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提供供禁禁毒毒教教育育服服務務的的政政府府及及專專業業機機構構   

 

機構名稱  保安局禁毒處  

地址  香港金鐘道 66 號金鐘道政府合署高座 30 字樓  

服務內容    提供禁毒教育服務  

  製作藥物教育教材套、海報和單張  

地區範圍  港九新界  

電話、傳真  禁毒諮詢熱線： 186 186   傳真： 2810 1790 

網址  ht tp: / /www.nd.gov.hk/ tc/ index.htm  

備註  政府部門  

  

機構名稱  香港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  

藥物資訊天地於二零二一年二月一日起關閉，以便展開為期約一年半的翻新

工程。 

地址  香港金鐘道 66 號金鐘道政府合署低座頂層  

服務內容    導覽展覽館服務  

  預防藥物濫用教育活動  

  提供視聽教材和宣傳資料  

地區範圍  港九新界  

電話  2867 2831 

網址  ht tp: / /www.nd.gov.hk/ tc/druginfocentre .htm  

備註  免費  

  

機構名稱  生活教育活動計劃  

地址  新界葵涌麗瑤邨樂瑤樓地下 107-113 室  

服務內容    中小學學生禁毒預防教育活動  

  展板、流動教室、家長課程  

地區範圍  港九新界  

電話、傳真  電話： 2530 0018   傳真： 2524 8878 

網址  ht tp: / /www.leap.org.hk  

備註  收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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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地址  香港皇后大道中 99 號中環中心地下 7 號單位  

服務內容    中小學學生及教師禁毒預防教育活動  

  藥物教育諮詢服務  

  製作有關藥物的資訊  

  設立藥物資訊圖書館  

地區範圍  港九新界  

電話、傳真  電話： 2521 2880   傳真： 2525 1317 

網址  ht tp: / /www.cdac.org.hk/chi_news.htm  

備註  免費  

  

機構名稱  九龍樂善堂  

地址  九龍城龍崗道 61 號  

服務內容    小學學生禁毒預防教育活動  

地區範圍  港島及離島及九龍東  

電話、傳真  電話： 2382 1576   傳真： 2718 4634 

網址  ht tps:/ /www.loksintong.o rg/  

備註  免費  

  

機構名稱  香港明愛明愛樂協會  

地址  香港中心：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30 號修頓中心 12 字樓  

九龍中心：九龍黃大仙東頭邨耀東樓地下 1-4 號  

服務內容    禁毒預防教育活動  

  為吸毒人士及戒毒康復人士提供輔導及康復服務  

  為吸毒人士及戒毒康復人士的家人提供輔導及支援服務  

地區範圍  港九新界  

電話、傳真  香港中心：電話： 2893 8060    

九龍中心：電話： 2382 0267    

網址  ht tp: / /www.car i taslokheepclub.org.hk  

備註  免費  

  

機構名稱  香港善導會社區教育服務及預防犯罪服務  

地址  新界沙田山下圍 5D  

服務內容    中小學學生及教師禁毒預防教育活動  

地區範圍  港九新界  

電話、傳真  電話： 2726 0611   傳真： 2327 7909 

網址  ht tps:/ /cecps.sracp.org.hk/  

備註  收費服務  

  

 

http://www.cdac.org.hk/
https://www.loksinto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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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ecps.sracp.org.hk/


 

機構名稱  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  

地址  新界馬鞍山利安邨利華樓地下 A 及 B 翼  

服務內容    中小學學生及教師禁毒預防教育活動  

地區範圍  港九新界  

電話、傳真  電話： 2640 1683   傳真： 2640 0391 

網址  ht tp: / /barnabas.org.hk/  

備註  免費 (中學 ) /收費服務 (小學 )  

  

機構名稱  啟勵扶青會  

地址  香港中環波老道 12 號東翼 2 字樓  

服務內容    國際學校 (包括英基學校 )及非華語學生禁毒預防教育活動  

地區範圍  港九新界  

電話、傳真  電話： 2521 6890    傳真： 2521 6853 

網址  ht tps:/ /kely.org/cnt /   

備註  免費  

 

機構名稱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中西南及離島服務處  

地址  香港上環禧利街二號東寧大廈 15 樓   

東涌服務分處：新界大嶼山東涌逸東 (二 )邨美逸樓 C 翼地下  

服務內容    中學生禁毒預防教育活動  

  教師 /社工禁毒教育講座  

  為濫用精神藥物者提供輔導及康復服務  

地區範圍  中西南及離島區  

電話、傳真  電話： 2884 0282   傳真： 2884 3262 

網址  ht tp: / /crosscentre . tungwahcsd.org  

備註  免費  

  

