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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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區 展能就業科(香港區辦事處) 海港政府大樓地下 勞工事務主任(展能就業科)(香港區辦事處) 2852 4802 lo-sp-hk@labour.gov.hk 2541 5290

中西區 法定最低工資科 海港政府大樓1樓 勞工事務主任(法定最低工資)5 2852 3845 lo_smw_5@labour.gov.hk 3101 0414

中西區 僱員補償科(死亡案件辦事處及肺塵埃沉著病及間

皮瘤補償辦事處)

海港政府大樓6樓 勞工事務主任(僱員補償科)(中央事務組1)1 2852 4034 lo_c_cs1_1@labour.gov.hk 2854 4166

中西區 對沖政策科 海港政府大樓6樓 勞工事務主任(對沖政策)4 2852 3916 lo_op_4@labour.gov.hk 3580 1875

中西區 資訊科技管理科 海港政府大樓10樓 系統經理(資訊科技管理)1 2852 3773 sm_itmd_1@labour.gov.hk 3101 0127

中西區 職工會登記局 海港政府大樓11樓 勞工事務主任(職工會)(政策) 2852 3414 lo_tu_p@labour.gov.hk 2111 9874

中西區 行動科(總部) 海港政府大樓13樓 分區職業安全主任(行動科)(總部)1 2852 4960 dso-hq-1@labour.gov.hk 2157 9250

中西區 職業安全及健康部(總部) 海港政府大樓13樓 一級職業安全主任(職業安全及健康) 2852 3725 so1-osh@labour.gov.hk 2544 3497

中西區 職業健康服務 海港政府大樓15樓 高級護士長 2852 4044 sno@labour.gov.hk 2581 2049

中西區 行政科 海港政府大樓16及17樓 副部門主任秘書(財務及行政) 2852 4134 dds-fa@labour.gov.hk 2544 3271

中西區 勞工視察科(總部)

勞工視察科(香港西特別視察組)

海港政府大樓17樓 總勞工督察(總部) 2852 4135 cli-hq@labour.gov.hk 2850 4949

中西區 檢控科 (副辦事處) 啟德商業大廈5樓 勞工事務主任(檢控1)2 3582 3059 lo-p-1-2@labour.gov.hk  3582 3081

中西區 就業科(金鐘就業中心) 金鐘道政府合署高座9樓 勞工事務主任(就業)(金鐘) 2867 2328 lo-es-adm@labour.gov.hk 2591 6262

中西區 工時政策科 海景商業大廈1樓 勞工事務主任(工時政策)2 3586 8112 whpd@labour.gov.hk 2110 1527

中西區 勞資關係科(西港島) 西區裁判署3樓 勞工事務主任(勞資關係)(西港島) 2922 6006 lrd-hkw@labour.gov.hk 2546 4147

中西區 就業科(西港島就業中心) 西區裁判署4樓 勞工事務主任(就業)(西港島/北角) 2552 0134 lo_es_hkw_np@labour.gov.hk 2873 5006

東區 就業資訊及推廣科(職位空缺處理中心) 太古灣道14號11樓 勞工事務主任(就業資訊及推廣)(職位空缺處

理)1

2969 0450 eipd-jvp@labour.gov.hk 2510 9712

東區 就業資訊及推廣科)(統籌招聘組及電話就業服務) 太古灣道14號11樓 勞工事務主任(就業資訊及推廣)(統籌招聘組/

電話就業服務)

2969 0433 lo-eip-tes-cru@labour.gov.hk 2512 0310

無障礙統籌主任 - 勞工處

香港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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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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障礙統籌主任 - 勞工處

東區 資訊科技管理科 太古灣道14號11樓 系統經理(資訊科技管理)2 2852 3791 / 

3582 8909

sm_itmd_2@labour.gov.hk 3105 1843

東區 勞工視察科(香港西分區辦事處)

勞工視察科(香港中特別視察組)

太古灣道14號12樓 高級勞工督察(香港中特別視察組) 3105 2578 lid-hkcset@labour.gov.hk 3105 0273

東區 職業安全 - 系統及支援

安全推廣科及技術支援組

太古灣道14號12樓 分區職業安全主任(結構工程) 3104 3458 dso-se@labour.gov.hk 2850 8954

東區 勞資關係科(東港島) 太古灣道14號12樓 勞工事務主任(勞資關係)(東港島) 2922 7000 lrd-hke@labour.gov.hk 2568 0599

