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區總部 暨 西區分區警署 香港德輔道西280號 西區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0 6616 advc-adm-wdiv@police.gov.hk 2858 9102

山頂分區警署 香港山頂道92號 山頂分區指揮官 3660 9501 sdvc-pksdiv@police.gov.hk 2849 4156

中區總部 暨 中區警署 香港上環中港道2號 總督察(行政)(中區) 3660 1106 cip-adm-cdist@police.gov.hk 2200 4511

中區警察服務中心 中環荷李活道10號 中區警區區行政主任 3660 1105 deo-cdist@police.gov.hk 3660 1298

信德中心警崗 信德中心三樓347室 中區警區區行政主任 3660 1105 deo-cdist@police.gov.hk 3660 1298

中區少年警訊會所
香港中環荷李活道1至13號華

懋荷李活中心2樓
中區警區區行政主任 3660 1105 deo-cdist@police.gov.hk 3660 1298

西區少年警訊會所 西營盤第一街84號A閣樓 西區警區警民關係主任 2546 9192 pcro-wdist@police.gov.hk 2915 2493

警察總部

- 無犯罪紀錄證明書辦事處

- 牌照課

- 出納部

- 中央交通檢控組

香港灣仔軍器廠街 警察總部物業及設施經理  2860 2171 phq-bldg-mgr@police.gov.hk 2200 4329

港島總區總部 暨 投訴警察課

(報案室)
香港灣仔軍器廠街 港島總區警司（行政） 2860 1007 sp-adm-hki@police.gov.hk 2200 4430

警隊博物館 香港山頂甘道27號 警隊博物館館長 2849 8012 force-curator@police.gov.hk 2849 4573

爆炸品處理課基地及靶場 香港畢拉山道150號
爆炸品處理小組高級督察

(行政及支援）
2203 4324 ip-sip-hq-eod@police.gov.hk 2203 4273

畢拉山練靶場 大潭路
警察學院槍械訓練科槍械教官

（畢拉山練靶場）
2576 1136 ip-sip-fis-mb-wt@police.gov.hk 2504 4652

灣仔區總部 暨 灣仔分區警署 香港灣仔軍器廠街1號 灣仔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0 7403 advc-adm-wchdiv@police.gov.hk 2511 8956

跑馬地分區警署 香港跑馬地成和道60號 跑馬地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0 1830 advc-adm-hvdiv@police.gov.hk 2574 2027

灣仔區少年警訊會所
灣仔道185號康樂商業大廈19

樓1901-1902室
灣仔警區警民關係主任 3660 7535 pcro-wchdist@police.gov.hk 2528 6728

警官會所 銅鑼灣鴻興道28號 警官會所經理 2607 4518 manager-poc@police.gov.hk 2948 5198

警察學院 (香港仔) 香港海洋公園道18號 行政主任(建築物及場地) 3660 5238 eo-h-g-ft@police.gov.hk 2814 1783

香港仔分區警署 香港黃竹坑道4號 香港仔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0 1330 advc-adm-abddiv@police.gov.hk 2553 7175

赤柱分區警署 香港赤柱赤柱村道77號 赤柱分區指揮官 3660 9601 sdvc-stysdiv@police.gov.hk 2200 4558

石澳警崗 石澳 柴灣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0 1530 advc-adm-cwdiv@police.gov.hk 2515 9904

深水灣警崗 深水灣 香港仔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0 1330 advc-adm-abddiv@police.gov.hk 2553 7175

淺水灣警崗 淺水灣 香港仔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0 1330 advc-adm-abddiv@police.gov.hk 2553 7175

華富邨警崗 華富邨 香港仔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0 1330 advc-adm-abddiv@police.gov.hk 2553 7175

水警港口總部 暨 水警南分區

基地
香港香港仔深灣道28號 水警南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0 9233 advc-adm-msdiv@police.gov.hk 2552 8910

警察貨倉
北角渣華道323號消防事務處

大廈4至6,8及10樓
警察貨倉高級物料供應員 2856 0191 sss-pstores@police.gov.hk 2579 1364

柴灣分區警署 香港柴灣樂民道6號 柴灣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0 1530 advc-adm-cwdiv@police.gov.hk 2515 9904

東區總部 暨 北角分區警署 香港渣華道343號 北角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0 1611 advc-adm-npdiv@police.gov.hk 2811 3216

