道东 200

号) 

地下 - 横头磡母婴健康院 护士长 31437180 noic_wthmchc@dh.gov.hk 27944527 

黄大仙 52 

横头磡赛马会诊所 

(九龙横头磡联合道东 200

号) 

高层地下及 1 楼 - 红丝带

中心 

行政主任(特别预

防计划) 
31437222 eospp@dh.gov.hk 23380534 

黄大仙 53 
伍若瑜健康院 

(九龙慈云山双凤街 55 号) 
地下 - 伍若瑜美沙酮诊所 诊所督导 23297306 eo_nda@dh.gov.hk 23201532 



无障碍主任 - 卫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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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份 
(以 18 区区议

会界线为准) 
项目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职衔 联络电话 电邮地址 传真 

黄大仙 53 
伍若瑜健康院 

(九龙慈云山双凤街 55 号) 
1 楼 - 伍若瑜母婴健康院 护士长 23255224 noic_wyymchc@dh.gov.hk 23504461 

黄大仙 53 
伍若瑜健康院 

(九龙慈云山双凤街 55 号) 

2 楼 - 慈云山伍若瑜学生健

康服务中心 
护士长主管 23256976 wyyshscno@dh.gov.hk 23500524 

九龙城 54 

亚皆老街赛马会学童牙科诊

所 

(九龙亚皆老街 147J 号) 

1 及 2 楼 - 亚皆老街赛马会

学童牙科诊所 
高级牙科医生 27605214 mc_lai@dh.gov.hk 27627519 

九龙城 54 

亚皆老街赛马会学童牙科诊

所 

(九龙亚皆老街 147J 号) 

3 楼 - 亚皆老街赛马会学童

牙科诊所 
高级牙科医生 27605232 fanny_wong@dh.gov.hk 26245974 

九龙城 54 

亚皆老街赛马会学童牙科诊

所 

(九龙亚皆老街 147J 号) 

4 楼 - 口腔健康教育事务科 高级牙科治疗师 21999200 ho_ying_chan_oheu@dh.gov.hk 27604073 

九龙城 55 

中九龙儿童体能智力测验中

心 

(九龙亚皆老街 147L 号) 

2 楼 - 中九龙儿童体能智力

测验中心 
护士长 22466633 no_ckcac1@dh.gov.hk 27153447 

九龙城 56 
卫生防护中心 

(九龙亚皆老街 147C 号) 

地下至 4 楼 - 紧急应变及 

项目管理处, 监测科, 流行 

病学科, 社区联络科, 传染 

病及风险传达科, 学童免疫 

注射小组及感染控制处 

行政主任(行政)1 21252131 crystal_hk_lai@dh.gov.hk 35230740 



无障碍主任 - 卫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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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份 
(以 18 区区议

会界线为准) 
项目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职衔 联络电话 电邮地址 传真 

九龙城 57 
何文田美沙酮诊所 

(九龙何文田公主道 50 号) 
地下 - 何文田美沙酮诊所 诊所督导 27136091 eo_nda@dh.gov.hk 27130744 

九龙城 58 
红磡诊所 

(九龙红磡差馆里 22 号) 
2 楼 - 红磡美沙酮诊所 诊所督导 23338957 eo_nda@dh.gov.hk 23303124 

九龙城 59 
九龙胸肺科诊所 

(九龙亚皆老街 147A 号) 
地下 - 九龙胸肺科诊所 护士长 27112086 no_kcc@dh.gov.hk 27601051 

九龙城 59 
九龙胸肺科诊所 

(九龙亚皆老街 147A 号) 

地下 - 九龙胸肺科诊所 X

光部 
护士长 27112086 no_kcc@dh.gov.hk 27601051 

九龙城 60 

九龙城政府合署九龙城健康

中心 

(九龙红磡庇利街 42 号) 

3 楼–九龙城牙科诊所 高级牙科医生 27689721 grkcdc@dh.gov.hk 27159455 

九龙城 60 

九龙城政府合署九龙城健康

中心 

(九龙红磡庇利街 42 号) 

4 楼–九龙城母婴健康院 护士长 35720766 noic_kcmchc@dh.gov.hk 35720844 

九龙城 60 

九龙城政府合署九龙城健康

中心 

(九龙红磡庇利街 42 号) 