東區 勞工視察科(香港東分區辦事處及特別視察組) 東區法院大樓12樓 高級勞工督察(香港東特別視察組) 2886 6785 lid-hkeset@labour.gov.hk 2554 1906

東區 行動科(港島及離島建築地盤第3分區辦事處) 北角政府合署2樓 分區職業安全主任(行動科)(港島及離島建築

地盤第3分區辦事處)

2834 0364 dso-ch-3@labour.gov.hk 2904 7453

東區 就業資訊及推廣科(總部) 北角政府合署2樓 勞工事務主任(就業資訊及推廣計劃辦事處)1 2153 2602 lo-eip-p-1@labour.gov.hk 2850 5191

東區 就業科(北角就業中心) 北角政府合署12樓 勞工事務主任(就業)(西港島/北角) 2114 6866 lo_es_hkw_np@labour.gov.hk 2114 0202

東區 行動科(港島及離島第4分區辦事處) 北角政府合署13樓 分區職業安全主任(行動科)(港島及離島第4

分區辦事處)

2121 0852 dso-h-4@labour.gov.hk 2121 0860

東區 職工會登記局 (副辦事處) 港滙東5樓 職工會登記局助理局長 (6) 3427 2381 ar-6@labour.gov.hk 3427 3407

東區 資訊科技管理科 港滙東601A室及17樓 合約系統經理(資訊科技管理)5 

(至 31.3.2023)

合約系統經理(資訊科技管理)1 

(於 1.4.2023生效)

3974 5380 (至 

31.3.2023)

3974 5409 (於 

1.4.2023生效)

cpm_itmd_5@labour.gov.hk 

(至 31.3.2023)

cpm_itmd_1@labour.gov.hk 

(於1.4.2023生效)

3974 5733

灣仔 薪酬保障科 海外信託銀行大廈16樓 勞工事務主任(薪酬保障)1 2923 5285 lo-ws-1@labour.gov.hk 2832 2025

灣仔 行動科(港島及離島第3分區辦事處) 修頓中心3樓 分區職業安全主任(行動科)(港島及離島第3

分區辦事處)

2835 2430 dso-h-3@labour.gov.hk 2152 0446

灣仔 僱員補償科(執行組(1)/第一分處) 修頓中心16樓 勞工事務主任(僱員補償)(執行1/A) 2835 2036 lo_c_op1a@labour.gov.hk 2591 6647

灣仔 行動科(港島及離島第1分區辦事處) 修頓中心16樓 分區職業安全主任(港島及離島區)(港島及離

島第1分區辦事處)

2835 2028 dso-h-1@labour.gov.hk 2833 0156

灣仔 青年就業科(展翅青見計劃(港島辦事處)) 修頓中心16樓 勞工事務主任(青年就業)3 2835 2041 yptp@labour.gov.hk 2147 1096

灣仔 職業醫學組(香港) 修頓中心22樓 護士長(香港) 2606 1285 omu-h@labour.gov.hk 2697 9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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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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障礙統籌主任 - 勞工處

九龍城 勞工視察科(紅磡分區辦事處及特別視察組)

勞工視察科(油尖分區辦事處及特別視察組)

土瓜灣政府合署7-9樓 總勞工督察(5) 2715 3982 cli-5@labour.gov.hk 2624 4476

九龍城 行動科(九龍第5分區辦事處)

行動科(九龍建築地盤第4分區辦事處)

土瓜灣政府合署8樓 分區職業安全主任(行動科)(九龍第5分區辦

事處)

2715 1725 dso-k-5@labour.gov.hk 2760 9270

九龍城 勞資關係科(東九龍) 工業貿易大樓UG樓 勞工事務主任(勞資關係)(東九龍) 2927 6004 lrd-ke@labour.gov.hk 2350 6057

九龍城 東九龍就業中心 工業貿易大樓1樓 勞工事務主任(就業)(東九龍/工作試驗計劃) 3467 8131 lo-es-ke@labour.gov.hk 2338 9827

九龍城 行動科(九龍第1分區辦事處)

行動科(九龍第4分區辦事處)

行動科(大型工程項目辦事處3)

