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和职位 姓名和职位

联络电话 联络电话

传真 传真

电邮地址 电邮地址

地址 地址

无障碍设施

中西区 教育局办公室 (添马)
香港添马添美道2号政府总部东翼

4-7, 11楼
庄鸿娜 高级行政主任(行政支援)1 3509 8575 sxoas1@edb.gov.hk 3428 6034 张洛华 行政主任(行政支援)5 3509 8522 exoas5@edb.gov.hk 3428 6034

无障碍场地入口点/入口，畅通易达升降机，畅通易

达洗手间，畅通易达停车位，畅通易达服务柜台，

视像火警警报，适当的畅通易达标志，触觉引路带

，触觉点字及触觉平面图，聆听辅助系统

教育局办公室 (胡忠)
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213号胡忠大

厦9, 11-16, 23楼
曾佩斯 高级行政主任 (行政支援)2 2892 5717 sxoas2@edb.gov.hk 2893 0858 陈泽轩 行政主任 (行政支援)4 2892 6547 exoas4@edb.gov.hk 2893 0858

无障碍场地入口点/入口，畅通易达升降机，畅通易

达洗手间，适当的畅通易达标志，无障碍信道，视

像显示板

中央监察组 皇后大道东 248 号36楼 程慧珊 教育主任(中央监察) 3904 1350 eocc@edb.gov.hk 2123 1276 钟慧媛 助理文书主任(中央监察) 3904 1348 acocc@edb.gov.hk 2123 1276

无障碍场地入口点/入口，畅通易达升降机，畅通易

达洗手间，视像火警警报，适当的畅通易达标志，

无障碍公用地方，无障碍通道

幼儿园行政组 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248号36楼 杨溢朗 助理文书主住(幼儿园行政)2 2186 8999 acokga2@edb.gov.hk 2834 5183

无障碍场地入口点/入口，畅通易达升降机，畅通易

达洗手间，视像火警警报，适当的畅通易达标志，

无障碍公用地方，无障碍通道

高等教育分部 (湾仔) / 专上教育(计划)

组

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248 号大新

金融中心 8 楼 801-802 室
黄宏文 高级行政主任(高等教育)6 2827 1555 stephenwmwong@edb.gov.hk 2827 1003 姚君华 行政经理(高等教育)4 2827 1444 evakwiu@edb.gov.hk 2827 1003

无障碍场地入口点/入口，畅通易达升降机，畅通易

达洗手间，视像火警警报

体育组 北角渣华道323号消防大厦3楼 袁丽芳 课程发展主任(体育)2 2624 4281 cdope2@edb.gov.hk 2761 4291 刘肖玲
 助理文书主任(体育/课程发

展)2
2762 2538 acopecd2@edb.gov.hk 2761 4291 畅通易达升降机，畅通易达洗手间

物料供应组
香港北角渣华道323号消防大厦7

楼
毕海山 二级物料供应员(货仓) 2564 4114 ssiis@edb.gov.hk 2590 0316 畅通易达升降机

幼儿园校本支援组
香港柴湾利众街24号东贸广场29

楼A-C室
李诗雅

高级课程发展主任(幼儿园校本

支持)3
2152 3629 scdosbsk3@edb.gov.hk 2117 0032

无障碍场地入口点/入口，畅通易达升降机，畅通

易达洗手间，畅通易达停车位，畅通易达服务柜台

，视像火警警报，适当的畅通易达标志，触觉引路

带，无障碍公用地方，无障碍信道，视像显示板

信息科技管理组第二组
香港柴湾利众街24号东贸广场30

楼
叶海伦 高级行政主任(信息科技管理) 3540 7334 raymondyip@edb.gov.hk 2117 0759 刘恺伦 文员(信息科技管理)2 3427 3505 helenhllau@edb.gov.hk 3427 9840