6 楼–九龙公务员诊所 
护士长(九龙公务

员诊所)1 
23882102 no_kfc@dh.gov.hk 27839035 

九龙城 61 
九龙公众殓房 

(九龙红磡畅行里 7 号) 
地下 - 九龙公众殓房 

法医科高级医生

(九龙区)2 
26125810 wfchiao@dh.gov.hk 24190709 

mailto:grkcdc@dh.gov.hk


无障碍主任 - 卫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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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份 
(以 18 区区议

会界线为准) 
项目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职衔 联络电话 电邮地址 传真 

九龙城 62 
狮子会健康院 

(九龙城侯王道 80 号) 

地下 - 九龙城长者健康中

心 
护士长 27628792 no_kcehc@dh.gov.hk 26245162 

九龙城 62 
狮子会健康院 

(九龙城侯王道 80 号) 

1 楼及 2 楼 - 九龙城狮子会

学生健康服务中心 
护士长主管 23820115 kclcshscno@dh.gov.hk 27165949 

九龙城 63 
香港儿童医院 

(九龙九龙湾承昌道一号) 

B 座 1 楼专科门诊部 - 遗传

学化验所及遗传辅导诊所 

护士长(遗传筛选

组)1 
35136496 cgs_no1@dh.gov.hk 27299620 

离岛 64 
梅窝政府合署 

(大屿山银矿湾道 2 号) 
1 楼 - 梅窝母婴健康院 护士长 29842193 noic_tcnmchc@dh.gov.hk 29841081 

离岛 65 
长洲医院 

(长洲东湾长洲医院路) 
地下 - 长洲母婴健康院 护士长 29817762 noic_abmchc@dh.gov.hk 29812614 

离岛 65 
长洲医院 

(长洲东湾长洲医院路) 
地下 - 长洲胸肺科诊所 护士长 28598227 no_sypcc@dh.gov.hk 25464731 

离岛 65 
长洲医院 

(长洲东湾长洲医院路) 
1 楼 - 长洲美沙酮诊所 诊所督导 29815399 eo_nda@dh.gov.hk 29813102 

离岛 65 
长洲医院 

(长洲东湾长洲医院路) 
2 字楼- 长洲牙科诊所 牙科医生 29810578 grccdc@dh.gov.hk 29816923 

离岛 66 
大澳赛马会诊所 

(大屿山石仔埗街 103 号) 
地下 - 大澳牙科诊所 牙科医生 29857657 grccdc@dh.gov.hk 29857224 

mailto:grccdc@dh.gov.hk
mailto:grccdc@dh.gov.hk


无障碍主任 - 卫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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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份 
(以 18 区区议

会界线为准) 
项目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职衔 联络电话 电邮地址 传真 

离岛 67 
东涌健康中心 

(大屿山东涌富东街 6 号) 
1 座地下 - 东涌母婴健康院 护士长 35758370 noic_tcmchc@dh.gov.hk 21090436 

离岛 67 
东涌健康中心 

(大屿山东涌富东街 6 号) 

1 座 1 楼 - 东涌胸肺科诊所

X 光部 
护士长 35758393 no_ntcc@dh.gov.hk 26459135 

离岛 67 
东涌健康中心 

(大屿山东涌富东街 6 号) 
2 座地下 - 东涌牙科诊所 高级牙科医生 35758378 grtcdc@dh.gov.hk 21092483 

离岛 67 
东涌健康中心 

(大屿山东涌富东街 6 号) 

2 座 1 楼 - 东涌长者健康中

心 
护士长 21096835 no_tcehc@dh.gov.hk 21094978 

荃湾 68 
戴麟趾夫人分科诊疗所 

(新界荃湾沙咀道 213 号) 
A 座地下 - 荃湾牙科诊所 高级牙科医生 24920880 grtwdc@dh.gov.hk 29449659 

荃湾 68 
戴麟趾夫人分科诊疗所 

(新界荃湾沙咀道 213 号) 

B 座地下 - 戴麟趾美沙酮

诊所 
诊所督导 28695618 eo_nda@dh.gov.hk 21496531 

荃湾 68 
戴麟趾夫人分科诊疗所 

(新界荃湾沙咀道 213 号) 

B 及 C 座地下 - 荃湾长者

健康中心 
护士长 24067476 no_twehc@dh.gov.hk 24390705 

荃湾 69 
葛量洪夫人健康中心 

(新界荃湾青山道 115 号) 

