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障碍统筹经理及无障碍主任计划  

 

房屋署已于 2011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无障碍统筹经理及无障碍主任计划，以优化香港房屋委员会（下称「房

委会」）辖下处所／设施的出入通道，以及协助残疾人士进出这些处所或使用有关设施。关于推行无障碍通道

设施政策的意见和建议，请向无障碍统筹经理提出。公众人士如需查询房委会辖下某个处所／设施的无障碍通

道事宜或需协助进出该等处所或使用某项设施，欢迎与有关的无障碍主任联络。  

 

  与无障碍统筹经理联络，请按此。  

  与房委会辖下处所／设施的无障碍主任联络，请按此。  

 

 



无障碍统筹经理联络资料  

部门无障碍统筹经理 

 

姓名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电邮地址 

区皑宁女士 2761 6389 2711 4111 kathleen.au@housingauthority.gov.hk 

 

部门副无障碍统筹经理 

 

姓名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电邮地址 

曾慧雯女士 2761 6168 2711 4111 janicewm.tsang@housingauthority.gov.hk 

 

所属处别的无障碍统筹经理 

 

处别 姓名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电邮地址 

屋 管理处 康荣杰先生 2761 5878 2761 7600 wk.h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策略处 梁德仁先生 2761 5974 2761 6500 kenneth.leung@housingauthority.gov.hk 

发展及建筑处 梁洪伟先生 2129 3959 2762 7547 hw.leung@housingauthority.gov.hk 

机构事务处 曾慧雯女士 2761 6168 2711 4111 janicewm.tsang@housingauthority.gov.hk 

 
         页首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区份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姓名 无障碍主任职衔 电话号码 电邮地址 传真号码 

中西区 西环邨 西环邨北苑台5楼 梁国威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西环 2817 2054 kwleung@modernliving.com.hk 2872 0938 

南区 鸭脷洲邨 香港鸭脷洲邨利满楼(高座)地下27号 黄泽民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鸭脷洲邨(二) 2554 4941 chakmancm.w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3695 0353 

 利东邨 利东邨东茂楼地下105室 吴玛仪女士 物业经理/利东及华贵 2871 2686 myng@modernliving.com.hk 2871 3389 

 利东邨分处 香港鸭脷洲利东邨东昌楼地下108-116号 谢婉雯女士 署理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港

岛及离岛五) 

2814 8105 cassandra.tse@housingauthority.gov.hk 2580 9892 

 马坑邨 马坑邨迎马楼地下 蔡志勇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马坑 2813 7963 cychoi@modernliving.com.hk 2813 4625 

 石排湾邨及商场 石排湾邨碧朗楼地下G01 卢志楷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石排湾一 2294 9008 ckai.lo@housingauthority.gov.hk 2294 9000 

 田湾邨 田湾邨田丽楼地下 刘德财先生 物业经理/田湾 2538 5016 gordonlau@sunbaseprop.com 2538 7002 

 华富(一)邨及商场 香港薄扶林华富一邨华珍楼地下 庄凯乔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华富(一)二 2551 2011 hq.ch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875 1740 

 华富(二)邨 香港薄扶林华富(二)邨华兴楼地下21-34号 陈家鸣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华富(二)(2) 2551 0660 cary.chan@housingauthority.gov.hk 2875 5153 

 华富(二)邨商场 香港薄扶林华富道华富(二)邨商场6楼12A  曾昌隆先生 管业经理/商场华富(二) 2538 0074 wahfu2@chevalierpropmgt.com.hk 2550 6020 

 华贵邨 华贵邨华爱楼118室 吴玛仪女士 物业经理/利东及华贵 2875 1097 myng@modernliving.com.hk 2557 7297 

东区 柴湾邨 柴湾邨湾畔楼地下 方振荣先生 物业经理/柴湾 2234 7931 cwfong@modernliving.com.hk 2673 6353 

 峰华邨 香港柴湾兴华(一)邨, 兴翠楼地下7 号 黄荣汉先生 物业经理 2505 7266 whwong@modernliving.com 2505 7311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区份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姓名 无障碍主任职衔 电话号码 电邮地址 传真号码 

 兴民邨 柴湾兴民邨小区大楼第二层平台 谢志超先生 署理副房屋事务经理/兴民 2558 6311 chichiu.tse@housingauthority.gov.hk 2505 2053 

 兴东邨 兴东邨兴康楼地下 刘锦城先生  高级物业经理  2567 8846 stephenlau@sunbaseprop.com 2568 2695 

 兴华(一)邨 兴华(一)邨兴翠楼地下 彭立言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兴华(一) 2505 4228 panglapyin@cpsc.hk 2505 7243 

 兴华(二)邨 柴湾兴华(二)邨安兴楼701-710室 陈荣耀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兴华(二)二 2557 0115 rickywy.chan@housingauthority.gov.hk 2515 1975 

 康东邨 康东邨康瑞楼地下 欧颂逸先生 助理物业主任/康东邨 2513 1778 auchungyat@cpsc.hk 2513 1271 

 连翠邨 连翠邨连翠楼平台层 黄启智先生 物业主任/连翠 2568 2202 wongkaichi@cpsc.hk 2568 2101 

 模范邨 北角英皇道770号C座地下 谭翠英小姐 副房屋事务经理/石排湾三+模

范 

2562 4255 chuiying.tam@housingauthority.gov.hk 2562 9409 

 爱东邨 爱东邨爱逸楼地下 许俊武先生 物业经理/爱东 2513 1843 cmhui@modernliving.com.hk 2513 1242 

 爱东邨分处 香港筲箕湾爱东邨爱善楼6楼 黄智发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港岛及

离岛六) 

3160 4291 alexcf.w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3160 4290 

 小西湾邨 小西湾邨瑞隆楼地下10室 谢子杰先生 高级物业经理/小西湾 2557 7301 rickytse@modernliving.com.hk 2505 2143 

 翠乐邨 翠乐邨翠禄楼地下 何晓苗小姐 物业主任/翠乐 2505 1494 hohiumiu@cpsc.hk 2505 1324 

 翠湾邨 柴湾翠湾邨翠福楼地下105室 谢子杰先生 高级物业经理/小西湾 2505 0200 rickytse@modernliving.com.hk 2505 3411 

 华厦邨 香港柴湾华厦邨华欣楼地下 黄嘉茵小姐 物业主任/华厦 2563 2112 wongkayan@cpsc.hk 3747 8818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区份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姓名 无障碍主任职衔 电话号码 电邮地址 传真号码 

 环翠邨 香港柴湾翠景街3号环翠邨蕙翠楼地下 麦嘉穧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环翠)一 2558 0180 Conrad.mak@housingauthority.gov.hk 2505 2147 

 耀东邨 筲箕湾耀东邨耀丰楼8号地下 庄永安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耀东邨一 2539 8336 jonathan.ch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539 0040 

 渔湾邨 渔湾邨渔顺楼19-28号地下 姚有成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渔湾一 2557 3281 desmond.yiu@housingauthority.gov.hk 2557 1353 

 渔湾邨分处 渔湾邨渔泰楼9-20号地下 冯惠娴女士 署理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港

岛及离岛一)二 

2897 7479 waihan.fu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515 1985 

观塘 彩福邨 彩福邨彩善楼地下 许振逹先生 高级屋邨经理 3417 1090 emchoifook@goodexcel.com.hk/choifook@goodexcel.com.hk 3197 0313 

 彩霞邨 彩盈邨盈顺楼地下 莫莲爱女士 副物业经理 2246 9284 apm.chy@kaifupsc.com.hk 2750 1880 

 彩兴苑停车埸 坪石邨玉石楼二楼 潘瑞芬小姐 房屋事务主任/租约(东九龙八) 2323 8121 shuifan.poon@housingauthority.gov.hk 2351 4367 

 彩德邨 彩德邨彩俊楼地下 刘嘉慧女士 助理屋邨经理 2756 9990 emchoitak@goodexcel.com.hk/ 

aem1choitak@goodexcel.com.hk 

2757 7300 

 彩盈邨及彩盈坊 彩盈邨盈富楼地下 梁洁媚女士 屋邨经理 2331 2845 sem.chy@kaifupsc.com.hk 2755 1311 

 大本型 油塘高超道38号大本型商场管理处 李颖琳女士 高级物业主任 2870 2992 wlli@hongyip3.com 2870 2062 

 绿置居销售小组 香港九龙观塘开源道33号建生广场1楼 曾广勇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销售)(13) 3422 3660  ky.tsang@housingauthority.gov.hk  3422 8780  

 兴田邨 德田邨德欣楼7楼 麦皓文先生 助理物业主任 2177 6363 makhoman@cpsc.hk 2177 6603 

 康华苑停车场 顺利邨利富楼地下 冼家余女士 房屋事务主任/租约(东九龙五)

八                                        

2341 8286 kyu.sin@housingauthority.gov.hk 2763 6066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区份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姓名 无障碍主任职衔 电话号码 电邮地址 传真号码 

 启田邨 启田邨启仁楼地下C翼 区仲仪女士 助理物业经理 2346 1396 ktnapm@nicepml.com.hk 2349 7022 

 启业邨 启业邨启贤楼地下 潘思因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启业(一) 2757 3710 phoenix.poon@housingauthority.gov.hk 2757 2471 

 高怡邨 高怡邨高悦楼地下 王庆昌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高怡 2772 0462 hingcheong.w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952 9120 

 广田邨 广田邨广靖楼地下 陈锦雄先生 助理屋邨经理 2349 8000 apm.ktn@kaifupsc.com.hk 2347 3086 

 蓝田邨 蓝田邨蓝泰楼地下 卓成威先生 署理副房屋事务经理/蓝田(二) 2769 8187 sw.cheuk@housingauthority.gov.hk  2480 6270 

 鲤鱼门邨 鲤鱼门邨鲤意楼地下 谭兆忠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鲤鱼门(一) 2246 5500 siuchungken.tam@housingauthority.gov.hk 2246 5510 

 乐华北邨 乐华北邨秉华楼地下 林溢伦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乐华北(一) 2755 5551 billy.lam@housingauthority.gov.hk 2750 8597 

 乐华南邨 乐华南邨奂华楼地下 彭嘉棋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乐华南(一) 2755 6613 kaki.pa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757 2551 

 牛头角下邨 牛头角下邨贵新楼地下 王浩伦先生 屋邨经理 2711 2090 em.lntk@kaifupsc.com.hk 2711 2390 

 安基商场 牛头角振华道20号安基商场1楼 李淑贞女士 物业经理 2758 9519  emonkay@goodexcel.com.hk 2707 4685 

 安泰邨 安泰邨德泰楼地下高层 谢嘉敏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安泰邨(五) 2981 0029 km.tze@housingauthority.gov.hk 2191 3656 

 安达邨 安达邨俊达楼地下 罗嘉仪女士 高级屋邨经理 2319 0821 semontat@goodexcel.com.hk 2319 1292 

 安田邨 安田邨安健楼平台 梁志汉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 2772 3201 otnapm@nicepml.com.hk 2772 7991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区份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姓名 无障碍主任职衔 电话号码 电邮地址 传真号码 

 坪石邨 坪石邨玉石楼二楼 邝启荣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东九龙

八)2 

2323 8121 kaiw.kw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351 4367 

 平田邨 平田邨平旺楼地下 李美仪女士 管业经理 2348 8681 ptepm@nicepml.com.hk 2346 0390 

 宝达邨 宝达邨达富楼地下 柯皓维先生 物业经理 2243 7133 howardor@cpsc.hk 2775 9112 

 东九龙区域物业管理处 九龙牛头角振华道22号振华苑4楼 马懿君女士 署理副房屋事务经理/东九龙 2751 4103 yeekwan.ma@housingauthority.gov.hk 2755 4615 

 秀茂坪南邨 秀茂坪南邨秀善楼地下 李展纬先生 物业经理 2350 0228 leecw@hkeasyliving.com 2350 0166 

 秀茂坪邨 秀茂坪秀景楼地下 谭珊珊女士 物业经理 2775 0818 sandytam@cpsc.hk 2775 6232 

 顺致苑停车埸 顺利邨利富楼地下 李燕玲女士 房屋事务主任/租约(东九龙五)

十二                                     

2341 8286 may.lee@housingauthority.gov.hk 2763 6066 

 顺利邨 顺利邨利富楼地下 曾国全先生 物业经理 2341 8286 tsangkc@hkeasyliving.com 2169 0811 

 顺安邨 顺安邨安颂楼地下 刘泽民先生 物业经理 2342 8259 laucm@hkeasyliving.com 2632 7001 

 顺天邨 顺天邨天晖楼地下 祝月芳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顺天(三) 2797 2010 yf.chuk@housingauthority.gov.hk 2763 6050 

 德田邨德欣楼 德田邨德欣楼7楼 林仁达先生 物业经理 2177 6363 lamyantat@cpsc.hk 2177 6603 

 翠屏北邨 翠屏北邨翠栢楼平台 张友基先生 物业经理 3101 8052 pm20190026pm@nicepml.com.hk 3101 9827 

 翠屏南邨 翠屏南邨翠松楼地下A翼 阮章明先生 助理营运总监 2772 5077 tpspm@nicepml.com.hk 2349 2877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区份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姓名 无障碍主任职衔 电话号码 电邮地址 传真号码 

 牛头角上邨 牛头角上邨常富楼地下 杨国淳先生 屋邨经理 2751 6006 apm1.untk@kaifupsc.com.hk 2751 6556 

 云汉邨 云汉邨 汉松楼地下 吴咏儿女士 助理物业经理 2172 7393 wheapm@nicepml.com.hk 2172 7255 

 和乐邨 和乐邨平安楼地下 廖美琼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和乐 2342 1935 mk.lew@housingauthority.gov.hk 2763 6648 

 油翠苑停车埸 坪石邨玉石楼二楼 江仕忠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东九龙

八)1 

2323 8121 kermit.k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351 4367 

 油丽邨 油丽邨丰丽楼地下 黄文树先生 高级物业经理 2629 4398 michaelwong@hkeasyliving.com 2629 4478 

 油丽商场 油塘油塘道9号油丽商场3楼商场管理处 翁松明先生 助理分区经理 3170 0200 cmyung@hongyip3.com 3170 1989 

 油塘邨 油塘邨富塘楼地下 李江成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 2349 4189 leekongshing@cpsc.hk 3194 0310 

深水埗 泽安邨 深水埗泽安邨华泽楼地下17A-24号 林广扬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泽安 2778 2628 kyeung.lam@housingauthority.gov.hk 2778 0709 

 长沙湾邨 九龙深水埗长沙湾邨长泰楼1楼 曾熹鑫先生  助理管业经理/长沙湾 2327 2775 cswapm@nicepml.com.hk 2327 2119 

 幸福邨 幸福邨福月楼地下 陈婉瑜女士 总物业经理/幸福 2204 1027 chanyuenyu@pioneermgt.com.hk 2204 1051 

 富昌邨 深水埗富昌邨富盈楼地下 卢佩雯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富昌三 2361 8181 puiman.lo@housingauthority.gov.hk 2361 3030 

 海丽邨 深水埗海丽邨海晴楼地下 李国斌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海丽(一) 2947 1368 pollock.lee@housingauthority.gov.hk 2760 4885 

 海达邨 九龙深水埗深旺道38号海达邨海荣楼地下

海达邨物业服务办事处 

邓永强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海达 2776 8366 wingkeung_tang@cohl.com  2776 8023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区份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姓名 无障碍主任职衔 电话号码 电邮地址 传真号码 

 海盈邨 九龙深水埗海盈邨盈辉楼地下海盈邨物业

服务办事处 

陈志礼先生 物业经理/ 海盈 2566 9831 hyespm@nicepml.com.hk 2566 8121 

 丽阁邨 深水埗丽阁邨丽葵楼一楼 黄颂然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丽阁一 2361 0217 chungy.w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748 7093 

 丽安邨 深水埗丽安邨丽平楼地下 司徒觉成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丽阁二及丽

安 

2725 5750 kokshing.szeto@housingauthority.gov.hk 2708 3870 

 丽翠苑(公屋) 九龙长沙湾丽翠商场2楼丽翠苑(公屋)物业

服务办事处 

陈家廉先生 物业经理/ 丽翠(公屋) 2305 0238 laitsui@nicepml.com.hk 2305 0281 

 李郑屋邨 九龙李郑屋邨信义楼平台317室 梁家乐先生 高级管业主任/李郑屋 2728 2239 pm20190044pm3@nicepml.com.hk 2728 2790 

 南昌邨 深水埗南昌邨昌安楼地下8-9室 洪洛廉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南昌 2386 9311 pm20190044pm3@nicepml.com.hk 2386 9334 

 南山邨 深水埗南山邨南安楼地下 袁惠仪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南山一 2777 3161 clarawy.yuen@housingauthority.gov.hk 2776 8371 

 白田邨及商场 九龙深水埗白田邨健田楼低层一楼  李卓琳小姐 副房屋事务经理/白田三 2777 9883 cheuklam.li@housingauthority.gov.hk 2776 8386 

 白田邨(四、五期) 白田邨安田楼地下 萧亮英先生 物业经理/白田 2779 4153 siuleungying@pioneermgt.com.hk 2779 4500 

 石硖尾邨及商场 深水埗窝仔街石硖尾邨第44座平台 黄霭婷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石硖尾二 2777 0280 ot.w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776 8377 

 石硖尾邨(二、三、五、六

及七期) 

石硖尾邨(五期)美盛楼二楼 萧珞珩先生 物业经理/石硖尾邨(二、三、

五、六及七期) 

2788 3120 skmepm@nicepml.com.hk 2788 3161 

 苏屋邨 苏屋邨办事处 

大楼地下 

张莉萨女士 高级物业经理/ 苏屋 3709 7507 laisha_cheung@cohl.com 3907 0447 

 大坑东邨 大坑东邨东旺楼地下 伍骏杰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大坑东 2788 0078 thtapm@nicepml.com.hk 2788 2239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区份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姓名 无障碍主任职衔 电话号码 电邮地址 传真号码 

 元洲邨 元州邨元满楼地下 张兆权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元州 2387 0023 cheungsiukuen@pioneermgt.com.hk 2295 3183 

 荣昌邨 深水埗荣昌邨荣俊楼地下 岑玉敏女士 助理物业经理/荣昌 2323 0680 wcapm@nicepml.com.hk 2323 8480 

油尖旺 土木工程组 九龙弥敦道750号始创中心13楼 黄少辉先生 首席技术主任(土木工程)/二 3549 6337 thomassf.w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3549 6536 

 海富苑 旺角海富苑海泰阁地下海富苑办事处 范健乐先生 物业经理/海富 2625 4370 hfpm@nicepml.com.hk 3152 2174 

 工料测量组(一) 弥敦道750号始创中心1919-1929及2001-2038

室 

郭伟业先生 首席测量主任(工料)/一 3167 7145   cato.kwok@housingauthority.gov.hk  3167 7358  

黄大仙 彩辉邨 九龙彩辉邨彩叶楼地下 罗荣宝先生 屋邨经理/彩辉邨 2707 9978 emchf@goodexcel.com.hk 2758 2929 

 彩埄苑停车场 九龙彩云(一)邨伴月楼地下108-115室 江焱芳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彩云(一)1 2750 7211 yf.k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750 8477 

 彩虹邨 彩虹邨翠琼楼101-109号 郑家杰先生 房屋事务主任 / 彩虹 (十) 2320 3066 kakit.che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351 9340 

 彩云(一)邨 九龙彩云(一)邨伴月楼地下108-115室 陈世华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彩云(一)3 2750 7211 sw.chen@housingauthority.gov.hk 2750 8477 

 彩云(二)邨 九龙彩云(二)邨明丽楼地下111-116室 张钧源先生 物业经理/彩云(二)邨 2755 0328 cheungky@hkeasyliving.com 2755 0318 

 竹园北邨 黄大仙竹园(北)邨桐园楼地下115A 室 陈仲琪女士 物业经理 2726 3111 chanchungkei@cpsc.hk 2726 5077 

 竹园南邨 九龙竹园(南)邨华园楼地下 颜源泉先生 高级物业经理/竹园(南)邨 2327 8818 nganyc@hkeasyliving.com 2327 8808 

 富强苑停车场 九龙黄大仙龙翔道136号黄大仙中心北馆平

台 

陈兆康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黄大

仙、青衣及荃湾四)1 

3572 0040 siuhong.chan@housingauthority.gov.hk 3572 0044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区份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姓名 无障碍主任职衔 电话号码 电邮地址 传真号码 

 富山邨 九龙富山邨富仁楼地库一 叶子维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富山) 2351 2115 yiptszwai@pioneermgt.com.hk 2351 9460 

 凤德邨 慈云山凤德邨斑凤楼211-224室 陈仲琪女士 物业经理 3568 0086 chanchungkei@cpsc.hk 2321 0733 

 房屋委员会客务中心 横头磡南道三号香港房屋委员会客务中心

第2层 

冯润琼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申请) 2794 5227 yunking.fu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794 5060 

 嘉强苑停车场 九龙黄大仙龙翔道136号黄大仙中心北馆平

台 

陈兆康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黄大

仙、青衣及荃湾四)1 

3572 0040 siuhong.chan@housingauthority.gov.hk 3572 0044 

 启钻苑 黄大仙启钻苑启宏阁3楼 林剑雄先生 物业经理 2701 1811 semkcn@goodexcel.com.hk 2701 1232 

 琼轩苑停车场 钻石山凤德邨斑凤楼211-224号 徐文伟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黄大