无障碍场地入口点/入口，畅通易达升降机，畅通易

达洗手间，畅通易达停车位，视像火警警报，适当

的畅通易达标志，无障碍公用地方，无障碍通道

信息科技管理组第一组
香港柴湾利众街24号东贸广场29

楼E室
叶海伦 高级行政主任(信息科技管理) 3540 7334 raymondyip@edb.gov.hk 2117 0759 刘恺伦 文员(信息科技管理)2 3427 3505 helenhllau@edb.gov.hk 3427 9840

无障碍场地入口点/入口，畅通易达升降机，畅通易

达洗手间，畅通易达停车位，视像火警警报，适当

的畅通易达标志，无障碍公用地方，无障碍通道

系统及信息管理组
香港柴湾利众街24号东贸广场28

楼
叶海伦 高级行政主任(信息科技管理) 3540 7334 raymondyip@edb.gov.hk 2117 0759 戴兆鹏

高级文书主任(系统及信息管

理)
3464 0599 scosim@edb.gov.hk 3464 0567

无障碍场地入口点/入口，畅通易达升降机，畅通易

达洗手间，畅通易达停车位，视像火警警报，适当

的畅通易达标志，无障碍公用地方，无障碍通道

优质教育基金秘书处
香港太古湾道14 号太古城中心第3

期4 楼 403 室
张嘉叡 行政主任(优质教育基金)1 2123 6090 exoqef1@edb.gov.hk 2530 4451 黄锡萤

助理文书主任(优质教育基

金)1
2123 6093 acoqef1@edb.gov.hk 2530 4451

无障碍场地入口点/入口，畅通易达升降机，畅通易

达洗手间，畅通易达服务柜台，视像火警警报，适

当的畅通易达标志，触觉引路带，触觉点字及触觉

平面图，聆听辅助系统，无障碍公用地方，无障碍

信道，视像显示板

区份 （以18区区
议会界线为准）

东区

职衔

湾仔

职衔 传真电邮地址联络电话 联络电话
请参考下方所列数据或按有关超链接浏览

" 学校设施" -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
设施"的数据。

(A) 教育局辖下办公室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姓名

─

副无障碍主任

─

无障碍主任

ceosrs@edb.gov.hk

香港添马添美道2号政府总部东翼4楼

传真 姓名

郑伟文先生, 首席助理秘书长(行政)

─

电邮地址

教育局无障碍统筹经理、副无障碍统筹经理和无障碍主任及无障碍设施名单

(最后修订日期: 2023年1月30日)

香港添马添美道2号政府总部东翼4楼

黄隆业先生, 总行政主任(员工关系及行政支
援)

3509 8575

2575 8387

教育局无障碍统筹经理 教育局副无障碍统筹经理

3509 8535

2574 1128

pasadm@edb.gov.hk

附件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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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设施

区份 （以18区区
议会界线为准）

职衔 职衔 传真电邮地址联络电话 联络电话
请参考下方所列数据或按有关超链接浏览

" 学校设施" -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
设施"的数据。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姓名

副无障碍主任无障碍主任

传真 姓名 电邮地址

港岛区域教育服务处 香港太古城太古湾道14号3楼 何颖岚
高级学校发展主任(中西及南

区)3
2863 4658 ssdocws3@edb.gov.hk 2865 0658 邵淑仪 行政主任(港岛) 2863 4602 exohk@edb.gov.hk 2865 0658

无障碍场地入口点/入口，畅通易达升降机，畅通易

达洗手间，畅通易达停车位，畅通易达服务柜台，

视像火警警报，适当的畅通易达标志，触觉引路带

，触觉点字及触觉平面图，聆听辅助系统，无障碍

公用地方，无障碍通道

训育及辅导组
香港太古城太古湾道14号6楼 601

室
倪翠珊 高级督学(训育及辅导)2 2863 4781 sigd2@edb.gov.hk 2575 8251 郭幸炜 行政主任(训育及辅导) 2863 4683 exogd@edb.gov.hk 2575 8251

