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策局／部門 無障礙統籌經理的姓名和職銜
副無障礙統籌經理的姓名和職銜

（如適用）

分科無障礙統籌經理或地區無障礙統籌經理的姓名和職銜

（如適用）
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傳真號碼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行政署
胡志文先生, 首席行政主任(行政) 岑健恩先生, 總行政主任(總務) （不適用） 2810 3228 / 2810 3009 peo_adm@cso.gov.hk 2845 2091

漁農自然護理署 黎堅明先生, 副署長 陳國俊先生, 副秘書(總務) （不適用） 2150 6665
calvin_kc_chan@afcd.gov.hk/

mickey_km_lai@afcd.gov.hk
2311 3731

建築署 陳伯恒先生, 總物業事務經理/3 （不適用） （不適用） 2773 2288 chanbh@archsd.gov.hk 2356 0962

審計署 李劍儀女士, 首席審計師 （不適用） （不適用） 2829 4204 olivia_ky_lee@aud.gov.hk 2824 2087

醫療輔助隊 黃英强先生, 總參事 羅慧敏女士, 部門主任秘書 （不適用） 2762 2025 ds@ams.gov.hk 2715 0245

屋宇署 陳婉明女士, 總主任/技術事務 （不適用） （不適用） 3842 3052 mymchan@bd.gov.hk 2523 9380

統計處
陳麗珊女士, 政府統計處助理處長

(經濟統計三)
（不適用） （不適用） 2582 4804 elschan@censtatd.gov.hk 2802 4000

行政長官辦公室 黃霆芝女士, 行政長官副私人秘書 （不適用） （不適用） 2878 3396 ceo@ceo.gov.hk 2868 6846

民眾安全服務處 崔嘉儀女士, 參事
何家良先生, 部門主任秘書

鍾艷女士, 首席行動及訓練主任(2)
（不適用） 2910 6356 ky_chui@cas.gov.hk 2910 8643

民航處 周永恒先生, 民航處副處長(2) 張振聲先生, 部門秘書 （不適用） 3651 9319 dwhchow@cad.gov.hk 2576 3021

土木工程拓展署 衛嘉麗女士, 主任秘書 趙玉英女士, 副主任秘書╱總務 （不適用） 2762 5088 / 2762 5090
florencewai@cedd.gov.hk/

amychiu@cedd.gov.hk
2714 0140

公務員事務局 梁秀雯女士, 首席行政主任(管理) （不適用） （不適用） 2810 3003 csbmgt@csb.gov.hk 2501 4504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工

商及旅遊科
張雪芬女士, 首席行政主任(行政) （不適用） （不適用） 2810 2963 connie_cheung@cedb.gov.hk 2521 8786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通

訊及創意產業科
黃宗殷先生, 副秘書長 （不適用） （不適用） 2810 3260 ccib_access_co-ordinator@cedb.gov.hk 2827 2424

各政策局及部門的無障礙統籌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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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局／部門 無障礙統籌經理的姓名和職銜
副無障礙統籌經理的姓名和職銜

（如適用）

分科無障礙統籌經理或地區無障礙統籌經理的姓名和職銜

（如適用）
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傳真號碼

公司註冊處 余淑芳女士, 公司註冊處經理 陳佩嫻女士, 部門主任秘書 （不適用） 2867 4500 mariannayu@cr.gov.hk 2869 6817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鍾雅之女士,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7)

周雪瑩女士, 高級行政主任(行政) （不適用） 2810 2655 access_co-ordinator@cmab.gov.hk 2179 5284

懲教署 黃展翹博士, 政務秘書
叢翠儀女士, 高級監督(工程及策

劃）
（不適用） 2582 5198 email@csd.gov.hk 2802 0184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郭黃穎琦女士, 副秘書長 葉潔榆女士, 總行政主任(行政) （不適用） 2810 2720 cstb_access_co-ordinator@cstb.gov.hk 2827 0373

