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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醫院名稱  模式  熱點

數目  熱點位置  每日平均  
使用人次  

港島東聯網  

1 
舂磡角  
慈氏護養院  政府出資  15 

職員餐廳、地下電梯大堂、地下大堂、圖書

館、活動中心、舊院地下；及新院一樓、二

樓、三樓院友飯堂  
145 

2 
東區尤德夫人

那打素醫院  公私營合作  5 
急症室、藥房、專科門診、主座大樓一樓之

特定公眾地方及餐廳  135 

3 律敦治醫院  公私營合作  4 急症室、藥房、專科門診及餐廳  63 

4 長洲醫院  政府出資  15 
醫院大樓地下、一樓、二樓之特定公眾地方；

及  
門診大樓地下、一樓、二樓之特定公眾地方  

116 

5 鄧肇堅醫院  政府出資  34 
主座地下一層、地下、二樓至五樓之特定公

眾地方  999 

6 東華東院  政府出資  35 

主座地下至三樓之特定公眾地方；及  
眼科中心一樓至九樓之特定公眾地方；及  
日間醫療中心地下、二樓及三樓之特定公眾

地方  

2 202 

7 黃竹坑醫院  政府出資  15 
主座 A 座地下一層、地下、二樓至五樓之特
定公眾地方  58 

港島西聯網  

8 葛量洪醫院  政府出資  36 

主座地下餐廳、病人資源中心、紓緩醫學科

日間中心、三樓之特定公眾地方；  
A 座地下之特定公眾地方；  
五座地下、一樓至四樓之特定公眾地方；及

心臟中心一樓禮堂、地下、三樓及四樓之特

定公眾地方  

1 334 

9 麥理浩復康院  政府出資  30 
主座一樓之特定公眾地方、主座二樓職業治

療工作室、專科門診、X 光部、主座三樓走
廊及電梯大堂  

1 207 

10 瑪麗醫院  公私營合作  2 急症室及藥房  81 

11 
大口環  
根德公爵夫人

兒童醫院  
政府出資  15 

A 座地下專科門診、X 光部、二樓會議室； 
C 座地下走廊、病人等候區、一樓職業治療
部；及  
F 座地下物理治療部等候區、一樓職業治療
部等候區、三樓之特定公眾地方  

511 

12 贊育醫院  政府出資  28 主座地下、二樓至五樓之特定公眾地方  682 

13 
東華三院  
馮堯敬醫院  政府出資  14 

主座地下職業治療部、二樓放射部等候區、

四樓精神輔導部、病房、五樓會議室；及 B
座地下醫務社工服務部、一樓義工室  

146 

14 東華醫院  政府出資  29 

李兆忠紀念大樓地下、一樓、三樓至五樓之

特定公眾地方；  
鶴堅士樓地下、三樓之特定公眾地方；及  
百週年紀念樓地下一層、一樓、三樓、五樓、

九樓、十樓之特定公眾地方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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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院名稱  模式  熱點