港島總區行動基地 暨 交通部

調查及支援組
香港筲箕灣道28號 港島總區交通部總督察（支援） 3660 6881 cip-sup-t-hki@police.gov.hk 2804 6858

鰂魚涌警察車輛扣留中心 海堤街33號
港島區交通部執行及管制組

行動及支援小隊指揮官
3660 1866 ip-sip-ossu-e-c-hki@police.gov.hk 2834 4699

東區少年警訊會所
太古城太裕路5號興安閣平台

512至513號
東區警區警民關係主任 3660 1633 pcro-edist@police.gov.hk 2880 4372

東區裁判法院警察辦公室
香港西灣河太安街29號東區

法院大樓4樓
港島總區法庭總督察 2886 6680 cip-court-hki@police.gov.hk 2967 4391

水警總區總部
香港東區西灣河太康街42號

西灣河東翼碼頭
水警總區警司（行政） 3660 8832 sp-adm-mar@police.gov.hk 2369 0604

水警港口分區基地

暨水警訓練學校

香港東區西灣河太康街42號

西灣河東翼碼頭

水警海港分區助理指揮官

（行政）
3660 9303 advc-adm-mhdiv@police.gov.hk 2560 3358

香港輔警總部 九龍灣宏照道12號 行政主任（輔警支援） 3661 6615 eo-aux-sup@police.gov.hk 2121 8834

觀塘區警署 九龍觀塘鯉魚門道9號 觀塘警區總督察（行政） 3661 0530 cip-adm-ktdist@police.gov.hk 2709 3489

秀茂坪區總部 暨 秀茂坪分區

警署
九龍康寧道200號 秀茂坪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6303 advc-adm-smpdiv@police.gov.hk -

警察宿舍組 九龍牛頭角兆業街2號 行政主任(服務條件)(督察宿舍) 2109 0230 eo-q-ip@police.gov.hk 2390 3922

東九龍總區總部及行動基地

暨牛頭角分區警署綜合大樓

九龍啟德協調道105號東九龍

總區總部
牛頭角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0343 advc-adm-ntkdiv@police.gov.hk -

觀塘區少年警訊會所 翠屏邨翠楠樓高座地下 觀塘警區總督察（行政） 3661 0530 cip-adm-ktdist@police.gov.hk 2709 3489

秀茂坪少年警訊會所 順利邨利富樓3樓平台6至8號 秀茂坪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6303 advc-adm-smpdiv@police.gov.hk -

觀塘裁判法院警察辦公室 九龍鯉魚門道10號1及4樓 駐觀塘法庭高級督察 2772 9373 ip-sip-court-kt-mag@police.gov.hk 2379 5740

九龍灣車輛扣留中心 九龍九龍灣常怡道23號
九龍區交通部執行及管制組

行動及支援小隊指揮官
36619134  ip-sip-ossu-e-c-kw@police.gov.hk 23644535

水警無線電工場 昂船路J座1/F 警察通訊督察（海事支援） 2307 3531 spti-ms-oss-comms@police.gov.hk 2314 3159

警察福利辦公室（九龍）
長沙灣道303號長沙灣政府合

署4/F
警察福利主任（九龍） 2150 7988 fwo-k@police.gov.hk 2304 2095

警察體育遊樂會 九龍西洋菜街北430號 警察體育遊樂會經理 2319 0002 manager-psrc@police.gov.hk 2788 2706

深水埗分區警署 九龍欽州街37號A 深水埗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8830 advc-adm-sspodiv@police.gov.hk 2729 7285

深水埗區總部 暨 長沙灣分區

警署
九龍荔枝角道880號 長沙灣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9730 advc-adm-cswdiv@police.gov.hk 2959 2716

石硤尾報案中心 九龍大坑西街50號 深水埗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8830 advc-adm-sspodiv@police.gov.hk 2729 7285

深水埗區少年警訊會所 九龍大坑西街50號 深水埗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8830 advc-adm-sspodiv@police.gov.hk 2729 7285