地下及 1 楼 - 新界公务员

诊所 
注册护士 24227911 rn_ntfc@dh.gov.hk 24227990 

荃湾 69 
葛量洪夫人健康中心 

(新界荃湾青山道 115 号) 
2 楼 - 学童免疫注射小组 护士长 26158510 no_si3@dh.gov.hk 24069370 

mailto:grtcdc@dh.gov.hk
mailto:grtwdc@dh.gov.hk


无障碍主任 - 卫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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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份 
(以 18 区区议

会界线为准) 
项目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职衔 联络电话 电邮地址 传真 

荃湾 70 
荃湾政府合署 

(荃湾西楼角道 38 号) 
13 楼 - 健康促进处 

文书主任(健康促

进) 
28351820 cohp@dh.gov.hk 25916127 

荃湾 70 
荃湾政府合署 

(荃湾西楼角道 38 号) 

14 楼 - 荃湾政府合署牙科

诊所 
高级牙科医生 24176511 grtwgodc@dh.gov.hk 24120675 

荃湾 71 
仁济医院 

(荃湾仁济街 7-11 号) 

C 座大楼 9 楼 – 荃湾母婴

健康院 
护士长 26155500 noic_twmchc@dh.gov.hk 24909425 

元朗 72 锦田诊所 新界石岗锦田路 200 号 

(备注：卫生署在

本诊所大楼没有提

供任何服务。查询

有关普通科门诊

(医院管理局)的设

施，请直接与普通

科门诊联络。查询

有关本诊所大楼其

他地方的设施，请

与卫生署的二级院

务主任(新界西)联

络。) 

21585107 ha2_ntw@dh.gov.hk 31840310 

mailto:grtwgodc@dh.gov.hk


无障碍主任 - 卫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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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份 
(以 18 区区议

会界线为准) 
项目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职衔 联络电话 电邮地址 传真 

元朗 73 
容凤书健康中心 

(新界元朗西菁街 26 号) 
地下 - 元朗长者健康中心 护士长 24700073 no_ylehc@dh.gov.hk 29443224 

元朗 73 
容凤书健康中心 

(新界元朗西菁街 26 号) 
1 楼 - 容凤书母婴健康院 护士长 24438421 noic_myfsmchc@dh.gov.hk 24749285 

元朗 73 
容凤书健康中心 

(新界元朗西菁街 26 号) 
2 楼 - 容凤书牙科诊所 高级牙科医生 24438440 grmyfsdc@dh.gov.hk 24779164 

元朗 74 
天水围健康中心 

(新界天水围天瑞路 3 号) 
1 楼 - 天水围母婴健康院 护士长 24485580 noic_tswmchc@dh.gov.hk 26164129 

元朗 75 
元朗民政事务处大厦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 269 号) 
3 楼 - 学童免疫注射小组 护士长 26158510 no_si3@dh.gov.hk 24069370 

元朗 76 
元朗赛马会健康院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 269 号) 
地下 - 元朗胸肺科诊所 护士长 90231558 no_ntcc@dh.gov.hk 26459135 

元朗 76 
元朗赛马会健康院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 269 号) 
地下 - 元朗美沙酮诊所 诊所督导 24709307 eo_nda@dh.gov.hk 29443440 

元朗 76 
元朗赛马会健康院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 269 号) 
1 楼 - 元朗赛马会牙科诊所 高级牙科医生 24771808 gryldc@dh.gov.hk 24439572 

元朗 76 
元朗赛马会健康院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 269 号) 

1 楼 - 元朗学生健康服务中

心 
护士长主管 24792743 ylshscno@dh.gov.hk 24427615 

mailto:grmyfsdc@dh.gov.hk
mailto:gryldc@dh.gov.hk


无障碍主任 - 卫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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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份 
(以 18 区区议

会界线为准) 
项目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职衔 联络电话 电邮地址 传真 

元朗 77 
元朗政府合署 

(新界元朗桥樂坊 2 号) 

1 楼 - 元朗政府合署牙科诊

所 
高级牙科医生 26905126 grylgodc@dh.gov.hk 26905343 

北区 78 
粉岭健康中心 

(粉岭壁峰路 2 号) 
2 楼 - 粉岭学童牙科诊所 高级牙科医生 26394646 anissa_lam@dh.gov.hk     26712092 

北区 78 
粉岭健康中心 

(粉岭壁峰路 2 号) 