工業貿易大樓3樓 分區職業安全主任(行動科)(九龍第1分區辦

事處)

3467 8158 od-k1@labour.gov.hk 2398 9477

觀塘 勞工視察科(觀塘分區辦事處及特別視察組)

勞工視察科(新蒲崗分區辦事處及特別視察組)

東九龍政府合署6樓 總勞工督察(2) 3188 3401 lid-ktdo@labour.gov.hk 2349 5468

觀塘 青年就業科(展翅青見計劃(九龍辦事處)) 東九龍政府合署9樓 勞工事務主任(青年就業)4 2383 1995 ywets_adm@labour.gov.hk 2382 3121

觀塘 就業科(觀塘就業中心) 東九龍政府合署10樓 勞工事務主任(就業)(觀塘/中高齡就業計劃) 2345 2832 lo-es-kt-epem@labour.gov.hk 2797 8074

觀塘 觀塘職業健康診所 觀塘社區健康中心大樓地下 護士長(觀塘職業健康診所) 2343 3804 omd-ktohc@labour.gov.hk 2142 6905

觀塘 勞資關係科(觀塘) 創紀之城1期8樓 勞工事務主任(勞資關係)(觀塘) 2927 7004 lrd-kt@labour.gov.hk 2348 0130

觀塘 補充勞工科(分支辦事處) 創紀之城1期27樓 勞工事務主任(補充勞工)6 3428 3306 sld-c@labour.gov.hk 3427 8132

觀塘 勞工視察科 (特別視察組)(輸入勞工)4,5 創紀之城1期30樓 高級勞工督察(特別視察組)(輸入勞工)4 3428 2114 lid-setiw4@labour.gov.hk 3427 8136

觀塘 就業科(建造業招聘中心) 創紀之城1期35樓 勞工事務主任(就業)(建造業) 3428 2702 circ@labour.gov.hk 3427 8130

觀塘 行動科(新界東及觀塘建築地盤第3分區辦事處) 創紀之城6期19樓 分區職業安全主任(行動科)(新界東及觀塘建

築地盤第3分區辦事處)

2756 4070 od-ce3@labour.gov.hk 2750 8754

觀塘 鍋爐及壓力容器科 創紀之城6期20樓 檢驗主任(鍋爐及壓力容器)(支援) 3107 3442 s-bpv-s@labour.gov.hk 2517 6853

觀塘 展能就業科(九龍區辦事處) 牛頭角政府合署地下 勞工事務主任(展能就業科)(九龍區辦事處) 2755 4850 lo_sp_k@labour.gov.hk 2796 0369

觀塘 行動科(新界東及觀塘第3分區辦事處) 牛頭角政府合署2樓 分區職業安全主任(行動科)(新界東及觀塘第

3分區辦事處)

2757 1864 od-e3@labour.gov.hk 2757 7185

九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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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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障礙統籌主任 - 勞工處

深水埗 行動科(小型裝修及維修工程第3,4,5,6分區辦事處) 長沙灣道909號23樓 分區職業安全主任(行動科)(小型裝修及維修

工程第三分處)

2154 2540 dso_mrm_3@labour.gov.hk 2151 1423

深水埗 就業科(西九龍就業中心) 長沙灣政府合署9樓 勞工事務主任(就業)(西九龍) 2150 6388 lo-es-kw@labour.gov.hk 2396 8140

深水埗 補充勞工科 長沙灣政府合署9樓 勞工事務主任(補充勞工)(總部) 2150 6330 sld-hq@labour.gov.hk 2895 6527

深水埗 勞工視察科(特別視察組)(輸入勞工)1,3,6

勞工視察科(荔枝角分區辦事處及特別視察組)

長沙灣政府合署9樓及10樓 總勞工督察(3) 2150 6306 lid-setiw1@labour.gov.hk 2264 8376

深水埗 僱員補償科(綜合處理組) 長沙灣政府合署10樓 勞工事務主任(僱員補償)(綜合處理) 2150 6414 lo_c_cp@labour.gov.hk 3585 8476

深水埗 勞資關係科(西九龍) 長沙灣政府合署10樓 勞工事務主任(勞資關係)(西九龍) 2928 7000 lrd-kw@labour.gov.hk 2361 1546