前綫機械維修大樓 昂船路政府船塢 督察/高級督察 (輪機組) 2803 6196 ip-sip-eng-mar@police.gov.hk 2369 0604

水警小艇分區總部 昂船路政府船塢
水警小艇分區高級督察

(行政及支援)
2301 2501 ip-sip-adm-sbdiv@police.gov.hk 2311 8301

西九龍裁判法院警察辦公室 九龍通州街501號2樓 西九龍裁判法院高級督察 3467 2201 ip-sip-court-wk-mag@police.gov.hk 2479 8522

心理服務課辦公室 長沙灣東京街西3號庫務大樓

6樓及15樓

警察臨床心理學家 2866 1576 clinpsy-6-pps-psg@police.gov.hk 2866 6052

油尖區總部 暨 尖沙咀分區警

署
九龍彌敦道213號 尖沙咀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9212 advc-adm-tstdiv@police.gov.hk 2376 1870

油麻地分區警署 九龍油麻地友翔道3號 油麻地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9504 advc-adm-ymtdiv@police.gov.hk 2388 7314

旺角區總部 暨 旺角區警署 九龍太子道西142號 旺角警區總督察（行政） 3661 8661 cip-adm-mkdist@police.gov.hk 2397 8819

西九龍行動基地 九龍旺角太子道西142號 西九龍衝鋒隊高級督察（總部） 3661 8403 ip-sip-hq-eu-kw@police.gov.hk 2394 0487

香港警務處天星碼頭警察社

區聯絡辦事處
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 尖沙咀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9212 advc-adm-tstdiv@police.gov.hk 2376 1870

灣仔

中西區

南區

東區

無障礙統籌主任 （公開資料） - (警務處 )

區份 （以18區區議會界線為

準）
場所／建築物／設施 地址 無障礙統籌主任職銜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傳真

觀塘

深水埗

油尖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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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統籌主任 （公開資料） - (警務處 )

區份 （以18區區議會界線為

準）
場所／建築物／設施 地址 無障礙統籌主任職銜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傳真

香港警務處尖沙咀東部警察

社區聯絡辦事處

九龍尖沙咀麼地廣場65號安

達中心
尖沙咀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9212 advc-adm-tstdiv@police.gov.hk 2376 1870

旺角區少年警訊會所
九龍大角咀鐵樹街47A號海康

大廈1樓
旺角警區總督察（行政） 3661 8661 cip-adm-mkdist@police.gov.hk 2397 8819

油尖區少年警訊會所
油麻地白加士街13-15號藍馬

商業大廈1及2樓
油麻地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9504 advc-adm-ymtdiv@police.gov.hk 2388 7314

黃大仙區總部 暨 黃大仙分區

警署
九龍黃大仙沙田坳道2號 黃大仙警區總督察（行政） 3661 6018 cip-adm-wtsdist@police.gov.hk -

慈雲山報案中心 九龍慈雲山道151號 黃大仙警區總督察（行政） 3661 6018 cip-adm-wtsdist@police.gov.hk -

大老山警崗 飛鵝山路 黃大仙警區總督察（行政） 3661 6018 cip-adm-wtsdist@police.gov.hk -

黃大仙區少年警訊會所
黃大仙下邨龍達樓地下101至

104室
黃大仙警區總督察（行政） 3661 6018 cip-adm-wtsdist@police.gov.hk -

九龍城區總部 暨 紅磡分區警

署
九龍公主道99號 紅磡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7930 advc-adm-hhdiv@police.gov.hk 2713 5822

九龍城分區警署 九龍亞皆老街202號 九龍城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8930 advc-adm-kcdiv@police.gov.hk 2244 5697

西九龍總區總部 九龍亞皆老街190號 西九龍總區警司（行政） 3661 8042 sp-adm-kw@police.gov.hk 2761 0085

九龍城區少年警訊會所 馬頭圍邨芙蓉樓側 九龍城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8930 advc-adm-kcdiv@police.gov.hk 2244 5697