仙、青衣及荃湾六)2 

2324 0096 pheo.tsui@housingauthority.gov.hk 2752 8665 

 琼山苑停车场 钻石山凤德邨斑凤楼211-224号 徐文伟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黄大

仙、青衣及荃湾六)2 

2324 0096 pheo.tsui@housingauthority.gov.hk 2752 8665 

 景泰苑停车场 东汇邨汇仁楼1楼 徐重新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 2590 0880 chuichungsun@pioneermgt.com.hk 2590 0339 

 乐富邨 九龙横头磡南道三号香港房屋委员会客务

中心一楼平台 

温锦荣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乐富(二) 2336 5144 kamwing.wan@housingauthority.gov.hk 2337 6523 

 黄大仙下邨(一区) 黄大仙黄大仙下邨(一区)龙华楼地下115-116

号 

庄志伟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 2726 5220 chongchiwai@cpsc.hk 2726 3823 

 黄大仙下邨(二区) 黄大仙下邨(二区)龙慧楼地下 梁润全先生 高级物业经理(黄大仙下邨-二

区) 

2726 5675 leungyc@hkeasyliving.com 2351 9194 

 龙翔办公大楼 九龙黄大仙龙翔道136号黄大仙中心北馆平

台 

陈颕姸小姐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黄大

仙、青衣及荃湾四)(2) 

3572 0040 joanwy.chan@housingauthority.gov.hk 3572 0044 

 龙蟠苑商场 钻石山龙蟠苑商场低层1号 苏静贤女士 物业经理(龙蟠苑商场) 2726 0572 sochingyin@pioneermgt.com.hk 2267 7576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区份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姓名 无障碍主任职衔 电话号码 电邮地址 传真号码 

 美东邨 (美仁楼、美德楼、

停车场) 

九龙黄大仙培民街23号美东邨美德楼3楼 罗家豪先生 房屋事务主任/美东(一) 2338 0521 kaho.lo@housingauthority.gov.hk 2338 2953 

 沙田坳邨 沙田坳邨和田楼地下 陈碧琪女士 助理物业经理 3563 5640 chanpikki@pioneermgt.com.hk 3563 5647 

 德强苑停车场 九龙横头磡南道三号香港房屋委员会客务

中心一楼平台 

孙淑玲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乐富(一) 2336 5144 sl.suen@housingauthority.gov.hk 2337 6523 

 慈正邨 慈云山慈正邨正康楼地下 张大为先生 署理副房屋事务经理/慈正(二) 2325 0104 taiwai.cheu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351 4358 

 慈康邨 慈云山慈康邨康添楼地下 罗国梁先生 物业经理(慈康) 2997 5151 lawkwokleung@pioneermgt.com.hk 2997 5000 

 慈乐邨 慈云山慈乐邨乐祥楼地下 张添发先生 高级物业经理(慈乐) 2323 1787 cheungtimfat@pioneermgt.com.hk 2351 9458 

 慈民邨 慈云山慈康邨康秀楼地下 廖淑勤小姐 物业经理(慈民) 2324 4176 liushukkan@pioneermgt.com.hk 2351 9164 

 东头(二)邨 黄大仙东头(二)邨茂东楼地下12 号 黎宗翰先生 物业经理 2716 7966 laichunghon@cpsc.hk 2716 2101 

 东汇邨 东汇邨汇仁楼1楼 连远昌先生 高级物业经理 2590 0880 mathialin@pioneermgt.com.hk 2590 0339 

 黄大仙上邨 九龙黄大仙龙翔道136号黄大仙中心北馆平

台 

林景超先生 物业经理/黄大仙上邨 2321 2004 lamkingchiu@cpsc.hk 2352 6676 

 横头磡邨 九龙横头磡邨宏晖楼地下 文碧达先生 屋邨经理/横头磡邨 2336 0258 rayman@goodexcel.com.hk 2337 6546 

九龙城 晴朗商场 九龙城晴朗商场B区1楼 李焕勋先生 物业经理/晴朗商场 2882 7433 pmclsc@goodexcel.com.hk 2882 7344 

 何文田邨 何文田邨雅文楼地下 陈骏铭先生 物业经理/何文田 2176 4552 hmtpm@nicepml.com.hk 2242 1253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区份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姓名 无障碍主任职衔 电话号码 电邮地址 传真号码 

 房屋委员会总部 何文田佛光街33号房屋委员会总部第一座3

楼 

邝玉梅女士 高级行政主任(总务)1 2761 6688 julia.k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711 4111 

 红磡邨 红磡邨红晖楼地下 周芸女士 物业经理/红磡 2365 2387 hhpm@nicepml.com.hk 2954 4384 

 启晴邨 九龙城沐虹街12号启晴邨康晴楼1楼 关嘉雯女士 屋邨经理/启晴 2426 9011 em.kac@kaifupsc.com.hk  2427 6911 

 马头围邨 马头围邨玫瑰楼地下 梁漫盈女士 助理物业经理/马头围 2715 6683 mtwapm@nicepml.com.hk 2768 7446 

 爱民邨 何文田爱民邨嘉民楼4楼407-415室 方育琪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爱民一 2713 0121 yukk.f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768 7653 

 常乐邨 常乐邨常乐楼地下3室 曹钧泽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常乐 2768 7239 slapm@nicepml.com.hk 2714 1790 

 德朗邨 九龙城德朗邨停车场地下 章绵安先生  屋邨经理/德朗 2856 6225 em.tlg@kaifupsc.com.hk 2856 6100 

荃湾 象山邨 象山邨秀山楼地下 卢绍康先生 高级物业经理 2493 5227 losiuhong@pioneermgt.com.hk 2415 3770 

 福来邨 福来邨永康楼地下 李帼英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福来(二) 2490 7834  kwokying.lee@housingauthority.gov.hk 2415 3834 

 梨木树(二)邨 梨木树邨葵树楼A翼平台 廖惠娜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梨木树(二)1 2423 7458 wn.liu@housingauthority.gov.hk 2494 8207 

 梨木树邨 梨木树邨竹树楼地下109-116室 陈志远先生 高级区域经理(梨木树) 2418 2831 davecychan@cpsc.hk 2418 2913 

 石围角邨 石围角邨石芳楼4楼 赖爱娣小姐 副房屋事务经理/石围角(三) 2416 5341 ot.lai@housingauthority.gov.hk 2415 3846 

元朗 凤庭苑停车场 元朗水边围邨泉水楼地下 崔乐年先生 署理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元

朗一)四 

2442 2461 joe.chui@housingauthority.gov.hk 2477 3284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区份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姓名 无障碍主任职衔 电话号码 电邮地址 传真号码 

 俊宏轩 天水围俊宏轩商场一楼 刘振威先生 物业经理/俊宏轩 3401 8268 john.liu@cityservicesgroup.com  3401 8223 

 洪福邨 元朗洪福邨洪欢楼地下 刘庭晖先生 物业经理/ 洪福邨 2285 9755 em.hfu@kaifupsc.com.hk 2285 9831 

 洪褔商场及停车场 元朗水边围邨泉水楼地下 李鸿运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元朗一)

二 

2442 2461 hungwan.li@housingauthority.gov.hk 2477 3284 

 朗晴邨 元朗朗晴邨青朗楼1楼 黄锐彬先生 物业经理/ 朗睛邨 2451 6122 emlcg@unimaxhk.com 2451 6255 

 朗屏邨 元朗朗屏邨悦屏楼地下 钟志鹏先生 管业经理/朗屏邨 2470 5600 chungcheepang@pioneermgt.com.hk 2470 5066 

 朗善邨及朗善商场 元朗朗善邨善良楼地下 丘观华先生 物业经理/ 朗善邨 2452 1168 emlsn@unimaxhk.com 2451 1722 

 水边围邨 元朗水边围邨盈水楼地下 张嘉琳小姐 屋邨经理/水边围邨 2479 4237 kalcheung@modernliving.com.hk 2479 4066 

 天泽邨 天泽邨服务设施大楼601室 陈家诺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天泽邨 2616 0806 kanok_chan@cohl.com 2447 7489 

 天晴邨 天水围天秀路天晴邨晴碧楼地下 何颂良先生 高级屋邨经理/天晴邨 3401 8578 sem.tch@kaifupsc.com.hk 3401 8468 

 天颂苑(非住宅) 天颂苑服务设施大楼2楼天颂苑管业处 林岱燃先生 高级物业资产经理/天颂苑 2253 0000 leo.dy.lam@emo.urban.com.hk 2253 0007 

 天富苑停车场 元朗水边围邨泉水楼地下 崔敏玲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元朗一)

五 

2442 2461 manling.tsui@housingauthority.gov.hk 2477 3284 

 天恒邨 新界天水围天恒邨恒运楼地下 郭君濂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天恒(一) 2486 5000 kwanlim.kwok@housingauthority.gov.hk 2486 5008 

 天瑞邨 天瑞邨瑞辉楼地下 周广明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天瑞(二)一 2445 1645 kwongming.chow@housingauthority.gov.hk 2616 9356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区份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姓名 无障碍主任职衔 电话号码 电邮地址 传真号码 

 天慈邨 天慈邨物业服务办事处，新界天水围天慈

邨慈恩楼地下 

李秀芳小姐 管业经理/天慈邨 2476 8449 psaettz.em@housingauthority.gov.hk, 

ttem1@pioneermgt.com.hk 

2446 0674 

 天华邨 天华邨华朗楼地下 黄乐山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天华邨 2448 1723 wongloksan@pioneermgt.com.hk 2253 6002 

 天恩邨及天恩商场 天恩邨恩乐楼地下 张少冰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天恩(三) 3152 2672 sp.cheung@housingauthority.gov.hk 3152 3780 

 天逸邨 天逸邨逸涛楼地下物业服务办事处 岑文标先生 屋邨经理/天逸邨 2486 3088 em.tya@kaifupsc.com.hk 2486 3308 

 天耀邨 天耀邨耀丰楼地下 郑建乐先生 高级屋邨经理/天耀邨 2448 1810 dennischeng@modernliving.com.hk 2448 1922 

 天悦邨 天水围天悦邨服务设施大楼 1楼 邱冠升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天悦(二) 2448 8863 kk.yau@housingauthority.gov.hk 2448 8121 

北区 祥龙围邨 上水祥龙围邨景祥楼地下 钟展宏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祥龙围邨) 2670 1997 chungchinwang@cpsc.hk 2670 1996 

 祥华邨 新界粉岭祥华邨祥颂楼地下 陈志全先生 高级物业经理(祥华邨) 2682 1176 semcw@goodexcel.com.hk 2682 2012 

 清河邨 上水清河邨清誉楼地下 邓启聪先生 物业经理(清河邨) 2671 7939 tangkaichung@cpsc.hk 2671 7484 

 彩园邨 上水彩园邨彩屏楼地下 何耀东先生 物业经理(彩园邨) 2672 6927 esmondho@cpsc.hk 2668 4040 

 晖明邨 粉岭晖明路10号晖明邨升晖楼地下 彭绮芳女士 屋邨经理 2612 2291 em.fmg@kaifupsc.com.hk 2612 2991 

 嘉福邨 粉岭嘉福邨福安楼地下 黎建业先生 屋邨经理(嘉福邨) 2677 0383 aemkaf@goodexcel.com.hk 2677 6637 

 宝石湖邨 新界上水彩园路21号宝石湖邨紫晶楼第三

层平台 

梁家登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宝石湖邨) 2663 2326 apm.psw@kaifupsc.com.hk 2663 2287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区份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姓名 无障碍主任职衔 电话号码 电邮地址 传真号码 

 皇后山邨 新界粉岭龙马路皇后山邨皇顺楼阁楼 黄丽强先生 物业经理 2537 0001 laikeung_wong@cohl.com 2537 0003 

 皇后山邨(商场、停车场及

限制道路) 

新界粉岭龙马路68号皇后山邨皇后山商场

平台 

刘炳华先生 物业经理 2661 2821 stevelau@sunbaseprop.com 2661 2311 

 太平邨 上水太平邨平熙楼地下 林少欣女士 高级物业主任(太平邨) 2668 0528 lamsiuyan@cpsc.hk 2668 4040 

 天平邨 上水天平邨天朗楼地下 何沛思女士 助理物业经理(天平邨) 2672 0235 hopuisee@cpsc.hk 2672 1218 

 华明邨 粉岭华明邨颂明楼地下 张敏茵女士 助理物业经理(华明邨) 2675 9583 aemwm@goodexcel.com.hk 2669 8537 

 华心邨 粉岭华心邨华勉楼地下 李楚欣女士 高级物业主任(华心邨) 2677 1772  pows@goodexcel.com.hk 2676 7622 

 雍盛苑 粉岭晖明路八号雍盛苑雍华阁地下 王美怡小姐 助理物业经理(雍盛苑) 3124 6796 aemys@goodexcel.com.hk 3124 6870 

沙田 秦石邨 沙田秦石邨石玉楼地下 傅裕平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秦石)(一) 2698 1234 yp.fu@housingauthority.gov.hk 2699 9562 

 骏洋邨 新界火炭黄竹洋街骏洋邨骏时楼1楼 赵坤宣先生 分区总经理(公营项目) 2658 0082 kwansuen_chiu@cohl.com 2658 0390 

 颂安邨 颂安邨物业服务办事处，马鞍山颂安邨 

(宣道会台山陈元喜小学对面) 

陈粤星先生 物业经理(颂安邨) 2643 5077 yuetsing_chan@cohl.com 2643 5059 

 丰和邨 沙田丰和邨和悦楼地下 曾嘉玲女士 高级物业主任 2619 0880 kaling_tsang@cohl.com 2641 7088 

 恒安邨 马鞍山耀安邨耀和楼2楼227, 229, 231 及 

233室 

李俊权先生 物业经理(恒安邨/耀安邨) 2640 3113 em2.lhy@kaifupsc.com.hk 2640 3010 

 显径邨 沙田显耀邨显耀楼地下 刘宜兴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显径邨) 2278 4000 lauyihing@cpsc.hk 2278 4009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区份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姓名 无障碍主任职衔 电话号码 电邮地址 传真号码 

 显耀邨 沙田显耀邨显耀楼地下 黄铭康先生 物业经理(显耀邨) 2278 4000 wongminghong@cpsc.hk 2278 4009 

 嘉径苑及停车场 沙田博康邨街市平台 刘佩霞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大埔、

北区及沙田二)(二) 

2648 1312 puiha.lau@housingauthority.gov.hk 2649 1648 

 嘉顺苑停车场 沙田新翠邨新学楼地下1-17号 林嘉贤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新翠)(二) 2698 8988 kay.lam@housingauthority.gov.hk 2604 6412 

 锦丰苑(非住宅) 沙田沙角邨云雀楼地下1-15室  叶均培先生 房屋事务主任(租约)(大埔、北

区及沙田十一)(六) 

2697 7208 kwanpui.ip@housingauthority.gov.hk 2797 0908 

 锦泰苑(非住宅) 沙田水泉澳邨祟泉楼地下 何恩婷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 2868 2052 yanting.ho@housingauthority.gov.hk 2868 2346 

 景田苑停车场 沙田博康邨街市平台 梁智仁先生 署理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大

埔、北区及沙田二)(四) 

2648 1312 chiyancy.leu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649 1648 

 广源邨 沙田广源邨广松楼A翼地下3A室 梁国婉女士 物业经理(广源邨) 2646 1801 kwokyuen_leung@cohl.com 2636 4989 

 利安邨 沙田马鞍山利安邨利丰楼地下 李俊权先生 物业经理 2643 5038 em2.lhy@kaifupsc.com.hk 2640 7007 

 沥源邨 沙田沥源邨福海楼一楼 刘敏儿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沥源)(二) 2691 7128 my.lau@housingauthority.gov.hk 2601 0989 

 隆亨邨 沙田隆亨邨荣心楼侧 吴嘉文女士 物业经理(隆亨邨) 2606 1073 ngkaman@cpsc.hk 2604 6447 

 美城苑停车场 沙田博康邨街市平台 梁智仁先生 署理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大

埔、北区及沙田二)(四) 

2648 1312 chiyancy.leu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649 1648 

 美林邨 沙田美林邨美枫楼地下117-122室 谭润华先生 物业经理(美林邨) 2604 9229 yunwatommy_tam@cohl.com 2609 1345 

 美柏苑停车场 沙田博康邨街市平台 刘佩霞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大埔、

北区及沙田二)(二) 

2648 1312 puiha.lau@housingauthority.gov.hk 2649 1648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区份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姓名 无障碍主任职衔 电话号码 电邮地址 传真号码 

 美田邨 沙田美田邨美致楼地下 顾礼文先生 物业经理(美田邨) 2693 0705 kelvinkoo@cpsc.hk 2693 0706 

 美盈苑停车场 沙田秦石邨石玉楼二楼241-260 刘顺坤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大埔、

北区及沙田四)(二) 

2699 3082 shunkwan.lau@housingauthority.gov.hk 2699 9418 

 博康邨 沙田博康邨博逸楼地下2-3号 阮震威先生 物业经理(博康邨) 2647 0815 chunwai.yuen@cohl.com 2635 3723 

 沙角邨 沙田沙角邨沙角小区会堂地下 傅婉琪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 2647 1311 yuenkei.fu@housingauthority.gov.hk 2637 5251 

 硕门邨 沙田硕门邨美硕楼地下 胡剑雄先生 高级物业经理(硕门邨) 3618 9914 wukh@hkeasyliving.com 3618 9924 

 水泉澳邨 新界沙田水泉澳广场南翼平台一楼 陈锦辉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 2661 3828 kfkf.chan@housingauthority.gov.hk 2661 8031 

 穗禾苑(非住宅) 沙田丰和邨和悦楼地下 曾嘉玲女士 高级物业主任(穗禾苑) 2619 0880 kaling_tsang@cohl.com 2641 7088 

 新翠邨 沙田新翠邨新学楼地下1-17号 曾艳如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新翠)(三) 2698 8988 yimyu.tsa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604 6412 

 新田围邨 沙田新田围邨丰围楼地下 陈卓杰先生 物业经理(新田围邨) 2604 6363 chancheukkit@cpsc.hk 2699 6308 

 禾輋邨 沙田禾輋邨智和楼417 – 424 黄文汉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禾輋)(一) 2697 6183 manhon.w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609 1541 

 欣安邨 马鞍山欣安邨欣颂楼C翼地下 邓志玲女士 物业经理(欣安邨) 3568 9498 chiling_tang@cohl.com 3568 2398 

 耀安邨 马鞍山耀安邨耀和楼2楼227, 229, 231 及 

233室 

李俊权先生 物业经理(恒安邨/耀安邨) 2640 3113 em2.lhy@kaifupsc.com.hk 2640 3010 

 愉翠苑(非住宅) 沙田丰和邨和悦楼地下 邝桂芳女士 助理物业经理 2619 0880 kwongkf@hkeasyliving.com 2641 7088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区份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姓名 无障碍主任职衔 电话号码 电邮地址 传真号码 

 愉田苑商场 沙田愉田苑E座愉逸阁平台 黄栢琛先生 高级物业主任 2646 7327 wongpaksum@cpsc.hk 2646 9204 

 旭禾苑停车场 沙田新翠邨新学楼地下1-17号 叶惠洪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大埔、

北区及沙田三)(一) 

2529 5178 waihung.ip@housingauthority.gov.hk 2466 7897 

西贡 宝明苑谭辉烈剧场及公园 将军澳尚德邨尚义楼地下21-28室 胡宗伟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宝明苑) 2178 1113 tswwoo@modernliving.com.hk 2174 8769 

 彩明苑 将军澳健明邨健晴楼地下 张凯霖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彩明苑 3427 3000 cheunghl@hkeasyliving.com 3427 3001 

 厚德邨 将军澳厚德邨德富楼地下 李润桂女士 物业经理(厚德邨) 2706 0188 katyli@modernliving.com.hk 2706 7755 

 健明邨 将军澳健明邨健晴楼地下 郭嘉诚先生 副物业经理/健明邨 3427 3000 kwokks@hkeasyliving.com 3427 3001 

 景林邨 将军澳景林邨景榕楼地下 罗世恩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景林邨) 2704 9356 pmo04@goodyield.com.hk 2274 4700 

 明德邨 将军澳明德邨明道楼地下 刘梁丽珠女士 物业经理(明德邨) 2623 6553 pm03@goodyield.com.hk 2623 6557 

 宝林邨 将军澳宝林邨宝俭楼地下 梁炯燊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宝林邨) 2174 9348 gy.pm04@gmail.com 2174 9342 

 尚德邨 将军澳尚德邨尚义楼地下21-28室 叶新发先生 物业经理(尚德邨) 2178 1113 sfyip@modernliving.com.hk 2174 8769 

 善明邨 将军澳善明邨善礼楼地下 袁美玲女士 助理物业经理(善明邨) 2331 3102 apm03@goodyield.com.hk 2331 3733 

 翠林邨 将军澳翠林邨安林楼二楼47-52室 邓凤飞小姐 助理物业经理(翠林邨) 2706 7181 pmo06@goodyield.com.hk 2706 1877 

