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处所的无障碍事宜 

政府一贯的政策目标是为残疾人士提供无障碍的环境，令他们能与其它人在平等的基础上进出处所及使用其中的设施和服务，帮 

助他们独立生活和全面融入社会。 

为推动各政府部门合力提升政府处所的无障碍通道和设施，政府引入了无障碍统筹经理和无障碍主任的制度。无障碍统筹经理负 

责统筹个别政策局或部门内的无障碍事宜；而无障碍主任则负责其辖下场地的无障碍事宜，如协助残疾人士进出场地和使用当中 

的设施及服务，以及处理公众就该场地的无障碍事宜所作的查询及投诉等。 

如你对运输署辖下办公室/处所的无障碍事宜有任何疑问或意见，欢迎以下列方式联络我们的无障碍统筹经理、副无障碍统筹经理 

和无障碍主任 – 

无障碍统筹经理 

姓名及职衔 电话号码 电邮地址 传真号码 

郭惠英女士 

助理署长/管理及辅助客运 

2829 5208 access_coordinator@td.gov.hk  2824 2176 



 

副无障碍统筹经理 

 

姓名及职衔 电话号码 电邮地址 传真号码 

黃依凡女士�

总运输主任/残疾人士运输 

3583 3710 deputy_access_coordinator@td.gov.hk 3528 0564 

 

无障碍主任 

区份 
场所／建筑物 

／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职衔 电话号码 电邮地址 传真号码 

灣仔 运输署总部 湾仔告士打道7号入境事

务大楼34楼，37楼至41

楼 

副部门主任秘书/行政 
2829 5256 katrinalai@td.gov.hk 2824 0433 



区份 
场所／建筑物 

／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职衔 电话号码 电邮地址 传真号码 

 
运输署办公室 湾仔港湾道26号华润大 

厦 24 楼 2401-2405 室 

文书助理 1/调查及项

目 

3150 8227 jessicawo@td.gov.hk 2824 2741 

  
湾仔骆克道 33 号美国万

通大厦 20 及 25 楼 

副文书主任/策略研究 
2186 6145 puilunyeung@td.gov.

hk 
2186 7519 

  
湾仔告士打道39号夏悫 

大厦 5 楼 506-508 室 

行政主任/一般事务及 

计算机 

2804 2585 egc@td.gov.hk 2804 2592 

  
湾仔皇后大道东183号合

和中心34楼3410室及35

楼3501室 



区份 
场所／建筑物 

／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职衔 电话号码 电邮地址 传真号码 

 
驾驶考试中心 跑马地荷塘道 15 号扫杆

埔大球埸径 

行政主任/驾驶考试行 

动 

2194 0432 kevinkhchan@td.gov.
hk 

2711 6799 

中西区 运输署办公室 金钟道95号统一中心3 

楼 

行政主任/一般事务及 

计算机 

2804 2585 egc@td.gov.hk 2804 2592 

  
金钟道66号政府合署低 

座阁楼 

    

  
中环统一码头道38号海 

港政府大楼5楼及10楼 

(1032 室)  

    



区份 
场所／建筑物 

／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职衔 电话号码 电邮地址 传真号码 

东区 运输署办公室 西湾河太安街29号东区 

法院大楼12楼1212- 

1214室 

行政主任/一般事务及 

计算机 

2804 2585 egc@td.gov.hk 2804 2592 

驾驶考试中心 柴湾常安街 86 号 行政主任/驾驶考试行 

动 

2194 0432 kevinkhchan@td.gov.
hk 

2711 6799 

九龙城 运输署办公室 何文田培正道 19 号 行政主任/驾驶考试行

政 

2624 7689 alicekychan@td.gov.
hk 

2711 6799 

 
验车中心 土瓜湾朗月街 2-10 号 高级汽车检验主任/巴 

士 

2356 1158 smb@td.gov.hk 2764 1517 

 
驾驶考试中心 何文田培正道 19 号 行政主任/驾驶考试行 

动 

2194 0432 kevinkhchan@td.gov.
hk 

2711 6799 

 
何文田忠义街 5 号 



区份 
场所／建筑物 

／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职衔 电话号码 电邮地址 传真号码 

九龙城天光道 11 号 

观塘 运输署办公室 观塘鲤鱼门道12号东九 

龙政府合署 5 楼 

行政主任/一般事务及 

计算机 

2804 2585 egc@td.gov.hk 2804 2592 

 
验车中心 九龙湾翠兴街 8 号 

 

高级汽车检验主任/巴 

士 

2356 1158 smb@td.gov.hk 2764 1517 

 
九龙湾祥业街 2 号 

 
驾驶考试中心 油塘嘉荣街6号嘉荣商场

地下3及4号铺 

行政主任/驾驶考试行 

动 

2194 0432 kevinkhchan@td.gov.
hk 

2711 6799 

深水埗 运输署办公室 长沙湾道303号长沙湾政

府合署2楼 

行政主任/一般事务及 

计算机 

2804 2585 egc@td.gov.hk 2804 2592 



区份 
场所／建筑物 

／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职衔 电话号码 电邮地址 传真号码 

驾驶考试中心 深水埗泽安道南 8 号 行政主任/驾驶考试行 

动 

2194 0432 kevinkhchan@td.gov.
hk 

2711 6799 

油尖旺 运输署办公室 旺角联运街30号旺角政 

府合署2楼，4楼，5楼， 

7 楼至 10 楼 

行政主任/市区(九龙) 

及新界 

2399 2533 phoenixchan@td.gov.
hk 

2397 8046 

九龙油麻地海庭道十一

号西九龙政府合署南座5

楼，10楼至16楼�

�

副部门主任秘书/行政 
2829 5256 katrinalai@td.gov.hk 2824 0433 

葵青 验车中心 葵涌和宜合道 302 号 高级汽车检验主任/巴 

士 

2356 1158 smb@td.gov.hk 2764 1517 

驾驶考试中心 葵涌葵盛围 60 号 行政主任/驾驶考试行 
2194 0432 kevinkhchan@td.gov.

hk 
2711 6799 



区份 
场所／建筑物 

／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职衔 电话号码 电邮地址 传真号码 

葵涌梨木道 103 号 动 

荃湾 驾驶考试中心 荃湾德士古道 231 号 行政主任/驾驶考试行 

动 

2194 0432 kevinkhchan@td.gov.
hk 

2711 6799 

沙田 运输署办公室 沙田上禾輋路1号沙田政

府合署2楼 

行政主任/一般事务及 

计算机 

2804 2585 egc@td.gov.hk 2804 2592 

 
驾驶考试中心 

（流动） 

沙田源安街 行政主任/驾驶考试行 

动 

2194 0432 kevinkhchan@td.gov.
hk 

2711 67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