九龍城判法院警察辦公室
九龍亞皆老街147M號1,4及8

樓
駐九龍城法庭高級督察 2329 3332 ip-sip-court-kc-mag@police.gov.hk -

西九龍交通行動基地 暨 交通

意外調查組報案室
九龍紅磡衛里8號

西九龍總區交通部總督察

（支援）
3661 9130 cip-sup-t-kw@police.gov.hk 2789 8214

大嶼山區總部 暨 大嶼山北分

區警署
大嶼山順東路1號

大嶼山北分區分區助理指揮官

（行政）
3661 1923 advc-adm-ltndiv@police.gov.hk 2988 8976

大嶼山南 (梅窩) 分區警署 大嶼山梅窩虎崗山路1號
大嶼山南分區助理指揮官

（行政）
3661 2783 advc-adm-ltsdiv@police.gov.hk 2984 2384

大嶼山南 (長沙) 分區警署 大嶼山長沙嶼南路43號
大嶼山南分區助理指揮官

（行政）
3661 2783 advc-adm-ltsdiv@police.gov.hk 2984 2384

機場區警署 赤鱲角航膳西路8號 機場警區區行政主任 3661 2010 deo-aptdist@police.gov.hk 2769 4808

愉景灣警崗 愉景灣廣場
大嶼山北分區分區助理指揮官

（行政）
3661 1923 advc-adm-ltndiv@police.gov.hk 2988 8976

竹篙灣警崗 大嶼山竹篙灣朗欣路
大嶼山北分區分區助理指揮官

（行政）
3661 1923 advc-adm-ltndiv@police.gov.hk 2988 8976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警察基

地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順岸路

16號

大嶼山警區港珠澳大橋香況口岸

總督察
3661 2128 cip-hzmb-ltdist@police.gov.hk 2362 7072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警察報

案中心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順暉路

33號旅檢大樓一樓

大嶼山警區港珠澳大橋香況口岸

總督察
3661 2128 cip-hzmb-ltdist@police.gov.hk 2362 7072

機場報案中心 (離境大堂) 香港國際機場離境大堂 機場警區區行政主任 3661 2010 deo-aptdist@police.gov.hk 2769 4808

機場報案中心 (二號客運大

樓)
香港國際機場2號客運大樓 機場警區區行政主任 3661 2010 deo-aptdist@police.gov.hk 2769 4808

小蠔灣警察車輛扣留中心 翔東灣20號
新界南總區交通部執行及管制組

(總部) 督察/高級督察
3661 1367 ip-sip-ossu-e-c-nts@police.gov.hk 2200 4662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警察秤

車站
順岸路5號

新界南總區交通部執行及管制組

(總部) 督察/高級督察
3661 1367 ip-sip-ossu-e-c-nts@police.gov.hk 2200 4662

梅窩碼頭警崗 梅窩碼頭
大嶼山南分區助理指揮官

（行政）
3661 2783 advc-adm-ltsdiv@police.gov.hk 2984 2384

昂坪警崗 昂坪
大嶼山南分區助理指揮官

（行政）
3661 2783 advc-adm-ltsdiv@police.gov.hk 2984 2384

貝澳警崗 貝澳
大嶼山南分區助理指揮官

（行政）
3661 2783 advc-adm-ltsdiv@police.gov.hk 2984 2384

龍田村警崗 龍田邨
大嶼山南分區助理指揮官

（行政）
3661 2783 advc-adm-ltsdiv@police.gov.hk 2984 2384

大嶼山區少年警訊會所
大嶼山東涌逸東邨商場第一

層105室
大嶼山警區警民關係主任 3661 1907 pcro-ltdist@police.gov.hk 2980 4811

坪洲警崗 坪洲永安橫街2C 長洲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0 9430 advc-adm-ccdiv@police.gov.hk 2981 1450

長洲分區警署 長洲警署徑4號 長洲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0 9430 advc-adm-ccdiv@police.gov.hk 2981 1450

南丫島警崗 南丫島榕樹灣大街 長洲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0 9430 advc-adm-ccdiv@police.gov.hk 2981 1450

索罟灣警崗 索罟灣第2街 長洲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0 9430 advc-adm-ccdiv@police.gov.hk 2981 1450

大鵬灣 (坪洲) 警崗 大鵬灣 水警北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0 8552 advc-adm-mndiv@police.gov.hk 2602 7353

長洲碼頭警崗 長洲碼頭 長洲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0 9430 advc-adm-ccdiv@police.gov.hk 2981 1450

坪洲碼頭警崗 坪洲碼頭 長洲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0 9430 advc-adm-ccdiv@police.gov.hk 2981 1450

榕樹灣警崗 榕樹灣 長洲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0 9430 advc-adm-ccdiv@police.gov.hk 2981 1450

水警海港警區少年警訊會所 長洲觀音灣2 號 長洲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0 9430 advc-adm-ccdiv@police.gov.hk 2981 1450