 怡明邨 将军澳怡明邨怡茵楼地下 梁启明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怡明邨) 2331 3569 apm02@goodyield.com.hk 2331 3935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区份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姓名 无障碍主任职衔 电话号码 电邮地址 传真号码 

葵青 长靑邨 青衣长青邨青槐楼地下20-29号 马家麒先生 物业经理 2495 2224 oscarma@hkeasyliving.com 2436 0337 

 长发邨 青衣长发邨俊发楼地下110-112 梁嘉敏小姐 高级物业主任 2433 0277 leungkaman@pioneermgt.com.hk 2433 1986 

 长亨邨 青衣长亨邨亨丽楼地下1-8号 陈楚玲女士 助理物业经理 2495 5225 chancl@hkeasyliving.com 2436 0463 

 长康邨 青衣长康邨康平楼地下 何恩泽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长康(二) 2495 1202 yanchak.ho@housingauthority.gov.hk 2436 0360 

 长安邨 青衣长发邨俊发楼地下110-112 简汉辉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 2433 0277 kanhonfai@pioneermgt.com.hk 2433 1986 

 长宏邨 青衣长宏邨宏文楼地下 李沛钿女士 物业经理/长宏邨 2497 0277 leepuitin@pioneermgt.com.hk 2435 2462 

 晋升工厂大厦 葵涌葵福路85-89号地下 许万程先生 总物业经理 2407 5324 chunshing@nicepml.com.hk 2406 0351 

 高盛台 葵涌葵盛围188号高盛台第一座地下 殷国烃先生 高级物业经理/高盛台 2615 0690 kkyun@modernliving.com.hk 2615 0183 

 葵涌(一)邨 葵涌邨夏葵楼地下 梁桂香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葵涌(I)4 3617 9201 kwaiheung.leung@housingauthority.gov.hk 3617 9200 

 葵涌(二)邨 葵涌邨绿葵楼第四层平台 曾佩婷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葵涌(II)2 2427 9006 glory.tsa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423 6841 

 葵芳邨 葵涌葵芳邨葵泰楼地下 陈冠韦先生 物业经理/葵芳 2422 1805 koonwei_chan@cohl.com 2410 1784 

 葵兴邨 葵涌葵兴邨兴逸楼地下5B 曾伟明先生 屋邨经理/葵兴 2668 0388 kse1@goodexcel.com.hk 2668 0186 

 葵联邨 葵涌葵联邨联欣楼地下 梁建文先生 助理屋邨经理/葵联  2668 0388 aemkwl@goodexcel.com.hk 2668 0186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区份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姓名 无障碍主任职衔 电话号码 电邮地址 传真号码 

 葵盛东邨 葵涌葵盛东邨盛安楼地下 容达雄先生 高级屋邨经理/葵盛东 2428 3991 semkse@goodexcel.com.hk 2419 2195 

 葵盛西邨 葵涌葵盛西邨第7座2楼 林赛慧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葵盛西(一) 2426 4121 achoiwai.lam@housingauthority.gov.hk 2419 2204 

 葵翠邨 葵涌葵义路十一号葵翠邨平台ー层101室 区兆明先生 助理屋邨经理/葵翠 2670 1201 kwaitsui@goodexcel.com.hk 2670 1499 

 荔景邨 葵涌荔景邨风景楼地下6号 李展乐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荔景2 2743 3814 chinlok.lee@housingauthority.gov.hk 2310 2406 

 丽瑶邨 葵涌丽瑶邨贵瑶楼地下 何惠媚女士 物业经理/丽瑶 2745 0012 waimeiho@cohl.com 2310 2409 

 安荫邨 葵涌安荫邨安荫商场2楼 梁嘉祺先生 署理副房屋事务经理/安荫1 2481 2998 kki.leu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428 4334 

 石篱(一)邨 葵涌石篱(一)邨石宁楼地下 缪观赐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石篱(一) 2420 6988 kwunchi_mou@cohl.com 2429 9402 

 石篱(二)邨 葵涌石篱(二)邨石禧楼地下 梁永忠先生 物业经理/石篱(二) 2489 0020  leungwingchung@cpsc.hk 2489 0060 

 石荫东邨 葵涌大白田街石荫东邨荫兴楼地下 刘建群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石荫东 2424 2942 kinkwan.lau@housingauthority.gov.hk 2424 6815 

 石荫邨 葵涌石荫邨勇石楼地下A室 欧阳海才先生 物业经理/石荫 2276 0971 hoichoi_auyeung@cohl.com 2276 5780 

 大窝口邨 葵涌大窝口邨富贵楼地下 陈保杰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大窝口3 2429 9446 pk.chan@housingauthority.gov.hk 2423 6835 

 青衣邨 青衣青衣邨宜业楼A翼及B翼地下 霍文杰先生 高级物业主任 3105 2313 fokmankit@pioneermgt.com.hk 3105 1054 

 华荔邨 九龙荔枝角华荔邨喜荔楼7楼平台703室 林盛昌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华荔 2242 6442 shingcheong.lam@housingauthority.gov.hk 2242 6449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区份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姓名 无障碍主任职衔 电话号码 电邮地址 传真号码 

大埔 太和邨 新界大埔太和邨居和楼地下108室 蔡嘉丽小姐 屋邨经理(太和邨) 2656 2211 emtaiwo@goodexcel.com.hk 2656 1321 

 富亨邨 大埔富亨邨亨裕楼地下15-18号室 吴耀德先生 高级物业经理 2664 5238 johnnyng@funing.com.hk 2664 4071 

 富善邨 富善邨租户服务办事处， 大埔富善邨善雅

楼地下11-13号 

陈诗琪女士 助理物业经理(富善邨) 2665 8733 johnnyng@funing.com.hk 2667 6063 

 富蝶邨 新界大埔颂雅路11号富蝶邨斑蝶楼地下 戴长权先生 助理屋邨经理 2617 8033 aemfutip@goodexcel.com.hk 2617 8183 

 广福邨 大埔广福邨近广义楼 郭耀飞先生 物业经理(广福邨) 2658 4430 emkwongfuk@goodexcel.com.hk 2638 7606 

 宝乡邨 大埔宝乡邨平台一楼 严兆昌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 3743 1494 kenyim@funing.com.hk 3743 1495 

 大元邨 大埔大元邨泰怡楼C座地下30号 魏嘉欣小姐 物业经理 2664 5238 kyngai@funing.com.hk 2664 4071 

 运头塘邨 大埔运头塘邨运临楼地下5A 魏嘉欣小姐 物业经理 2638 2449 kyngai@funing.com.hk 3167 7687 

屯门 蝴蝶邨 蝴蝶邨蝶聚楼地下 梁富光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二)/蝴蝶邨 2463 6271 fukwong.leu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464 7549 

 菁田邨 屯门菁田邨菁乐楼地下 范森濠先生 管业经理/菁田邨 2386 2130 ctnpm@nicepml.com.hk 2386 2163 

 富泰邨 富泰邨迎泰楼地下 伍俊佳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富泰邨 2453 7272 chunkai_ng@cohl.com 2453 7351 

 开泰工厂大厦 屯门建发街开泰工厂大厦地下管理处 林文辉先生 高级物业主任 2465 9504 fht@cpsc.hk 2464 1132 

 建生邨 良景、田景及建生邨租户服务办事处，屯

门良景邨良俊楼地下 

林家豪先生 高级物业主任/良景、田景及

建生邨 

2465 1239 lamkaho@pioneermgt.com.hk 3525 0436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区份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姓名 无障碍主任职衔 电话号码 电邮地址 传真号码 

 良景邨 良景、田景及建生邨租户服务办事处，屯

门良景邨良俊楼地下 

梁美贤小姐 助理管业经理/良景、田景及

建生邨 

2465 1239 leungmeiyin@pioneermgt.com.hk 3525 0436  

 龙逸邨 屯门龙逸邨康龙楼地下 蒋健平先生 物业经理/ 龙逸邨 2453 7333 kinping_chiang@cohl.com 2453 7133 

 安定邨 屯门安定邨定祥楼421-440室  黄康裕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安定(一) 3499 1841 hongyu.w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3499 1717 

 宝田邨 宝田邨第6座地下宝田邨物业服务办事处 张国斌先生 高级物业经理/宝田邨 2462 2430 kwokpan_cheung@cohl.com 2466 8344 

 三圣邨办事处 屯门三圣邨丰渔楼2楼 曾伟河先生 署理副房屋事务经理/三圣邨

(二) 

2458 6255 waiho.tsa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458 6620 

 山景邨 新界屯门山景邨景华楼C203室 廖卓登先生 物业经理/山景邨 3526 0435 chuckdun_liu@cohl.com 3526 0436 

 兆轩苑(非住宅) 良景、田景及建生邨租户服务办事处，屯

门良景邨良俊楼地下 

林家豪先生 高级物业主任/良景、田景及

建生邨 

2465 1239 lamkaho@pioneermgt.com.hk 3525 0436  

 兆康商场及停车场 屯门兆康商场2楼 潘慧玲女士 物业经理/兆康商场 2465 1156 wailing.poon@cohl.com 2464 9671 

 兆畦苑(非住宅) 良景、田景及建生邨租户服务办事处，屯

门良景邨良俊楼地下 

李嘉仪小姐 高级物业主任/良景、田景及

建生邨 

2465 1239 apmolk@pioneermgt.com.hk 3525 0436  

 兆邦苑(非住宅) 良景、田景及建生邨租户服务办事处，屯

门良景邨良俊楼地下 

李嘉仪小姐 高级物业主任/良景、田景及

建生邨 

2465 1239 apmolk@pioneermgt.com.hk 3525 0436  

 兆山苑月租停车场 新界屯门安定邨定祥楼4楼403-412室 陈国强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屯门一) 2451 0321 kkkwokkeung.chan@housingauthority.gov.hk 2450 9740 

 大兴邨 屯门大兴邨兴伟楼地下26 - 38号 陈德友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大兴(一) 2462 4601 ty.chan@housingauthority.gov.hk 2464 7547 

 田景邨 良景、田景及建生邨租户服务办事处，屯

门良景邨良俊楼地下 

梁美贤小姐 助理管业经理/良景、田景及

建生邨 

2465 1239 leungmeiyin@pioneermgt.com.hk 3525 0436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区份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姓名 无障碍主任职衔 电话号码 电邮地址 传真号码 

 和田邨 屯门和田邨和喜楼1楼 左绍安先生 管业经理/和田邨 2386 2728 wtnpm@nicepml.com.hk 2386 2911 

 湖景邨 屯门湖景邨湖月楼地下 王梓杰先生 署理副房屋事务经理/湖景邨 2465 0621 bennetttkit.w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464 7559 

 欣田邨 屯门欣田邨喜田楼地下 阮健明先生 高级管业经理/欣田邨 2386 0297 yantin@nicepml.com.hk 2386 2118 

 友爱邨 屯门友爱邨爱曦楼地下101-103室 汤皓丰先生 署理副房屋事务经理/友爱(一) 2458 7710 hf.t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458 6636 

离岛 长贵邨 长洲长贵邨长旺楼101-102室 袁尚俊先生 物业经理/长贵邨 2981 4658 dennisyuen@cpsc.hk 2986 8054 

 富东邨 东涌富东邨东马楼地下3号 袁尚俊先生 物业经理/富东邨 2109 0280 dennisyuen@cpsc.hk 2109 0020 

 离岛区租约事务管理处 香港大屿山东涌逸东(一)邨康逸楼地下 何静雯小姐 房屋事务主任/租约(港岛及离

岛八)十 

3140 6400 cmcm.ho@housingauthority.gov.hk 3140 6420 

 离岛区租约事务管理处 (满

东分处) 

香港大屿山东涌满东邨满顺楼地下 (D翼) 林朝玲小姐 房屋事务主任/租约(港岛及离

岛八)十八 

2902 6211 chiul.lam@housingauthority.gov.hk 3140 6603 

 金坪邨 金坪邨金坪楼地下N3室 张庆立先生 高级物业主任/金坪 2983 1522 kampeng@cohl.com    2983 0979 

 龙田邨 龙田邨龙田商场地下9-10号 黄鹂儿女士 高级物业经理/龙田 2985 5807 lungtin@cohl.com 2985 5844 

 满东邨 东涌满东邨满顺楼地下 黄锦华先生 高级物业经理/满东邨 2620 0147 benwong@sunbaseprop.com 2620 0196 

 雅宁苑 长洲雅宁苑良泽阁地下 袁尚俊先生 物业经理/雅宁苑 2986 9496 dennisyuen@cpsc.hk 2981 9070 

 银湾邨 银湾邨银月楼113-115室 郑世明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银湾 2984 7000 nganwan@cohl.com 2984 9099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区份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无障碍主任姓名 无障碍主任职衔 电话号码 电邮地址 传真号码 

 逸东(一)邨 逸东一邨清逸楼地下 何志强先生 高级物业经理/逸东(一)邨 3140 6316 chikeung.ho@cohl.com 3140 6392 

 逸东(二)邨 逸东二邨德逸楼地下 巫佩涓女士 助理物业经理//逸东(二)邨 3152 3952 puikuen_mo@cohl.com 3152 3953 

 迎东邨 迎东邨迎悦楼1楼 张志新先生 副屋邨经理/迎东邨 2702 8911 cheung.chisan@shuion.com.hk 2702 8732 

 

页首 


	結構書籤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Span


	TBody
	TR
	Span
	TH
	Span
	区份 

	TH
	Span
	场所／建筑物／设施 

	TH
	Span
	地址 

	TH
	Span
	无障碍主任姓名 

	TH
	Span
	无障碍主任职衔 

	TH
	Span
	电话号码 

	TH
	Span
	电邮地址 

	TH
	Span
	传真号码 


	TR
	Span
	中西区 
	中西区 

	西环邨 
	西环邨 

	西环邨北苑台5楼 
	西环邨北苑台5楼 

	梁国威先生 
	梁国威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西环 
	助理物业经理/西环 

	2817 2054 
	2817 2054 

	kwleung@modernliving.com.hk 
	kwleung@modernliving.com.hk 

	2872 0938 
	2872 0938 


	TR
	Span
	南区 
	南区 

	鸭脷洲邨 
	鸭脷洲邨 

	香港鸭脷洲邨利满楼(高座)地下27号 
	香港鸭脷洲邨利满楼(高座)地下27号 

	黄泽民先生 
	黄泽民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鸭脷洲邨(二) 
	副房屋事务经理/鸭脷洲邨(二) 

	2554 4941 
	2554 4941 

	chakmancm.w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chakmancm.w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3695 0353 
	3695 0353 


	TR
	Span
	 
	 

	利东邨 
	利东邨 

	利东邨东茂楼地下105室 
	利东邨东茂楼地下105室 

	吴玛仪女士 
	吴玛仪女士 

	物业经理/利东及华贵 
	物业经理/利东及华贵 

	2871 2686 
	2871 2686 

	myng@modernliving.com.hk 
	myng@modernliving.com.hk 

	2871 3389 
	2871 3389 


	TR
	Span
	 
	 

	利东邨分处 
	利东邨分处 

	香港鸭脷洲利东邨东昌楼地下108-116号 
	香港鸭脷洲利东邨东昌楼地下108-116号 

	谢婉雯女士 
	谢婉雯女士 

	署理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港岛及离岛五) 
	署理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港岛及离岛五) 

	2814 8105 
	2814 8105 

	cassandra.tse@housingauthority.gov.hk 
	cassandra.tse@housingauthority.gov.hk 

	2580 9892 
	2580 9892 


	TR
	Span
	 
	 

	马坑邨 
	马坑邨 

	马坑邨迎马楼地下 
	马坑邨迎马楼地下 

	蔡志勇先生 
	蔡志勇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马坑 
	助理物业经理/马坑 

	2813 7963 
	2813 7963 

	cychoi@modernliving.com.hk 
	cychoi@modernliving.com.hk 

	2813 4625 
	2813 4625 


	TR
	Span
	 
	 

	石排湾邨及商场 
	石排湾邨及商场 

	石排湾邨碧朗楼地下G01 
	石排湾邨碧朗楼地下G01 

	卢志楷先生 
	卢志楷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石排湾一 
	副房屋事务经理/石排湾一 

	2294 9008 
	2294 9008 

	ckai.lo@housingauthority.gov.hk 
	ckai.lo@housingauthority.gov.hk 

	2294 9000 
	2294 9000 


	TR
	Span
	 
	 

	田湾邨 
	田湾邨 

	田湾邨田丽楼地下 
	田湾邨田丽楼地下 

	刘德财先生 
	刘德财先生 

	物业经理/田湾 
	物业经理/田湾 

	2538 5016 
	2538 5016 

	gordonlau@sunbaseprop.com 
	gordonlau@sunbaseprop.com 

	2538 7002 
	2538 7002 


	TR
	Span
	 
	 

	华富(一)邨及商场 
	华富(一)邨及商场 

	香港薄扶林华富一邨华珍楼地下 
	香港薄扶林华富一邨华珍楼地下 

	庄凯乔女士 
	庄凯乔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华富(一)二 
	副房屋事务经理/华富(一)二 

	2551 2011 
	2551 2011 

	hq.ch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hq.ch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875 1740 
	2875 1740 


	TR
	Span
	 
	 

	华富(二)邨 
	华富(二)邨 

	香港薄扶林华富(二)邨华兴楼地下21-34号 
	香港薄扶林华富(二)邨华兴楼地下21-34号 

	陈家鸣女士 
	陈家鸣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华富(二)(2) 
	副房屋事务经理/华富(二)(2) 

	2551 0660 
	2551 0660 

	cary.chan@housingauthority.gov.hk 
	cary.chan@housingauthority.gov.hk 

	2875 5153 
	2875 5153 


	TR
	Span
	 
	 

	华富(二)邨商场 
	华富(二)邨商场 

	香港薄扶林华富道华富(二)邨商场6楼12A  
	香港薄扶林华富道华富(二)邨商场6楼12A  

	曾昌隆先生 
	曾昌隆先生 

	管业经理/商场华富(二) 
	管业经理/商场华富(二) 

	2538 0074 
	2538 0074 

	wahfu2@chevalierpropmgt.com.hk 
	wahfu2@chevalierpropmgt.com.hk 

	2550 6020 
	2550 6020 


	TR
	Span
	TD
	Span
	 

	华贵邨 
	华贵邨 

	华贵邨华爱楼118室 
	华贵邨华爱楼118室 

	吴玛仪女士 
	吴玛仪女士 

	物业经理/利东及华贵 
	物业经理/利东及华贵 

	2875 1097 
	2875 1097 

	myng@modernliving.com.hk 
	myng@modernliving.com.hk 

	2557 7297 
	2557 7297 


	TR
	Span
	东区 
	东区 

	柴湾邨 
	柴湾邨 

	柴湾邨湾畔楼地下 
	柴湾邨湾畔楼地下 

	方振荣先生 
	方振荣先生 

	物业经理/柴湾 
	物业经理/柴湾 

	2234 7931 
	2234 7931 

	cwfong@modernliving.com.hk 
	cwfong@modernliving.com.hk 

	2673 6353 
	2673 6353 


	TR
	Span
	 
	 

	峰华邨 
	峰华邨 

	香港柴湾兴华(一)邨, 兴翠楼地下7 号 
	香港柴湾兴华(一)邨, 兴翠楼地下7 号 

	黄荣汉先生 
	黄荣汉先生 

	物业经理 
	物业经理 

	2505 7266 
	2505 7266 

	whwong@modernliving.com 
	whwong@modernliving.com 

	2505 7311 
	2505 7311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Span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Span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Span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Span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Span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Span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Span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Span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Span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Span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Span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Span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Span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Span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Span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Span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Span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Span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Span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Span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Span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无障碍主任 – 房屋署 

	Span



	Table
	TBody
	TR
	Span
	TH
	Span
	区份 

	TH
	Span
	场所／建筑物／设施 

	TH
	Span
	地址 

	TH
	Span
	无障碍主任姓名 

	TH
	Span
	无障碍主任职衔 

	TH
	Span
	电话号码 

	TH
	Span
	电邮地址 

	TH
	Span
	传真号码 


	TR
	Span
	 
	 

	兴民邨 
	兴民邨 

	柴湾兴民邨小区大楼第二层平台 
	柴湾兴民邨小区大楼第二层平台 

	谢志超先生 
	谢志超先生 

	署理副房屋事务经理/兴民 
	署理副房屋事务经理/兴民 

	2558 6311 
	2558 6311 

	chichiu.tse@housingauthority.gov.hk 
	chichiu.tse@housingauthority.gov.hk 

	2505 2053 
	2505 2053 


	TR
	Span
	 
	 

	兴东邨 
	兴东邨 

	兴东邨兴康楼地下 
	兴东邨兴康楼地下 

	刘锦城先生  
	刘锦城先生  

	高级物业经理  
	高级物业经理  

	2567 8846 
	2567 8846 

	stephenlau@sunbaseprop.com 
	stephenlau@sunbaseprop.com 

	2568 2695 
	2568 2695 


	TR
	Span
	 
	 

	兴华(一)邨 
	兴华(一)邨 

	兴华(一)邨兴翠楼地下 
	兴华(一)邨兴翠楼地下 

	彭立言先生 
	彭立言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兴华(一) 
	助理物业经理/兴华(一) 

	2505 4228 
	2505 4228 

	panglapyin@cpsc.hk 
	panglapyin@cpsc.hk 

	2505 7243 
	2505 7243 


	TR
	Span
	 
	 