无障碍场地入口点/入口，畅通易达升降机，畅通易

达洗手间，畅通易达停车位，视像火警警报，适当
的畅通易达标志，触觉引路带，触觉点字及触觉平
面图，无障碍公用地方，无障碍通道

幼儿园及幼儿中心联合办事处
香港太古城太古湾道14号6楼602

室
林乐乎

 高级服务主任(幼儿园及幼儿中

心联合办事处)3
3107 2087 exojokc@edb.gov.hk 3107 2180 古雅贤

行政主任(幼儿园及幼儿中心

联合办事处)
3107 2165 exojokc@edb.gov.hk 3107 2180

无障碍场地入口点/入口，畅通易达升降机，畅通

易达洗手间，畅通易达停车位，畅通易达服务柜台

，视像火警警报，适当的畅通易达标志，触觉引路

带，触觉点字及触觉平面图，聆听辅助系统，无障

碍公用地方，无障碍信道

非本地课程注册处
香港太古城太古湾道14号6楼603

室
黄嘉诚

高级行政主任(非本地课程注册

处)2
3156 1070 sxoncr2@edb.gov.hk 2520 0061 张嘉瑶

行政主任(非本地课程注册

处)2
3156 1082 exoncr2@edb.gov.hk 2520 0061

无障碍场地入口点/入口，畅通易达升降机，畅通易

达洗手间，畅通易达停车位，畅通易达服务柜台，

视像火警警报，适当的畅通易达标志，触觉引路带

，触觉点字及触觉平面图，聆听辅助系统，无障碍

公用地方，无障碍信道，视像显示板

教育心理服务(香港)组
九龙观塘开源道79 号鳄鱼恤中心

17楼1702室

督学(教育心理服务/香

港)1
3695 0481 iepshk1@edb.gov.hk ssdoepshk11@edb.gov.hk 3695 0553

无障碍场地入口点/入口，畅通易达升降机，畅通易

达洗手间，畅通易达停车位，畅通易达服务柜台，

视像火警警报，适当的畅通易达标志，触觉引路带

，无障碍公用地方，无障碍信道)，视像显示板

语文教育及语常会事务组
九龙湾宏光道39号宏天广场17楼

1702室
李芳

高级行政主任(语文教育及语常

会事务)
3165 1192 fonnylee@edb.gov.hk 3150 8018 李嘉文

高级行政助理(语文教育及语

常会事务)
2186 8716 kamankmlee@edb.gov.hk 3150 8018

无障碍场地入口点/入口，畅通易达升降机，畅通

易达洗手间，畅通易达停车位，适当的畅通易达标

志，触觉引路带，无障碍通道

质素保证组
九龙观塘开源道79 号鳄鱼恤中心

15楼及16楼
刘宝妹

高级文书主任(课程支持及质素

保证)
3902 3737 scocsqa@edb.gov.hk 2117 0748

无障碍场地入口点/入口，畅通易达升降机，畅通易

达洗手间，畅通易达停车位，畅通易达服务柜台，

视像火警警报，适当的畅通易达标志，无障碍公用

地方，无障碍通道

学位分配组

九龙观塘伟业街223号宏利金融中

心 2楼2室及A座8楼803，804B至

807A室
丘增洪 教育主任(学位分配)6 2832 7670 eospa6@edb.gov.hk 2575 4530 赵萱霖 行政主任(学位分配)2 2832 7605 exospa2@edb.gov.hk 2893 8441

