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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診 

年齡 

牙科診所資料* 

（依接受看診年齡組別排序） 

2歲或 

以上 

香港島 

東華三院何⽟清社區牙科診所 

香港上環蘇杭街 95 號東利商業⼤廈 8 樓 

電話: 2581 0221 

東華三院施黃瑞娟紀念牙科中⼼ 

香港北⾓北⾓道  16  號蘇浙⼤廈三樓 

電話: 3585 8416  

明愛香港仔牙科診所 

香港仔⽥灣街  22  號明愛香港仔服務中⼼地下 

電話 Tel: 2552 4215 

明愛堅道牙科診所 

香港中環半⼭堅道 2 號明愛⼤廈地下 032 室 

電話: 3589 2275 

香港醫藥援助會-  筲箕灣牙科診所 

筲箕灣寶文街 1 號峻峰花園地下 1 號舖 

電話: 2217 9212 

聖雅各福群會牙科診所 

香港灣仔⽯⽔渠街 85 號 

電話: 2835 4381 

九龍 

仁濟醫院牙科診所(⼟瓜灣) 

九龍紅磡⼟瓜灣美景街  20  號地下 

電話: 2766 3795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牙科診所 

香港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 33 號 1 樓 

電話: 2731 6214 

靈光醫務所 

九龍九龍城區盛德街40號二樓 

電話: 2711 0324 / 2711 0043 

深⽔埗區議會保良局⽯硤尾社區服務中⼼(醫療服務) 

九龍深⽔埗⽩⽥街 13 號⽯硤尾邨美葵樓延伸平台 P 層 101 號舖 

電話: 2390 2711 

樂善堂陳廣興紀念基層醫療中⼼ 

九龍城聯合道 48 號地下 

電話: 2383 1470 

賽馬會和樂社區中⼼ 

九龍觀塘協和街和樂邨居安樓26-33號地下 

電話: 2344 2603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牙科服務 

九龍觀塘翠屏道 3 號 9 樓 

電話: 2950 8101 

香港醫藥援助會-  慈雲⼭牙科診所 

慈雲⼭雲華街 45 號慈雲⼭( 南) 社區中⼼二樓 

電話: 2323 2541 

秀茂坪社區健康中⼼ 

九龍觀塘秀茂坪邨秀茂坪商場  313  室 

電話: 2348 2209 

⽩普理廣⽥社區健康中⼼ 

九龍藍⽥廣⽥邨廣⽥商場  203  室 

電話: 2340 3694 

新界 

博愛牙科服務⽀援站 (⻑青) 

青衣⻑青邨⻑青社區中⼼  G19  室 

電話: 2342 9911 

博愛牙科診所 (葵盛) 

葵涌葵盛⻄邨七座 10 號地舖 

電話: 3619 0042 

仁濟醫院牙科診所(元朗) 

新界元朗安寧路 184 號安寧樓地下 E 舖 

電話: 2603 7611 

仁愛堂偉事⾼牙科診所 

屯⾨啟⺠徑 18 號仁愛堂賽⾺會社區及體育中⼼ 5 樓 

電話 Tel: 2440 6624 

博愛牙科診所 (元朗) 

元朗⽔邊圍邨碧⽔樓地下 15-16 號舖 

電話: 2409 7000 

富亨社區健康中⼼ 

新界⼤埔富亨邨鄰⾥社區中⼼ 4 樓 

電話 2664 6231 

7歲或 

以上 
 

香港島 

香港醫藥援助會-  興⺠邨牙科診所 

柴灣興⺠邨興⺠商場 406 號舖 

電話: 2557 8906 

 仁濟醫院牙科診所 (北⾓) 

香港北⾓⾺寶道 41-47 號華寶商業⼤廈地下 5 號舖 

電話: 2395 1700 

樂善堂董清波銅鑼灣牙科診所 

銅鑼灣軒尼詩道 467 號建德豐商業⼤廈 6 樓 602 室 

電話: 2891 2339 

 