	兴华(二)邨 
	兴华(二)邨 

	柴湾兴华(二)邨安兴楼701-710室 
	柴湾兴华(二)邨安兴楼701-710室 

	陈荣耀先生 
	陈荣耀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兴华(二)二 
	副房屋事务经理/兴华(二)二 

	2557 0115 
	2557 0115 

	rickywy.chan@housingauthority.gov.hk 
	rickywy.chan@housingauthority.gov.hk 

	2515 1975 
	2515 1975 


	TR
	Span
	 
	 

	康东邨 
	康东邨 

	康东邨康瑞楼地下 
	康东邨康瑞楼地下 

	欧颂逸先生 
	欧颂逸先生 

	助理物业主任/康东邨 
	助理物业主任/康东邨 

	2513 1778 
	2513 1778 

	auchungyat@cpsc.hk 
	auchungyat@cpsc.hk 

	2513 1271 
	2513 1271 


	TR
	Span
	 
	 

	连翠邨 
	连翠邨 

	连翠邨连翠楼平台层 
	连翠邨连翠楼平台层 

	黄启智先生 
	黄启智先生 

	物业主任/连翠 
	物业主任/连翠 

	2568 2202 
	2568 2202 

	wongkaichi@cpsc.hk 
	wongkaichi@cpsc.hk 

	2568 2101 
	2568 2101 


	TR
	Span
	 
	 

	模范邨 
	模范邨 

	北角英皇道770号C座地下 
	北角英皇道770号C座地下 

	谭翠英小姐 
	谭翠英小姐 

	副房屋事务经理/石排湾三+模范 
	副房屋事务经理/石排湾三+模范 

	2562 4255 
	2562 4255 

	chuiying.tam@housingauthority.gov.hk 
	chuiying.tam@housingauthority.gov.hk 

	2562 9409 
	2562 9409 


	TR
	Span
	 
	 

	爱东邨 
	爱东邨 

	爱东邨爱逸楼地下 
	爱东邨爱逸楼地下 

	许俊武先生 
	许俊武先生 

	物业经理/爱东 
	物业经理/爱东 

	2513 1843 
	2513 1843 

	cmhui@modernliving.com.hk 
	cmhui@modernliving.com.hk 

	2513 1242 
	2513 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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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东邨分处 
	爱东邨分处 

	香港筲箕湾爱东邨爱善楼6楼 
	香港筲箕湾爱东邨爱善楼6楼 

	黄智发先生 
	黄智发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港岛及离岛六)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港岛及离岛六) 

	3160 4291 
	3160 4291 

	alexcf.w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alexcf.w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3160 4290 
	3160 4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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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西湾邨 
	小西湾邨 

	小西湾邨瑞隆楼地下10室 
	小西湾邨瑞隆楼地下10室 

	谢子杰先生 
	谢子杰先生 

	高级物业经理/小西湾 
	高级物业经理/小西湾 

	2557 7301 
	2557 7301 

	rickytse@modernliving.com.hk 
	rickytse@modernliving.com.hk 

	2505 2143 
	2505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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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乐邨 
	翠乐邨 

	翠乐邨翠禄楼地下 
	翠乐邨翠禄楼地下 

	何晓苗小姐 
	何晓苗小姐 

	物业主任/翠乐 
	物业主任/翠乐 

	2505 1494 
	2505 1494 

	hohiumiu@cpsc.hk 
	hohiumiu@cpsc.hk 

	2505 1324 
	2505 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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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湾邨 
	翠湾邨 

	柴湾翠湾邨翠福楼地下105室 
	柴湾翠湾邨翠福楼地下105室 

	谢子杰先生 
	谢子杰先生 

	高级物业经理/小西湾 
	高级物业经理/小西湾 

	2505 0200 
	2505 0200 

	rickytse@modernliving.com.hk 
	rickytse@modernliving.com.hk 

	2505 3411 
	2505 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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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厦邨 
	华厦邨 

	香港柴湾华厦邨华欣楼地下 
	香港柴湾华厦邨华欣楼地下 

	黄嘉茵小姐 
	黄嘉茵小姐 

	物业主任/华厦 
	物业主任/华厦 

	2563 2112 
	2563 2112 

	wongkayan@cpsc.hk 
	wongkayan@cpsc.hk 

	3747 8818 
	3747 8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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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翠邨 
	环翠邨 

	香港柴湾翠景街3号环翠邨蕙翠楼地下 
	香港柴湾翠景街3号环翠邨蕙翠楼地下 

	麦嘉穧先生 
	麦嘉穧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环翠)一 
	副房屋事务经理(环翠)一 

	2558 0180 
	2558 0180 

	Conrad.mak@housingauthority.gov.hk 
	Conrad.mak@housingauthority.gov.hk 

	2505 2147 
	2505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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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耀东邨 
	耀东邨 

	筲箕湾耀东邨耀丰楼8号地下 
	筲箕湾耀东邨耀丰楼8号地下 

	庄永安先生 
	庄永安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耀东邨一 
	副房屋事务经理/耀东邨一 

	2539 8336 
	2539 8336 

	jonathan.ch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jonathan.ch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539 0040 
	2539 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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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渔湾邨 
	渔湾邨 

	渔湾邨渔顺楼19-28号地下 
	渔湾邨渔顺楼19-28号地下 

	姚有成先生 
	姚有成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渔湾一 
	副房屋事务经理/渔湾一 

	2557 3281 
	2557 3281 

	desmond.yiu@housingauthority.gov.hk 
	desmond.yiu@housingauthority.gov.hk 

	2557 1353 
	2557 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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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渔湾邨分处 
	渔湾邨分处 

	渔湾邨渔泰楼9-20号地下 
	渔湾邨渔泰楼9-20号地下 

	冯惠娴女士 
	冯惠娴女士 

	署理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港岛及离岛一)二 
	署理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港岛及离岛一)二 

	2897 7479 
	2897 7479 

	waihan.fung@housingauthority.gov.hk 
	waihan.fu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515 1985 
	2515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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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塘 
	观塘 

	彩福邨 
	彩福邨 

	彩福邨彩善楼地下 
	彩福邨彩善楼地下 

	许振逹先生 
	许振逹先生 

	高级屋邨经理 
	高级屋邨经理 

	3417 1090 
	3417 1090 

	emchoifook@goodexcel.com.hk/choifook@goodexcel.com.hk 
	emchoifook@goodexcel.com.hk/choifook@goodexcel.com.hk 

	3197 0313 
	3197 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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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霞邨 
	彩霞邨 

	彩盈邨盈顺楼地下 
	彩盈邨盈顺楼地下 

	莫莲爱女士 
	莫莲爱女士 

	副物业经理 
	副物业经理 

	2246 9284 
	2246 9284 

	apm.chy@kaifupsc.com.hk 
	apm.chy@kaifupsc.com.hk 

	2750 1880 
	2750 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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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兴苑停车埸 
	彩兴苑停车埸 

	坪石邨玉石楼二楼 
	坪石邨玉石楼二楼 

	潘瑞芬小姐 
	潘瑞芬小姐 

	房屋事务主任/租约(东九龙八) 
	房屋事务主任/租约(东九龙八) 

	2323 8121 
	2323 8121 

	shuifan.poon@housingauthority.gov.hk 
	shuifan.poon@housingauthority.gov.hk 

	2351 4367 
	2351 4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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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德邨 
	彩德邨 

	彩德邨彩俊楼地下 
	彩德邨彩俊楼地下 

	刘嘉慧女士 
	刘嘉慧女士 

	助理屋邨经理 
	助理屋邨经理 

	2756 9990 
	2756 9990 

	emchoitak@goodexcel.com.hk/ aem1choitak@goodexcel.com.hk 
	emchoitak@goodexcel.com.hk/ aem1choitak@goodexcel.com.hk 

	2757 7300 
	2757 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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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盈邨及彩盈坊 
	彩盈邨及彩盈坊 

	彩盈邨盈富楼地下 
	彩盈邨盈富楼地下 

	梁洁媚女士 
	梁洁媚女士 

	屋邨经理 
	屋邨经理 

	2331 2845 
	2331 2845 

	sem.chy@kaifupsc.com.hk 
	sem.chy@kaifupsc.com.hk 

	2755 1311 
	2755 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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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本型 
	大本型 

	油塘高超道38号大本型商场管理处 
	油塘高超道38号大本型商场管理处 

	李颖琳女士 
	李颖琳女士 

	高级物业主任 
	高级物业主任 

	2870 2992 
	2870 2992 

	wlli@hongyip3.com 
	wlli@hongyip3.com 

	2870 2062 
	2870 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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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置居销售小组 
	绿置居销售小组 

	香港九龙观塘开源道33号建生广场1楼 
	香港九龙观塘开源道33号建生广场1楼 

	曾广勇先生 
	曾广勇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销售)(13) 
	副房屋事务经理(销售)(13) 

	3422 3660  
	3422 3660  

	ky.tsang@housingauthority.gov.hk  
	ky.tsang@housingauthority.gov.hk  

	3422 8780  
	3422 8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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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田邨 
	兴田邨 

	德田邨德欣楼7楼 
	德田邨德欣楼7楼 

	麦皓文先生 
	麦皓文先生 

	助理物业主任 
	助理物业主任 

	2177 6363 
	2177 6363 

	makhoman@cpsc.hk 
	makhoman@cpsc.hk 

	2177 6603 
	2177 6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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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华苑停车场 
	康华苑停车场 

	顺利邨利富楼地下 
	顺利邨利富楼地下 

	冼家余女士 
	冼家余女士 

	房屋事务主任/租约(东九龙五)八                                        
	房屋事务主任/租约(东九龙五)八                                        

	2341 8286 
	2341 8286 

	kyu.sin@housingauthority.gov.hk 
	kyu.sin@housingauthority.gov.hk 

	2763 6066 
	2763 6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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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田邨 
	启田邨 

	启田邨启仁楼地下C翼 
	启田邨启仁楼地下C翼 

	区仲仪女士 
	区仲仪女士 

	助理物业经理 
	助理物业经理 

	2346 1396 
	2346 1396 

	ktnapm@nicepml.com.hk 
	ktnapm@nicepml.com.hk 

	2349 7022 
	2349 7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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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业邨 
	启业邨 

	启业邨启贤楼地下 
	启业邨启贤楼地下 

	潘思因女士 
	潘思因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启业(一) 
	副房屋事务经理/启业(一) 

	2757 3710 
	2757 3710 

	phoenix.poon@housingauthority.gov.hk 
	phoenix.poon@housingauthority.gov.hk 

	2757 2471 
	2757 2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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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怡邨 
	高怡邨 

	高怡邨高悦楼地下 
	高怡邨高悦楼地下 

	王庆昌先生 
	王庆昌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高怡 
	副房屋事务经理/高怡 

	2772 0462 
	2772 0462 

	hingcheong.w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hingcheong.w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952 9120 
	2952 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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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田邨 
	广田邨 

	广田邨广靖楼地下 
	广田邨广靖楼地下 

	陈锦雄先生 
	陈锦雄先生 

	助理屋邨经理 
	助理屋邨经理 

	2349 8000 
	2349 8000 

	apm.ktn@kaifupsc.com.hk 
	apm.ktn@kaifupsc.com.hk 

	2347 3086 
	2347 3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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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田邨 
	蓝田邨 

	蓝田邨蓝泰楼地下 
	蓝田邨蓝泰楼地下 

	卓成威先生 
	卓成威先生 

	署理副房屋事务经理/蓝田(二) 
	署理副房屋事务经理/蓝田(二) 

	2769 8187 
	2769 8187 

	sw.cheuk@housingauthority.gov.hk 
	sw.cheuk@housingauthority.gov.hk 

	 2480 6270 
	 2480 6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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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鲤鱼门邨 
	鲤鱼门邨 

	鲤鱼门邨鲤意楼地下 
	鲤鱼门邨鲤意楼地下 

	谭兆忠先生 
	谭兆忠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鲤鱼门(一) 
	副房屋事务经理/鲤鱼门(一) 

	2246 5500 
	2246 5500 

	siuchungken.tam@housingauthority.gov.hk 
	siuchungken.tam@housingauthority.gov.hk 

	2246 5510 
	2246 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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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华北邨 
	乐华北邨 

	乐华北邨秉华楼地下 
	乐华北邨秉华楼地下 

	林溢伦先生 
	林溢伦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乐华北(一) 
	副房屋事务经理/乐华北(一) 

	2755 5551 
	2755 5551 

	billy.lam@housingauthority.gov.hk 
	billy.lam@housingauthority.gov.hk 

	2750 8597 
	2750 8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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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华南邨 
	乐华南邨 

	乐华南邨奂华楼地下 
	乐华南邨奂华楼地下 

	彭嘉棋女士 
	彭嘉棋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乐华南(一) 
	副房屋事务经理/乐华南(一) 

	2755 6613 
	2755 6613 

	kaki.pang@housingauthority.gov.hk 
	kaki.pa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757 2551 
	2757 2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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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头角下邨 
	牛头角下邨 

	牛头角下邨贵新楼地下 
	牛头角下邨贵新楼地下 

	王浩伦先生 
	王浩伦先生 

	屋邨经理 
	屋邨经理 

	2711 2090 
	2711 2090 

	em.lntk@kaifupsc.com.hk 
	em.lntk@kaifupsc.com.hk 

	2711 2390 
	2711 2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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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基商场 
	安基商场 

	牛头角振华道20号安基商场1楼 
	牛头角振华道20号安基商场1楼 

	李淑贞女士 
	李淑贞女士 

	物业经理 
	物业经理 

	2758 9519  
	2758 9519  

	emonkay@goodexcel.com.hk 
	emonkay@goodexcel.com.hk 

	2707 4685 
	2707 4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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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泰邨 
	安泰邨 

	安泰邨德泰楼地下高层 
	安泰邨德泰楼地下高层 

	谢嘉敏女士 
	谢嘉敏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安泰邨(五) 
	副房屋事务经理/安泰邨(五) 

	2981 0029 
	2981 0029 

	km.tze@housingauthority.gov.hk 
	km.tze@housingauthority.gov.hk 

	2191 3656 
	2191 3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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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达邨 
	安达邨 

	安达邨俊达楼地下 
	安达邨俊达楼地下 

	罗嘉仪女士 
	罗嘉仪女士 

	高级屋邨经理 
	高级屋邨经理 

	2319 0821 
	2319 0821 

	semontat@goodexcel.com.hk 
	semontat@goodexcel.com.hk 

	2319 1292 
	2319 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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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田邨 
	安田邨 

	安田邨安健楼平台 
	安田邨安健楼平台 

	梁志汉先生 
	梁志汉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 
	助理物业经理 

	2772 3201 
	2772 3201 

	otnapm@nicepml.com.hk 
	otnapm@nicepml.com.hk 

	2772 7991 
	2772 7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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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坪石邨 
	坪石邨 

	坪石邨玉石楼二楼 
	坪石邨玉石楼二楼 

	邝启荣先生 
	邝启荣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东九龙八)2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东九龙八)2 

	2323 8121 
	2323 8121 

	kaiw.kw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kaiw.kw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351 4367 
	2351 4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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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田邨 
	平田邨 

	平田邨平旺楼地下 
	平田邨平旺楼地下 

	李美仪女士 
	李美仪女士 

	管业经理 
	管业经理 

	2348 8681 
	2348 8681 

	ptepm@nicepml.com.hk 
	ptepm@nicepml.com.hk 

	2346 0390 
	2346 0390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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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达邨 
	宝达邨 

	宝达邨达富楼地下 
	宝达邨达富楼地下 

	柯皓维先生 
	柯皓维先生 

	物业经理 
	物业经理 

	2243 7133 
	2243 7133 

	howardor@cpsc.hk 
	howardor@cpsc.hk 

	2775 9112 
	2775 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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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九龙区域物业管理处 
	东九龙区域物业管理处 

	九龙牛头角振华道22号振华苑4楼 
	九龙牛头角振华道22号振华苑4楼 

	马懿君女士 
	马懿君女士 

	署理副房屋事务经理/东九龙 
	署理副房屋事务经理/东九龙 

	2751 4103 
	2751 4103 

	yeekwan.ma@housingauthority.gov.hk 
	yeekwan.ma@housingauthority.gov.hk 

	2755 4615 
	2755 4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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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茂坪南邨 
	秀茂坪南邨 

	秀茂坪南邨秀善楼地下 
	秀茂坪南邨秀善楼地下 

	李展纬先生 
	李展纬先生 

	物业经理 
	物业经理 

	2350 0228 
	2350 0228 

	leecw@hkeasyliving.com 
	leecw@hkeasyliving.com 

	2350 0166 
	2350 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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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茂坪邨 
	秀茂坪邨 

	秀茂坪秀景楼地下 
	秀茂坪秀景楼地下 

	谭珊珊女士 
	谭珊珊女士 

	物业经理 
	物业经理 

	2775 0818 
	2775 0818 

	sandytam@cpsc.hk 
	sandytam@cpsc.hk 

	2775 6232 
	2775 6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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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致苑停车埸 
	顺致苑停车埸 

	顺利邨利富楼地下 
	顺利邨利富楼地下 

	李燕玲女士 
	李燕玲女士 

	房屋事务主任/租约(东九龙五)十二                                     
	房屋事务主任/租约(东九龙五)十二                                     

	2341 8286 
	2341 8286 

	may.lee@housingauthority.gov.hk 
	may.lee@housingauthority.gov.hk 

	2763 6066 
	2763 6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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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利邨 
	顺利邨 

	顺利邨利富楼地下 
	顺利邨利富楼地下 

	曾国全先生 
	曾国全先生 

	物业经理 
	物业经理 

	2341 8286 
	2341 8286 

	tsangkc@hkeasyliving.com 
	tsangkc@hkeasyliving.com 

	2169 0811 
	2169 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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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安邨 
	顺安邨 

	顺安邨安颂楼地下 
	顺安邨安颂楼地下 

	刘泽民先生 
	刘泽民先生 

	物业经理 
	物业经理 

	2342 8259 
	2342 8259 

	laucm@hkeasyliving.com 
	laucm@hkeasyliving.com 

	2632 7001 
	2632 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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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天邨 
	顺天邨 

	顺天邨天晖楼地下 
	顺天邨天晖楼地下 

	祝月芳女士 
	祝月芳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顺天(三) 
	副房屋事务经理/顺天(三) 

	2797 2010 
	2797 2010 

	yf.chuk@housingauthority.gov.hk 
	yf.chuk@housingauthority.gov.hk 

	2763 6050 
	2763 6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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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田邨德欣楼 
	德田邨德欣楼 

	德田邨德欣楼7楼 
	德田邨德欣楼7楼 

	林仁达先生 
	林仁达先生 

	物业经理 
	物业经理 

	2177 6363 
	2177 6363 

	lamyantat@cpsc.hk 
	lamyantat@cpsc.hk 

	2177 6603 
	2177 6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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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屏北邨 
	翠屏北邨 

	翠屏北邨翠栢楼平台 
	翠屏北邨翠栢楼平台 

	张友基先生 
	张友基先生 

	物业经理 
	物业经理 

	3101 8052 
	3101 8052 

	pm20190026pm@nicepml.com.hk 
	pm20190026pm@nicepml.com.hk 

	3101 9827 
	3101 9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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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屏南邨 
	翠屏南邨 

	翠屏南邨翠松楼地下A翼 
	翠屏南邨翠松楼地下A翼 

	阮章明先生 
	阮章明先生 

	助理营运总监 
	助理营运总监 

	2772 5077 
	2772 5077 

	tpspm@nicepml.com.hk 
	tpspm@nicepml.com.hk 

	2349 2877 
	2349 2877 




	Table
	TBody
	TR
	Span
	TH
	Span
	区份 

	TH
	Span
	场所／建筑物／设施 

	TH
	Span
	地址 

	TH
	Span
	无障碍主任姓名 

	TH
	Span
	无障碍主任职衔 

	TH
	Span
	电话号码 

	TH
	Span
	电邮地址 

	TH
	Span
	传真号码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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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头角上邨 
	牛头角上邨 

	牛头角上邨常富楼地下 
	牛头角上邨常富楼地下 

	杨国淳先生 
	杨国淳先生 

	屋邨经理 
	屋邨经理 

	2751 6006 
	2751 6006 

	apm1.untk@kaifupsc.com.hk 
	apm1.untk@kaifupsc.com.hk 

	2751 6556 
	2751 6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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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汉邨 
	云汉邨 

	云汉邨 汉松楼地下 
	云汉邨 汉松楼地下 

	吴咏儿女士 
	吴咏儿女士 

	助理物业经理 
	助理物业经理 

	2172 7393 
	2172 7393 

	wheapm@nicepml.com.hk 
	wheapm@nicepml.com.hk 

	2172 7255 
	2172 7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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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乐邨 
	和乐邨 

	和乐邨平安楼地下 
	和乐邨平安楼地下 

	廖美琼女士 
	廖美琼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和乐 
	副房屋事务经理/和乐 

	2342 1935 
	2342 1935 

	mk.lew@housingauthority.gov.hk 
	mk.lew@housingauthority.gov.hk 

	2763 6648 
	2763 6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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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翠苑停车埸 
	油翠苑停车埸 

	坪石邨玉石楼二楼 
	坪石邨玉石楼二楼 

	江仕忠先生 
	江仕忠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东九龙八)1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东九龙八)1 