機構名稱  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東區及灣仔服務處  

地址  香港筲箕灣寶文街 6 號東華三院方樹泉社會服務大樓 9 字樓  

服務內容    中學生禁毒預防教育活動  

  教師 /社工禁毒教育講座  

  為濫用精神藥物者提供輔導及康復服務  

地區範圍  東區及灣仔區  

電話、傳真  電話： 2884 0282   傳真： 2884 3262 

網址  ht tp: / /crosscentre . tungwahcsd.org  

備註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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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路德會青怡中心  

地址  九龍觀塘馬蹄徑 2 號  

服務內容    中學生禁毒預防教育活動  

  教師 /社工禁毒教育講座  

  為濫用精神藥物者提供輔導及康復服務  

地區範圍  觀塘區  

電話、傳真  電話： 2712 0097   傳真： 2712 9906 

網址  ht tp: / /evergreen -ccpsa .hklss .hk/   

備註  免費  

  

機構名稱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路德會青彩中心  

地址  新界將軍澳至善街 6 號怡明邨怡茵樓附翼 1 樓  

服務內容    中學生禁毒預防教育活動  

  教師 /社工禁毒教育講座  

  為濫用精神藥物者提供輔導及康復服務  

地區範圍  黃大仙及西貢區  

電話、傳真  電話： 2330 8004   傳真： 2330 8071 

網址  ht tp: / / rainbow-ccpsa.hklss .hk/   

備註  免費  

  

機構名稱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PS33-尖沙咀中心  

地址  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 33 號地下  

服務內容    中學生禁毒預防教育活動  

  教師 /社工禁毒教育講座  

  為濫用精神藥物者提供輔導及康復服務  

地區範圍  九龍城及油尖旺區  

電話、傳真  電話： 2368 8269   傳真： 2739 6966  

網址  ht tp: / /www.hkcs.org/ tc/services/ps33tstc  

備註  免費  

  

機構名稱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PS33-深水埗中心  

地址  九龍深水埗南山邨南堯樓地下 11-16 室  

服務內容    中學生禁毒預防教育活動  

  教師 /社工禁毒教育講座  

  為濫用精神藥物者提供輔導及康復服務  

地區範圍  深水埗區  

電話、傳真  電話： 3572 0673   傳真： 3188 1221 

網址  ht tp: / /www.hkcs.org/ tc/services/ps33sspc  

備註  免費  

  

 

http://evergreen-ccpsa.hklss.hk/
http://rainbow-ccpsa.hklss.hk/
http://www.hkcs.org/tc/services/ps33tstc
http://www.hkcs.org/tc/services/ps33sspc


 

機構名稱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心弦成長中心  

地址  新界荃灣大河道 99 號 16 字樓 03-04 室  

服務內容    中學生禁毒預防教育活動  

  教師 /社工禁毒教育講座  

  為濫用精神藥物者提供輔導及康復服務  

地區範圍  荃灣及葵青區  

電話、傳真  電話： 2402 1010   傳真： 2614 2695 

網址  ht tp: / /www.sanecentre.net /  

備註  免費  

  

機構名稱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新念坊  

地址  新界沙田水泉澳邨明泉樓地下 2 室  

服務內容    中學生禁毒預防教育活動  

  教師 /社工禁毒教育講座  

  為濫用精神藥物者提供輔導及康復服務  

地區範圍  沙田區  

電話、傳真  電話： 8202 1313   傳真： 2633 9331 

網址  ht tp: / /neoh.skhwc.org.hk/  

備註  免費  

  

機構名稱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路德會青欣中心  

地址  新界上水清河邨清頌樓地下  

服務內容    中、小學生禁毒預防教育活動  

  教師 /社工禁毒教育講座  

  為濫用精神藥物者提供輔導及康復服務  

地區範圍  大埔及北區  

電話、傳真  電話： 2660 0400   傳真： 2662 0444 

網址  ht tp: / /cheer-ccpsa.hklss .hk/   

備註  免費  

  

機構名稱  香港明愛明愛容圃中心  

地址  新界屯門大興邨興盛樓地下 41-44 號  

服務內容    中學生禁毒預防教育活動  

  教師 /社工禁毒教育講座  

  為濫用精神藥物者提供輔導及康復服務  

地區範圍  屯門  

電話、傳真  電話： 2453 7030   傳真： 2453 7031 

網址  ht tp: / /hugs.car i tas .org.hk  

備註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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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總處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朗中心  

地址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晴邨天晴社區綜合服務大樓 1 字樓 102 室  

服務內容    中學生禁毒預防教育活動  

  教師 /社工禁毒教育講座  

  為濫用精神藥物者提供輔導及康復服務  

地區範圍  元朗  

電話、傳真  電話： 2446 9226   傳真： 2446 9456 

網址  ht tp: / /ec.elchk.org.hk/   

備註  免費  

 

※  資料來源：由個別機構提供  

http://ec.elchk.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