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島區工場
北角渣華道323號消防大廈1樓

機電工程師(消防車輛) 2302 5391 wc_cheung@hkfsd.gov.hk 2739 1606

港島總區總部
香港上環西消防街2號上環消防局

助理消防參事官(香港) 3669 0868 afso_h@hkfsd.gov.hk 2858 4852

上環消防局 香港西消防街2號 消防局局長 2559 2417 sw_fstn@hkfsd.gov.hk 2559 3291

中區消防局 香港紅棉道15號 消防局局長 2522 0367 c_fstn@hkfsd.gov.hk 2877 6470

堅尼地城消防局 香港堅尼地城新海旁6號 消防局局長 2818 7046 k_fstn@hkfsd.gov.hk 2872 5843

中區滅火輪消防局 香港中環民輝街32號中環政府碼頭 消防區長(海務) 2534 7253 wh_chan@hkfsd.gov.hk 2517 8841

港島煙帽房 香港上環西消防街2號上環消防局 助理消防區長(呼吸器)(港島) 3669 0898 ba_h@hkfsd.gov.hk 2975 4109

摩星嶺救護站 香港龍華街 2 號 救護站主管 2819 7967 md_ambdep@hkfsd.gov.hk 2819 8485

港島區防火辦事處 香港上環西消防街2號上環消防局閣樓 助理消防區長(港島區防火辦事處) 2589 3317 ado_ro_hc@hkfsd.gov.hk 2559 3461

銅鑼灣消防局 香港維園道111號 消防局局長 2571 8760 tlw_fstn@hkfsd.gov.hk 2571 5200

港灣消防局 香港灣仔港灣道14號 消防局局長 2802 0947 kw_fstn@hkfsd.gov.hk 2511 2577

灣仔消防局 灣仔軒尼詩道435號 消防局局長 2891 2587 wch_fstn@hkfsd.gov.hk 2834 8951

香港仔消防局 香港仔南風道1號 消防局局長 2552 5280 abd_fstn@hkfsd.gov.hk 2518 7939

香港仔救護站 香港仔南風道1號 救護站主管 2541 6644 abd_ambdep@hkfsd.gov.hk 2613 8846

舂坎角消防局 香港舂坎角道37號 消防局局長 2813 2496 chk_fstn@hkfsd.gov.hk 2813 4918

鴨脷洲消防局 香港鴨脷洲橋道300號 消防局局長 2814 8836 alc_fstn@hkfsd.gov.hk 2580 5972

薄扶林消防局 香港薄扶林道789號 消防局局長 2551 8301 pfl_fstn@hkfsd.gov.hk 2551 6221

沙灣消防局 香港域多利道313號 消防局局長 2904 9672 sb_fstn@hkfsd.gov.hk 2904 9158

山頂消防局 香港山頂歌賦山里7號 消防局局長 2858 4803 ko_fstn@hkfsd.gov.hk 2849 4587

旭龢消防局 香港半山旭龢道60號 消防局局長 2858 4803 ko_fstn@hkfsd.gov.hk 2559 6979

香港仔滅火輪消防局 香港仔石排灣道100A 消防區長(海務) 2534 7253 wh_chan@hkfsd.gov.hk 2517 8841

無障礙統籌主任 （公開資料） - (消防處)

場所／建築物／設施 無障礙統籌主任職銜
區份 （以18區區議會界

線為準）
聯絡電話 電郵地址 傳真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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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統籌主任 （公開資料） - (消防處)