香港海關
譚素瑩女士, CDSM, 助理關長(行政

及人力資源發展)
謝雅珊女士, 內務秘書 （不適用） 3759 3881 customsenquiry@customs.gov.hk 3108 3586

衞生署
麥懷禮醫生,

首席醫生(服務及人力策劃)
劉嘉傑先生, 總院務主任(策劃) （不適用） 2961 8717 pmo_smp@dh.gov.hk 2573 7392

律政司 葉郭小珊女士, 部門主任秘書
鄭詠雯女士, 高級行政主任(大廈管

理)
（不適用） 3902 8726 ad@doj.gov.hk 3902 8638

發展局 / 規劃及地政科 歐雪雯女士, 首席行政主任(行政) 陳宗顯先生, 總行政主任(行政) （不適用） 3509 8825 plbadmunit@devb.gov.hk 2536 4225

發展局 / 工務科 鄭翠蓉女士, 首席行政主任(工務) 楊明心女士, 總行政主任(工務) （不適用） 3509 7328 adminrms@devb.gov.hk 2523 7948

渠務署
林炳威先生, 總機電工程師/污水處

理1

曾漢儀女士, 副部門主任秘書/總務

行政
（不適用） 2594 7017 access_coordinator@dsd.gov.hk 3103 0013

教育局 鄭偉文先生, 首席助理秘書長(行政)
黃隆業先生,

總行政主任(員工關係及行政支援)
（不適用） 3509 8535 pasadm@edb.gov.hk 2574 1128

效率促進辦公室
黎月意女士, 首席行政主任(效率促

進辦公室)
（不適用） （不適用） 2165 7206 eyylai@effo.gov.hk 2524 7267

機電工程署 韋美珠女士, 主任秘書 鄭寶如女士, 副主任秘書/行政 （不適用） 2808 3608 jennywai@emsd.gov.hk 2890 7493

環境局
伍江美妮女士, JP,  環境及生態局副

秘書長(環境) 1
葉詠恩女士, 總行政主任(行政) （不適用） 3509 8607 / 3509 8649 fbenq@eeb.gov.hk 2838 2155

環保署 李惠芳女士, 部門主任秘書 練文惠女士, 助理秘書(總務) （不適用） 3509 8620 / 3509 7537 ds@epd.gov.hk / asg@epd.gov.hk 2838 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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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局／部門 無障礙統籌經理的姓名和職銜
副無障礙統籌經理的姓名和職銜

（如適用）

分科無障礙統籌經理或地區無障礙統籌經理的姓名和職銜

（如適用）
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傳真號碼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財

經事務科

梁紫盈女士, 首席助理秘書長(財經

事務）3
（不適用） （不適用） 2810 2150 enq@fstb.gov.hk 2856 0922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庫

務科
陳美鳳女士, 首席行政主任(G) （不適用） （不適用） 2810 2668 maymfchan@fstb.gov.hk 2530 5921

消防處
梁韋洛先生, 消防處助理處長(機構

策略)
（不適用） （不適用） 2733 7734 hkfsdenq@hkfsd.gov.hk 2739 5879

無障礙統籌經理: 樊慧玲女士, 首席行政主任(員工管理及紀律) 2867 5016 ewlfan@fehd.gov.hk 2530 1368

助理無障礙統籌經理: 李盈女士, 總行政主任（策劃） 3141 1222 eyli@fehd.gov.hk

中心 / 事務部無障礙統籌經理:

