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政總署無障礙設施 

辦事處名稱 地址 職位及姓名 聯絡資料 無障礙設施 

1 地稅及地價小組 香港北角渣華道 333號北 行政主任/產業管理 2 電話: 2231 5580 詢問處 

角政府合署 1樓 傳真: 2117 1099  方便輪椅使用者的 

尹潔盈女士 電郵地址: 櫃位 

eoem2@landsd.gov.hk  視像火警警報系統 

2 離島地政處 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8號 分區辦事處秘書/離島 電話: 2852 4272 詢問處 

海港政府大樓 19樓 傳真: 2850 5104  方便輪椅使用者的 

胡曉華女士 電郵地址: 櫃位 

dsis@landsd.gov.hk 

3 西貢地政處 新界西貢親民街 34號西貢 分區辦事處秘書/西貢 電話: 2791 7020 詢問處 

政府合署 3樓及 4樓 傳真: 2792 0706  方便輪椅使用者的 

鄺翠霞女士 電郵地址:  櫃位 

dssk@landsd.gov.hk  視像火警警報系統 

4 西貢測量處 新界西貢親民街 34 號西貢 分區辦事處秘書/西貢 電話: 2791 7020 詢問處 

政府合署 3樓 傳真: 2792 0706  方便輪椅使用者的 

鄺翠霞女士 電郵地址:  櫃位 

dssk@landsd.gov.hk  視像火警警報系統 

5 元朗地政處 新界元朗橋樂坊 2號元朗 分區辦事處秘書/元朗 電話: 2443 3142 9樓詢問處 

政府合署 7樓至 11樓 傳真: 2473 3134  觸覺引路帶 

林偉昌先生 電郵地址:   視像火警警報系統 

dsyl@landsd.gov.hk 

8樓櫃檯 

 方便輪椅使用者的 



櫃位 

 視像火警警報系統 

6 元朗及屯門法律諮詢及田 新界元朗橋樂坊 2號元朗 分區辦事處秘書/元朗 電話: 2443 3142 詢問處 

土轉易處 政府合署 12樓  傳真: 2473 3134  方便輪椅使用者的 

 林偉昌先生 電郵地址:  櫃位 
 dsyl@landsd.gov.hk  視像火警警報系統 

7 鐵路發展組 九龍協調道 3號工業貿易 高級行政主任/鐵路發展 電話: 2683 9101 詢問處 

(市區辦事處) 大樓 19樓  

譚美儀女士 

傳真: 2605 3243 

電郵地址: 

 方便輪椅使用者的 

櫃位 

dsrd@landsd.gov.hk 

8 地政總署於中染大廈 27樓 新界荃灣青山公路 382至 行政主任/發展監管 電話: 3793 4225 接待處 

及 29樓的辦事處 392號中染大廈 27樓及 29  傳真: 3793 4295  方便輪椅使用者的 

樓 黃康汶女士 電郵地址: 櫃位 

eodc@landsd.gov.hk  緊急出口指示牌及 

聲響與視像火警警報

系統 

 為聽障人士而設的 

便攜式環線感應系統 

9 新發展區組 新界龍琛道 39號上水廣場 行政主任/新發展區組 電話: 3547 0746 接待處 

1501-1510室  傳真: 3547 0756  方便輪椅使用者的 

葉志偉先生 電郵地址:  櫃位 

eonda@landsd.gov.hk  視像火警警報系統 

 聆聽輔助系統 

 觸覺引路帶 



10 市區重建組 香港德輔道中 141號中保 高級行政主任/市區重建組 電話: 2893 1371 接待處 

集團大廈 15樓  傳真: 2834 0716  方便輪椅使用者的 

馮美賢女士 電郵地址:  櫃位 

seour@landsd.gov.hk  緊急出口指示牌及 

聲響與視像火警警報

系統 

 

11 清拆(一)辦事處 九龍青山道 476號百佳商 助理經理/清拆(一)(九龍) 電話: 2715 1057 詢問處 

(九龍分處) 業中心 10樓 1001室至

1003室 

 

黎振翔先生 

傳真: 2714 2363 

電郵地址: 

 方便輪椅使用者的 

櫃位 
 amc1k@landsd.gov.hk  視像火警警報系統 

 聆聽輔助系統 

 觸覺引路帶 

 

12 地政總署於創紀之城 1期 1 九龍觀塘道 388號創紀之 高級行政主任/土地供應 電話: 2151 2848 7樓、27樓和 37樓接待處 

座 7樓、27樓及 37樓的辦 城 1期 1座 7樓、27樓及  傳真: 2523 4973  方便輪椅使用者的 

事處 37樓 吳薇薇女士 電郵地址: 櫃位 

seols@landsd.gov.hk  視像火警警報系統 

 聆聽輔助系統  

 觸覺引路帶 

13 測繪處訓練學校 九龍觀塘道 388 號創紀之 首席測量主任 電話: 2328 5118 詢問處 

城 1期 1座 9樓 3-8室 (測繪處訓練學校) 傳真: 2328 4642  方便輪椅使用者的 

  電郵地址:  櫃位 

龔正全先生 psotr@landsd.gov.hk  視像火警警報系統 

 觸覺引路帶 



14 九龍地圖銷售處 九龍彌敦道 382號 高級技術主任/香港地圖銷 電話: 2780 0981  方便輪椅使用者的 

售處 傳真: 2783 7228 獨立接待櫃枱 

 電郵地址:  方便輪椅使用者的 

黃少蘭女士 sto_sales@smo.landsd.hksarg 無障礙活動摺板  

 方便輪椅使用者的 

門鈴 

 入口展示國際暢通 

易達標誌(藍底白色 

輪椅圖案)  

 通往服務櫃枱的觸覺

引路帶 

15 九龍東及九龍西區地政處 九龍油麻地海庭道 11號西 分區辦事處秘書(九龍東及 電話: 3842 7455 詢問處 

九龍政府合署南座 4樓 西區地政處) 傳真: 2782 5061  方便輪椅使用者的 

 電郵地址: 櫃位 

梁蘊琦女士 dsk@landsd.gov.hk  

 

16 九龍測量處 九龍油麻地海庭道 11號西 分區辦事處秘書(九龍東及 電話: 3842 7455 詢問處 

九龍政府合署南座 3樓 西區地政處) 傳真: 2782 5061  方便輪椅使用者的 

 電郵地址: 櫃位 

梁蘊琦女士 dsk@landsd.gov.hk  

 

 

 


	地政總署無障礙設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