3 楼 - 粉岭健康中心牙科诊

所 
高级牙科医生 26712046 grfhcdc@dh.gov.hk 26712625 

北区 78 
粉岭健康中心 

(粉岭壁峰路 2 号) 
3 楼 - 粉岭母婴健康院 护士长 26776484 noic_flmchc@dh.gov.hk 26772565 

北区 78 
粉岭健康中心 

(粉岭壁峰路 2 号) 

4 楼 - 粉岭儿童体能智力测

验中心 
护士长 26391402 no_flcac@dh.gov.hk 26712797 

北区 78 
粉岭健康中心 

(粉岭壁峰路 2 号) 
5 楼 - 粉岭 X 光诊断中心 高级放射技师 26391476 srrad_fl@dh.g0v.hk 26718367 

北区 78 
粉岭健康中心 

(粉岭壁峰路 2 号) 
6 楼 - 粉岭综合治疗中心 护士长 26391437 eo_shs@dh.gov.hk 26717135 

北区 78 
粉岭健康中心 

(粉岭壁峰路 2 号) 
8 楼 - 粉岭公务员诊所 护士长 26273117 no1_ffc@dh.gov.hk 28865330 

北区 79 
北区政府合署 

(粉岭壁峰路 3 号) 
3 楼 - 学童免疫注射小组 护士长 26158510 no_si3@dh.gov.hk 24069370 

mailto:anissa_lam@dh.gov.hk    
mailto:grfhcdc@dh.gov.hk


无障碍主任 - 卫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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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份 
(以 18 区区议

会界线为准) 
项目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职衔 联络电话 电邮地址 传真 

北区 80 
北区医院 

(粉岭保健路 9 号) 

LG1 楼 - 北区医院口腔颌

面外科及牙科诊所 
高级牙科医生 26837084 gr_ndh_omsdc@dh.gov.hk 26837081 

北区 81 沙头角诊所 沙头角沙头角道 58 号 

(备注：卫生署在

本诊所大楼没有提

供任何服务。查询

有关普通科门诊

(医院管理局)的设

施，请直接与普通

科门诊联络。查询

有关本诊所大楼其

他地方的设施，请

与卫生署的二级院

务主任(新界东)联

络。) 

21585123 ha2_nte@dh.gov.hk 26030523 

北区 82 

石湖墟赛马会诊所 

(上水石湖墟马会道 108-130

号) 

地下 - 石湖墟美沙酮诊所 诊所督导 26719484 eo_nda@dh.gov.hk 26721740 



无障碍主任 - 卫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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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份 
(以 18 区区议

会界线为准) 
项目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职衔 联络电话 电邮地址 传真 

北区 82 

石湖墟赛马会诊所 

(上水石湖墟马会道 108-130

号) 

1 楼 - 石湖墟长者健康中心 护士长 26710549 no_swhehc@dh.gov.hk 26721414 

北区 82 

石湖墟赛马会诊所 

(上水石湖墟马会道 108-130

号) 

1 楼 - 上水胸肺科诊所 护士长 90231558 no_ntcc@dh.gov.hk 26459135 

北区 82 

石湖墟赛马会诊所 

(上水石湖墟马会道 108-130

号) 

2 楼 - 石湖墟学生健康服务

中心 
护士长主管 27598040 swhshscno@dh.gov.hk 26526944 

沙田 83 
富山公众殓房 

(沙田悠安街 10 号) 
地下 - 富山公众殓房 

法医科高级医生

(新界区)3  
36613065 cc_tsang@dh.gov.hk 26911112 

沙田 84 
沥源健康院 

(沙田沥源街 9 号) 
1 楼 - 学童免疫注射小组 护士长 26158510 no_si3@dh.gov.hk 24069370 

沙田 84 
沥源健康院 

(沙田沥源街 9 号) 
1 及 2 楼 - 沥源母婴健康院 护士长 26928741 noic_lymchc@dh.gov.hk 26045250 

沙田 84 
沥源健康院 

(沙田沥源街 9 号) 
3 楼 - 沥源长者健康中心 护士长 26372901 no_lyehc@dh.gov.hk 26327860 

沙田 85 
马鞍山健康中心 

(马鞍山西沙路 609 号) 
1 楼 - 马鞍山牙科诊所 高级牙科医生 26410836 grmosdc@dh.gov.hk 26406670 

mailto:grmosdc@dh.gov.hk


无障碍主任 - 卫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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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份 
(以 18 区区议