	2323 8121 
	2323 8121 

	kermit.k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kermit.k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351 4367 
	2351 4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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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丽邨 
	油丽邨 

	油丽邨丰丽楼地下 
	油丽邨丰丽楼地下 

	黄文树先生 
	黄文树先生 

	高级物业经理 
	高级物业经理 

	2629 4398 
	2629 4398 

	michaelwong@hkeasyliving.com 
	michaelwong@hkeasyliving.com 

	2629 4478 
	2629 4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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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丽商场 
	油丽商场 

	油塘油塘道9号油丽商场3楼商场管理处 
	油塘油塘道9号油丽商场3楼商场管理处 

	翁松明先生 
	翁松明先生 

	助理分区经理 
	助理分区经理 

	3170 0200 
	3170 0200 

	cmyung@hongyip3.com 
	cmyung@hongyip3.com 

	3170 1989 
	3170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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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塘邨 
	油塘邨 

	油塘邨富塘楼地下 
	油塘邨富塘楼地下 

	李江成先生 
	李江成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 
	助理物业经理 

	2349 4189 
	2349 4189 

	leekongshing@cpsc.hk 
	leekongshing@cpsc.hk 

	3194 0310 
	3194 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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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水埗 
	深水埗 

	泽安邨 
	泽安邨 

	深水埗泽安邨华泽楼地下17A-24号 
	深水埗泽安邨华泽楼地下17A-24号 

	林广扬先生 
	林广扬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泽安 
	副房屋事务经理/泽安 

	2778 2628 
	2778 2628 

	kyeung.lam@housingauthority.gov.hk 
	kyeung.lam@housingauthority.gov.hk 

	2778 0709 
	2778 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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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湾邨 
	长沙湾邨 

	九龙深水埗长沙湾邨长泰楼1楼 
	九龙深水埗长沙湾邨长泰楼1楼 

	曾熹鑫先生  
	曾熹鑫先生  

	助理管业经理/长沙湾 
	助理管业经理/长沙湾 

	2327 2775 
	2327 2775 

	cswapm@nicepml.com.hk 
	cswapm@nicepml.com.hk 

	2327 2119 
	2327 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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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邨 
	幸福邨 

	幸福邨福月楼地下 
	幸福邨福月楼地下 

	陈婉瑜女士 
	陈婉瑜女士 

	总物业经理/幸福 
	总物业经理/幸福 

	2204 1027 
	2204 1027 

	chanyuenyu@pioneermgt.com.hk 
	chanyuenyu@pioneermgt.com.hk 

	2204 1051 
	2204 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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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昌邨 
	富昌邨 

	深水埗富昌邨富盈楼地下 
	深水埗富昌邨富盈楼地下 

	卢佩雯女士 
	卢佩雯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富昌三 
	副房屋事务经理/富昌三 

	2361 8181 
	2361 8181 

	puiman.lo@housingauthority.gov.hk 
	puiman.lo@housingauthority.gov.hk 

	2361 3030 
	2361 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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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丽邨 
	海丽邨 

	深水埗海丽邨海晴楼地下 
	深水埗海丽邨海晴楼地下 

	李国斌先生 
	李国斌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海丽(一) 
	副房屋事务经理/海丽(一) 

	2947 1368 
	2947 1368 

	pollock.lee@housingauthority.gov.hk 
	pollock.lee@housingauthority.gov.hk 

	2760 4885 
	2760 4885 


	TR
	Span
	 
	 

	海达邨 
	海达邨 

	九龙深水埗深旺道38号海达邨海荣楼地下海达邨物业服务办事处 
	九龙深水埗深旺道38号海达邨海荣楼地下海达邨物业服务办事处 

	邓永强先生 
	邓永强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海达 
	助理物业经理/海达 

	2776 8366 
	2776 8366 

	wingkeung_tang@cohl.com  
	wingkeung_tang@cohl.com  

	2776 8023 
	2776 8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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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盈邨 
	海盈邨 

	九龙深水埗海盈邨盈辉楼地下海盈邨物业服务办事处 
	九龙深水埗海盈邨盈辉楼地下海盈邨物业服务办事处 

	陈志礼先生 
	陈志礼先生 

	物业经理/ 海盈 
	物业经理/ 海盈 

	2566 9831 
	2566 9831 

	hyespm@nicepml.com.hk 
	hyespm@nicepml.com.hk 

	2566 8121 
	2566 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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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阁邨 
	丽阁邨 

	深水埗丽阁邨丽葵楼一楼 
	深水埗丽阁邨丽葵楼一楼 

	黄颂然女士 
	黄颂然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丽阁一 
	副房屋事务经理/丽阁一 

	2361 0217 
	2361 0217 

	chungy.w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chungy.w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748 7093 
	2748 7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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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安邨 
	丽安邨 

	深水埗丽安邨丽平楼地下 
	深水埗丽安邨丽平楼地下 

	司徒觉成先生 
	司徒觉成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丽阁二及丽安 
	副房屋事务经理/丽阁二及丽安 

	2725 5750 
	2725 5750 

	kokshing.szeto@housingauthority.gov.hk 
	kokshing.szeto@housingauthority.gov.hk 

	2708 3870 
	2708 3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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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翠苑(公屋) 
	丽翠苑(公屋) 

	九龙长沙湾丽翠商场2楼丽翠苑(公屋)物业服务办事处 
	九龙长沙湾丽翠商场2楼丽翠苑(公屋)物业服务办事处 

	陈家廉先生 
	陈家廉先生 

	物业经理/ 丽翠(公屋) 
	物业经理/ 丽翠(公屋) 

	2305 0238 
	2305 0238 

	laitsui@nicepml.com.hk 
	laitsui@nicepml.com.hk 

	2305 0281 
	2305 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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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郑屋邨 
	李郑屋邨 

	九龙李郑屋邨信义楼平台317室 
	九龙李郑屋邨信义楼平台317室 

	梁家乐先生 
	梁家乐先生 

	高级管业主任/李郑屋 
	高级管业主任/李郑屋 

	2728 2239 
	2728 2239 

	pm20190044pm3@nicepml.com.hk 
	pm20190044pm3@nicepml.com.hk 

	2728 2790 
	2728 2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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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昌邨 
	南昌邨 

	深水埗南昌邨昌安楼地下8-9室 
	深水埗南昌邨昌安楼地下8-9室 

	洪洛廉先生 
	洪洛廉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南昌 
	助理物业经理/南昌 

	2386 9311 
	2386 9311 

	pm20190044pm3@nicepml.com.hk 
	pm20190044pm3@nicepml.com.hk 

	2386 9334 
	2386 9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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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山邨 
	南山邨 

	深水埗南山邨南安楼地下 
	深水埗南山邨南安楼地下 

	袁惠仪女士 
	袁惠仪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南山一 
	副房屋事务经理/南山一 

	2777 3161 
	2777 3161 

	clarawy.yuen@housingauthority.gov.hk 
	clarawy.yuen@housingauthority.gov.hk 

	2776 8371 
	2776 8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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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田邨及商场 
	白田邨及商场 

	九龙深水埗白田邨健田楼低层一楼  
	九龙深水埗白田邨健田楼低层一楼  

	李卓琳小姐 
	李卓琳小姐 

	副房屋事务经理/白田三 
	副房屋事务经理/白田三 

	2777 9883 
	2777 9883 

	cheuklam.li@housingauthority.gov.hk 
	cheuklam.li@housingauthority.gov.hk 

	2776 8386 
	2776 8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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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田邨(四、五期) 
	白田邨(四、五期) 

	白田邨安田楼地下 
	白田邨安田楼地下 

	萧亮英先生 
	萧亮英先生 

	物业经理/白田 
	物业经理/白田 

	2779 4153 
	2779 4153 

	siuleungying@pioneermgt.com.hk 
	siuleungying@pioneermgt.com.hk 

	2779 4500 
	2779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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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硖尾邨及商场 
	石硖尾邨及商场 

	深水埗窝仔街石硖尾邨第44座平台 
	深水埗窝仔街石硖尾邨第44座平台 

	黄霭婷女士 
	黄霭婷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石硖尾二 
	副房屋事务经理/石硖尾二 

	2777 0280 
	2777 0280 

	ot.w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ot.w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776 8377 
	2776 8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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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硖尾邨(二、三、五、六及七期) 
	石硖尾邨(二、三、五、六及七期) 

	石硖尾邨(五期)美盛楼二楼 
	石硖尾邨(五期)美盛楼二楼 

	萧珞珩先生 
	萧珞珩先生 

	物业经理/石硖尾邨(二、三、五、六及七期) 
	物业经理/石硖尾邨(二、三、五、六及七期) 

	2788 3120 
	2788 3120 

	skmepm@nicepml.com.hk 
	skmepm@nicepml.com.hk 

	2788 3161 
	2788 3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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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屋邨 
	苏屋邨 

	苏屋邨办事处 大楼地下 
	苏屋邨办事处 大楼地下 

	张莉萨女士 
	张莉萨女士 

	高级物业经理/ 苏屋 
	高级物业经理/ 苏屋 

	3709 7507 
	3709 7507 

	laisha_cheung@cohl.com 
	laisha_cheung@cohl.com 

	3907 0447 
	3907 0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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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坑东邨 
	大坑东邨 

	大坑东邨东旺楼地下 
	大坑东邨东旺楼地下 

	伍骏杰先生 
	伍骏杰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大坑东 
	助理物业经理/大坑东 

	2788 0078 
	2788 0078 

	thtapm@nicepml.com.hk 
	thtapm@nicepml.com.hk 

	2788 2239 
	2788 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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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洲邨 
	元洲邨 

	元州邨元满楼地下 
	元州邨元满楼地下 

	张兆权先生 
	张兆权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元州 
	助理物业经理/元州 

	2387 0023 
	2387 0023 

	cheungsiukuen@pioneermgt.com.hk 
	cheungsiukuen@pioneermgt.com.hk 

	2295 3183 
	2295 3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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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昌邨 
	荣昌邨 

	深水埗荣昌邨荣俊楼地下 
	深水埗荣昌邨荣俊楼地下 

	岑玉敏女士 
	岑玉敏女士 

	助理物业经理/荣昌 
	助理物业经理/荣昌 

	2323 0680 
	2323 0680 

	wcapm@nicepml.com.hk 
	wcapm@nicepml.com.hk 

	2323 8480 
	2323 8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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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尖旺 
	油尖旺 

	土木工程组 
	土木工程组 

	九龙弥敦道750号始创中心13楼 
	九龙弥敦道750号始创中心13楼 

	黄少辉先生 
	黄少辉先生 

	首席技术主任(土木工程)/二 
	首席技术主任(土木工程)/二 

	3549 6337 
	3549 6337 

	thomassf.w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thomassf.w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3549 6536 
	3549 6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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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富苑 
	海富苑 

	旺角海富苑海泰阁地下海富苑办事处 
	旺角海富苑海泰阁地下海富苑办事处 

	范健乐先生 
	范健乐先生 

	物业经理/海富 
	物业经理/海富 

	2625 4370 
	2625 4370 

	hfpm@nicepml.com.hk 
	hfpm@nicepml.com.hk 

	3152 2174 
	3152 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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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料测量组(一) 
	工料测量组(一) 

	弥敦道750号始创中心1919-1929及2001-2038室 
	弥敦道750号始创中心1919-1929及2001-2038室 

	郭伟业先生 
	郭伟业先生 

	首席测量主任(工料)/一 
	首席测量主任(工料)/一 

	3167 7145   
	3167 7145   

	cato.kwok@housingauthority.gov.hk  
	cato.kwok@housingauthority.gov.hk  

	3167 7358  
	3167 7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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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大仙 
	黄大仙 

	彩辉邨 
	彩辉邨 

	九龙彩辉邨彩叶楼地下 
	九龙彩辉邨彩叶楼地下 

	罗荣宝先生 
	罗荣宝先生 

	屋邨经理/彩辉邨 
	屋邨经理/彩辉邨 

	2707 9978 
	2707 9978 

	emchf@goodexcel.com.hk 
	emchf@goodexcel.com.hk 

	2758 2929 
	2758 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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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埄苑停车场 
	彩埄苑停车场 

	九龙彩云(一)邨伴月楼地下108-115室 
	九龙彩云(一)邨伴月楼地下108-115室 

	江焱芳女士 
	江焱芳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彩云(一)1 
	副房屋事务经理/彩云(一)1 

	2750 7211 
	2750 7211 

	yf.k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yf.k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750 8477 
	2750 8477 


	TR
	Span
	 
	 

	彩虹邨 
	彩虹邨 

	彩虹邨翠琼楼101-109号 
	彩虹邨翠琼楼101-109号 

	郑家杰先生 
	郑家杰先生 

	房屋事务主任 / 彩虹 (十) 
	房屋事务主任 / 彩虹 (十) 

	2320 3066 
	2320 3066 

	kakit.cheng@housingauthority,gov.hk 
	kakit.che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351 9340 
	2351 9340 


	TR
	Span
	 
	 

	彩云(一)邨 
	彩云(一)邨 

	九龙彩云(一)邨伴月楼地下108-115室 
	九龙彩云(一)邨伴月楼地下108-115室 

	陈世华先生 
	陈世华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彩云(一)3 
	副房屋事务经理/彩云(一)3 

	2750 7211 
	2750 7211 

	sw.chen@housingauthority.gov.hk 
	sw.chen@housingauthority.gov.hk 

	2750 8477 
	2750 8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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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云(二)邨 
	彩云(二)邨 

	九龙彩云(二)邨明丽楼地下111-116室 
	九龙彩云(二)邨明丽楼地下111-116室 

	张钧源先生 
	张钧源先生 

	物业经理/彩云(二)邨 
	物业经理/彩云(二)邨 

	2755 0328 
	2755 0328 

	cheungky@hkeasyliving.com 
	cheungky@hkeasyliving.com 

	2755 0318 
	2755 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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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园北邨 
	竹园北邨 

	黄大仙竹园(北)邨桐园楼地下115A 室 
	黄大仙竹园(北)邨桐园楼地下115A 室 

	陈仲琪女士 
	陈仲琪女士 

	物业经理 
	物业经理 

	2726 3111 
	2726 3111 

	chanchungkei@cpsc.hk 
	chanchungkei@cpsc.hk 

	2726 5077 
	2726 5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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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园南邨 
	竹园南邨 

	九龙竹园(南)邨华园楼地下 
	九龙竹园(南)邨华园楼地下 

	颜源泉先生 
	颜源泉先生 

	高级物业经理/竹园(南)邨 
	高级物业经理/竹园(南)邨 

	2327 8818 
	2327 8818 

	nganyc@hkeasyliving.com 
	nganyc@hkeasyliving.com 

	2327 8808 
	2327 8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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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强苑停车场 
	富强苑停车场 

	九龙黄大仙龙翔道136号黄大仙中心北馆平台 
	九龙黄大仙龙翔道136号黄大仙中心北馆平台 

	陈兆康先生 
	陈兆康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黄大仙、青衣及荃湾四)1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黄大仙、青衣及荃湾四)1 

	3572 0040 
	3572 0040 

	siuhong.chan@housingauthority.gov.hk 
	siuhong.chan@housingauthority.gov.hk 

	3572 0044 
	3572 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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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山邨 
	富山邨 

	九龙富山邨富仁楼地库一 
	九龙富山邨富仁楼地库一 

	叶子维先生 
	叶子维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富山) 
	助理物业经理(富山) 

	2351 2115 
	2351 2115 

	yiptszwai@pioneermgt.com.hk 
	yiptszwai@pioneermgt.com.hk 

	2351 9460 
	2351 9460 


	TR
	Span
	 
	 

	凤德邨 
	凤德邨 

	慈云山凤德邨斑凤楼211-224室 
	慈云山凤德邨斑凤楼211-224室 

	陈仲琪女士 
	陈仲琪女士 

	物业经理 
	物业经理 

	3568 0086 
	3568 0086 

	chanchungkei@cpsc.hk 
	chanchungkei@cpsc.hk 

	2321 0733 
	2321 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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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委员会客务中心 
	房屋委员会客务中心 

	横头磡南道三号香港房屋委员会客务中心第2层 
	横头磡南道三号香港房屋委员会客务中心第2层 

	冯润琼女士 
	冯润琼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申请) 
	副房屋事务经理(申请) 

	2794 5227 
	2794 5227 

	yunking.fung@housingauthority.gov.hk 
	yunking.fu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794 5060 
	2794 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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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强苑停车场 
	嘉强苑停车场 

	九龙黄大仙龙翔道136号黄大仙中心北馆平台 
	九龙黄大仙龙翔道136号黄大仙中心北馆平台 

	陈兆康先生 
	陈兆康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黄大仙、青衣及荃湾四)1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黄大仙、青衣及荃湾四)1 

	3572 0040 
	3572 0040 

	siuhong.chan@housingauthority.gov.hk 
	siuhong.chan@housingauthority.gov.hk 

	3572 0044 
	3572 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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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钻苑 
	启钻苑 

	黄大仙启钻苑启宏阁3楼 
	黄大仙启钻苑启宏阁3楼 

	林剑雄先生 
	林剑雄先生 

	物业经理 
	物业经理 

	2701 1811 
	2701 1811 

	semkcn@goodexcel.com.hk 
	semkcn@goodexcel.com.hk 

	2701 1232 
	2701 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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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琼轩苑停车场 
	琼轩苑停车场 

	钻石山凤德邨斑凤楼211-224号 
	钻石山凤德邨斑凤楼211-224号 

	徐文伟先生 
	徐文伟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黄大仙、青衣及荃湾六)2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黄大仙、青衣及荃湾六)2 

	2324 0096 
	2324 0096 

	pheo.tsui@housingauthority.gov.hk 
	pheo.tsui@housingauthority.gov.hk 

	2752 8665 
	2752 8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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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琼山苑停车场 
	琼山苑停车场 

	钻石山凤德邨斑凤楼211-224号 
	钻石山凤德邨斑凤楼211-224号 

	徐文伟先生 
	徐文伟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黄大仙、青衣及荃湾六)2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黄大仙、青衣及荃湾六)2 

	2324 0096 
	2324 0096 

	pheo.tsui@housingauthority.gov.hk 
	pheo.tsui@housingauthority.gov.hk 

	2752 8665 
	2752 8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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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泰苑停车场 
	景泰苑停车场 

	东汇邨汇仁楼1楼 
	东汇邨汇仁楼1楼 

	徐重新先生 
	徐重新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 
	助理物业经理 

	2590 0880 
	2590 0880 

	chuichungsun@pioneermgt.com.hk 
	chuichungsun@pioneermgt.com.hk 

	2590 0339 
	2590 0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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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富邨 
	乐富邨 

	九龙横头磡南道三号香港房屋委员会客务中心一楼平台 
	九龙横头磡南道三号香港房屋委员会客务中心一楼平台 

	温锦荣先生 
	温锦荣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乐富(二) 
	副房屋事务经理/乐富(二) 

	2336 5144 
	2336 5144 

	kamwing.wan@housingauthority.gov.hk 
	kamwing.wan@housingauthority.gov.hk 

	2337 6523 
	2337 6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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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大仙下邨(一区) 
	黄大仙下邨(一区) 

	黄大仙黄大仙下邨(一区)龙华楼地下115-116号 
	黄大仙黄大仙下邨(一区)龙华楼地下115-116号 

	庄志伟先生 
	庄志伟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 
	助理物业经理 

	2726 5220 
	2726 5220 

	chongchiwai@cpsc.hk 
	chongchiwai@cpsc.hk 

	2726 3823 
	2726 3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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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大仙下邨(二区) 
	黄大仙下邨(二区) 

	黄大仙下邨(二区)龙慧楼地下 
	黄大仙下邨(二区)龙慧楼地下 

	梁润全先生 
	梁润全先生 

	高级物业经理(黄大仙下邨-二区) 
	高级物业经理(黄大仙下邨-二区) 

	2726 5675 
	2726 5675 

	leungyc@hkeasyliving.com 
	leungyc@hkeasyliving.com 

	2351 9194 
	2351 9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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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翔办公大楼 
	龙翔办公大楼 

	九龙黄大仙龙翔道136号黄大仙中心北馆平台 
	九龙黄大仙龙翔道136号黄大仙中心北馆平台 

	陈颕姸小姐 
	陈颕姸小姐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黄大仙、青衣及荃湾四)(2)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黄大仙、青衣及荃湾四)(2) 

	3572 0040 
	3572 0040 

	joanwy.chan@housingauthority.gov.hk 
	joanwy.chan@housingauthority.gov.hk 

	3572 0044 
	3572 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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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蟠苑商场 
	龙蟠苑商场 

	钻石山龙蟠苑商场低层1号 
	钻石山龙蟠苑商场低层1号 

	苏静贤女士 
	苏静贤女士 

	物业经理(龙蟠苑商场) 
	物业经理(龙蟠苑商场) 

	2726 0572 
	2726 0572 

	sochingyin@pioneermgt.com.hk 
	sochingyin@pioneermgt.com.hk 

	2267 7576 
	2267 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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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东邨 (美仁楼、美德楼、停车场) 
	美东邨 (美仁楼、美德楼、停车场) 

	九龙黄大仙培民街23号美东邨美德楼3楼 
	九龙黄大仙培民街23号美东邨美德楼3楼 

	罗家豪先生 
	罗家豪先生 

	房屋事务主任/美东(一) 
	房屋事务主任/美东(一) 