黃倩玲女士, 總行政主任 (環境衞生) 2867 5417 aslwong@fehd.gov.hk 2530 1368

樂勝偉先生, 總行政主任 (食物安全中心) 2867 5505 oswloh@fehd.gov.hk 2530 1368

簡子揚先生, 總行政主任 (行政) 2867 5456 btykan@fehd.gov.hk 2869 0169

林綺萍女士, 總行政主任 (私營骨灰安置所) 2350 7381 ayplam@fehd.gov.hk 2893 7683

區域無障礙統籌經理：

甄美儀女士, 高級行政主任 (行動)1 2867 5754 mmyyan@fehd.gov.hk 2530 1368

葉珮珊女士, 高級行政主任 (行動)2 2867 5209 spsyip@fehd.gov.hk 2530 1368

盧慧敏女士, 高行政主任 (行動)3 2867 5208 ewmloo@fehd.gov.hk 2530 1368

鍾潔慧女士, 高級行政主任 (行動事務) 2867 5753 ckwchung@fehd.gov.hk 2530 1368

分區無障礙統籌經理：

中西區環境衞生辦事處秘書1 2853 2502 cwdoeh@fehd.gov.hk 2851 7653

東區環境衞生辦事處秘書1 3103 7008 rhscheng@fehd.gov.hk 2565 8203

南區環境衞生辦事處秘書1 2903 0403 bcmlam@fehd.gov.hk 2873 1608

灣仔區環境衞生辦事處秘書1 2879 5743 wchdoeh@fehd.gov.hk 2519 6884

離島區環境衞生辦事處秘書1 2852 3205 kkwng@fehd.gov.hk 2545 2964

油尖區環境衞生辦事處秘書 1 2302 1297 dcmlam@fehd.gov.hk 2735 5955

旺角區環境衞生辦事處秘書 1 2749 3626 fehd_ds_mk_1@fehd.gov.hk 2391 5572

深水埗區環境衞生辦事處秘書 1 2748 6934 fehd_ds_ssp_1@fehd.gov.hk 2748 6937

九龍城區環境衞生辦事處秘書 1 2711 5721 rctwong@fehd.gov.hk 2761 0718

食物環境衞生署
樊慧玲女士, 首席行政主任(員工管

理及紀律)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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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局／部門 無障礙統籌經理的姓名和職銜
副無障礙統籌經理的姓名和職銜

（如適用）

分科無障礙統籌經理或地區無障礙統籌經理的姓名和職銜

（如適用）
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傳真號碼

黃大仙區環境衞生辦事處秘書 1 2997 9003 aykwong@fehd.gov.hk 2351 5710

觀塘區環境衞生辦事處秘書 1 3102 7303 mycchan@fehd.gov.hk 2343 6734

荃灣區環境衞生辦事處秘書 1 2212 9730 twdoeh@fehd.gov.hk 2414 8809

葵青區環境衞生辦事處秘書 1 2420 6151 ylyyu@fehd.gov.hk 2480 4023

北區環境衞生辦事處秘書 1 2679 2898 alswong@fehd.gov.hk 2679 5695

大埔區環境衞生辦事處秘書 1 3183 9109 icwho@fehd.gov.hk 2650 1171

西貢區環境衞生辦事處秘書 1 3740 5103 fehd_ds_sk_1@fehd.gov.hk 2792 9937

沙田區環境衞生辦事處秘書 1 2634 0200 cccwong1@fehd.gov.hk 2634 0442

屯門區環境衞生辦事處秘書 1 2451 3400 tmdoeh@fehd.gov.hk 2452 6559

元朗區環境衞生辦事處秘書 1 2920 7608 fehd_ds_yl_1@fehd.gov.hk 2477 5099

政府飛行服務隊 葉偉雄先生, 總機師(機構安全部) （不適用） （不適用） 2305 8320 samuelyip@gfs.gov.hk 2753 9327

政府化驗所
張耀明先生, 總化驗師 / 刑事科學及

品質管理科
（不適用） （不適用） 2762 3794 ymcheung@govtlab.gov.hk 2714 4083

政府物流服務署 吳楚儉先生, 部門主任秘書 林詠詩女士, 副部門主任秘書(總務) （不適用） 2231 5115 / 2231 5398 ds@gld.gov.hk 2887 6591

政府產業署 趙思明先生, 總產業經理(物業管理)
李金成先生, 高級產業經理(物業管

理)合約管理
（不適用） 2594 7613

cpm@gpa.gov.hk /

leeks@gpa.gov.hk
2596 0859

醫務衞生局 楊志雄先生, 資源管理及行政主管 鄭錦鏗先生, 高級行政主任(行政) （不適用） 3509 7768 / 3509 8765 enquiry@healthbureau.gov.hk 2905 1319 / 2541 3352