会界线为准) 
项目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职衔 联络电话 电邮地址 传真 

沙田 85 
马鞍山健康中心 

(马鞍山西沙路 609 号) 
1 楼 - 马鞍山母婴健康院 护士长 26404724 noic_mosmchc@dh.gov.hk 26400641 

沙田 86 

尤德夫人儿童体能智力测验

中心及学童牙科诊所 

(沙田圆洲角插桅杆街 31-33

号) 

1 楼 - 尤德夫人学童牙科诊

所 
高级牙科医生 22101678 philip_poon@dh.gov.hk 26474037 

沙田 86 

尤德夫人儿童体能智力测验

中心及学童牙科诊所 

(沙田圆洲角插桅杆街 31-33

号) 

1 楼 - 尤德夫人政府牙科诊

所 
高级牙科医生 26479755 grpydc@dh.gov.hk 26472693 

沙田 86 

尤德夫人儿童体能智力测验

中心及学童牙科诊所 

(沙田圆洲角插桅杆街 31-33

号) 

2 楼 - 尤德夫人儿童体能智

力测验中心(沙田) 
护士长 22101600 no_stcac@dh.gov.hk 26466327 

沙田 87 

威尔斯亲王医院李嘉诚专科

诊所(北翼) 

(沙田银城街 30-32 号) 

1 楼 - 威尔斯亲王医院口腔

颌面外科及牙科诊所 

口腔颌面外科顾问

医生 
35052380 gr_pwh_omsdc@dh.gov.hk 26498079 

沙田 88 
沙田(大围)诊所 

(沙田大围文礼路 2 号) 

地下 - 沙田(大围)美沙酮诊

所 
诊所督导 26045355 eo_nda@dh.gov.hk 26987281 

mailto:grpydc@dh.gov.hk


无障碍主任 - 卫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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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份 
(以 18 区区议

会界线为准) 
项目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职衔 联络电话 电邮地址 传真 

沙田 88 
沙田(大围)诊所 

(沙田大围文礼路 2 号) 

1 楼 - 沙田学生健康服务中

心 
护士长主管 26940374 stshscno@dh.gov.hk 26080947 

沙田 89 
沙田政府合署 

(沙田上禾輋路 1 号) 
3 楼 - 诊所行政及策划科 

二级院务主任(新

界东) 
21585123 ha2_nte@dh.gov.hk 26030523 

沙田 90 
圆洲角诊所 

(新界沙田插桅杆街 29 号) 
1 楼 - 圆洲角胸肺科诊所 护士长 26476445 no_yckcc@dh.gov.hk 26471579 

沙田 90 
圆洲角诊所 

(新界沙田插桅杆街 29 号) 

1 楼 - 圆洲角胸肺科诊所 X

光部 
护士长 26476445 no_yckcc@dh.gov.hk 26471579 

西贡 91 
方逸华诊所 

(西贡万年街 23 号) 
地下 - 西贡胸肺科诊所 护士长 90231558 no_ntcc@dh.gov.hk 26459135 

西贡 91 
方逸华诊所 

(西贡万年街 23 号) 
1 楼 - 方逸华牙科诊所 牙科医生 21639250 grmfdc@dh.gov.hk 27925980 

西贡 91 
方逸华诊所 

(西贡万年街 23 号) 
1 楼 - 西贡公务员诊所 护士长 25691588 no_skfc@dh.gov.hk 25691900 

西贡 92 
将军澳赛马会诊所 

(将军澳宝林北路 99 号) 

地下 - 将军澳长者健康中

心 
护士长 26237849 no_tkoehc@dh.gov.hk 27041145 

西贡 93 
将军澳宝宁路健康中心 

(新界将军澳宝宁路 28 号) 

1 楼 - 将军澳宝宁路母婴健

康院 
护士长 21911086 noic_tkopnrmchc@dh.gov.hk 21911486 

mailto:grmfdc@dh.gov.hk


无障碍主任 - 卫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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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份 
(以 18 区区议

会界线为准) 
项目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职衔 联络电话 电邮地址 传真 

西贡 93 
将军澳宝宁路健康中心 

(新界将军澳宝宁路 28 号) 
2 楼 - 将军澳牙科诊所 高级牙科医生 21911060 grtkodc@dh.gov.hk 22463703 

葵青 94 

下葵涌分科诊所及特殊教育

服务中心 

(新界葵涌丽祖路 77 号) 

1 楼 - 下葵涌政府牙科诊所 高级牙科医生 23701915 grhkcdc@dh.gov.hk 27427508 

葵青 94 

下葵涌分科诊所及特殊教育

服务中心 

(新界葵涌丽祖路 77 号) 