* 上表所提供之所有資料僅供參考，機構提供的服務可能會因運作安排而有所不同，請直接向該機構查詢服務詳情。  

* 此列表由香港⼤學牙醫學院根據所得的最新資料編訂，以⽅便公眾查閱。 此名單不可視為本學院之推介。本學院不會對名單上列出之機構所提供的任

何服務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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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診 

年齡 

牙科診所資料* 

（依接受看診年齡組別排序） 

7歲或 

以上 

九龍 

仁濟醫院牙科診所(觀塘) 

九龍觀塘宜安街 4G 地下 

電話: 2950 9102 

明愛⽜頭⾓牙科診所 

九龍⽜頭⾓安德道  1  號明愛中⼼地下  (⽜頭⾓街市後⾯) 

電話: 3796 4621 

嗇⾊園牙醫診所 

九龍黃⼤仙鳳德道 38 號地下 C 嗇⾊園社會服務⼤樓 

電話: 2321 3389 

樂善堂旺⾓牙科診所 

旺⾓上海街 688 號鎮海商業⼤廈 3 樓 

電話: 2380 1488 

樂香港醫藥援助會-  李鄭屋邨牙科診所 

九龍⻑沙灣李鄚屋邨商場地下 113 號 

電話: 2729 7366 

 

新界 

明愛荃灣牙科診所 

新界荃灣眾安街 146 號 B 座地下 

電話: 2615 1461 

仁愛堂陳慧玲綜合醫療中⼼ 

葵芳葵義路 15 號葵芳閣地下 

電話: 3690 8198 

仁濟醫院牙科診所(⼤圍) 

新界⼤圍積信街安信樓地下 J 鋪 

電話: 2670 2959 

仁愛堂國際華商協進會牙科中⼼ 

⼤圍積壽⾥ 6 號祥興樓地下及閣樓 E 舖 

電話: 6121 2610 / 6121 8910 

仁濟醫院牙科診所(⼤埔) 

新界⼤埔靖遠街 29 號地下 

電話: 2638 0972 

仁愛堂謝吳翠霞綜合醫療中⼼ 

⼤埔廣福道 2 -16 號廣福華庭 1 - 2 號地舖 

電話: 2652 0071 

仁濟醫院牙科診所(粉嶺) 

新界粉嶺聯和墟聯安街  25-43  號美輪⼤廈地下 

電話: 2683 0167 

仁愛堂⽥家炳綜合醫療中⼼ 

元朗壽富街 3 號 

電話: 2443 2319 

18歲或 

以上 

香港島 

仁濟醫院牙科診所 (筲箕灣) 

筲箕灣東⼤街 138-142 號仿文樓地下 B 舖 

電話: 2885 6731  

 

九龍 

樂善堂郭亨⽯紀念牙科診所 

九龍⽜頭⾓定安街 33-35 號 

電話: 2305 2900 

仁濟醫院牙科診所(深⽔埗) 

九龍深⽔埗⼤埔道 160 號地下 

電話: 2765 8700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瓜灣牙科診所 

九龍樂⺠新村 G 座 144 號舖 

電話: 3590 9449 

香港醫藥援助會- 彩雲邨牙科診所 

彩雲( ⼀) 邨⻑波樓 109 號地下 

電話: 2757 8223 

香港醫藥援助會- ⽩⽥邨牙科診所 

⽯硤尾⽩⽥邨 11 座地下 2 號 

電話: 2776 5462 

 

新界 

仁濟醫院蘇啟聲牙科診所 

新界荃灣仁濟街 7-11 號仁濟醫院 C 座六樓 

電話: 2411 3630  

香港醫藥援助會- 逸東邨牙科診所 

東涌逸東邨⼀號停⾞場二樓 

電話: 3140 6005 

香港醫藥援助會- 天悅邨牙科診所 

天⽔圍天悅邨悅泰樓地下 

電話: 2475 1582 

仁愛堂美樂牙科中⼼ 

屯⾨湖翠路 2 號美樂花園商場地下 60 號舖 

電話: 2618 26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