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定车辆测试中心名单
私家车及车辆总重量不超过1.9公吨轻型货车

港島
私家车及轻型货车检验

九龙 (续 )
私家车及轻型货车检验

1 皇冠汽车有限公司� 11 捷成汽车有限公司
香港 北角 星期一至星期五�08:30 - 18:00 九龙 红磡 星期一至星期五�**�08:30 - 18:00
屈臣道�2�- 8 号海景大厦�B 及�C 座 地下 星期六�***�08:30 - 18:00 鶴翔街 八 号 维港中心�2 座 地下一号铺 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 休息

电话�: 2880 1525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休息 电话�: 2179 7951 

2 大昌贸易行汽车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12 九龙湾名车展维修有限公司
香港 鴨脷洲 星期一至星期五�08:30 - 18:00 九龙 九龙湾 星期一至星期五�09:00 - 18:30
利南道�111 号 大昌行汽车服务大厦 地下 星期六�08:30 - 17:30 启祥道�9 号信和工商中心 地下�2�- 5 号 星期六�*�09:00 - 18:00
电话�: 2808 6614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休息 电话�: 2922 2928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休息�

3 大昌贸易行汽车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13 捷信汽车维修站有限公司
香港 鲗鱼涌 星期一至星期五�08:30 - 19:00 九龙 长沙湾 星期一至星期五�*�09:00 - 18:00
船坞里�10 - 12 号长华工业大厦 地下�B 室 星期六�08:30 - 17:30 青山道�505 号通源工业大厦 地下 星期六�*�09:00 - 17:00
电话�: 2562 9846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休息 电话�: 2411 1911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休息�

4 环宇汽车有限公司� 14 森那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香港 柴湾 星期一至星期五�09:00 - 19:00 九龙 土瓜湾 星期一至星期五�*�09:00 - 19:00
丰业街�12 号启力工业中心 二楼 星期六�**�09:00 - 18:00 上乡道�39�- 41 号昌华大厦�A座 地下 星期六�*�09:00 - 18:00
电话�: 3913�8266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休息 电话�: 3913 8211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休息�

5 仁孚行有限公司� 15 双龙汽车有限公司
香港 柴湾 星期一至星期五�*�08:30 - 18:00 九龙 土瓜湾 星期一至星期五�09:30 - 18:30
嘉业街�60 号 平治港島品牌中心 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 休息 木厂街�9 号 地下 星期六�10:00 - 18:00
电话�: 2895 7323 电话�: 2711 5165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休息�

6 精英汽车� 16 仁孚行有限公司
香港 鴨脷洲 星期一至星期六�09:00 - 18:00 九龙 红磡 星期一至星期五�*�08:30 - 18:00
利乐街�2 号 海湾工贸中心 地下�3 号铺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休息 宝来街�50 号仁孚停车场大厦 地下 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 休息

电话�:�2711�0988 电话�: 2363 9396 

私家车及轻型货车检验

九龙 新界
私家车及轻型货车检验 

7 卡士汽车护理�(香港�)有限公司�
九龙 官塘

兴业街�16�- 18 号 地下

电话�: 2345 2810

星期一至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08:30 - 18:30
08:30 - 17:30

休息

17 历迅汽车有限公司
新界 屯门

建群街�3 号 永发工业大厦 地下�C 座

电话�: 3692 4340

星期一至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08:30 - 19:00
08:30 - 18:00

休息�

8 皇冠汽车有限公司�
九龙 九龙湾

宏基街�5号 正兴工业大厦 地下

电话�: 2825 5297

星期一至星期六�****�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08:30 - 17:30
休息

18 安佳汽车有限公司
新界 屯门

洪祥路�3B 民生物流中心 地下�A 座

电话�: 2711 3898

星期一至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08:30 - 18:30
08:30 - 18:00

休息�

9 大昌贸易行汽车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九龙 九龙湾

启祥道�20 号 二楼

电话�: 2768 2941

星期一至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08:30 - 17:30
08:30 - 17:30

休息

19 宾德汽车服务
新界 粉岭

安居街 15 号 友昌中心 地下及一楼

电话�: 2155 2793

星期一至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10:00 - 19:00
10:00 - 18:00

休息�

10 德柏汽车服务中心�
九龙 九龙湾

宏照道�11 号 宝隆中心 地下�8�- 9 室

电话�: 2111 0027

星期一至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09:00 - 18:30
09:00 - 18:00

休息

20 中国检验有限公司
新界 元朗

工业村福喜街 50 号

电话�: 2486 6802 

星期一至星期六�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09:00 - 18:00
休息

**** 午膳时间�: 12:00 - 14:00 

*** 午膳时间�: 12:00 - 13:00 

** 午膳时间�: 12:30 - 13:30 

* 午膳时间�: 13:00 - 14:00 

# 所有中心于�3 天的农历年假期休息�

车辆安全及标准部
CTC 4 (俢订日期�2023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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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车辆测试中心名单
私家车及车辆总重量不超过1.9公吨轻型货车