	2338 0521 
	2338 0521 

	kaho.lo@housingauthority.gov.hk 
	kaho.lo@housingauthority.gov.hk 

	2338 2953 
	2338 2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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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田坳邨 
	沙田坳邨 

	沙田坳邨和田楼地下 
	沙田坳邨和田楼地下 

	陈碧琪女士 
	陈碧琪女士 

	助理物业经理 
	助理物业经理 

	3563 5640 
	3563 5640 

	chanpikki@pioneermgt.com.hk 
	chanpikki@pioneermgt.com.hk 

	3563 5647 
	3563 5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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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强苑停车场 
	德强苑停车场 

	九龙横头磡南道三号香港房屋委员会客务中心一楼平台 
	九龙横头磡南道三号香港房屋委员会客务中心一楼平台 

	孙淑玲女士 
	孙淑玲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乐富(一) 
	副房屋事务经理/乐富(一) 

	2336 5144 
	2336 5144 

	sl.suen@housingauthority.gov.hk 
	sl.suen@housingauthority.gov.hk 

	2337 6523 
	2337 6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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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正邨 
	慈正邨 

	慈云山慈正邨正康楼地下 
	慈云山慈正邨正康楼地下 

	张大为先生 
	张大为先生 

	署理副房屋事务经理/慈正(二) 
	署理副房屋事务经理/慈正(二) 

	2325 0104 
	2325 0104 

	taiwai.cheung@housingauthority.gov.hk 
	taiwai.cheu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351 4358 
	2351 4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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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康邨 
	慈康邨 

	慈云山慈康邨康添楼地下 
	慈云山慈康邨康添楼地下 

	罗国梁先生 
	罗国梁先生 

	物业经理(慈康) 
	物业经理(慈康) 

	2997 5151 
	2997 5151 

	lawkwokleung@pioneermgt.com.hk 
	lawkwokleung@pioneermgt.com.hk 

	2997 5000 
	2997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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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乐邨 
	慈乐邨 

	慈云山慈乐邨乐祥楼地下 
	慈云山慈乐邨乐祥楼地下 

	张添发先生 
	张添发先生 

	高级物业经理(慈乐) 
	高级物业经理(慈乐) 

	2323 1787 
	2323 1787 

	cheungtimfat@pioneermgt.com.hk 
	cheungtimfat@pioneermgt.com.hk 

	2351 9458 
	2351 9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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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民邨 
	慈民邨 

	慈云山慈康邨康秀楼地下 
	慈云山慈康邨康秀楼地下 

	廖淑勤小姐 
	廖淑勤小姐 

	物业经理(慈民) 
	物业经理(慈民) 

	2324 4176 
	2324 4176 

	liushukkan@pioneermgt.com.hk 
	liushukkan@pioneermgt.com.hk 

	2351 9164 
	2351 9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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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头(二)邨 
	东头(二)邨 

	黄大仙东头(二)邨茂东楼地下12 号 
	黄大仙东头(二)邨茂东楼地下12 号 

	黎宗翰先生 
	黎宗翰先生 

	物业经理 
	物业经理 

	2716 7966 
	2716 7966 

	laichunghon@cpsc.hk 
	laichunghon@cpsc.hk 

	2716 2101 
	2716 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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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汇邨 
	东汇邨 

	东汇邨汇仁楼1楼 
	东汇邨汇仁楼1楼 

	连远昌先生 
	连远昌先生 

	高级物业经理 
	高级物业经理 

	2590 0880 
	2590 0880 

	mathialin@pioneermgt.com.hk 
	mathialin@pioneermgt.com.hk 

	2590 0339 
	2590 0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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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大仙上邨 
	黄大仙上邨 

	九龙黄大仙龙翔道136号黄大仙中心北馆平台 
	九龙黄大仙龙翔道136号黄大仙中心北馆平台 

	林景超先生 
	林景超先生 

	物业经理/黄大仙上邨 
	物业经理/黄大仙上邨 

	2321 2004 
	2321 2004 

	lamkingchiu@cpsc.hk 
	lamkingchiu@cpsc.hk 

	2352 6676 
	2352 6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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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头磡邨 
	横头磡邨 

	九龙横头磡邨宏晖楼地下 
	九龙横头磡邨宏晖楼地下 

	文碧达先生 
	文碧达先生 

	屋邨经理/横头磡邨 
	屋邨经理/横头磡邨 

	2336 0258 
	2336 0258 

	rayman@goodexcel.com.hk 
	rayman@goodexcel.com.hk 

	2337 6546 
	2337 6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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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龙城 
	九龙城 

	晴朗商场 
	晴朗商场 

	九龙城晴朗商场B区1楼 
	九龙城晴朗商场B区1楼 

	李焕勋先生 
	李焕勋先生 

	物业经理/晴朗商场 
	物业经理/晴朗商场 

	2882 7433 
	2882 7433 

	pmclsc@goodexcel.com.hk 
	pmclsc@goodexcel.com.hk 

	2882 7344 
	2882 7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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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文田邨 
	何文田邨 

	何文田邨雅文楼地下 
	何文田邨雅文楼地下 

	陈骏铭先生 
	陈骏铭先生 

	物业经理/何文田 
	物业经理/何文田 

	2176 4552 
	2176 4552 

	hmtpm@nicepml.com.hk 
	hmtpm@nicepml.com.hk 

	2242 1253 
	2242 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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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委员会总部 
	房屋委员会总部 

	何文田佛光街33号房屋委员会总部第一座3楼 
	何文田佛光街33号房屋委员会总部第一座3楼 

	邝玉梅女士 
	邝玉梅女士 

	高级行政主任(总务)1 
	高级行政主任(总务)1 

	2761 6688 
	2761 6688 

	julia.k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julia.k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711 4111 
	2711 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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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磡邨 
	红磡邨 

	红磡邨红晖楼地下 
	红磡邨红晖楼地下 

	周芸女士 
	周芸女士 

	物业经理/红磡 
	物业经理/红磡 

	2365 2387 
	2365 2387 

	hhpm@nicepml.com.hk 
	hhpm@nicepml.com.hk 

	2954 4384 
	2954 4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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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晴邨 
	启晴邨 

	九龙城沐虹街12号启晴邨康晴楼1楼 
	九龙城沐虹街12号启晴邨康晴楼1楼 

	关嘉雯女士 
	关嘉雯女士 

	屋邨经理/启晴 
	屋邨经理/启晴 

	2426 9011 
	2426 9011 

	em.kac@kaifupsc.com.hk  
	em.kac@kaifupsc.com.hk  

	2427 6911 
	2427 6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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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头围邨 
	马头围邨 

	马头围邨玫瑰楼地下 
	马头围邨玫瑰楼地下 

	梁漫盈女士 
	梁漫盈女士 

	助理物业经理/马头围 
	助理物业经理/马头围 

	2715 6683 
	2715 6683 

	mtwapm@nicepml.com.hk 
	mtwapm@nicepml.com.hk 

	2768 7446 
	2768 7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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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民邨 
	爱民邨 

	何文田爱民邨嘉民楼4楼407-415室 
	何文田爱民邨嘉民楼4楼407-415室 

	方育琪女士 
	方育琪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爱民一 
	副房屋事务经理/爱民一 

	2713 0121 
	2713 0121 

	yukk.f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yukk.f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768 7653 
	2768 7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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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乐邨 
	常乐邨 

	常乐邨常乐楼地下3室 
	常乐邨常乐楼地下3室 

	曹钧泽先生 
	曹钧泽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常乐 
	助理物业经理/常乐 

	2768 7239 
	2768 7239 

	slapm@nicepml.com.hk 
	slapm@nicepml.com.hk 

	2714 1790 
	2714 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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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朗邨 
	德朗邨 

	九龙城德朗邨停车场地下 
	九龙城德朗邨停车场地下 

	章绵安先生  
	章绵安先生  

	屋邨经理/德朗 
	屋邨经理/德朗 

	2856 6225 
	2856 6225 

	em.tlg@kaifupsc.com.hk 
	em.tlg@kaifupsc.com.hk 

	2856 6100 
	2856 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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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荃湾 
	荃湾 

	象山邨 
	象山邨 

	象山邨秀山楼地下 
	象山邨秀山楼地下 

	卢绍康先生 
	卢绍康先生 

	高级物业经理 
	高级物业经理 

	2493 5227 
	2493 5227 

	losiuhong@pioneermgt.com.hk 
	losiuhong@pioneermgt.com.hk 

	2415 3770 
	2415 3770 


	TR
	Span
	 
	 

	福来邨 
	福来邨 

	福来邨永康楼地下 
	福来邨永康楼地下 

	李帼英女士 
	李帼英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福来(二) 
	副房屋事务经理/福来(二) 

	2490 7834  
	2490 7834  

	kwokying.lee@housingauthority.gov.hk 
	kwokying.lee@housingauthority.gov.hk 

	2415 3834 
	2415 3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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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梨木树(二)邨 
	梨木树(二)邨 

	梨木树邨葵树楼A翼平台 
	梨木树邨葵树楼A翼平台 

	廖惠娜女士 
	廖惠娜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梨木树(二)1 
	副房屋事务经理/梨木树(二)1 

	2423 7458 
	2423 7458 

	wn.liu@housingauthority.gov.hk 
	wn.liu@housingauthority.gov.hk 

	2494 8207 
	2494 8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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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梨木树邨 
	梨木树邨 

	梨木树邨竹树楼地下109-116室 
	梨木树邨竹树楼地下109-116室 

	陈志远先生 
	陈志远先生 

	高级区域经理(梨木树) 
	高级区域经理(梨木树) 

	2418 2831 
	2418 2831 

	davecychan@cpsc.hk 
	davecychan@cpsc.hk 

	2418 2913 
	2418 2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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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围角邨 
	石围角邨 

	石围角邨石芳楼4楼 
	石围角邨石芳楼4楼 

	赖爱娣小姐 
	赖爱娣小姐 

	副房屋事务经理/石围角(三) 
	副房屋事务经理/石围角(三) 

	2416 5341 
	2416 5341 

	ot.lai@housingauthority.gov.hk 
	ot.lai@housingauthority.gov.hk 

	2415 3846 
	2415 3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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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朗 
	元朗 

	凤庭苑停车场 
	凤庭苑停车场 

	元朗水边围邨泉水楼地下 
	元朗水边围邨泉水楼地下 

	崔乐年先生 
	崔乐年先生 

	署理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元朗一)四 
	署理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元朗一)四 

	2442 2461 
	2442 2461 

	joe.chui@housingauthority.gov.hk 
	joe.chui@housingauthority.gov.hk 

	2477 3284 
	2477 3284 




	Table
	TBody
	TR
	Span
	TH
	Span
	区份 

	TH
	Span
	场所／建筑物／设施 

	TH
	Span
	地址 

	TH
	Span
	无障碍主任姓名 

	TH
	Span
	无障碍主任职衔 

	TH
	Span
	电话号码 

	TH
	Span
	电邮地址 

	TH
	Span
	传真号码 


	TR
	Span
	 
	 

	俊宏轩 
	俊宏轩 

	天水围俊宏轩商场一楼 
	天水围俊宏轩商场一楼 

	刘振威先生 
	刘振威先生 

	物业经理/俊宏轩 
	物业经理/俊宏轩 

	3401 8268 
	3401 8268 

	john.liu@cityservicesgroup.com  
	john.liu@cityservicesgroup.com  

	3401 8223 
	3401 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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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福邨 
	洪福邨 

	元朗洪福邨洪欢楼地下 
	元朗洪福邨洪欢楼地下 

	刘庭晖先生 
	刘庭晖先生 

	物业经理/ 洪福邨 
	物业经理/ 洪福邨 

	2285 9755 
	2285 9755 

	em.hfu@kaifupsc.com.hk 
	em.hfu@kaifupsc.com.hk 

	2285 9831 
	2285 9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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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褔商场及停车场 
	洪褔商场及停车场 

	元朗水边围邨泉水楼地下 
	元朗水边围邨泉水楼地下 

	李鸿运先生 
	李鸿运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元朗一)二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元朗一)二 

	2442 2461 
	2442 2461 

	hungwan.li@housingauthority.gov.hk 
	hungwan.li@housingauthority.gov.hk 

	2477 3284 
	2477 3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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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晴邨 
	朗晴邨 

	元朗朗晴邨青朗楼1楼 
	元朗朗晴邨青朗楼1楼 

	黄锐彬先生 
	黄锐彬先生 

	物业经理/ 朗睛邨 
	物业经理/ 朗睛邨 

	2451 6122 
	2451 6122 

	emlcg@unimaxhk.com 
	emlcg@unimaxhk.com 

	2451 6255 
	2451 6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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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屏邨 
	朗屏邨 

	元朗朗屏邨悦屏楼地下 
	元朗朗屏邨悦屏楼地下 

	钟志鹏先生 
	钟志鹏先生 

	管业经理/朗屏邨 
	管业经理/朗屏邨 

	2470 5600 
	2470 5600 

	chungcheepang@pioneermgt.com.hk 
	chungcheepang@pioneermgt.com.hk 

	2470 5066 
	2470 5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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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善邨及朗善商场 
	朗善邨及朗善商场 

	元朗朗善邨善良楼地下 
	元朗朗善邨善良楼地下 

	丘观华先生 
	丘观华先生 

	物业经理/ 朗善邨 
	物业经理/ 朗善邨 

	2452 1168 
	2452 1168 

	emlsn@unimaxhk.com 
	emlsn@unimaxhk.com 

	2451 1722 
	2451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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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边围邨 
	水边围邨 

	元朗水边围邨盈水楼地下 
	元朗水边围邨盈水楼地下 

	张嘉琳小姐 
	张嘉琳小姐 

	屋邨经理/水边围邨 
	屋邨经理/水边围邨 

	2479 4237 
	2479 4237 

	kalcheung@modernliving.com.hk 
	kalcheung@modernliving.com.hk 

	2479 4066 
	2479 4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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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泽邨 
	天泽邨 

	天泽邨服务设施大楼601室 
	天泽邨服务设施大楼601室 

	陈家诺先生 
	陈家诺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天泽邨 
	助理物业经理/天泽邨 

	2616 0806 
	2616 0806 

	kanok_chan@cohl.com 
	kanok_chan@cohl.com 

	2447 7489 
	2447 7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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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晴邨 
	天晴邨 

	天水围天秀路天晴邨晴碧楼地下 
	天水围天秀路天晴邨晴碧楼地下 

	何颂良先生 
	何颂良先生 

	高级屋邨经理/天晴邨 
	高级屋邨经理/天晴邨 

	3401 8578 
	3401 8578 

	sem.tch@kaifupsc.com.hk 
	sem.tch@kaifupsc.com.hk 

	3401 8468 
	3401 8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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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颂苑(非住宅) 
	天颂苑(非住宅) 

	天颂苑服务设施大楼2楼天颂苑管业处 
	天颂苑服务设施大楼2楼天颂苑管业处 

	林岱燃先生 
	林岱燃先生 

	高级物业资产经理/天颂苑 
	高级物业资产经理/天颂苑 

	2253 0000 
	2253 0000 

	leo.dy.lam@emo.urban.com.hk 
	leo.dy.lam@emo.urban.com.hk 

	2253 0007 
	2253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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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富苑停车场 
	天富苑停车场 

	元朗水边围邨泉水楼地下 
	元朗水边围邨泉水楼地下 

	崔敏玲女士 
	崔敏玲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元朗一)五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元朗一)五 

	2442 2461 
	2442 2461 

	manling.tsui@housingauthority.gov.hk 
	manling.tsui@housingauthority.gov.hk 

	2477 3284 
	2477 3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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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恒邨 
	天恒邨 

	新界天水围天恒邨恒运楼地下 
	新界天水围天恒邨恒运楼地下 

	郭君濂先生 
	郭君濂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天恒(一) 
	副房屋事务经理/天恒(一) 

	2486 5000 
	2486 5000 

	kwanlim.kwok@housingauthority.gov.hk 
	kwanlim.kwok@housingauthority.gov.hk 

	2486 5008 
	2486 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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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瑞邨 
	天瑞邨 

	天瑞邨瑞辉楼地下 
	天瑞邨瑞辉楼地下 

	周广明先生 
	周广明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天瑞(二)一 
	副房屋事务经理/天瑞(二)一 

	2445 1645 
	2445 1645 

	kwongming.chow@housingauthority.gov.hk 
	kwongming.chow@housingauthority.gov.hk 

	2616 9356 
	2616 9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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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慈邨 
	天慈邨 

	天慈邨物业服务办事处，新界天水围天慈邨慈恩楼地下 
	天慈邨物业服务办事处，新界天水围天慈邨慈恩楼地下 

	李秀芳小姐 
	李秀芳小姐 

	管业经理/天慈邨 
	管业经理/天慈邨 

	2476 8449 
	2476 8449 

	psaettz.em@housingauthority.gov.hk, ttem1@pioneermgt.com.hk 
	psaettz.em@housingauthority.gov.hk, ttem1@pioneermgt.com.hk 

	2446 0674 
	2446 0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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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华邨 
	天华邨 

	天华邨华朗楼地下 
	天华邨华朗楼地下 

	黄乐山先生 
	黄乐山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天华邨 
	助理物业经理/天华邨 

	2448 1723 
	2448 1723 

	wongloksan@pioneermgt.com.hk 
	wongloksan@pioneermgt.com.hk 

	2253 6002 
	2253 6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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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恩邨及天恩商场 
	天恩邨及天恩商场 

	天恩邨恩乐楼地下 
	天恩邨恩乐楼地下 

	张少冰女士 
	张少冰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天恩(三) 
	副房屋事务经理/天恩(三) 

	3152 2672 
	3152 2672 

	sp.cheung@housingauthority.gov.hk 
	sp.cheung@housingauthority.gov.hk 

	3152 3780 
	3152 3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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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逸邨 
	天逸邨 

	天逸邨逸涛楼地下物业服务办事处 
	天逸邨逸涛楼地下物业服务办事处 

	岑文标先生 
	岑文标先生 

	屋邨经理/天逸邨 
	屋邨经理/天逸邨 

	2486 3088 
	2486 3088 

	em.tya@kaifupsc.com.hk 
	em.tya@kaifupsc.com.hk 

	2486 3308 
	2486 3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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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耀邨 
	天耀邨 

	天耀邨耀丰楼地下 
	天耀邨耀丰楼地下 

	郑建乐先生 
	郑建乐先生 

	高级屋邨经理/天耀邨 
	高级屋邨经理/天耀邨 

	2448 1810 
	2448 1810 

	dennischeng@modernliving.com.hk 
	dennischeng@modernliving.com.hk 

	2448 1922 
	2448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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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悦邨 
	天悦邨 

	天水围天悦邨服务设施大楼 1楼 
	天水围天悦邨服务设施大楼 1楼 

	邱冠升先生 
	邱冠升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天悦(二) 
	副房屋事务经理/天悦(二) 

	2448 8863 
	2448 8863 

	kk.yau@housingauthority.gov.hk 
	kk.yau@housingauthority.gov.hk 

	2448 8121 
	2448 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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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区 
	北区 

	祥龙围邨 
	祥龙围邨 

	上水祥龙围邨景祥楼地下 
	上水祥龙围邨景祥楼地下 

	钟展宏先生 
	钟展宏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祥龙围邨) 
	助理物业经理(祥龙围邨) 

	2670 1997 
	2670 1997 

	chungchinwang@cpsc.hk 
	chungchinwang@cpsc.hk 

	2670 1996 
	2670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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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祥华邨 
	祥华邨 

	新界粉岭祥华邨祥颂楼地下 
	新界粉岭祥华邨祥颂楼地下 

	陈志全先生 
	陈志全先生 

	高级物业经理(祥华邨) 
	高级物业经理(祥华邨) 

	2682 1176 
	2682 1176 

	semcw@goodexcel.com.hk 
	semcw@goodexcel.com.hk 

	2682 2012 
	2682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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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河邨 
	清河邨 

	上水清河邨清誉楼地下 
	上水清河邨清誉楼地下 

	邓启聪先生 
	邓启聪先生 

	物业经理(清河邨) 
	物业经理(清河邨) 

	2671 7939 
	2671 7939 

	tangkaichung@cpsc.hk 
	tangkaichung@cpsc.hk 

	2671 7484 
	2671 7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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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园邨 
	彩园邨 

	上水彩园邨彩屏楼地下 
	上水彩园邨彩屏楼地下 

	何耀东先生 
	何耀东先生 

	物业经理(彩园邨) 
	物业经理(彩园邨) 

	2672 6927 
	2672 6927 

	esmondho@cpsc.hk 
	esmondho@cpsc.hk 

	2668 4040 
	2668 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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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晖明邨 
	晖明邨 

	粉岭晖明路10号晖明邨升晖楼地下 
	粉岭晖明路10号晖明邨升晖楼地下 

	彭绮芳女士 
	彭绮芳女士 

	屋邨经理 
	屋邨经理 

	2612 2291 
	2612 2291 

	em.fmg@kaifupsc.com.hk 
	em.fmg@kaifupsc.com.hk 

	2612 2991 
	2612 2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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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福邨 
	嘉福邨 