1 楼 - 下葵涌学童牙科诊所 高级牙科医生 36515587 cklee@dh.gov.hk 27417965 

葵青 94 

下葵涌分科诊所及特殊教育

服务中心 

(新界葵涌丽祖路 77 号) 

2 楼 - 下葵涌儿童体能智力

测验中心 
护士长 23701887 no_hccac@dh.gov.hk 27448579 

葵青 95 
葵涌医院日间复元中心 

(新界葵涌医院道 3-15 号) 
1 楼 - 葵涌医院牙科诊所 牙科医生 29598254 grkchdc@dh.gov.hk 27869451 

葵青 96 
葵涌公众殓房 

(新界葵涌葵喜街 100 号) 

地下及 1 楼 - 葵涌公众殓

房 

法医科高级医生

(九龙区)2 
26125811 wfchiao@dh.gov.hk 24190709 

葵青 97 

伍若瑜夫人健康院 

(新界葵涌梨木树和宜合道

310 号) 

1 楼 - 上葵涌修复齿科诊所 高级牙科医生 26573978 grskcpc@dh.gov.hk 29730418 

mailto:grtkodc@dh.gov.hk
mailto:grhkcdc@dh.gov.hk
mailto:grkchdc@dh.gov.hk


无障碍主任 - 卫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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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份 
(以 18 区区议

会界线为准) 
项目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职衔 联络电话 电邮地址 传真 

葵青 97 

伍若瑜夫人健康院 

(新界葵涌梨木树和宜合道

310 号) 

2 楼 - 上葵涌政府牙科诊所 高级牙科医生 37912550 grskcgdc@dh.gov.hk 21170185 

葵青 98 
北葵涌诊疗所 

(新界葵涌大白田街 125 号) 
1 楼 - 北葵涌母婴健康院 护士长 24188550 noic_nkcmchc@dh.gov.hk 24259540 

葵青 99 
玛嘉烈医院 

(新界葵涌荔景山道 2-10 号) 

F 座低层 2 楼 - 玛嘉烈医院

口腔颌面外科及牙科诊所 
高级牙科医生 29901644 gr_pmh_omsdc@dh.gov.hk 23700784 

葵青 100 
葵盛东邨盛和楼 

(新界葵涌葵叶街) 

地下及 1 楼 - 葵盛长者健

康中心 
护士长 27412254 no_ksehc@dh.gov.hk 27853916 

葵青 101 
南葵涌赛马会分科诊疗所 

(新界葵涌葵盛围 310 号) 

胸肺科诊所地下 - 南葵涌

胸肺科诊所 X 光部 
护士长 24191721 no_skccc@dh.gov.hk 24191350 

葵青 101 
南葵涌赛马会分科诊疗所 

(新界葵涌葵盛围 310 号) 

胸肺科诊所地下及 1 楼 - 

南葵涌胸肺科诊所 
护士长 24191721 no_skccc@dh.gov.hk 24191350 

葵青 101 
南葵涌赛马会分科诊疗所 

(新界葵涌葵盛围 310 号) 
1 楼 - 南葵涌母婴健康院 护士长 26157350 noic_skcmchc@dh.gov.hk 24069664 

葵青 101 
南葵涌赛马会分科诊疗所 

(新界葵涌葵盛围 310 号) 

2 楼 - 南葵涌学生健康服务

中心  
护士长主管 24198438 skcshscno@dh.gov.hk 24086367 

葵青 (103) 
青衣长康诊所 

(新界青衣长康邨长康商场) 
3 楼 - 青衣母婴健康院 护士长 24970431 noic_tymchc@dh.gov.hk 24344065 

mailto:grskcgdc@dh.gov.hk


无障碍主任 - 卫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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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份 
(以 18 区区议

会界线为准) 
项目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职衔 联络电话 电邮地址 传真 

大埔 103 
大埔赛马会诊所 

(大埔汀角路 37 号) 
地下 - 大埔美沙酮诊所 诊所督导 26645020 eo_nda@dh.gov.hk 26671545 

大埔 103 
大埔赛马会诊所 

(大埔汀角路 37 号) 

地下及 1 楼 - 大埔胸肺科

诊所及 X 光部 
护士长 26895600 no_tpcc@dh.gov.hk 26654629 

大埔 103 
大埔赛马会诊所 

(大埔汀角路 37 号) 