路政署
鄺耀忠先生, 總工程師 (橋樑及結

構)

雷凱詩女士,  副部門主任秘書(一般

行政及人事)
（不適用） 3903 6501 / 2762 4106

che.bstr@hyd.gov.hk /

ddsgnp.adm@hyd.gov.hk
2714 5219 / 2714 5216

民政事務總署 吳鴻才先生, 助理署長(行政) 黃保畿先生, 總行政主任(行政)3
助理無障礙統籌經理：高級行政主任(總務) 陳月嬋女士 /

高級行政主任(社區會堂及人事編制) 周少芳女士
2835 2500 hadgen@had.gov.hk 2834 7649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劉家麒先生, 青年專員
張惠慈女士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總行政主任(行政)
（不適用） 3509 8007 / 3509 8006 hyab@hyab.gov.hk 2591 6002

香港天文台
宋文娟女士, 助理台長(拓展、研究

及政務)
（不適用） （不適用） 2926 8222 mksong@hko.gov.hk 2311 9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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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局／部門 無障礙統籌經理的姓名和職銜
副無障礙統籌經理的姓名和職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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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科無障礙統籌經理或地區無障礙統籌經理的姓名和職銜

（如適用）
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傳真號碼

香港警務處 陳思達先生, 支援部總警司
梁中天先生, 總行政主任(策劃及發

展部)
（不適用） 2860 2570 / 3660 7610

csp-support@police.gov.hk /

sp-1-p-d@police.gov.hk
2200 4328/ 2856 2922

香港郵政 李淑芳女士, 助理署長(組織發展) 蕭詠梅女士, 總經理(策劃及設施) （不適用） 2921 2209 vivien_lee@hkpo.gov.hk 2908 0099

房屋局 區皚寧女士, 助理署長(行政) 曾慧雯女士, 總行政主任(行政) （不適用） 2712 2712 hkha@housingauthority.gov.hk 2624 5685

康榮傑先生 (助理署長(屋邨管理)三), 屋邨管理處

梁德仁先生(助理署長(房屋資助)), 策略處

梁洪偉先生(助理署長(發展及採購)), 發展及建築處

曾慧雯女士(總行政主任(行政)) 機構事務處

袁凱怡, 高級入境事務主任(生死登記總處)1

黃藴雯, 組副指揮官(羅湖管制)特別行動

李燕芳, 組指揮官(深圳灣管制)行動支援

杜學純, 高級入境事務主任(人事登記)支援1

莊瑩珊, 組副指揮官(港澳客輪碼頭管制)行動支援

劉麗銘, 總入境事務主任(證件管理)

政府新聞處 李彩菱女士, 首席行政主任(行政)
池寶珠女士, 副部門秘書（財務及行

政）
（不適用） 2842 8626 agneschee@isd.gov.hk 2530 2426

稅務局 文慧明女士, 部門秘書
林文政先生, 部門副秘書（辦公室事

務）
（不適用） 2594 5283

grace_wm_man@ird.gov.hk/

adrian_mc_lam@ird.gov.hk
2802 7597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
鄭嘉慧女士,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副

秘書長(1)
黃慧紫女士 , 總行政主任(行政) （不適用） 3655 4792 lorettawong@itb.gov.hk 2530 2018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 / 創

新科技署
區松柏先生, 副署長 錢志培先生, 總行政主任(行政) （不適用） 3655 5856 enquiry@itc.gov.hk 2730 4633

知識產權署
郭芬妮女士,

知識產權署助理署長 (聆訊)
不適用 （不適用） 2961 6952 finniequek@ipd.gov.hk 2574 9102

投資推廣署 鄭美娟女士, 營運總監 劉建志先生, 高級行政主任(行政) （不適用） 3107 1000 enq@InvestHK.gov.hk 3107 9140

hkha@housingauthority.gov.hk 2624 5685

2829 3906入境事務處

房屋署 區皚寧女士, 助理署長(行政)