警察福利辦公室（新界）
荃灣西樓角路38號荃灣政府

合署9樓
警察福利主任（新界） 2417 6470 fwo-nt@police.gov.hk 2668 4115

荃灣區警署 新界荃灣荃景圍23至27號 荃灣警區總督察（行政） 3661 2371 cip-adm-twdist@police.gov.hk 3661 2371

新界南總區警察總部 暨 新界

交通部
新界荃灣城門道8號 新界南總區警司（行政） 3661 1133 sp-adm-nts@police.gov.hk -

馬灣警崗 馬灣 青衣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2832 advc-adm-tydiv@police.gov.hk 2434 9902

荃灣區少年警訊會所 荃灣大河道與街巿街交界 荃灣警區總督察（行政） 3661 2371 cip-adm-twdist@police.gov.hk 3661 2371

鑑證科辦公室
青山公路元朗段269號元朗民

政事務處大樓3樓
鑑證科罪案現場課督察(九龍) 3661 9631 ip-sip-soc-k-ib@police.gov.hk 2712 4340

落馬洲分區警署 新界落馬洲落馬路100號 落馬洲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4405 advc-adm-lmcdiv@police.gov.hk 2471 2690

元朗區總部 暨 元朗分區警署 新界元朗青山道246號 元朗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4705 advc-adm-yldiv@police.gov.hk 2443 0590

天水圍分區警署 新界天水圍天耀路11號 天水圍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4805 advc-adm-tswdiv@police.gov.hk 2944 2456

八鄉分區警署 新界八鄉錦田大馬路 八鄉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4905 advc-adm-phdiv@police.gov.hk 2488 6052

落馬洲管制站報案中心 落馬洲道境管制站 落馬洲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4405 advc-adm-lmcdiv@police.gov.hk 2471 2690

落馬洲支線管制站報案中心
新界落馬洲道界道號落馬洲

站大樓第一層
落馬洲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4405 advc-adm-lmcdiv@police.gov.hk 2471 2690

深圳灣管制站報案中心
深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旅檢大

樓地下
天水圍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4805 advc-adm-tswdiv@police.gov.hk 2944 2456

落馬洲邊境巡邏隊基地 暨 邊

境觀察站
牛角山 落馬洲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4405 advc-adm-lmcdiv@police.gov.hk 2471 2690

白鶴洲行動基地 米埔白鶴洲 落馬洲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4405 advc-adm-lmcdiv@police.gov.hk 2471 2690

廈村秤車站 廈村
新界北總區交通部執行及管制組

高級督察 (行動及支援)
3661 3912 ip-sip-ossu-thob-e-c-ntn@police.gov.hk 2464 4044

流浮山魚市場警崗 流浮山 天水圍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4805 advc-adm-tswdiv@police.gov.hk 2944 2456

錦田新村警崗 錦田新村 八鄉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4905 advc-adm-phdiv@police.gov.hk 2488 6052

九龍城

離島

荃灣

元朗

油尖旺

黃大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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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統籌主任 （公開資料） - (警務處 )

區份 （以18區區議會界線為

準）
場所／建築物／設施 地址 無障礙統籌主任職銜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傳真

元朗區少年警訊會所
元朗水邊圍邨盈水樓平台211

室

元朗警區助理警民關係主任

（青少年事務）
3661 4681 apcro-ye-yldist@police.gov.hk -

尖鼻咀警崗 尖鼻咀深灣路 水警西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0 9110 advc-adm-mwdiv@police.gov.hk 2452 5413

警犬隊總部暨警察搜查隊訓

練學校
新界沙嶺缸瓦甫道288地段 警犬隊高級督察(醫療及支援) 3661 4998 ip-sip-ms-pdu@police.gov.hk 2672 0273

警察機動部隊總部 粉嶺蝴蝶山路一號
警察機動部隊高級督察

（支援 2）
3661 4458 ip-sip-sup-2-ptu@police.gov.hk 2675 7473

警察駕駛及交通訓練中心
馬會道芬園

警察駕駛及交通訓練科高級督察

（發展及支援）
3661 4304 ip-sip-dsu-pdttc@police.gov.hk 2668 2773

羅湖練靶場 新界河上鄉
警察學院槍械訓練科槍械教官

（水警訓練）
2672 7045 ip-sip-fis-mar-wt@police.gov.hk 2672 8376

馬草壠練靶場 新界馬草壠
警察學院槍械訓練科槍械教官

（水警訓練）
2672 7045 ip-sip-fis-mar-wt@police.gov.hk 2672 8376

沙頭角分區警署 新界沙頭角沙頭角道石涌凹 沙頭角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4105 advc-adm-stkdiv@police.gov.hk 2659 7004