深水埗 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 長沙灣政府合署10樓 案務主任 2927 8007 regr@labour.gov.hk 2314 2947

深水埗 行動科(九龍建築地盤第1分區辦事處)

行動科(九龍第2分區辦事處)

行動科(九龍建築地盤第3分區辦事處)

長沙灣政府合署10樓 分區職業安全主任(行動科)(九龍建築地盤第

1分區辦事處)

2150 6578 dso-ck-1@labour.gov.hk 2377 1653

深水埗 職業醫學組(九龍) 長沙灣政府合署10樓 護士長(九龍) 2150 6567 omu-k@labour.gov.hk 2152 0380

深水埗 行動科(機場及鐵路組第2分區辦事處) 深水埗政府合署2樓 分區職業安全主任(行動科)(機場及鐵路組第

2分處)

2361 7494 dso-ar-2@labour.gov.hk 2708 9263

深水埗 就業科(飲食業招聘中心及零售業招聘中心) 庫務大樓2樓 勞工事務主任(就業)(招聘中心) 3847 7601 lo_es_rc@labour.gov.hk 3691 8570

深水埗 僱傭申索調查科 庫務大樓7樓 勞工事務主任(僱傭申索調查)(總部) 3847 7665 lo-eci-hq@labour.gov.hk 2543 4375

油尖旺 行動科(大型工程項目辦事處1,2,5,6)

行動科(三跑道系統項目辦事處1,2)

華懋廣場12樓 分區職業安全主任(行動科)(大型工程項目辦

事處2)

2154 2980 dso_mp_2@labour.gov.hk 2498 1074

油尖旺 青年就業科(青年就業起點(旺角)) 朗豪坊辦公大樓42樓 勞工事務主任(青年就業起點)(旺角) 3585 8001 lo_yerc_1@labour.gov.hk 3580 7742

油尖旺 勞資關係科(南九龍) 旺角政府合署2樓 勞工事務主任(勞資關係)(南九龍) 2928 6006 lrd-ks@labour.gov.hk 2780 2513

油尖旺 行動科(九龍建築地盤第2分區辦事處) 旺角政府合署2樓 分區職業安全主任(行動科)(九龍建築地盤第

2分區辦事處)

2399 2251 dso-ck-2@labour.gov.hk 2399 7205

油尖旺 勞資協商促進科 旺角政府合署5樓 勞工事務主任(勞資協商促進)7 2399 2264 lo-wcp-7@labour.gov.hk 2121 8695

油尖旺 行動科(九龍第3分區辦事處) 旺角政府合署6樓 分區職業安全主任(行動科)(九龍第3分區辦

事處)

2399 2238 dso-k-3@labour.gov.hk 2787 5984

油尖旺 勞工視察科(特別視察組)(政府承辦商) 旺角政府合署10樓 高級勞工督察(特別視察組)(政府承辦商) 2399 2255 lid-setgc@labour.gov.hk 2391 4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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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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障礙統籌主任 - 勞工處

油尖旺 勞工視察科(旺角分區辦事處及特別視察組) 旺角道壹號商業中心8樓 總勞工督察(8) 2157 2149 lid-mkdo@labour.gov.hk 2157 0397

油尖旺 職業介紹所事務科 旺角道壹號商業中心9樓 勞工事務主任(職業介紹所事務科)2 2115 3382 lo-ea-2@labour.gov.hk 2115 3756

油尖旺 行動科(大型基建項目第4分區辦事處)

行動科(小型裝修及維修工程第1分區辦事處)

旺角道壹號商業中心10樓 分區職業安全主任(行動科)(大型基建項目辦

事處)4

2157 3152 dso_mp_4@labour.gov.hk 2555 2518

油尖旺 外籍家庭傭工組

工作假期計畫組

旺角道壹號商業中心16樓 勞工事務主任(外籍家庭傭工)2 3582 8992 lo_fdh_2@labour.gov.hk 3101 0604

油尖旺 僱員補償科(執行組(1)/第二分處) / 

僱員補償科(執行組(1)/第五分處)

旺角道壹號商業中心18樓 勞工事務主任(僱員補償)(執行1/B) / 

勞工事務主任(僱員補償)(執行1/E)

