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 第1頁，共3頁】 
 

索取申請表格地點【博愛醫院過渡性房屋項目】 

  

申請人可親臨以下博愛醫院服務單位或博愛中醫醫療車索取申請表格及申請須知: 

 地區 地點  地址 查詢電話 

1.  灣仔 博愛醫院 - 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針灸

專科中心 (銅鑼灣) 
 香港銅鑼灣伊榮街9號欣榮商業大廈

17樓全層 
2416 7721 

2.  東區 博愛醫院梁之潛夫人綜合中醫專科診所

(太古) 
 香港太古城太古城道9號天山閣地舖

2號 
2638 0077 

3.  東區 博愛醫院賽馬會單身人士宿舍               香港柴灣小西灣邨瑞強樓101室 2505 6139 

4.  南區 博愛醫院黃啟泰夫人綜合中醫專科診所

(華富) 
 香港香港仔華富(一)邨華光樓平台

709-710舖 
2550 3996 

5.  油尖旺 博愛醫院 -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診所暨

教研中心 (油尖旺區) 
 九龍加士居道30號伊利沙伯醫院R座

9樓 
2618 7200 

6.  深水埗 博愛醫院郭興坤長者鄰舍中心  九龍深水埗海麗邨海麗商場地下22
號舖 

3514 6402 

7.  深水埗 博愛醫院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深水埗)  九龍深水埗海麗邨海麗商場地下22
號舖 

3514 6197 

8.  深水埗 博愛醫院美孚荔灣街坊會梁之潛伉儷長

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 
 九龍美孚新邨天橋底 (荔灣街市側)  2310 4848 

9.  九龍城 博愛醫院 -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診所暨

教研中心 (九龍城區) 
 九龍何文田愛民邨保民樓401-412室 2193 7000 

10.  九龍城 博愛醫院任永賢夫人幼稚園幼兒中心  九龍紅磡海逸豪園23座地下 2333 3279 

11.  黃大仙 博愛醫院陳馮曼玲護理安老院  九龍慈雲山慈樂邨樂誠樓及樂旺樓

地下至2樓 
2326 3319 

12.  黃大仙 博愛醫院鄭廖三紀念兒童及家庭發展中

心 (鳳德) 
 九龍黃大仙鳳德邨鳳德社區中心1樓

105室 
2322 2600 

13.  觀塘 博愛醫院社區健康中心 (坪石)  九龍坪石邨藍石樓地下127-129, 131
號鋪 

2607 1222 

14.  觀塘 博愛醫院社區中醫診所 (坪石)  九龍坪石邨藍石樓地下127-129, 131
號鋪 

2796 8137 

15.  觀塘 博愛醫院陳徐鳳蘭幼稚園幼兒中心  九龍藍田廣田邨廣田商場204室 2349 1588 

16.  觀塘 博愛醫院施淑鎮幼稚園幼兒中心  九龍觀塘翠屏邨翠楣樓地下 2772 0811 

17.  葵青 博愛醫院東方日報慈善基金綜合中醫專

科診所 (青衣) 
 新界青衣長發邨社區中心G02、G05

及G06室 
2434 4028 

18.  葵青 博愛醫院圓玄學院兒童及家庭發展中心

(長安) 
 新界青衣長安邨安湖樓地下103-106

室 
2435 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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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葵青 博愛醫院慧妍雅集家庭多元智能中心 
(長亨) 

 新界青衣長亨邨社區會堂 2435 1066 

20.  葵青 博愛醫院香港新界獅子會家庭發展中心

(長青) 
 新界青衣長青邨長青社區中心1樓

105室 
2433 1356 

21.  葵青 博愛醫院牙科服務支援站 (長青)  新界青衣長青邨長青社區中心地下

G19室 
2342 9911 

22.  葵青 博愛醫院牙科診所 (葵盛)  新界葵涌葵盛西邨第七座10號地舖 3619 0042 

23.  屯門 博愛醫院屯門護養院  新界屯門兆麟街2號  2457 8123 

24.  屯門 博愛醫院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屯門)  新界屯門兆麟街2號地下 2457 2211 

25.  屯門 博愛醫院王木豐紀念長者健康支援及進

修中心 
 新界屯門良景邨良景社區中心1樓  2454 3312 

26.  屯門 博愛醫院李何少芳紀念兒童及家庭發展

中心(蝴蝶) 
 新界屯門蝴蝶邨蝴蝶灣社區中心3樓 2466 2679 

27.  屯門 博愛醫院文柱石家庭多元智能中心 (良
景) 