鄧浩光, 部門主任秘書
全倩怡女士, 副部門主任秘書（員工

關係及總務）
cindysychuen@immd.gov.hk 2520 0521

曾慧雯女士, 總行政主任(行政) 2712 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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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局／部門 無障礙統籌經理的姓名和職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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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適用）

分科無障礙統籌經理或地區無障礙統籌經理的姓名和職銜

（如適用）
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傳真號碼

公務及司法人員薪俸及

服務條件諮詢委員會聯

合秘書處

黃思文先生, 助理秘書長(2) 葉海寧女士, 高級行政主任(行政） （不適用） 2912 8523 enquiry@jsscs.gov.hk 2524 7896

勞工及福利局 梁美儀女士, 助理康復專員 （不適用） （不適用） 2810 2102 access_co-ordinator@lwb.gov.hk 2543 0486

勞工處
馮浩賢先生,

勞工處副處長(職業安全及健康)
陳麗燕女士, 部門主任秘書 （不適用） 2852 4117 dc_osh_office@labour.gov.hk 2544 3271

土地註冊處 彭嘉輝先生, 土地註冊處經理 任美瓊女士, 部門主任秘書 （不適用） 2867 8002 kfpang@landreg.gov.hk 2596 0281

地政總署 何夢雲女士, 首席行政主任/行政 岑張淑端女士, 部門主任秘書 （不適用） 2231 3008 peoa@landsd.gov.hk 2536 0827

法律援助署
李雅齡女士, 法律援助署助理署長

(政策及發展)
黃栢豪先生, 部門主任秘書 （不適用） 2867 3097 / 2867 4449 ladinfo@lad.gov.hk 2869 0755 / 2869 0525

康樂事務部無障礙統籌經理 -  李嘉麗女士 (總康樂事務經理(發

展))

文化事務部無障礙統籌經理 - 葉家禮先生 (文化事務高級參事(研

究及發展))

海事處 趙幗儀女士, 部門主任秘書

劉嘉如女士, 行政主任(總務及委員

會)

譚安琳女士, 行政主任(政府船隊)1

程嘉豪先生, 行政主任(策劃及海事

服務及港口管理)1

（不適用） 2852 4590 mdenquiry@mardep.gov.hk 2541 7194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楊敬恆先生, 助理總監(支援) 黃凱怡女士, 副部門秘書1 （不適用） 2961 6521 kingsleyyeung@ofca.gov.hk 2116 3334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

室
鄭美玲女士, 總系統經理(產業發展) （不適用） （不適用） 2867 2422 jmlcheng@ogcio.gov.hk 3153 2665

政府經濟顧問辦公室 林幗瑛博士, 首席經濟師(6) （不適用） （不適用） 2810 2997 cecilia_lam@fso.gov.hk 2866 8869

破產管理署
陳美蓮女士,

助理首席律師(諮詢及法院事務) 2
林安琪女士, 部門主任秘書 （不適用） 2867 2492 mmlchan@oro.gov.hk 3105 0435

規劃署 錢敏儀女士, 助理署長／委員會 （不適用） （不適用） 2231 4605 mykchow@pland.gov.hk
2877 0389

李允瑜女士, 助理署長(行政))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不適用）

助理署長(行政) - 2601

8989

總行政主任(行政) - 2601

8968

總康樂事務經理(發展) -

2601 8762

文化事務高級參事(研究

及發展) - 2601 8248

助理署長(行政) - adaoffice@lcsd.gov.hk /

總行政主任(行政) - ceoa@lcsd.gov.hk /

總康樂事務經理(發展) -

clmd@lcsd.gov.hk/

文化事務高級參事(研究及發展) -

ssord@lcsd.gov.hk

助理署長(行政) - 2602

4884

總行政主任(行政) - 2603

0642

總康樂事務經理(發展) -

2602 0297

文化事務高級參事(研究

及發展) - 2694 1364

mailto:enquiry@jsscs.gov.hk#
mailto:kingsleyyeung@ofca.gov.hk#
mailto:cskng@ogcio.gov.hk#
mailto:joyce_cheung@fso.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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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局／部門 無障礙統籌經理的姓名和職銜
副無障礙統籌經理的姓名和職銜