无障碍场地入口点/入口，畅通易达升降机，畅通

易达洗手间，畅通易达停车位，畅通易达服务柜台

，视像火警警报，适当的畅通易达标志，触觉引路

带，触觉点字及触觉平面图，聆听辅助系统，无障

碍公用地方，无障碍信道，视像显示板

学生特别支持组

九龙观塘观塘道410号观点中心10

楼1001-1003室及11楼1101-1103

室

罗志江 行政主任(学生特别支持)21 3850 2042 exosss21@edb.gov.hk 3705 8372 陈芷莹
助理文书主任(学生特别支

持)21
3850 2050 acosss21@edb.gov.hk 3611 3304

无障碍场地入口点/入口，畅通易达升降机，畅通易

达洗手间，畅通易达停车位，无障碍公用地方，无

障碍通道

幼儿园行政2组
九龙观塘观塘道410号观点中心26

楼
黎志华 助理文书主住(幼儿园行政2)11 3549 3228 acokga212@edb.gov.hk 3572 0445 梁丽雅

助理文书主任(幼儿园行政

2)11
3549 3227 acokga211@edb.gov.hk 3572 0445

无障碍场地入口点/入口，畅通易达升降机，畅通易

达洗手间，畅通易达停车位，无障碍公用地方，无

障碍通道

评估及考评局组
九龙观塘观塘道410号观点中心27

楼
张智敏 行政主任(评估及支援) 3168 3003 exoas@edb.gov.hk 3168 3099 翟玄德 助理文书主任(评估及考评局) 3168 3038 acoahkeaa@edb.gov.hk 3168 3099

无障碍场地入口点/入口，畅通易达升降机，畅通易

达洗手间，畅通易达停车位，无障碍公用地方，无

障碍通道

深水埗 校舍保养管理组 九龙石硖尾伟智街19号 邓荫芹 行政主任(校舍保养管理)1 3163 0057 exospm1@edb.gov.hk 2127 4055 谭宗礼 助理文书主任(校舍保养管理) 3163 0058 acospma11@edb.gov.hk 2127 4055
无障碍场地入口点/入口，畅通易达升降机，畅通

易达洗手间

东区

观塘

─

─

mailto:ssdocws3@edb.gov.hk#
mailto:sigd2@edb.gov.hk#
mailto:exogd@edb.gov.hk#
mailto:sexoncr2@edb.gov.hk#
mailto:exoncr2@edb.gov.hk#
mailto:iepshk1@edb.gov.hk#
mailto:exolesolar@edb.gov.hk#
mailto:kamankmlee@edb.gov.hk#
mailto:scocsqa@edb.gov.hk#
mailto:eospa6@edb.gov.hk#
mailto:exospa2@edb.gov.hk#
mailto:scuoasma@edb.gov.hk#
mailto:exospm1@edb.gov.hk#


无障碍设施

区份 （以18区区
议会界线为准）

职衔 职衔 传真电邮地址联络电话 联络电话
请参考下方所列数据或按有关超链接浏览

" 学校设施" -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
设施"的数据。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姓名

副无障碍主任无障碍主任

传真 姓名 电邮地址

教育人员专业操守议会小组
九龙弥敦道405号九龙政府合署3

楼及7楼
梁亦豪 高级专业发展主任(操守议会) 2780 8215 spdocpc@edb.gov.hk 2891 8476 吴嘉怡

专业发展主任

(教育人员专业操守议会)2
2780 8652 pdocpc2@edb.gov.hk 2891 8476

无障碍场地入口点/入口，畅通易达升降机，畅通易

达洗手间，畅通易达服务柜台，视像火警警报，适

当的畅通易达标志，无障碍公用地方，无障碍通道

德育、公民及国民教育组; 数学教育组
九龙弥敦道405号九龙政府合署4

楼
陈家乐 课程发展主任(数学)8 2153 7467 cdoma8@edb.gov.hk 3426 9265 邱月燕 文书主任(九龙政府合署) 2153 7400 cokgo@edb.gov.hk 3426 9265

无障碍场地入口点/入口，畅通易达升降机，畅通

易达洗手间，视像火警警报，适当的畅通易达标志

，触觉引路带，触觉点字及触觉平面图，无障碍公

用地方，无障碍通道

黄大仙 教师注册小组 九龙协调道3号工业贸易大楼2楼 冯崇德 高级专业发展主任(教师注册)3 3467 8287 spdotr3@edb.gov.hk 2520 0065 胡丽华 文书主任(教师注册)1 3467 8282 cotr1@edb.gov.hk 2520 0065