 新界屯門良景邨良景社區中心地下 2453 2012 

28.  屯門 博愛醫院吳榮基叔叔幼兒遊戲及藝術薈

萃坊 (學前遊戲小組中心) 
 新界屯門蝴蝶邨蝴蝶灣社區中心1樓

107室 
2465 7785 

29.  元朗 博愛醫院董事局總辦事處  新界元朗坳頭博愛醫院賽馬會護理

安老院大樓地下 
2479 0022 

30.  元朗 博愛醫院梁安薇紀念牙科診所  新界元朗水邊圍邨碧水樓地下15號
至16號舖 

2409 7000 

31.  元朗 博愛醫院 -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診所暨

教研中心 (元朗區) 
 新界元朗西菁街26號容鳳書健康中

心3樓 
2478 5769 

32.  元朗 博愛醫院元朗東莞同鄉會綜合中醫專科

診所 (天水圍)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華邨華祐樓B翼地

下2至3號 
2253 6112 

33.  元朗 博愛醫院楊晉培護理安老院  新界元朗屏廈路廈村沙州里村58號 2472 1377 

34.  元朗 博愛醫院戴均護理安老院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瑞邨瑞國樓地下

至二樓及KW307室 
2447 3886 

35.  元朗 博愛醫院百周年陳是紀念護養院暨日間

中心 
 新界元朗擴業街10號2至4樓 2712 0998 

36.  元朗 博愛醫院王東源夫人長者地區中心  新界元朗鳳翔路5號偉發大廈地下6-
11號舖 

2476 2227 



 【附件1 – 第3頁，共3頁】 
 

索取申請表格地點【博愛醫院過渡性房屋項目】 

  

申請人可親臨以下博愛醫院服務單位或博愛中醫醫療車索取申請表格及申請須知: 

 地區 地點  地址 查詢電話 

37.  元朗 博愛醫院陳歐陽麗嬋紀念日間老人護理

中心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耀邨耀隆樓地下  2445 3597 

38.  元朗 博愛醫院陳平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華邨服務設施大

樓3樓 
2478 1930 

39.  元朗 博愛醫院長者日間活動中心 (元朗)  新界元朗坳頭博愛醫院賽馬會護理

安老院大樓5樓 
2470 2266 

40.  元朗 博愛醫院吳鴻茂紀念家庭多元智能中心 
(天耀)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耀邨天耀社區中

心地下 
2445 4675 

41.  元朗 博愛醫院香港旭日扶輪社家庭發展中心

(天晴)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晴邨天晴社區綜

合服務大樓5樓502室 
3543 0163 

42.  元朗 博愛醫院慧妍雅集新Teen地 (天恒)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恒邨停車場大樓A
翼5樓2號單位 

2673 0345 

43.  元朗 博愛醫院元朗商會極限運動場  新界元朗公園北路36號 2297 3335 

44.  元朗 博愛醫院陳潘佩清紀念幼稚園幼兒中心  新界元朗朗屏邨賀屏樓9-14號地下  2442 0776 

45.  元朗 博愛醫院朱國京夫人紀念幼稚園幼兒中

心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瑞邨瑞滿樓地下  2617 3572 

46.  元朗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新界元朗朗屏邨  2474 1576 

47.  沙田 博愛醫院 -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診所暨

教研中心 (沙田區) 
 新界沙田大圍文禮路2號沙田(大圍)

診所地下 
2479 2126 

48.  沙田 博愛醫院吳馬賽嬌紀念家庭多元智能中

心 (顯徑) 
 新界沙田大圍顯和里顯徑鄰里社區

中心地下  
2693 2635 

49.  沙田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新界沙田隆亨邨 2604 4118 

50.  將軍澳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九龍將軍澳尚德邨 2178 5700 

51.  將軍澳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九龍將軍澳唐賢里2號  2246 3221 

52.  離島 博愛醫院長洲鄉事委員會綜合中醫專科

診所 (長洲) 
 新界長洲教堂路2號長洲鄉事委員會

2樓 
2986 9272 

53.  離島 博愛醫院陳士修紀念社會服務中心  新界大嶼山梅窩涌盛街8號銀礦廣場

地下G02, G04-10號舖 
2984 8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