打鼓分區警署 新界打鼓嶺坪輋路 打鼓嶺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4205 advc-adm-tkldiv@police.gov.hk 2659 2335

上水分區警署 暨 新界北交通

部
粉嶺龍躍頭沙頭角道8號 上水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3705 advc-adm-ssdiv@police.gov.hk 2947 2067

文錦渡管制站報案中心
新界文錦渡路文錦渡管制站

地下
打鼓嶺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4205 advc-adm-tkldiv@police.gov.hk 2659 7004

羅湖管制站報案中心 羅湖火車站大樓警崗 打鼓嶺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4205 advc-adm-tkldiv@police.gov.hk -

邊界警區總部 文錦渡路  邊界警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4005 adc-adm-bordist@police.gov.hk 2670 3896

邊界警區少年警訊會所
打鼓嶺坪輋路136號打鼓嶺鄉

村中心政府大樓地下
 邊界警區區行政主任 3661 4070 deo-bordist@police.gov.hk 2670 3896

打鼓嶺行動基地 文錦渡路 打鼓嶺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4205 advc-adm-tkldiv@police.gov.hk 2659 7004

新屋嶺扣留中心 新屋嶺 打鼓嶺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4205 advc-adm-tkldiv@police.gov.hk 2659 7004

香園圍邊境管制站報案中心 打鼓嶺蓮麻坑路199號 打鼓嶺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4205 advc-adm-tkldiv@police.gov.hk 2659 7004

香園圍邊境管制站行動基地 打鼓嶺蓮麻坑路199號 打鼓嶺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4205 advc-adm-tkldiv@police.gov.hk 2659 7004

文錦渡錦邊境巡邏行動室 文錦渡路 打鼓嶺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4205 advc-adm-tkldiv@police.gov.hk 2659 7004

沙頭角行動基地 沙頭角公路石涌凹段 沙頭角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4105 advc-adm-stkdiv@police.gov.hk 2659 7004

大埔警區少年警訊會所 新界上水圍舊上水警署 大埔警區區行政主任 3661 3570 deo-tpdist@police.gov.hk 2665 2952

粉嶺裁判法院警察辦公室 粉嶺壁峰路1號1及3樓 新界北總區警司（行政） 3661 3005 sp-adm-ntn@police.gov.hk 2662 2037

吉澳警崗 吉澳 水警北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0 8552 advc-adm-mndiv@police.gov.hk 2602 7353

八鄉少訊中心 元朗八鄉粉錦公路123號

香港警務處警察公共關係科社區

關係課八鄉少訊中心項目策劃組

督察

2792 6099 ip-sip-ppt-pprb@police.gov.hk 2792 6708

走私嶺練靶場 新界金山路金山郊野公園
警察學院槍械訓練科槍械教官

（走私嶺練靶場）
2720 8867 ip-sip-fis-sr-wt@police.gov.hk 2758 4214

沙田分區警署 新界沙田和輋街1號 沙田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2503 advc-adm-stdiv@police.gov.hk 2609 0705

田心分區警署 新界沙田顯徑街2號 田心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2309 advc-adm-tsdiv@police.gov.hk 2603 0643

沙田警區總部 暨 馬鞍山分區

警署
沙田馬鞍山道200號 馬鞍山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2653 advc-adm-mosdiv@police.gov.hk 2683 5762

小瀝源行動基地 暨  小瀝源

報案中心
新界小瀝源源順圍25至27號

中央交通攝影機違例調查組

(調查及支援)高級督察
3661 5588 ip-sip-i-s-ctciu-traffic@police.gov.hk 2980 2994

馬料水秤車站 水廠街
新界南總區交通部執行及管制組

(總部) 督察/高級督察
3661 1367 ip-sip-ossu-e-c-nts@police.gov.hk 2200 4662

沙田警區少年警訊會所
沙田顯和里5號顯徑鄰里社區

中心5樓
沙田區警區警民關係主任 3661 2740 pcro-stdist@police.gov.hk -

沙田裁判法院警察辦公室 新界宜正里1號1,3及4樓 沙田裁判法院高級督察 2694 2271 ip-sip-court-st-mag@police.gov.hk 2602 6094