場所／建築物／設施 無障礙統籌主任職銜
區份 （以18區區議會界

線為準）
聯絡電話 電郵地址 傳真地址

薄扶林救護站 香港薄扶林道789號 救護站主管 2551 6000 pfl_ambdep@hkfsd.gov.hk 2551 9901

北角消防局 香港北角健康東街38號 消防局局長 2561 5260 np_fstn@hkfsd.gov.hk 2590 6372

筲箕灣消防局 香港柴灣道34號 消防局局長 2884 3197 skw_fstn@hkfsd.gov.hk 2513 1608

柴灣消防局 香港柴灣常安街80號 消防局局長 2558 7178 cw_fstn@hkfsd.gov.hk 2505 8011

西灣河消防局 香港西灣河惠亨街20號 消防局局長 2569 3165 swh_fstn@hkfsd.gov.hk 2513 1606

寶馬山消防局 香港北角天后廟道170號 消防局局長 2571 5063 bh_fstn@hkfsd.gov.hk 2571 9205

北角滅火輪消防局 香港北角健康東街38號 消防區長(海務) 2534 7253 wh_chan@hkfsd.gov.hk 2517 8841

西灣河救護站 香港西灣河惠亨街22號 救護站主管 2569 7627 swh_ambdep@hkfsd.gov.hk 2513 1618

柴灣救護站 香港柴灣興華邨展興樓401-404室 救護站主管 2556 6490 cw_ambdep@hkfsd.gov.hk 2505 8002

摩利臣山救護站 香港灣仔愛群道8號 救護站主管 2893 5592 mh_ambdep@hkfsd.gov.hk 2834 8965

寶馬山救護站 香港北角天后廟道170號 救護站主管 2571 5293 bh_ambdep@hkfsd.gov.hk 2571 9125

樓宇改善課1 北角辦事處 北角英皇道338號華懋交易廣場二期9及10樓 助理消防區長(樓宇改善課)13 2807 9133 ado_bi1_3@hkfsd.gov.hk 2104 2755

樓宇改善課1 西灣河辦事

處
西灣河太安街29號東區法院大樓11樓 助理消防區長(商業處所) 2535 3303 ado_cp@hkfsd.gov.hk 2513 7730

駕駛訓練學校 九龍油塘高輝道1號油塘消防局 助理消防區長(駕駛訓練學校) 2340 3229 ado_dts@hkfsd.gov.hk 2340 3006

消防同樂會 九龍灣宏照道3號 行政主任(管理組) 2733 5859 eo_mg@hkfsd.gov.hk 2769 8283

九龍灣工場 九龍九龍灣臨興街5號九龍灣消防局 機電工程師(消防車輛) 2302 5391 wc_cheung@hkfsd.gov.hk 2739 1606

九龍煙帽房 九龍九龍塘浸會大學道3號九龍塘消防局 助理消防區長(呼吸器)(九龍) 2326 0482 ba_k@hkfsd.gov.hk 2206 4534

觀塘消防局 九龍觀塘道426號 消防局局長 2342 4612 kt_fstn@hkfsd.gov.hk 2763 4079

油塘消防局 九龍高輝道1號 消防局局長 2340 6316 yt_fstn@hkfsd.gov.hk 2775 3391

九龍灣消防局 九龍臨興街5號 消防局局長 2799 1522 kb_fstn@hkfsd.gov.hk 2305 3536

藍田消防局 九龍啟田道125號 消防局局長 2772 5313 lt_fstn@hkfsd.gov.hk 2775 3448

東區

觀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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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統籌主任 （公開資料） - (消防處)

場所／建築物／設施 無障礙統籌主任職銜
區份 （以18區區議會界

線為準）
聯絡電話 電郵地址 傳真地址

牛池灣消防局 九龍清水灣道1號 消防局局長 2320 0292 ncw_fstn@hkfsd.gov.hk 2351 9550

順利消防局 九龍利安道33號 消防局局長 2341 9420 sl_fstn@hkfsd.gov.hk 2763 4129

啟德消防局 九龍祥業街5號 消防局局長 2759 6308 kat_fstn@hkfsd.gov.hk 2759 6883

藍田救護站 九龍鯉魚門道30號 救護站主管 2952 3861 lt_ambdep@hkfsd.gov.h 2952 3940

消防處潛水基地 深水埗昂船州昂船路政府船塢消防處潛水基地 助理消防區長(潛水)1 2195 2311 ado_div_1@hkfsd.gov.hk 2366 4364