	粉岭嘉福邨福安楼地下 
	粉岭嘉福邨福安楼地下 

	黎建业先生 
	黎建业先生 

	屋邨经理(嘉福邨) 
	屋邨经理(嘉福邨) 

	2677 0383 
	2677 0383 

	aemkaf@goodexcel.com.hk 
	aemkaf@goodexcel.com.hk 

	2677 6637 
	2677 6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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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石湖邨 
	宝石湖邨 

	新界上水彩园路21号宝石湖邨紫晶楼第三层平台 
	新界上水彩园路21号宝石湖邨紫晶楼第三层平台 

	梁家登先生 
	梁家登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宝石湖邨) 
	助理物业经理(宝石湖邨) 

	2663 2326 
	2663 2326 

	apm.psw@kaifupsc.com.hk 
	apm.psw@kaifupsc.com.hk 

	2663 2287 
	2663 2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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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山邨 
	皇后山邨 

	新界粉岭龙马路皇后山邨皇顺楼阁楼 
	新界粉岭龙马路皇后山邨皇顺楼阁楼 

	黄丽强先生 
	黄丽强先生 

	物业经理 
	物业经理 

	2537 0001 
	2537 0001 

	laikeung_wong@cohl.com 
	laikeung_wong@cohl.com 

	2537 0003 
	2537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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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山邨(商场、停车场及限制道路) 
	皇后山邨(商场、停车场及限制道路) 

	新界粉岭龙马路68号皇后山邨皇后山商场平台 
	新界粉岭龙马路68号皇后山邨皇后山商场平台 

	刘炳华先生 
	刘炳华先生 

	物业经理 
	物业经理 

	2661 2821 
	2661 2821 

	stevelau@sunbaseprop.com 
	stevelau@sunbaseprop.com 

	2661 2311 
	2661 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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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邨 
	太平邨 

	上水太平邨平熙楼地下 
	上水太平邨平熙楼地下 

	林少欣女士 
	林少欣女士 

	高级物业主任(太平邨) 
	高级物业主任(太平邨) 

	2668 0528 
	2668 0528 

	lamsiuyan@cpsc.hk 
	lamsiuyan@cpsc.hk 

	2668 4040 
	2668 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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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平邨 
	天平邨 

	上水天平邨天朗楼地下 
	上水天平邨天朗楼地下 

	何沛思女士 
	何沛思女士 

	助理物业经理(天平邨) 
	助理物业经理(天平邨) 

	2672 0235 
	2672 0235 

	hopuisee@cpsc.hk 
	hopuisee@cpsc.hk 

	2672 1218 
	2672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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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明邨 
	华明邨 

	粉岭华明邨颂明楼地下 
	粉岭华明邨颂明楼地下 

	张敏茵女士 
	张敏茵女士 

	助理物业经理(华明邨) 
	助理物业经理(华明邨) 

	2675 9583 
	2675 9583 

	aemwm@goodexcel.com.hk 
	aemwm@goodexcel.com.hk 

	2669 8537 
	2669 8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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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心邨 
	华心邨 

	粉岭华心邨华勉楼地下 
	粉岭华心邨华勉楼地下 

	李楚欣女士 
	李楚欣女士 

	高级物业主任(华心邨) 
	高级物业主任(华心邨) 

	2677 1772  
	2677 1772  

	pows@goodexcel.com.hk 
	pows@goodexcel.com.hk 

	2676 7622 
	2676 7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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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盛苑 
	雍盛苑 

	粉岭晖明路八号雍盛苑雍华阁地下 
	粉岭晖明路八号雍盛苑雍华阁地下 

	王美怡小姐 
	王美怡小姐 

	助理物业经理(雍盛苑) 
	助理物业经理(雍盛苑) 

	3124 6796 
	3124 6796 

	aemys@goodexcel.com.hk 
	aemys@goodexcel.com.hk 

	3124 6870 
	3124 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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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田 
	沙田 

	秦石邨 
	秦石邨 

	沙田秦石邨石玉楼地下 
	沙田秦石邨石玉楼地下 

	傅裕平先生 
	傅裕平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秦石)(一) 
	副房屋事务经理(秦石)(一) 

	2698 1234 
	2698 1234 

	yp.fu@housingauthority.gov.hk 
	yp.fu@housingauthority.gov.hk 

	2699 9562 
	2699 9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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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骏洋邨 
	骏洋邨 

	新界火炭黄竹洋街骏洋邨骏时楼1楼 
	新界火炭黄竹洋街骏洋邨骏时楼1楼 

	赵坤宣先生 
	赵坤宣先生 

	分区总经理(公营项目) 
	分区总经理(公营项目) 

	2658 0082 
	2658 0082 

	kwansuen_chiu@cohl.com 
	kwansuen_chiu@cohl.com 

	2658 0390 
	2658 0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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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安邨 
	颂安邨 

	颂安邨物业服务办事处，马鞍山颂安邨 (宣道会台山陈元喜小学对面) 
	颂安邨物业服务办事处，马鞍山颂安邨 (宣道会台山陈元喜小学对面) 

	陈粤星先生 
	陈粤星先生 

	物业经理(颂安邨) 
	物业经理(颂安邨) 

	2643 5077 
	2643 5077 

	yuetsing_chan@cohl.com 
	yuetsing_chan@cohl.com 

	2643 5059 
	2643 5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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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和邨 
	丰和邨 

	沙田丰和邨和悦楼地下 
	沙田丰和邨和悦楼地下 

	曾嘉玲女士 
	曾嘉玲女士 

	高级物业主任 
	高级物业主任 

	2619 0880 
	2619 0880 

	kaling_tsang@cohl.com 
	kaling_tsang@cohl.com 

	2641 7088 
	2641 7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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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安邨 
	恒安邨 

	马鞍山耀安邨耀和楼2楼227, 229, 231 及 233室 
	马鞍山耀安邨耀和楼2楼227, 229, 231 及 233室 

	李俊权先生 
	李俊权先生 

	物业经理(恒安邨/耀安邨) 
	物业经理(恒安邨/耀安邨) 

	2640 3113 
	2640 3113 

	em2.lhy@kaifupsc.com.hk 
	em2.lhy@kaifupsc.com.hk 

	2640 3010 
	2640 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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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径邨 
	显径邨 

	沙田显耀邨显耀楼地下 
	沙田显耀邨显耀楼地下 

	刘宜兴先生 
	刘宜兴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显径邨) 
	助理物业经理(显径邨) 

	2278 4000 
	2278 4000 

	lauyihing@cpsc.hk 
	lauyihing@cpsc.hk 

	2278 4009 
	2278 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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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耀邨 
	显耀邨 

	沙田显耀邨显耀楼地下 
	沙田显耀邨显耀楼地下 

	黄铭康先生 
	黄铭康先生 

	物业经理(显耀邨) 
	物业经理(显耀邨) 

	2278 4000 
	2278 4000 

	wongminghong@cpsc.hk 
	wongminghong@cpsc.hk 

	2278 4009 
	2278 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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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径苑及停车场 
	嘉径苑及停车场 

	沙田博康邨街市平台 
	沙田博康邨街市平台 

	刘佩霞女士 
	刘佩霞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大埔、北区及沙田二)(二)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大埔、北区及沙田二)(二) 

	2648 1312 
	2648 1312 

	puiha.lau@housingauthority.gov.hk 
	puiha.lau@housingauthority.gov.hk 

	2649 1648 
	2649 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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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n
	 
	 

	嘉顺苑停车场 
	嘉顺苑停车场 

	沙田新翠邨新学楼地下1-17号 
	沙田新翠邨新学楼地下1-17号 

	林嘉贤先生 
	林嘉贤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新翠)(二) 
	副房屋事务经理(新翠)(二) 

	2698 8988 
	2698 8988 

	kay.lam@housingauthority.gov.hk 
	kay.lam@housingauthority.gov.hk 

	2604 6412 
	2604 6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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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丰苑(非住宅) 
	锦丰苑(非住宅) 

	沙田沙角邨云雀楼地下1-15室  
	沙田沙角邨云雀楼地下1-15室  

	叶均培先生 
	叶均培先生 

	房屋事务主任(租约)(大埔、北区及沙田十一)(六) 
	房屋事务主任(租约)(大埔、北区及沙田十一)(六) 

	2697 7208 
	2697 7208 

	kwanpui.ip@housingauthority.gov.hk 
	kwanpui.ip@housingauthority.gov.hk 

	2797 0908 
	2797 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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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泰苑(非住宅) 
	锦泰苑(非住宅) 

	沙田水泉澳邨祟泉楼地下 
	沙田水泉澳邨祟泉楼地下 

	何恩婷女士 
	何恩婷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 
	副房屋事务经理 

	2868 2052 
	2868 2052 

	yanting.ho@housingauthority.gov.hk 
	yanting.ho@housingauthority.gov.hk 

	2868 2346 
	2868 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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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田苑停车场 
	景田苑停车场 

	沙田博康邨街市平台 
	沙田博康邨街市平台 

	梁智仁先生 
	梁智仁先生 

	署理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大埔、北区及沙田二)(四) 
	署理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大埔、北区及沙田二)(四) 

	2648 1312 
	2648 1312 

	chiyancy.leung@housingauthority.gov.hk 
	chiyancy.leu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649 1648 
	2649 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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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源邨 
	广源邨 

	沙田广源邨广松楼A翼地下3A室 
	沙田广源邨广松楼A翼地下3A室 

	梁国婉女士 
	梁国婉女士 

	物业经理(广源邨) 
	物业经理(广源邨) 

	2646 1801 
	2646 1801 

	kwokyuen_leung@cohl.com 
	kwokyuen_leung@cohl.com 

	2636 4989 
	2636 4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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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安邨 
	利安邨 

	沙田马鞍山利安邨利丰楼地下 
	沙田马鞍山利安邨利丰楼地下 

	李俊权先生 
	李俊权先生 

	物业经理 
	物业经理 

	2643 5038 
	2643 5038 

	em2.lhy@kaifupsc.com.hk 
	em2.lhy@kaifupsc.com.hk 

	2640 7007 
	2640 7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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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沥源邨 
	沥源邨 

	沙田沥源邨福海楼一楼 
	沙田沥源邨福海楼一楼 

	刘敏儿女士 
	刘敏儿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沥源)(二) 
	副房屋事务经理(沥源)(二) 

	2691 7128 
	2691 7128 

	my.lau@housingauthority.gov.hk 
	my.lau@housingauthority.gov.hk 

	2601 0989 
	2601 0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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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亨邨 
	隆亨邨 

	沙田隆亨邨荣心楼侧 
	沙田隆亨邨荣心楼侧 

	吴嘉文女士 
	吴嘉文女士 

	物业经理(隆亨邨) 
	物业经理(隆亨邨) 

	2606 1073 
	2606 1073 

	ngkaman@cpsc.hk 
	ngkaman@cpsc.hk 

	2604 6447 
	2604 6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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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城苑停车场 
	美城苑停车场 

	沙田博康邨街市平台 
	沙田博康邨街市平台 

	梁智仁先生 
	梁智仁先生 

	署理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大埔、北区及沙田二)(四) 
	署理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大埔、北区及沙田二)(四) 

	2648 1312 
	2648 1312 

	chiyancy.leung@housingauthority.gov.hk 
	chiyancy.leu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649 1648 
	2649 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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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林邨 
	美林邨 

	沙田美林邨美枫楼地下117-122室 
	沙田美林邨美枫楼地下117-122室 

	谭润华先生 
	谭润华先生 

	物业经理(美林邨) 
	物业经理(美林邨) 

	2604 9229 
	2604 9229 

	yunwatommy_tam@cohl.com 
	yunwatommy_tam@cohl.com 

	2609 1345 
	2609 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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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柏苑停车场 
	美柏苑停车场 

	沙田博康邨街市平台 
	沙田博康邨街市平台 

	刘佩霞女士 
	刘佩霞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大埔、北区及沙田二)(二)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大埔、北区及沙田二)(二) 

	2648 1312 
	2648 1312 

	puiha.lau@housingauthority.gov.hk 
	puiha.lau@housingauthority.gov.hk 

	2649 1648 
	2649 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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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田邨 
	美田邨 

	沙田美田邨美致楼地下 
	沙田美田邨美致楼地下 

	顾礼文先生 
	顾礼文先生 

	物业经理(美田邨) 
	物业经理(美田邨) 

	2693 0705 
	2693 0705 

	kelvinkoo@cpsc.hk 
	kelvinkoo@cpsc.hk 

	2693 0706 
	2693 0706 


	TR
	Span
	 
	 

	美盈苑停车场 
	美盈苑停车场 

	沙田秦石邨石玉楼二楼241-260 
	沙田秦石邨石玉楼二楼241-260 

	刘顺坤先生 
	刘顺坤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大埔、北区及沙田四)(二)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大埔、北区及沙田四)(二) 

	2699 3082 
	2699 3082 

	shunkwan.lau@housingauthority.gov.hk 
	shunkwan.lau@housingauthority.gov.hk 

	2699 9418 
	2699 9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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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康邨 
	博康邨 

	沙田博康邨博逸楼地下2-3号 
	沙田博康邨博逸楼地下2-3号 

	阮震威先生 
	阮震威先生 

	物业经理(博康邨) 
	物业经理(博康邨) 

	2647 0815 
	2647 0815 

	chunwai.yuen@cohl.com 
	chunwai.yuen@cohl.com 

	2635 3723 
	2635 3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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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角邨 
	沙角邨 

	沙田沙角邨沙角小区会堂地下 
	沙田沙角邨沙角小区会堂地下 

	傅婉琪女士 
	傅婉琪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 
	副房屋事务经理 

	2647 1311 
	2647 1311 

	yuenkei.fu@housingauthority.gov.hk 
	yuenkei.fu@housingauthority.gov.hk 

	2637 5251 
	2637 5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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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门邨 
	硕门邨 

	沙田硕门邨美硕楼地下 
	沙田硕门邨美硕楼地下 

	胡剑雄先生 
	胡剑雄先生 

	高级物业经理(硕门邨) 
	高级物业经理(硕门邨) 

	3618 9914 
	3618 9914 

	wukh@hkeasyliving.com 
	wukh@hkeasyliving.com 

	3618 9924 
	3618 9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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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泉澳邨 
	水泉澳邨 

	新界沙田水泉澳广场南翼平台一楼 
	新界沙田水泉澳广场南翼平台一楼 

	陈锦辉先生 
	陈锦辉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 
	副房屋事务经理 

	2661 3828 
	2661 3828 

	kfkf.chan@housingauthority.gov.hk 
	kfkf.chan@housingauthority.gov.hk 

	2661 8031 
	2661 8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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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穗禾苑(非住宅) 
	穗禾苑(非住宅) 

	沙田丰和邨和悦楼地下 
	沙田丰和邨和悦楼地下 

	曾嘉玲女士 
	曾嘉玲女士 

	高级物业主任(穗禾苑) 
	高级物业主任(穗禾苑) 

	2619 0880 
	2619 0880 

	kaling_tsang@cohl.com 
	kaling_tsang@cohl.com 

	2641 7088 
	2641 7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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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翠邨 
	新翠邨 

	沙田新翠邨新学楼地下1-17号 
	沙田新翠邨新学楼地下1-17号 

	曾艳如女士 
	曾艳如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新翠)(三) 
	副房屋事务经理(新翠)(三) 

	2698 8988 
	2698 8988 

	yimyu.tsang@housingauthority.gov.hk 
	yimyu.tsa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604 6412 
	2604 6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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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田围邨 
	新田围邨 

	沙田新田围邨丰围楼地下 
	沙田新田围邨丰围楼地下 

	陈卓杰先生 
	陈卓杰先生 

	物业经理(新田围邨) 
	物业经理(新田围邨) 

	2604 6363 
	2604 6363 

	chancheukkit@cpsc.hk 
	chancheukkit@cpsc.hk 

	2699 6308 
	2699 6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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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禾輋邨 
	禾輋邨 

	沙田禾輋邨智和楼417 – 424 
	沙田禾輋邨智和楼417 – 424 

	黄文汉先生 
	黄文汉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禾輋)(一) 
	副房屋事务经理(禾輋)(一) 

	2697 6183 
	2697 6183 

	manhon.w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manhon.w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609 1541 
	2609 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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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安邨 
	欣安邨 

	马鞍山欣安邨欣颂楼C翼地下 
	马鞍山欣安邨欣颂楼C翼地下 

	邓志玲女士 
	邓志玲女士 

	物业经理(欣安邨) 
	物业经理(欣安邨) 

	3568 9498 
	3568 9498 

	chiling_tang@cohl.com 
	chiling_tang@cohl.com 

	3568 2398 
	3568 2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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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耀安邨 
	耀安邨 

	马鞍山耀安邨耀和楼2楼227, 229, 231 及 233室 
	马鞍山耀安邨耀和楼2楼227, 229, 231 及 233室 

	李俊权先生 
	李俊权先生 

	物业经理(恒安邨/耀安邨) 
	物业经理(恒安邨/耀安邨) 

	2640 3113 
	2640 3113 

	em2.lhy@kaifupsc.com.hk 
	em2.lhy@kaifupsc.com.hk 

	2640 3010 
	2640 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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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愉翠苑(非住宅) 
	愉翠苑(非住宅) 

	沙田丰和邨和悦楼地下 
	沙田丰和邨和悦楼地下 

	邝桂芳女士 
	邝桂芳女士 

	助理物业经理 
	助理物业经理 

	2619 0880 
	2619 0880 

	kwongkf@hkeasyliving.com 
	kwongkf@hkeasyliving.com 

	2641 7088 
	2641 7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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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愉田苑商场 
	愉田苑商场 

	沙田愉田苑E座愉逸阁平台 
	沙田愉田苑E座愉逸阁平台 

	黄栢琛先生 
	黄栢琛先生 

	高级物业主任 
	高级物业主任 

	2646 7327 
	2646 7327 

	wongpaksum@cpsc.hk 
	wongpaksum@cpsc.hk 

	2646 9204 
	2646 9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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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旭禾苑停车场 
	旭禾苑停车场 

	沙田新翠邨新学楼地下1-17号 
	沙田新翠邨新学楼地下1-17号 

	叶惠洪先生 
	叶惠洪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大埔、北区及沙田三)(一) 
	副房屋事务经理/租约(大埔、北区及沙田三)(一) 

	2529 5178 
	2529 5178 

	waihung.ip@housingauthority.gov.hk 
	waihung.ip@housingauthority.gov.hk 

	2466 7897 
	2466 7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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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贡 
	西贡 

	宝明苑谭辉烈剧场及公园 
	宝明苑谭辉烈剧场及公园 

	将军澳尚德邨尚义楼地下21-28室 
	将军澳尚德邨尚义楼地下21-28室 

	胡宗伟先生 
	胡宗伟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宝明苑) 
	助理物业经理(宝明苑) 

	2178 1113 
	2178 1113 

	tswwoo@modernliving.com.hk 
	tswwoo@modernliving.com.hk 

	2174 8769 
	2174 8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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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明苑 
	彩明苑 

	将军澳健明邨健晴楼地下 
	将军澳健明邨健晴楼地下 

	张凯霖先生 
	张凯霖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彩明苑 
	助理物业经理/彩明苑 

	3427 3000 
	3427 3000 

	cheunghl@hkeasyliving.com 
	cheunghl@hkeasyliving.com 

	3427 3001 
	3427 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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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德邨 
	厚德邨 

	将军澳厚德邨德富楼地下 
	将军澳厚德邨德富楼地下 

	李润桂女士 
	李润桂女士 

	物业经理(厚德邨) 
	物业经理(厚德邨) 

	2706 0188 
	2706 0188 

	katyli@modernliving.com.hk 
	katyli@modernliving.com.hk 

	2706 7755 
	2706 7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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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明邨 
	健明邨 

	将军澳健明邨健晴楼地下 
	将军澳健明邨健晴楼地下 

	郭嘉诚先生 
	郭嘉诚先生 

	副物业经理/健明邨 
	副物业经理/健明邨 

	3427 3000 
	3427 3000 

	kwokks@hkeasyliving.com 
	kwokks@hkeasyliving.com 

	3427 3001 
	3427 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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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林邨 
	景林邨 

	将军澳景林邨景榕楼地下 
	将军澳景林邨景榕楼地下 

	罗世恩先生 
	罗世恩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景林邨) 
	助理物业经理(景林邨) 

	2704 9356 
	2704 9356 

	pmo04@goodyield.com.hk 
	pmo04@goodyield.com.hk 

	2274 4700 
	2274 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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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德邨 
	明德邨 

	将军澳明德邨明道楼地下 
	将军澳明德邨明道楼地下 

	刘梁丽珠女士 
	刘梁丽珠女士 

	物业经理(明德邨) 
	物业经理(明德邨) 

	2623 6553 
	2623 6553 

	pm03@goodyield.com.hk 
	pm03@goodyield.com.hk 

	2623 6557 
	2623 6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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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林邨 
	宝林邨 

	将军澳宝林邨宝俭楼地下 
	将军澳宝林邨宝俭楼地下 

	梁炯燊先生 
	梁炯燊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宝林邨) 
	助理物业经理(宝林邨) 

	2174 9348 
	2174 9348 

	gy.pm04@gmail.com 
	gy.pm04@gmail.com 

	2174 9342 
	2174 9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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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德邨 
	尚德邨 