馬料水水警基地

暨 水警北分區基地
馬料水橋下路 水警北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0 8552 advc-adm-mndiv@police.gov.hk 2602 7353

旱禾坑警察康樂中心 大網仔路 警官會所經理 2607 4518 manager-poc@police.gov.hk 2948 5198

將軍澳區警署 九龍將軍澳寶琳北路110號 將軍澳警區總督察（行政） 3661 0803 cip-adm-tkodist@police.gov.hk 2177 1262

西貢分區警署 九龍西貢普通道1號 西貢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0903 advc-adm-skdiv@police.gov.hk 2792 9614

清水灣警崗 清水灣 將軍澳警區總督察（行政） 3661 0803 cip-adm-tkodist@police.gov.hk 2177 1262

將軍澳區少年警訊會所 寶琳邨寶勤樓227-229室 將軍澳警區總督察（行政） 3661 0803 cip-adm-tkodist@police.gov.hk 2177 1262

水警東區分區基地 西貢對面海華容路8號 水警東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0 9005 advc-adm-mediv@police.gov.hk 2792 5144

葵涌分區警署 新界葵涌葵涌道999號 葵涌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2930 advc-adm-kwcdiv@police.gov.hk 2421 3920

葵青警區總部 暨 青衣分區警

署

新界青衣島青衣鄉事會路13

號
青衣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2832 advc-adm-tydiv@police.gov.hk 2485 3592

葵青警區少年警訊會所 葵涌葵芳邨葵信樓地下 葵涌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2930 advc-adm-kwcdiv@police.gov.hk 2421 3920

香港警務處大美督活動訓練

中心
汀角路及新娘潭路交界 警察體育遊樂會經理 2319 0002 manager-psrc@police.gov.hk 2788 2706

新界北總區總部 新界大埔安埔里6號 新界北總區警司（行政） 3661 3005 sp-adm-ntn@police.gov.hk 2662 2037

香港警察洞梓渡假營 洞梓村 警察助理福利主任（康樂組） 2860 3252 afwo-hq-ps&sr@police.gov.hk 2866 4132

大埔區總部 暨 大埔分區警署 新界大埔安埔里4號 大埔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3605 advc-adm-tpdiv@police.gov.hk 2665 2952

塔門警崗 塔門 水警北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0 8552 advc-adm-mndiv@police.gov.hk 2602 7353

新界北總區防止罪案辦公室 新界大埔安埔里六號一樓 新界北總區防止罪案科總督察 3661 3310 cip-rcpo-ntn@police.gov.hk -

屯門警區總部 暨 屯門分區警

署
新界屯門杯渡路100號 屯門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5805 advc-adm-tmdiv@police.gov.hk 2465 4105

青山分區警署 新界屯門湖安街12號 青山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1 5905 advc-adm-cpkdiv@police.gov.hk 2459 0133

大興行動基地 震寰路80號
新界北總區交通部執行及管制組

高級督察 (行動及支援)
3661 3912 ip-sip-ossu-thob-e-c-ntn@police.gov.hk 2464 4044

大欖涌車輛檢驗中心 青山公路大欖段31號
新界北總區交通部執行及管制組

高級督察 (行動及支援)
3661 3912 ip-sip-ossu-thob-e-c-ntn@police.gov.hk 2464 4044

屯門警區少年警訊會所
屯門大興邨大興商場2樓圖書

館
屯門警區警民關係主任 3661 5780 pcro-tmdist@police.gov.hk 2464 7523

屯門裁判法院警察辦公室 新界屯喜路1號1及4樓 新界北總區警司（行政） 3661 3005 sp-adm-ntn@police.gov.hk 2662 2037

防止罪案展覽室 井財街社區會堂地下 新界北總區防止罪案科總督察 3661 3310 cip-rcpo-ntn@police.gov.hk 2665 2521

水警西分區基地 新界青山公路16 咪半 水警西分區助理指揮官（行政） 3660 9110 advc-adm-mwdiv@police.gov.hk 2452 5413

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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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

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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