2 楼 - 大埔学生健康服务中

心 
护士长主管 26895631 tpshscno@dh.gov.hk 26058376 

大埔 104 
王少清诊所 

(新界大埔宝湖里 1 号) 
地下 - 大埔长者健康中心 护士长 26582890 no_tpehc@dh.gov.hk 26569144 

大埔 104 
王少清诊所 

(新界大埔宝湖里 1 号) 
1 楼 - 大埔王少清牙科诊所 高级牙科医生 26523737 grtpwscdc@dh.gov.hk 26529581 

大埔 104 
王少清诊所 

(新界大埔宝湖里 1 号) 
1 楼 - 王少清母婴健康院 护士长 26523745 noic_wscmchc@dh.gov.hk 26584461 

屯门 105 
青山医院 

(新界屯门青松观路 15 号) 
1 楼 - 青山医院牙科诊所 高级牙科医生 24615684 grcphdc@dh.gov.hk 24673587 

屯门 106 
大榄牙科诊所 

(新界屯门大榄涌路 100 号) 
地下 - 大榄牙科诊所 高级牙科医生 24615684 grcphdc@dh.gov.hk 24673587 

屯门 107 
屯门诊所 

(新界屯门新墟青贤街 11 号) 
地下 - 屯门美沙酮诊所 诊所督导 24529113 eo_nda@dh.gov.hk 24049644 

mailto:grtpwscdc@dh.gov.hk
mailto:grcphdc@dh.gov.hk
mailto:grcphdc@dh.gov.hk


无障碍主任 - 卫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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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份 
(以 18 区区议

会界线为准) 
项目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职衔 联络电话 电邮地址 传真 

屯门 107 
屯门诊所 

(新界屯门新墟青贤街 11 号) 

1 楼 - 屯门学生健康服务中

心 
护士长主管 24300851 tmshscno@dh.gov.hk 26135672 

屯门 108 
屯门眼科中心 

(新界屯门屯利街 4 号) 
5 楼 - 屯门社会卫生科诊所 护士长 24592958 eo_shs@dh.gov.hk 24041394 

屯门 109 
屯门医院 

(新界屯门青松观路) 

地下 - 屯门儿童体能智力

测验中心 
护士长 24685261 no_tmcac@dh.gov.hk 24624962 

屯门 109 
屯门医院 

(新界屯门青松观路) 

手术大楼 9 楼 T 座 - 屯门

医院口腔颌面外科及牙科诊

所 

口腔颌面外科顾问

医生 
24685759 gr_tmh_omsdc@dh.gov.hk 24653112 

屯门 110 
屯门学童牙科诊所 

(新界屯门震寰路 16 号) 

地下及 1 楼 - 屯门学童牙

科诊所 
高级牙科医生 24605667 samuel_chan@dh.gov.hk 24649783 

屯门 111 
屯门妇女健康中心 

(新界屯门屯利街 6 号) 

1 楼 - 屯门妇女健康中心  

(由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起

暂时关闭及停止服务，以进

行内部工程。) 

护士长 24515310 noic_tmwhc@dh.gov.hk 24594593 

屯门 112 
屯门湖康诊所 

(新界屯门湖康街 2 号) 

1 楼 - 屯门湖康长者健康中

心 
护士长 24030233 no_tmwhehc@dh.gov.hk 24583034 

屯门 112 
屯门湖康诊所 

(新界屯门湖康街 2 号) 
2 楼 - 屯门湖康母婴健康院 护士长 24581694 noic_tmwhmchc@dh.gov.hk 24570651 



无障碍主任 - 卫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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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份 
(以 18 区区议

会界线为准) 
项目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职衔 联络电话 电邮地址 传真 

屯门 113 
仁爱分科诊疗所 

(新界屯门屯利街 6 号) 
1 及 5 楼 - 仁爱母婴健康院 护士长 24043720 noic_yomchc@dh.gov.hk 24404554 

屯门 113 
仁爱分科诊疗所 

(新界屯门屯利街 6 号) 
2 楼 - 仁爱胸肺科诊所 护士长 24043740 no_yocc@dh.gov.hk 24040379 

屯门 113 
仁爱分科诊疗所 

(新界屯门屯利街 6 号) 
2 楼 - 仁爱牙科诊所 高级牙科医生 24523265 gryodc@dh.gov.hk 24508416 

 

mailto:gryodc@dh.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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