西九龍救援訓練中心 九龍油麻地渡華路8號 助理消防區長(西九龍救援訓練中心) 2114 8018 ado_rtc@hkfsd.gov.hk 2114 8022

九龍塘消防局 九龍九龍塘浸會大學道3號 消防局局長 3793 6411 klt_fstn@hkfsd.gov.hk 3586 3513

長沙灣消防局 九龍長沙灣道429號 消防局局長 2729 5807 csw_fstn@hkfsd.gov.hk 2386 5913

荔枝角消防局 九龍寶倫街4號 消防局局長 2742 4221 lck_fstn@hkfsd.gov.hk 2370 3119

石峽尾消防局 九龍南昌街380號 消防局局長 2778 1098 skm_fstn@hkfsd.gov.hk 2779 1164

牛頭角救護站 牛頭角兆業街9號 救護站主管 2750 1710 ntk_ambdep@hkfsd.gov.hk 2753 7368

九龍塘救護站 九龍九龍塘浸會大學道3號 救護站主管 3793 6499 klt_ambdep@hkfsd.gov.hk 3586 3540

長沙灣救護站 九龍長沙灣發祥街7號 救護站主管 2708 1573 csw_ambdep@hkfsd.gov.hk 2387 8495

白田救護站 九龍石硤尾白雲街50號白田邨瑞田樓地下 救護站主管 2776 7803 pt_ambdep@hkfsd.gov.hk 2776 5824

荔枝角救護站 九龍美荔道 33 號 救護站主管 2959 1857 lck_ambdep@hkfsd.gov.hk 2959 3576

西九龍分區防火辦事處 九龍尖沙咀廣東道333號尖沙咀消防局4樓
助理消防區長(西九龍分區防火辦事

處)
2302 5322 ado_ro_kw@hkfsd.gov.hk 2302 5314

消防總部大樓 九龍康莊道1號 助理消防區長(管理組)2 2733 7742 ado_mg_2@hkfsd.gov.hk 2739 5879

九龍區(尖沙咀)工場
九龍尖沙咀廣東道333號尖沙咀消防局大樓3樓

西冀
機電工程師(消防車輛) 2302 5391 wc_cheung@hkfsd.gov.hk 2739 1606

九龍總區總部 九龍九龍塘浸會大學道3號九龍塘消防局 助理消防參事官(九龍) 2354 2988 afso_k@hkfsd.gov.hk 2724 1480

尖沙咀消防局 九龍廣東道333號 消防局局長 2366 2389 tst_fstn@hkfsd.gov.hk 2721 5308

紅磡消防局 九龍佛光街30號 消防局局長 2363 0207 hh_fstn@hkfsd.gov.hk 2774 0159

深水埗

mailto:wc_cheung@hkfsd.gov.hk�
mailto:ado_div_1@hkfsd.gov.hk�
mailto:klt_ambdep@hkfsd.gov.hk�
mailto:kat_fstn@hkfsd.gov.hk�


無障礙統籌主任 （公開資料） - (消防處)