3586 2414 /

3577 8481

lo_c_op1b@labour.gov.hk / 

lo_c_op1e@labour.gov.hk

2314 2973 /

3577 8499

油尖旺 外籍家庭傭工組

工作假期計畫組

旺角道壹號商業中心19樓 勞工事務主任(外籍家庭傭工)2 3582 8992 lo_fdh_2@labour.gov.hk 3101 0604

油尖旺 勞工視察科(特別視察組(輸入勞工)2,7) 旺角道壹號商業中心19樓 高級勞工督察(特別視察組)(輸入勞工)2 2157 2754 lid-setiw2@labour.gov.hk 2157 0598

油尖旺 僱員補償科(評估組) 旺角道壹號商業中心20樓 勞工事務主任(僱員補償)(評估)4 3586 3523 lo_c_oab_4@labour.gov.hk 2116 1046

離島區 就業科(東湧就業中心) 逸東商場2樓 勞工事務主任(就業)(東湧) 3428 2206 lo_es_tc@labour.gov.hk 3580 2935

葵青 勞資關係科(葵湧) 葵興政府合署6樓 勞工事務主任(勞資關係)(葵湧) 2920 2007 lrd-kwc@labour.gov.hk 2481 4465

葵青 勞工視察科(葵湧分區辦事處及特別視察組)

勞工視察科(荃灣分區辦事處及特別視察組)

勞工視察科(特別視察組)(建造工地)

葵興政府合署6樓 總勞工督察(6) 2421 8163 lid-kwcset@labour.gov.hk 2156 0608

葵青 行動科(新界西第3分區辦事處) 葵興政府合署6樓 分區職業安全主任(行動科)(新界西第3分區

辦事處)

2423 7437 dso-w-3@labour.gov.hk 3105 9665

葵青 行動科(機場及鐵路組第1分處) 新都會廣場辦公大樓一座25

樓

分區職業安全主任(行動科)(機場及鐵路組第

1分處)

2423 4367 dso-ar-1@labour.gov.hk 2484 9914

葵青 青年就業科(青年就業起點(葵芳)) 新都會廣場辦公大樓二座9

樓

勞工事務主任(青年就業起點)(葵芳) 3188 6520 lo_yerc_2@labour.gov.hk 3188 4041

北區 粉嶺職業健康診所 粉嶺健康中心7樓 護士長(粉嶺職業健康診所) 3543 5711 omd-flohc@labour.gov.hk 3543 5718

北區 勞工視察科(大埔及北區特別視察組) 上水廣場11樓 高級勞工督察(大埔及北區特別視察組) 3692 4132 lid-tpnset@labour.gov.hk 3692 4137

北區 就業科(上水就業中心) 上水廣場20樓 勞工事務主任(就業)(上水) 3692 4525 lo_es_ss@labour.gov.hk 3692 4541

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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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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障礙統籌主任 - 勞工處

沙田 就業科(沙田就業中心) 沙田政府合署2樓 勞工事務主任(就業)(沙田) 2158 5568 lo_es_st@labour.gov.hk 2691 0664

沙田 僱員補償科(執行組(1)/第四分處) 沙田政府合署2樓 勞工事務主任(僱員補償)(執行1/D) 2158 5533 lo_c_op1d@labour.gov.hk 2692 6551

沙田 職業健康服務 沙田政府合署2樓 職業環境衛生師(新界)2 2158 5578 oh-nt-2@labour.gov.hk 2383 1308

沙田 勞工視察科(沙田特別視察組)

勞工視察科(新界東分區辦事處)

沙田政府合署2-3樓 總勞工督察(9) 2158 5522 lid-ntedo@labour.gov.hk 2604 4792

沙田 勞資關係科(沙田及大埔) 沙田政府合署3樓 勞工事務主任(勞資關係)(沙田及大埔) 2929 4047 lrd-st&tp@labour.gov.hk 2697 3394

沙田 行動科(新界東及觀塘第4分區辦事處) 沙田政府合署3樓 分區職業安全主任(行動科)(新界東及觀塘第

4分區辦事處)

2158 5500 dso-e-4@labour.gov.hk 2693 0786

大埔 就業科(大埔就業中心) 大埔政府合署3樓 勞工事務主任(就業)(大埔) 2654 1100 lo_es_tp@labour.gov.hk 2651 8977