數目  熱點位置  每日平均  
使用人次  

九龍中聯網  

15 香港佛教醫院  政府出資  15 
AB 座地下一層病人等候區、地下、一樓、三
樓病人等候區；及  
C 座一樓餐廳、二樓走廊  

130 

16 香港兒童醫院  公私營合作  134 
A 座地下、一樓至十樓之特定公眾地方；及  
B 座地下一層、地下、一樓至十樓之特定公
眾地方  

7 602 

17 香港眼科醫院  公私營合作  23 
地下電梯大堂、收費處、分流處、專科門診

預約處、病人等候區、詢問處、一樓門診部、

手術預約處及病人等候區  
59 

18 
香港紅十字會

輸血服務中心  政府出資  13 
主座大樓一樓至二樓之特定公眾地方；及  
新翼大樓五樓至六樓之特定公眾地方  70 

19 九龍醫院  政府出資  91 

主座地下一層、地下電梯大堂、一樓、三樓

至十樓走廊、電梯大堂；  
西翼地下一層、地下、一樓之特定公眾地方、

二樓至五樓電梯大堂；及  
康復大樓地下、閣樓、一樓之特定公眾地方、

二樓至五樓電梯大堂  

4 562 

20 廣華醫院  公私營合作  47 
急症室、專科門診、門診大樓地下、一樓至

六樓之特定公眾地方及新翼十樓之特定公

眾地方  
1 889 

21 聖母醫院  政府出資  19 主座地下一層、地下、三樓之特定公眾地方  802 

22 伊利沙伯醫院  公私營合作  18 
急症室、美好診所及日間醫療中心二樓至六

樓、九樓之特定公眾地方  159 

23 
東華三院  
黃大仙醫院  政府出資  9 

ABC 座一樓至四樓之特定公眾地方；及  
DEF 座二樓、五樓之特定公眾地方  90 

九龍東聯網  

24 靈實醫院  政府出資  18 
主座地下、一樓至三樓之特定公眾地方；及  
附屬樓地下一層演講廳、一樓餐廳  161 

25 將軍澳醫院  公私營合作  4 急症室、藥房及餐廳  60 

26 
基督教  
聯合醫院  政府出資  82 

S 座地下二層、地下一層、地下、一樓至十
四樓之特定公眾地方； P 座地下、一樓至五
樓之特定公眾地方；及 Q 座地下、一樓至二
樓之特定公眾地方  

9 898 

九龍西聯網  

27 明愛醫院  公私營合作  50 
急症室；懷明樓專科門診地下、一樓至五樓

病人等候區；及  
懷信樓四樓病人等候區  

197 

28 葵涌醫院  政府出資  37 

LM 座一樓至十一樓之特定公眾地方；  
日間復元中心地下、一樓至二樓之特定公眾

地方；  
J 座地下一層之特定公眾地方；及  
K 座八樓、十樓之特定公眾地方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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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院名稱  模式  熱點

數目  熱點位置  每日平均  
使用人次  

29 北大嶼山醫院  政府出資  39 
主座東翼一樓、三樓之特定公眾地方；及  
主座西翼地下餐廳、一樓、三樓至六樓之特

定公眾地方  
2 880 

30 瑪嘉烈醫院  公私營合作  62 
H 座地下急症室、三樓之特定公眾地方；及  
K 座專科門診地下、二樓至十樓之特定公眾
地方  

189 

31 仁濟醫院  公私營合作  22 
B 座地下急症室；及  
專科門診地下、一樓至三樓之特定公眾地方  146 

新界東聯網  

32 
雅麗氏何妙齡

那打素醫院  政府出資  66 

A 座地下大堂、病人等候區、一樓病人等候
區；  
B 座地下藥房、病人等候區、一樓至三樓病
人等候區；  
C 座地下一層藥房、地下病人等候區、一樓
至四樓病人等候區及餐廳；及  
DEF 座地下病人等候區、一樓至四樓病人等
候區、五樓至七樓走廊  

627 

33 
白普理寧養中

心  政府出資  9 
主座地下一層活動室、地下及一樓病人等候

區  208 

34 
沙田  
慈氏護養院  政府出資  15 主座地下、一樓至二樓之特定公眾地方  81 

35 北區醫院  公私營合作  4 
主座地下一層餐廳、急症室、產科門診及藥

房  129 

36 
威爾斯親王  
醫院  公私營合作  14 

主座地下急症室、日間醫療中心二樓餐廳、

藥房、抽血中心；及  
癌症中心地下一層、地下、一樓至二樓之特

定公眾地方  

314 

37 沙田醫院  政府出資  33 地下、一樓至九樓之特定公眾地方  268 

38 大埔醫院  政府出資  45 
主座地下一層、地下、一樓餐廳、二樓至四

樓之特定公眾地方  1 854 

新界西聯網  

39 青山醫院  政府出資  17 

C 座地下、一樓思覺失調診所、走廊、酗酒
診療所；  
D 座地下休閒區；及  
屯門精神健康日間服務中心 (思健 )地下接待
處、小組室  

142 

40 博愛醫院  公私營合作  1 
主座地下一層、地下、閣樓、一樓至九樓之

特定公眾地方  12 

41 小欖醫院  政府出資  8 B 座地下之特定公眾地方  41 

42 天水圍醫院  公私營合作  14 
急症室、放射治療部、地下電梯大堂、專科

門診、藥房、內視鏡檢驗部、餐廳、專職醫

療部及醫務社會服務部  
134 

43 屯門醫院  公私營合作  4 急症室、藥房及餐廳  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