場所／建築物／設施 無障礙統籌主任職銜
區份 （以18區區議會界

線為準）
聯絡電話 電郵地址 傳真地址

尖東消防局 九龍康莊道1號 消防局局長 2722 4871 tt_fstn@hkfsd.gov.hk 2724 3275

油麻地消防局 九龍窩打老道42號 消防局局長 2385 0307 ymt_fstn@hkfsd.gov.hk 2771 0170

旺角消防局 九龍塘尾道181號 消防局局長 2396 6409 mk_fstn@hkfsd.gov.hk 2398 3177

救護總區總部 大角咀道42號消防處旺角辦公大樓二樓 高級救護主任(參事) 2272 9197 hkfsda@hkfsd.gov.hk 2724 1847

旺角救護站 九龍大角咀道42號 救護站主管 2117 6570 mk_ambdep@hkfsd.gov.hk 3622 1053

尖東救護站 九龍尖沙咀東部康達徑 5 -7 號 救護站主管 2311 5111 tt_ambdep@hkfsd.gov.hk 2724 3348

油麻地救護站 九龍窩打老道44號 救護站主管 2770 2547 ymt_ambdep@hkfsd.gov.hk 2771 0386

東九龍分區防火辦事處 九龍尖沙咀廣東道333號尖沙咀消防局4樓
助理消防區長(東九龍分區防火辦事

處)
2302 5311 ado_ro_ke@hkfsd.gov.hk 2722 5256

樓宇改善課1 旺角辦事處

樓宇改善課2 旺角辦事處

大角咀道42號消防處旺角辦公大樓4及6樓 助理消防區長(樓宇改善課) 22 2272 9118 ado_bi2_2@hkfsd.gov.hk 2716 2970

黃大仙消防局 九龍鳳德道28號 消防局局長 2329 5733 wts_fstn@hkfsd.gov.hk 2321 1651

黃大仙救護站 九龍黃大仙盈鳳里5號 救護站主管 2323 9949 wts_ambdep@hkfsd.gov.hk 2752 8558

馬頭涌消防局 九龍馬頭涌道109號 消防局局長 2711 0292 mtc_fstn@hkfsd.gov.hk 2713 9301

馬頭涌救護站 九龍馬頭圍盛德街53號 救護站主管 2714 3746 mtc_ambdep@hkfsd.gov.hk 2711 3424

何文田救護站 九龍何文田忠孝街88號 救護站主管 2624 6110 hmt_ambdep@hkfsd.gov.hk 2713 1447

長洲滅火輪消防局 長洲長洲西堤路8號 消防區長(海務) 2534 7253 wh_chan@hkfsd.gov.hk 2517 8841

新界煙帽房 新界東涌順東路3號 助理消防區長(呼吸器)/東涌 2109 4485 ba_tc@hkfsd.gov.hk 2109 1742

愉景灣消防局 愉景灣道1號 消防局局長 2987 7507 db_fstn@hkfsd.gov.hk 2987 4764

大澳消防局 大澳道120號 消防局局長 2985 6646 to_fstn@hkfsd.gov.hk 2985 6624

大澳(舊)消防局 大澳石仔埗街102號 消防局局長 2985 6646 to_fstn@hkfsd.gov.hk 2985 7500

梅窩消防局 大嶼山梅窩銀礦灣道12號 消防局局長 2984 1596 mw_fstn@hkfsd.gov.hk 2984 1653

油尖旺

黃大仙

九龍城



無障礙統籌主任 （公開資料） - (消防處)

場所／建築物／設施 無障礙統籌主任職銜
區份 （以18區區議會界

線為準）
聯絡電話 電郵地址 傳真地址

長沙消防局 大嶼山嶼南路33號 消防局局長 2984 1596 mw_fstn@hkfsd.gov.hk 2980 2402

南丫消防局 榕樹塱舊村30號 消防局局長 2534 7256 cc_fstn@hkfsd.gov.hk 2982 2409

長洲消防局 長洲冰廠街1號 消防局局長 2534 7256 cc_fstn@hkfsd.gov.hk 2981 6764

坪洲消防局 坪洲寶坪街16號 消防局局長 2534 7257 pc_fstn@hkfsd.gov.hk 2983 2114

東涌消防局 新界東涌順東路3號 消防局局長 2988 1898 tc_fstn@hkfsd.gov.hk 2988 1688

赤鱲角消防局 新界赤立角航膳東路10號 消防局局長 2949 9081 clk_fstn@hkfsd.gov.hk 2949 9084

竹篙灣消防局 北大嶼山竹篙灣 消防局局長 2983 6451 pb_fstn@hkfsd.gov.hk 2983 6196

機場主局 赤鱲角香港國際機場主局 消防區長(機場) 2183 5326 cc_chung@hkfsd.gov.hk 2215 0629

機場分局 赤鱲角香港國際機場分局 消防區長(機場) 2183 5326 cc_chung@hkfsd.gov.hk 2215 0629

海上救援西局 赤鱲角香港國際機場海上救援西局 消防區長(機場) 2183 5326 cc_chung@hkfsd.gov.hk 2215 0629

海上救援東局 赤鱲角香港國際機場海上救援西局 消防區長(機場) 2183 5326 cc_chung@hkfsd.gov.hk 2215 0629

東涌救護站 大嶼山東涌順東路2號 救護站主管 2988 8282 tc_ambdep@hkfsd.gov.hk 2988 1740

竹篙灣救護站 北大嶼山竹篙灣 救護站主管 2983 6451 pb_ambdep@hkfsd.gov.hk 2983 6210

荃灣消防局 荃灣青山道453號 消防局局長 2499 5044 tw_fstn@hkfsd.gov.hk 2417 1534

深井消防局 新界青山公路深井段32號 消防局局長 2496 4167 smt_fstn@hkfsd.gov.hk 2496 4053

深井救護站 荃灣青山公路32號 救護站主管 2496 4917 smt_ambdep@hkfsd.g 2496 4940

荃灣救護站 荃灣蕙荃道47-51號 救護站主管 2416 2751 tw_ambdep@hkfsd.gov.hk 2492 1581

消防訓練學校 新界元朗八鄉粉錦公路123號消防訓練學校 助理消防區長(消防訓練學校)(行政) 2488 1354 ext. 302 ado_fsts_3@hkfsd.gov.hk 2488 4198