	将军澳尚德邨尚义楼地下21-28室 
	将军澳尚德邨尚义楼地下21-28室 

	叶新发先生 
	叶新发先生 

	物业经理(尚德邨) 
	物业经理(尚德邨) 

	2178 1113 
	2178 1113 

	sfyip@modernliving.com.hk 
	sfyip@modernliving.com.hk 

	2174 8769 
	2174 8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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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明邨 
	善明邨 

	将军澳善明邨善礼楼地下 
	将军澳善明邨善礼楼地下 

	袁美玲女士 
	袁美玲女士 

	助理物业经理(善明邨) 
	助理物业经理(善明邨) 

	2331 3102 
	2331 3102 

	apm03@goodyield.com.hk 
	apm03@goodyield.com.hk 

	2331 3733 
	2331 3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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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林邨 
	翠林邨 

	将军澳翠林邨安林楼二楼47-52室 
	将军澳翠林邨安林楼二楼47-52室 

	邓凤飞小姐 
	邓凤飞小姐 

	助理物业经理(翠林邨) 
	助理物业经理(翠林邨) 

	2706 7181 
	2706 7181 

	pmo06@goodyield.com.hk 
	pmo06@goodyield.com.hk 

	2706 1877 
	2706 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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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明邨 
	怡明邨 

	将军澳怡明邨怡茵楼地下 
	将军澳怡明邨怡茵楼地下 

	梁启明先生 
	梁启明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怡明邨) 
	助理物业经理(怡明邨) 

	2331 3569 
	2331 3569 

	apm02@goodyield.com.hk 
	apm02@goodyield.com.hk 

	2331 3935 
	2331 3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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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n
	葵青 
	葵青 

	长靑邨 
	长靑邨 

	青衣长青邨青槐楼地下20-29号 
	青衣长青邨青槐楼地下20-29号 

	马家麒先生 
	马家麒先生 

	物业经理 
	物业经理 

	2495 2224 
	2495 2224 

	oscarma@hkeasyliving.com 
	oscarma@hkeasyliving.com 

	2436 0337 
	2436 0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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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n
	 
	 

	长发邨 
	长发邨 

	青衣长发邨俊发楼地下110-112 
	青衣长发邨俊发楼地下110-112 

	梁嘉敏小姐 
	梁嘉敏小姐 

	高级物业主任 
	高级物业主任 

	2433 0277 
	2433 0277 

	leungkaman@pioneermgt.com.hk 
	leungkaman@pioneermgt.com.hk 

	2433 1986 
	2433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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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亨邨 
	长亨邨 

	青衣长亨邨亨丽楼地下1-8号 
	青衣长亨邨亨丽楼地下1-8号 

	陈楚玲女士 
	陈楚玲女士 

	助理物业经理 
	助理物业经理 

	2495 5225 
	2495 5225 

	chancl@hkeasyliving.com 
	chancl@hkeasyliving.com 

	2436 0463 
	2436 0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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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康邨 
	长康邨 

	青衣长康邨康平楼地下 
	青衣长康邨康平楼地下 

	何恩泽先生 
	何恩泽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长康(二) 
	副房屋事务经理/长康(二) 

	2495 1202 
	2495 1202 

	yanchak.ho@housingauthority.gov.hk 
	yanchak.ho@housingauthority.gov.hk 

	2436 0360 
	2436 0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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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安邨 
	长安邨 

	青衣长发邨俊发楼地下110-112 
	青衣长发邨俊发楼地下110-112 

	简汉辉先生 
	简汉辉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 
	助理物业经理 

	2433 0277 
	2433 0277 

	kanhonfai@pioneermgt.com.hk 
	kanhonfai@pioneermgt.com.hk 

	2433 1986 
	2433 1986 


	TR
	Span
	 
	 

	长宏邨 
	长宏邨 

	青衣长宏邨宏文楼地下 
	青衣长宏邨宏文楼地下 

	李沛钿女士 
	李沛钿女士 

	物业经理/长宏邨 
	物业经理/长宏邨 

	2497 0277 
	2497 0277 

	leepuitin@pioneermgt.com.hk 
	leepuitin@pioneermgt.com.hk 

	2435 2462 
	2435 2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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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升工厂大厦 
	晋升工厂大厦 

	葵涌葵福路85-89号地下 
	葵涌葵福路85-89号地下 

	许万程先生 
	许万程先生 

	总物业经理 
	总物业经理 

	2407 5324 
	2407 5324 

	chunshing@nicepml.com.hk 
	chunshing@nicepml.com.hk 

	2406 0351 
	2406 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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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盛台 
	高盛台 

	葵涌葵盛围188号高盛台第一座地下 
	葵涌葵盛围188号高盛台第一座地下 

	殷国烃先生 
	殷国烃先生 

	高级物业经理/高盛台 
	高级物业经理/高盛台 

	2615 0690 
	2615 0690 

	kkyun@modernliving.com.hk 
	kkyun@modernliving.com.hk 

	2615 0183 
	2615 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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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葵涌(一)邨 
	葵涌(一)邨 

	葵涌邨夏葵楼地下 
	葵涌邨夏葵楼地下 

	梁桂香女士 
	梁桂香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葵涌(I)4 
	副房屋事务经理/葵涌(I)4 

	3617 9201 
	3617 9201 

	kwaiheung.leung@housingauthority.gov.hk 
	kwaiheung.leung@housingauthority.gov.hk 

	3617 9200 
	3617 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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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葵涌(二)邨 
	葵涌(二)邨 

	葵涌邨绿葵楼第四层平台 
	葵涌邨绿葵楼第四层平台 

	曾佩婷女士 
	曾佩婷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葵涌(II)2 
	副房屋事务经理/葵涌(II)2 

	2427 9006 
	2427 9006 

	glory.tsang@housingauthority.gov.hk 
	glory.tsa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423 6841 
	2423 6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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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葵芳邨 
	葵芳邨 

	葵涌葵芳邨葵泰楼地下 
	葵涌葵芳邨葵泰楼地下 

	陈冠韦先生 
	陈冠韦先生 

	物业经理/葵芳 
	物业经理/葵芳 

	2422 1805 
	2422 1805 

	koonwei_chan@cohl.com 
	koonwei_chan@cohl.com 

	2410 1784 
	2410 1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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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葵兴邨 
	葵兴邨 

	葵涌葵兴邨兴逸楼地下5B 
	葵涌葵兴邨兴逸楼地下5B 

	曾伟明先生 
	曾伟明先生 

	屋邨经理/葵兴 
	屋邨经理/葵兴 

	2668 0388 
	2668 0388 

	kse1@goodexcel.com.hk 
	kse1@goodexcel.com.hk 

	2668 0186 
	2668 0186 


	TR
	Span
	 
	 

	葵联邨 
	葵联邨 

	葵涌葵联邨联欣楼地下 
	葵涌葵联邨联欣楼地下 

	梁建文先生 
	梁建文先生 

	助理屋邨经理/葵联  
	助理屋邨经理/葵联  

	2668 0388 
	2668 0388 

	aemkwl@goodexcel.com.hk 
	aemkwl@goodexcel.com.hk 

	2668 0186 
	2668 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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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
	Span
	 
	 

	葵盛东邨 
	葵盛东邨 

	葵涌葵盛东邨盛安楼地下 
	葵涌葵盛东邨盛安楼地下 

	容达雄先生 
	容达雄先生 

	高级屋邨经理/葵盛东 
	高级屋邨经理/葵盛东 

	2428 3991 
	2428 3991 

	semkse@goodexcel.com.hk 
	semkse@goodexcel.com.hk 

	2419 2195 
	2419 2195 


	TR
	Span
	 
	 

	葵盛西邨 
	葵盛西邨 

	葵涌葵盛西邨第7座2楼 
	葵涌葵盛西邨第7座2楼 

	林赛慧女士 
	林赛慧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葵盛西(一) 
	副房屋事务经理/葵盛西(一) 

	2426 4121 
	2426 4121 

	achoiwai.lam@housingauthority.gov.hk 
	achoiwai.lam@housingauthority.gov.hk 

	2419 2204 
	2419 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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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葵翠邨 
	葵翠邨 

	葵涌葵义路十一号葵翠邨平台ー层101室 
	葵涌葵义路十一号葵翠邨平台ー层101室 

	区兆明先生 
	区兆明先生 

	助理屋邨经理/葵翠 
	助理屋邨经理/葵翠 

	2670 1201 
	2670 1201 

	kwaitsui@goodexcel.com.hk 
	kwaitsui@goodexcel.com.hk 

	2670 1499 
	2670 1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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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荔景邨 
	荔景邨 

	葵涌荔景邨风景楼地下6号 
	葵涌荔景邨风景楼地下6号 

	李展乐先生 
	李展乐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荔景2 
	副房屋事务经理/荔景2 

	2743 3814 
	2743 3814 

	chinlok.lee@housingauthority.gov.hk 
	chinlok.lee@housingauthority.gov.hk 

	2310 2406 
	2310 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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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瑶邨 
	丽瑶邨 

	葵涌丽瑶邨贵瑶楼地下 
	葵涌丽瑶邨贵瑶楼地下 

	何惠媚女士 
	何惠媚女士 

	物业经理/丽瑶 
	物业经理/丽瑶 

	2745 0012 
	2745 0012 

	waimeiho@cohl.com 
	waimeiho@cohl.com 

	2310 2409 
	2310 2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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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荫邨 
	安荫邨 

	葵涌安荫邨安荫商场2楼 
	葵涌安荫邨安荫商场2楼 

	梁嘉祺先生 
	梁嘉祺先生 

	署理副房屋事务经理/安荫1 
	署理副房屋事务经理/安荫1 

	2481 2998 
	2481 2998 

	kki.leung@housingauthority.gov.hk 
	kki.leu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428 4334 
	2428 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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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篱(一)邨 
	石篱(一)邨 

	葵涌石篱(一)邨石宁楼地下 
	葵涌石篱(一)邨石宁楼地下 

	缪观赐先生 
	缪观赐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石篱(一) 
	助理物业经理/石篱(一) 

	2420 6988 
	2420 6988 

	kwunchi_mou@cohl.com 
	kwunchi_mou@cohl.com 

	2429 9402 
	2429 9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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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篱(二)邨 
	石篱(二)邨 

	葵涌石篱(二)邨石禧楼地下 
	葵涌石篱(二)邨石禧楼地下 

	梁永忠先生 
	梁永忠先生 

	物业经理/石篱(二) 
	物业经理/石篱(二) 

	2489 0020  
	2489 0020  

	leungwingchung@cpsc.hk 
	leungwingchung@cpsc.hk 

	2489 0060 
	2489 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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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荫东邨 
	石荫东邨 

	葵涌大白田街石荫东邨荫兴楼地下 
	葵涌大白田街石荫东邨荫兴楼地下 

	刘建群女士 
	刘建群女士 

	副房屋事务经理/石荫东 
	副房屋事务经理/石荫东 

	2424 2942 
	2424 2942 

	kinkwan.lau@housingauthority.gov.hk 
	kinkwan.lau@housingauthority.gov.hk 

	2424 6815 
	2424 6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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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荫邨 
	石荫邨 

	葵涌石荫邨勇石楼地下A室 
	葵涌石荫邨勇石楼地下A室 

	欧阳海才先生 
	欧阳海才先生 

	物业经理/石荫 
	物业经理/石荫 

	2276 0971 
	2276 0971 

	hoichoi_auyeung@cohl.com 
	hoichoi_auyeung@cohl.com 

	2276 5780 
	2276 5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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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窝口邨 
	大窝口邨 

	葵涌大窝口邨富贵楼地下 
	葵涌大窝口邨富贵楼地下 

	陈保杰先生 
	陈保杰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大窝口3 
	副房屋事务经理/大窝口3 

	2429 9446 
	2429 9446 

	pk.chan@housingauthority.gov.hk 
	pk.chan@housingauthority.gov.hk 

	2423 6835 
	2423 6835 


	TR
	Span
	 
	 

	青衣邨 
	青衣邨 

	青衣青衣邨宜业楼A翼及B翼地下 
	青衣青衣邨宜业楼A翼及B翼地下 

	霍文杰先生 
	霍文杰先生 

	高级物业主任 
	高级物业主任 

	3105 2313 
	3105 2313 

	fokmankit@pioneermgt.com.hk 
	fokmankit@pioneermgt.com.hk 

	3105 1054 
	3105 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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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荔邨 
	华荔邨 

	九龙荔枝角华荔邨喜荔楼7楼平台703室 
	九龙荔枝角华荔邨喜荔楼7楼平台703室 

	林盛昌先生 
	林盛昌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华荔 
	副房屋事务经理/华荔 

	2242 6442 
	2242 6442 

	shingcheong.lam@housingauthority.gov.hk 
	shingcheong.lam@housingauthority.gov.hk 

	2242 6449 
	2242 6449 




	Table
	TBody
	TR
	Span
	TH
	Span
	区份 

	TH
	Span
	场所／建筑物／设施 

	TH
	Span
	地址 

	TH
	Span
	无障碍主任姓名 

	TH
	Span
	无障碍主任职衔 

	TH
	Span
	电话号码 

	TH
	Span
	电邮地址 

	TH
	Span
	传真号码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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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埔 
	大埔 

	太和邨 
	太和邨 

	新界大埔太和邨居和楼地下108室 
	新界大埔太和邨居和楼地下108室 

	蔡嘉丽小姐 
	蔡嘉丽小姐 

	屋邨经理(太和邨) 
	屋邨经理(太和邨) 

	2656 2211 
	2656 2211 

	emtaiwo@goodexcel.com.hk 
	emtaiwo@goodexcel.com.hk 

	2656 1321 
	2656 1321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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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亨邨 
	富亨邨 

	大埔富亨邨亨裕楼地下15-18号室 
	大埔富亨邨亨裕楼地下15-18号室 

	吴耀德先生 
	吴耀德先生 

	高级物业经理 
	高级物业经理 

	2664 5238 
	2664 5238 

	johnnyng@funing.com.hk 
	johnnyng@funing.com.hk 

	2664 4071 
	2664 4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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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善邨 
	富善邨 

	富善邨租户服务办事处， 大埔富善邨善雅楼地下11-13号 
	富善邨租户服务办事处， 大埔富善邨善雅楼地下11-13号 

	陈诗琪女士 
	陈诗琪女士 

	助理物业经理(富善邨) 
	助理物业经理(富善邨) 

	2665 8733 
	2665 8733 

	johnnyng@funing.com.hk 
	johnnyng@funing.com.hk 

	2667 6063 
	2667 6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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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n
	 
	 

	富蝶邨 
	富蝶邨 

	新界大埔颂雅路11号富蝶邨斑蝶楼地下 
	新界大埔颂雅路11号富蝶邨斑蝶楼地下 

	戴长权先生 
	戴长权先生 

	助理屋邨经理 
	助理屋邨经理 

	2617 8033 
	2617 8033 

	aemfutip@goodexcel.com.hk 
	aemfutip@goodexcel.com.hk 

	2617 8183 
	2617 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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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福邨 
	广福邨 

	大埔广福邨近广义楼 
	大埔广福邨近广义楼 

	郭耀飞先生 
	郭耀飞先生 

	物业经理(广福邨) 
	物业经理(广福邨) 

	2658 4430 
	2658 4430 

	emkwongfuk@goodexcel.com.hk 
	emkwongfuk@goodexcel.com.hk 

	2638 7606 
	2638 7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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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乡邨 
	宝乡邨 

	大埔宝乡邨平台一楼 
	大埔宝乡邨平台一楼 

	严兆昌先生 
	严兆昌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 
	助理物业经理 

	3743 1494 
	3743 1494 

	kenyim@funing.com.hk 
	kenyim@funing.com.hk 

	3743 1495 
	3743 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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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n
	 
	 

	大元邨 
	大元邨 

	大埔大元邨泰怡楼C座地下30号 
	大埔大元邨泰怡楼C座地下30号 

	魏嘉欣小姐 
	魏嘉欣小姐 

	物业经理 
	物业经理 

	2664 5238 
	2664 5238 

	kyngai@funing.com.hk 
	kyngai@funing.com.hk 

	2664 4071 
	2664 4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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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n
	 
	 

	运头塘邨 
	运头塘邨 

	大埔运头塘邨运临楼地下5A 
	大埔运头塘邨运临楼地下5A 

	魏嘉欣小姐 
	魏嘉欣小姐 

	物业经理 
	物业经理 

	2638 2449 
	2638 2449 

	kyngai@funing.com.hk 
	kyngai@funing.com.hk 

	3167 7687 
	3167 7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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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n
	屯门 
	屯门 

	蝴蝶邨 
	蝴蝶邨 

	蝴蝶邨蝶聚楼地下 
	蝴蝶邨蝶聚楼地下 

	梁富光先生 
	梁富光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二)/蝴蝶邨 
	副房屋事务经理(二)/蝴蝶邨 

	2463 6271 
	2463 6271 

	fukwong.leung@housingauthority.gov.hk 
	fukwong.leu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464 7549 
	2464 7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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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菁田邨 
	菁田邨 

	屯门菁田邨菁乐楼地下 
	屯门菁田邨菁乐楼地下 

	范森濠先生 
	范森濠先生 

	管业经理/菁田邨 
	管业经理/菁田邨 

	2386 2130 
	2386 2130 

	ctnpm@nicepml.com.hk 
	ctnpm@nicepml.com.hk 

	2386 2163 
	2386 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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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泰邨 
	富泰邨 

	富泰邨迎泰楼地下 
	富泰邨迎泰楼地下 

	伍俊佳先生 
	伍俊佳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富泰邨 
	助理物业经理/富泰邨 

	2453 7272 
	2453 7272 

	chunkai_ng@cohl.com 
	chunkai_ng@cohl.com 

	2453 7351 
	2453 7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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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泰工厂大厦 
	开泰工厂大厦 

	屯门建发街开泰工厂大厦地下管理处 
	屯门建发街开泰工厂大厦地下管理处 

	林文辉先生 
	林文辉先生 

	高级物业主任 
	高级物业主任 

	2465 9504 
	2465 9504 

	fht@cpsc.hk 
	fht@cpsc.hk 

	2464 1132 
	2464 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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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生邨 
	建生邨 

	良景、田景及建生邨租户服务办事处，屯门良景邨良俊楼地下 
	良景、田景及建生邨租户服务办事处，屯门良景邨良俊楼地下 

	林家豪先生 
	林家豪先生 

	高级物业主任/良景、田景及建生邨 
	高级物业主任/良景、田景及建生邨 

	2465 1239 
	2465 1239 

	lamkaho@pioneermgt.com.hk 
	lamkaho@pioneermgt.com.hk 

	3525 0436  
	3525 0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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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景邨 
	良景邨 

	良景、田景及建生邨租户服务办事处，屯门良景邨良俊楼地下 
	良景、田景及建生邨租户服务办事处，屯门良景邨良俊楼地下 

	梁美贤小姐 
	梁美贤小姐 

	助理管业经理/良景、田景及建生邨 
	助理管业经理/良景、田景及建生邨 

	2465 1239 
	2465 1239 

	leungmeiyin@pioneermgt.com.hk 
	leungmeiyin@pioneermgt.com.hk 

	3525 0436  
	3525 0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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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逸邨 
	龙逸邨 

	屯门龙逸邨康龙楼地下 
	屯门龙逸邨康龙楼地下 

	蒋健平先生 
	蒋健平先生 

	物业经理/ 龙逸邨 
	物业经理/ 龙逸邨 

	2453 7333 
	2453 7333 

	kinping_chiang@cohl.com 
	kinping_chiang@cohl.com 

	2453 7133 
	2453 7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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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定邨 
	安定邨 

	屯门安定邨定祥楼421-440室  
	屯门安定邨定祥楼421-440室  

	黄康裕先生 
	黄康裕先生 

	副房屋事务经理/安定(一) 
	副房屋事务经理/安定(一) 

	3499 1841 
	3499 1841 

	hongyu.w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hongyu.wong@housingauthority.gov.hk 

	3499 1717 
	3499 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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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田邨 
	宝田邨 

	宝田邨第6座地下宝田邨物业服务办事处 
	宝田邨第6座地下宝田邨物业服务办事处 

	张国斌先生 
	张国斌先生 

	高级物业经理/宝田邨 
	高级物业经理/宝田邨 

	2462 2430 
	2462 2430 

	kwokpan_cheung@cohl.com 
	kwokpan_cheung@cohl.com 

	2466 8344 
	2466 8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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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圣邨办事处 
	三圣邨办事处 

	屯门三圣邨丰渔楼2楼 
	屯门三圣邨丰渔楼2楼 

	曾伟河先生 
	曾伟河先生 

	署理副房屋事务经理/三圣邨(二) 
	署理副房屋事务经理/三圣邨(二) 

	2458 6255 
	2458 6255 

	waiho.tsang@housingauthority.gov.hk 
	waiho.tsang@housingauthority.gov.hk 

	2458 6620 
	2458 6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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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景邨 
	山景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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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大屿山东涌逸东(一)邨康逸楼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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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静雯小姐 

	房屋事务主任/租约(港岛及离岛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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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岛区租约事务管理处 (满东分处) 

	香港大屿山东涌满东邨满顺楼地下 (D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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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朝玲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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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世明先生 

	助理物业经理//银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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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anwan@cohl.com 
	nganwan@cohl.com 

	2984 9099 
	2984 9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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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逸东一邨清逸楼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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