新界 (续 )
私家车及轻型货车检验

新界 (续 )
私家车及轻型货车检验

21 皇冠汽车有限公司� 31 王子汽车服务中心
新界 荃湾 星期一至星期六�***�08:30 - 18:00 新界 元朗 星期一至星期五�09:00 - 18:30
柴湾角街�84 号 顺丰工业中心�1 楼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休息 喜业街�7�- 11A嘉华工业大厦地下�1 号铺 星期六�09:00 - 18:00
电话�: 2823�3206 电话�: 2436 3868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休息�

22 皇冠汽车有限公司� 32 帮得手汽車有限公司
新界 元朗 屏山 星期一至星期六�***�08:30 - 18:00 新界 元朗 星期一至星期五�09:00 - 18:30
桥头围�127約�410地段 地下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休息 康业街�19 號万辉工业中心 地下�5B 铺 星期六�09:00 - 18:00
电话�: 2880 4466 电话�: 3594�6183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休息�

23 大昌贸易行汽车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33 鸿业汽车有限公司
新界 元朗 屏山 星期一至星期五�08:30 - 19:00 新界 荃湾 星期一至星期五�09:00 - 19:00
桥旺街�30 号 大昌行集团桥头围汽车中心 地下 星期六�08:30 - 17:30 德士古道�62�- 70 号宝业大厦地下�20�- 20A 铺 星期六�09:00 - 18:00
电话�: 2479 0111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休息 电话�: 2180 7434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休息�

24 极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34 海洋车厂
新界 上水 星期一至星期六�*�08:45 - 18:00 新界 粉岭 星期一至星期六�09:00 - 18:00
嘉富坊�3 号上水貿易广场�1 楼�A 座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休息 坪輋路�77约�566 - 568 地段 地下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休息

电话�: 2161 9711 电话�: 2674 4454 

25 金安�(沙田�)汽车检测有限公司� 35 八方汽车
新界 沙田 火炭 星期一至星期五�09:00 - 19:00 新界 荃湾 星期一至星期五�09:00 - 19:00
坳背湾街�38 至�40 号华卫工贸中心 地下�4 号铺 星期六�09:00 - 18:00 橫龙街�78 - 84 号正好工业大厦�2 楼 星期六�09:00 - 18:00
电话�: 2868 9999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休息 电话�: 2111 2260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休息�

26 皇冠汽车有限公司� 36 森堡汽车有限公司
新界 葵涌 星期一至星期六�***�08:30 - 18:00 新界 沙田 火炭 星期一至星期五�09:00 - 18:30
青山公路�552�- 566 号美达中心 地下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休息 坳背湾街�38 至�40 号华卫工贸中心�1 楼�2 号铺 星期六�09:00 - 18:00
电话�: 2880 4913 电话�: 2527 1577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休息�

27 皇冠汽车有限公司� 37 环宇汽车有限公司
新界 沙田 小沥源 星期一至星期六�***�08:30 - 18:00 有待确定 车辆检验服务于

安心街�11 号 华顺广场 二楼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休息 2022年7月1日(星期五)

电话�: 2825 5228 起暂停,直至另行通知

28 金安汽车检测(香港)有限公司� 38 宏益汽车�(香港�)有限公司
新界 元朗 屏山 星期一至星期六�**�08:30 - 17:30 新界 葵涌 星期一至星期六�**�08:30 - 18:00
桥头围�124約�706地段 地下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休息 永业街�14�- 20 号华荣工业大厦�LG 层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休息

电话�: 2841�8520 电话�: 3768 4998 

29 国际汽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39 夏巴有限公司
新界 葵涌 星期一至星期六�09:00 - 18:00 新界 元朗 星期一至星期五�08:30 - 19:00
和宜合道�159�- 165 号华宝工业大厦�B座 地下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休息 元朗市 地段406 橫洲 星期六�*�09:00 - 18:00
电话�: 3188 1018 康业街�19 號 万辉工业中心地铺�6 号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休息

电话�: 3913 8288 

30 锦龙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40 友荣汽车公司
新界 荃湾 星期一至星期五�*�09:00 - 18:30 新界 葵涌 星期一至星期五�*�09:15 - 18:45
柴湾角街 53 - 57 号 地下 星期六 *�09:00 - 18:00 大连排道�21�- 33 号宏达工业中心地下�2 号铺 星期六�*�09:15 - 18:00
电话�: 2119 4899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休息 电话�: 2426 1188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休息�

*** 午膳时间�: 12:00 - 13:00 

** 午膳时间�: 12:30 - 13:30 

* 午膳时间�: 13:00 - 14:00 车辆安全及标准部 
# 所有中心于�3 天的农历年假期休息� CTC 4 (俢订日期�2023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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