天水圍消防局 新界天水圍天河路1號 消防局局長 2448 0664 tsw_fstn@hkfsd.gov.hk 2617 1025

元朗消防局 新界元朗鳳琴街2號 消防局局長 2474 6732 yl_fstn@hkfsd.gov.hk 2476 3000

流浮山消防局 新界天水圍天瑞路101號 消防局局長 2146 2672 lfs_fstn@hkfsd.gov.hk 2445 3646

荃灣

九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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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統籌主任 （公開資料） - (消防處)

場所／建築物／設施 無障礙統籌主任職銜
區份 （以18區區議會界

線為準）
聯絡電話 電郵地址 傳真地址

八鄉消防局 新界錦田公路邱屋村4號A 消防局局長 2488 7282 ph_fstn@hkfsd.gov.hk 2483 2904

米埔消防局 新界錦繡花園金竹北路31號 消防局局長 2488 7282 ph_fstn@hkfsd.gov.hk 2471 4053

天水圍救護站 天水圍天河路3號 救護站主管 2445 0033 tsw_ambdep@hkfsd.gov.hk 2617 1016

流浮山救護站 新界天水圍天瑞路101號 救護站主管 2446 2892 lfs_ambdep@hkfsd.gov.hk 2445 9691

元朗救護站 新界元朗鳳琴街2號 救護站主管 2474 6845 yl_ambdep@hkfsd.gov.hk 2474 4115

深圳灣消防局 深圳灣口岸貨檢區 消防局局長 2469 4710 szb_fstn@hkfsd.gov.hk 2469 4713

粉嶺消防局 新界粉嶺沙頭角公路龍躍頭段2號 消防局局長 2669 5511 fl_fstn@hkfsd.gov.hk 2682 2059

上水消防局 新界上水天平路8號 消防局局長 2670 7682 ss_fstn@hkfsd.gov.hk 2670 0079

沙頭角消防局 新界沙頭角順興街60號 消防局局長 2674 0679 stk_fstn@hkfsd.gov.hk 2674 2718

打鼓嶺消防局 新界打鼓嶺蓮麻坑路 消防局局長 2674 0679 stk_fstn@hkfsd.gov.hk 2674 1612

粉嶺救護站 新界粉嶺沙頭角道2號 救護站主管 2669 2250 fl_ambdep@hkfsd.gov.hk 2677 5456

新界煙帽房 新界沙田源禾路26號沙田消防局 助理消防區長(呼吸器)/沙田 2698 6059 ba_st@hkfsd.gov.hk 2609 3117

新界總區總部 新界沙田源禾路26號沙田消防局 助理消防參事官(新界) 2692 1291 ext. 25 afso_nt@hkfsd.gov.hk 2601 5870

沙田消防局 新界沙田源禾路26-28號 消防局局長 2691 0596 st_fstn@hkfsd.gov.hk 2698 2158

小瀝源消防局 新界沙田小瀝源源順圍1號 消防局局長 2647 7515 sly_fstn@hkfsd.gov.hk 2648 0411

田心消防局 新界沙田大圍富健街2號 消防局局長 2694 8639 ts_fstn@hkfsd.gov.hk 2699 5657

馬鞍山消防局 新界沙田馬鞍山鞍山里1號 消防局局長 2640 3222 mos_fstn@hkfsd.gov.hk 2631 9300

消防處救護訓練學校 新界馬鞍山鞍山里1號 高級救護主任(訓練)1 2640 3708 ext. 118 sao_trg_1@hkfsd.gov.hk 2640 3852

田心救護站 新界沙田大圍富健街2號 救護站主管 2681 0713 ts_ambdep@hkfsd.gov.hk 2607 0813

馬鞍山救護站 沙田馬鞍山鞍山里1號 救護站主管 2640 3619 mos_ambdep@hkfsd.gov.hk 2631 9309

沙田救護站 新界沙田源禾路24號 救護站主管 2691 2514 st_ambdep@hkfsd.gov.h 2606 6673

元朗

北區

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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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統籌主任 （公開資料） - (消防處)