（如適用）

分科無障礙統籌經理或地區無障礙統籌經理的姓名和職銜

（如適用）
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傳真號碼

香港電台 陳月華女士, 電台主任秘書 （不適用） （不適用） 2339 6330 chanywj@rthk.hk 2337 2403

差餉物業估價署
柯少雄先生,

助理署長(行政及職員培訓)
（不適用） （不適用） 2150 8803 benshor@rvd.gov.hk 2152 0188

選舉事務處 黃文超先生, 總選舉事務主任 （不適用） （不適用） 2827 4493 reoenq@reo.gov.hk 2827 4644

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

員秘書處
鄧銘璇女士, 高級助理秘書(3) （不適用） （不適用） 2573 8920 enquiry@ciocsoffice.gov.hk 2573 2610

保安局
鄭棣華先生, 首席管理参議主任(保

安)
（不適用） （不適用） 2810 2599 sbenq@sb.gov.hk 2868 5074

陳麗珠女士(助理署長(青年及感化服務))

甄麗明女士(中西南及離島區福利專員)

胡美卿女士(東區及灣仔區福利專員)

張織雯女士(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福利專員)

梁保華先生(觀塘區福利專員)

余偉業先生(深水埗區福利專員)

馮淑文女士(沙田區福利專員)

馮曼瑜女士 (大埔及北區福利專員)

黃少芬女士 (荃灣及葵青區福利專員)

何婉明女士(屯門區福利專員)

吳偉龍先生(黃大仙及西貢區福利專員)

石陳麗樺女士(元朗區福利專員)

工業貿易署 劉慧雲女士, 部門秘書
陳莉虹女士, 副部門秘書（財務及總

務）
（不適用） 2398 5310 / 2398 5313

emilywwlau@tid.gov.hk  /

irischan@tid.gov.hk
2398 9173

運輸及物流局
何慧怡女士, 首席行政主任(運輸

及物流)

鄧康民先生, 高級行政主任(運輸及

物流）1
（不適用） 3509 8151 / 3509 7203

peo@tlb.gov.hk /

francistang@tlb.gov.hk
2596 0734

運輸署
阮康誠先生, 助理署長╱管理及輔

助客運

袁妙珍女士, 總運輸主任╱殘疾人士

運輸
（不適用） 3842 5513 / 3842 5826

access_coordinator@td.gov.hk /

deputy_access_coordinator@td.gov.hk
2673 6599

社會福利署 林淑娟女士, 主任秘書 （不適用） 2892 5679 secy@swd.gov.hk 2838 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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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局／部門 無障礙統籌經理的姓名和職銜
副無障礙統籌經理的姓名和職銜

（如適用）

分科無障礙統籌經理或地區無障礙統籌經理的姓名和職銜

（如適用）
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傳真號碼

庫務署
陳佩珊女士, 總庫務會計師(策劃及

發展)
（不適用） （不適用） 2829 4942 ctapd@try.gov.hk 2511 9926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秘

書處
梁思灝先生, 副秘書長(1) 葉敏儀女士, 助理秘書長(行政) （不適用） 2844 9914 louisleung@ugc.edu.hk 2845 1596

水務署
曹炳豪先生, 助理署長 (機械及電

機）
駱俊亨先生, 機械工程師/安全 2 （不適用） 2829 4357

ph_cho@wsd.gov.hk /

ch_lok@wsd.gov.hk
2824 0578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

務處
楊霸活先生, 學生資助處監督 林文明先生, 部門秘書 （不適用） 3897 1203 ammlam@wfsfaa.gov.hk 3897 1902

修訂日期: 2023 年 3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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