大埔 行動科(新界東及觀塘建築地盤第1分區辦事處) 大埔政府合署5樓 分區職業安全主任(行動科)(新界東及觀塘建

築地盤第1分區辦事處)

2654 1120 dso-ce-1@labour.gov.hk 2651 2366

荃灣 行動科(新界西第5分區辦事處) 華懋荃灣廣場8樓 分區職業安全主任(行動科)(新界西第5分區

辦事處)

2437 1545 dso-w-5@labour.gov.hk 2415 4425

荃灣 註冊及職員培訓科 新領域廣場8樓 分區職業安全主任(註冊及職員培訓)2 2151 3403 dso_rst_2@labour.gov.hk 2151 4796

荃灣 職業安全及健康訓練中心 荃灣千色匯I期13樓 分區職業安全主任(訓練)5 2940 7052 dso_t_5@labour.gov.hk 2940 6251

荃灣 僱員補償科(執行1/D) 荃灣千色匯I期23樓 勞工事務主任(僱員補償)(執行1/D) 3577 8463 lo_c_op1d@labour.gov.hk 3188 1154

荃灣 展能就業科(新界區辦事處) 荃灣政府合署2樓 勞工事務主任(展能就業科)(新界區辦事處) 2417 6186 lo-sp-nt@labour.gov.hk 2499 3713

荃灣 就業科(荃灣就業中心) 荃灣政府合署2樓 勞工事務主任(就業)(荃灣) 2417 6195 lo-es-tw@labour.gov.hk 2413 6263

荃灣 勞資關係科(荃灣) 荃灣政府合署5樓 勞工事務主任(勞資關係)(荃灣) 2920 3002 lrd-tw@labour.gov.hk 2417 9906

荃灣 行動科(綜合服務辦事處)

行動科(安全管理辦事處2)

荃灣政府合署5樓 分區職業安全主任(綜合服務) 2417 6215 dso_is@labour.gov.hk 2412 2911

荃灣 行動科(大型工程項目辦事處)(總部)

行動科(安全管理辦事處1)

荃灣政府合署6樓 分區職業安全主任(安全管理)1 3104 2452 dso-sm-1@labour.gov.hk 3104 0584

荃灣 僱員補償科(執行處(1)/第三分處) 荃灣政府合署6樓 勞工事務主任(僱員補償)(執行1/C) 2417 6235 lo_c_op1c@labour.gov.hk 2429 3870

荃灣 資訊科技管理科 荃灣政府合署24樓 系統經理(資訊科技管理)2 2852 3791 / 

3582 8909

sm_itmd_2@labour.gov.hk 3105 1843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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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障礙統籌主任 - 勞工處

屯門 行動科(新界西建築地盤第1分區辦事處) 大興政府合署3樓 分區職業安全主任(行動科)(新界西建築地盤

第1分區辦事處)

2463 8355 dso-cw-1@labour.gov.hk 2464 2295

屯門 勞工視察科(屯門特別視察組) 屯門中央廣埸18樓 總勞工督察(7) 3188 2413 lid-tmset@labour.gov.hk 3188 5694

屯門 勞資關係科(屯門) 屯門中央廣埸22樓 勞工事務主任(勞資關係)(屯門) 2920 6000 lrd-tm@labour.gov.hk 2451 5928

屯門 行動科(新界西第2分區辦事處) 屯門政府合署1樓 分區職業安全主任(行動科)(新界西第2分區

辦事處)

2451 3020 dso-w-2@labour.gov.hk 2430 9634

屯門 就業科(屯門就業中心) 好勝大廈地下 勞工事務主任(就業)(屯門) 2463 9984 lo-es-tm@labour.gov.hk 2464 8909

元朗 就業科(元朗就業中心) 天晴社區綜合服務大樓四樓 勞工事務主任(就業)(元朗) 3692 5740 lo_es_yl@labour.gov.hk 3692 5761

元朗 勞工視察科(新界西分區辦事處)

勞工視察科(元朗特別視察組)

元朗政府合署4樓 高級勞工督察(新界西分區辦事處) 2442 0798 lid-ntwdo@labour.gov.hk 2473 5769

元朗 行動科(新界西第1分區辦事處) 元朗政府合署12樓 分區職業安全主任(行動科)(新界西第1分區

辦事處)

2477 9240 dso-w-1@labour.gov.hk 2474 6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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