場所／建築物／設施 無障礙統籌主任職銜
區份 （以18區區議會界

線為準）
聯絡電話 電郵地址 傳真地址

寶林消防局 九龍寶林北路15號 消防局局長 2701 0989 pl_fstn@hkfsd.gov.hk 2705 5799

大赤沙消防局 九龍環保大道321號 消防局局長 2623 9613 tcs_fstn@hkfsd.gov.hk 2623 9483

西貢消防局 新界西貢康健路1號 消防局局長 2792 1553 sk_fstn@hkfsd.gov.hk 2792 4191

寶林救護站 將軍澳寶林北路17號 救護站主管 2701 0955 pl_ambdep@hkfsd.gov.hk 2704 3655

大赤沙救護站 九龍將軍澳環保大道233號 救護站主管 2623 9232 tcs_ambdep@hkfsd.gov.hk 2623 9478

新界區工場 九龍荔景山道230號 機電工程師(消防車輛) 2302 5391 wc_cheung@hkfsd.gov.hk 2739 1606

青衣滅火輪消防局 青衣長輝路 消防區長(海務) 2534 7253 wh_chan@hkfsd.gov.hk 2517 8841

葵涌消防局 新界葵涌興盛路77-79號 消防局局長 2426 5694 kc_fstn@hkfsd.gov.hk 2418 0105

荔景消防局 新界葵涌華泰路6號 消防局局長 2743 2380 lk_fstn@hkfsd.gov.hk 2370 0403

梨木樹消防局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300號 消防局局長 2421 2428 lms_fstn@hkfsd.gov.hk 2418 0073

青衣消防局 新界青衣青衣鄉事會路11號 消防局局長 2495 0451 ty_fstn@hkfsd.gov.hk 2434 7758

青衣南消防局 新界青衣青衣路100號 消防局局長 2432 7823 tys_fstn@hkfsd.gov.hk 2434 7958

馬灣消防局 新界馬灣島珀欣路36號 消防局局長 2986 3289 mwn_fstn@hkfsd.gov.hk 2986 3227

梨木樹救護站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300A號 救護站主管 2487 1957 lms_ambdep@hkfsd.gov.hk 2427 2090

葵涌救護站 葵涌興盛路86號 救護站主管 2417 5750 kc_ambdep@hkfsd.gov.hk 3622 1149

青衣救護站 靑衣涌美路30號 救護站主管 2495 5080 ty_ambdep@hkfsd.gov.hk 2434 7658

通風系統課 葵涌興盛路86號消防處葵涌辦公大樓3樓 工程師 (通風系統課) 2251 4141 fsvent@hkfsd.gov.hk 2382 2495

危險品課 葵涌興盛路86號消防處葵涌辦公大樓4-5樓 助理消防區長(危險品課)3 2417 5741 fsdgd@hkfsd.gov.hk 2413 0873

新界區防火辦事處 九龍尖沙咀廣東道333號尖沙咀消防局4樓 助理消防區長(新界區防火辦事處) 2302 5378 ado_ro_nw@hkfsd.gov.hk 2443 1411

大埔消防局 新界大埔汀角路3號 消防局局長 2651 2951 tp_fstn@hkfsd.gov.hk 2650 4947

大埔東消防局 新界大埔汀角路68號 消防局局長 2664 2511 tpe_fstn@hkfsd.gov.hk 2666 6151

西貢

葵青

大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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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統籌主任 （公開資料） - (消防處)

場所／建築物／設施 無障礙統籌主任職銜
區份 （以18區區議會界

線為準）
聯絡電話 電郵地址 傳真地址

大埔救護站 新界大埔太和路21號 救護站主管 2658 0359 tp_ambdep@hkfsd.gov.hk 2638 7079

屯門滅火輪消防局 屯門望后石龍門路內河船碼頭 消防區長(海務) 2534 7253 wh_chan@hkfsd.gov.hk 2517 8841

大欖涌消防局 新界大欖涌道16號 消防局局長 2496 4167 smt_fstn@hkfsd.gov.hk 2404 2466

屯門消防局 新界屯門杯渡路102號 消防局局長 2462 5717 tm_fstn@hkfsd.gov.hk 2460 7940

青山灣消防局 新界屯門屯義街6號 消防局局長 2451 5101 cpb_fstn@hkfsd.gov.hk 2404 1143

望后石消防局 新界望后石浩運街3號 消防局局長 2404 0766 pp_fstn@hkfsd.gov.hk 2404 0074

虎地消防局 新界屯門屯富路21號 消防局局長 2469 4710 ft_fstn@hkfsd.gov.hk 2469 4713

青山灣救護站 新界屯門屯義街8號 救護站主管 2451 7170 cpb_ambdep@hkfsd.gov.hk 2404 1380

屯門救護站 屯門震寰路1號 救護站主管 2463 2125 tm_ambdep@hkfsd.gov.hk 2456 1240

屯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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