无障碍场地入口点/入口，畅通易达升降机，畅通易

达洗手间，畅通易达停车位，畅通易达服务柜台，

视像火警警报，适当的畅通易达标志，触觉引路带

，触觉点字及触觉平面图，聆听辅助系统，无障碍

公用地方，无障碍通道

九龙城 教育局九龙塘教育服务中心 九龙塘沙福道19号 李碧君 中心经理(九龙塘教育服务中心) 3698 3111 cmktc@edb.gov.hk 2117 0081 彭创荣 行政主任(按揭利息津贴计划) 3698 3104 exomiss@edb.gov.hk 2117 0081

无障碍场地入口点/入口，畅通易达升降机，畅通易

达洗手间，畅通易达服务柜台，视像火警警报，触

觉引路带，触觉点字及触觉平面图，无障碍公用地

方，无障碍信道，视像显示板

新界西区域教育服务处
新界荃湾青山公路荃湾段457号 华

懋荃湾广 楼、18楼及19楼
李美英 高级学校发展主任(葵青)1 2437 5423 ssdokwt3@edb.gov.hk 2480 3614 潘明素 行政主任(新界) 2437 5402 exont@edb.gov.hk 2416 2750

无障碍场地入口点/入口，畅通易达升降机，畅通易

达洗手间，畅通易达服务柜台，视像火警警报，适

当的畅通易达标志，触觉点字及触觉平面图，无障

碍公用地方，无障碍通道

教育心理服务组(新界西)
新界荃湾青山公路457号华懋荃湾

广埸18楼
赵淑儿

高级学校发展主任(教育心理服

务/新界西)11
2437 7251 ssdoepsntw11@edb.gov.hk 2416 2478

无障碍场地入口点/入口，畅通易达升降机，畅通

易达洗手间，视像火警警报，适当的畅通易达标志

，无障碍信道

语文教育及语常会事务组
新界荃湾西楼角38号荃湾政府合

署9楼
李芳

高级行政主任(语文教育及语常

会事务)
3165 1192 fonnylee@edb.gov.hk 3150 8018 李嘉文

高级行政助理(语文教育及语

常会事务)
2186 8716 kamankmlee@edb.gov.hk 3150 8018

无障碍场地入口点/入口，畅通易达升降机，畅通易

达洗手间，畅通易达停车位，畅通易达服务柜台，

视像火警警报，适当的畅通易达标志，触觉引路带

，触觉点字及触觉平面图，聆听辅助系统，无障碍

公用地方，无障碍通道

外籍英语教师组
新界荃湾青山公路174-208号荃湾

多层停车场大厦3楼及11楼
黄焯荧 行政主任(外籍英语教师) 3549 8331 libbycywong@edb.gov.hk 2334 8707

无障碍场地入口点/入口，畅通易达升降机，畅通易

达洗手间，畅通易达停车位，畅通易达服务柜台，

视像火警警报，适当的畅通易达标志，触觉引路带

，无障碍公用地方，无障碍通道

新界东区域教育服务处
新界上水龙琛路39号上水广场22

楼
麦蕙贤 高级学校发展主任(北区)6 2639 4811 ssdon6@edb.gov.hk 2676 0011 潘明素 行政主任(新界) 2639 4762 exont@edb.gov.hk 2672 0357

无障碍场地入口点/入口，畅通易达升降机，畅通易

达洗手间，畅通易达停车位，畅通易达服务柜台，

视像火警警报，适当的畅通易达标志，触觉点字及

触觉平面图，无障碍公用地方，无障碍通道

教育心理服务组(新界东)
上水龙琛路39号上水广场21楼

2101, 22-23A室及22楼
李创美 督学(教育心理服务/新界东)11 3549 8533 iepsnte11@edb.gov.hk 3547 2212

无障碍场地入口点/入口，畅通易达升降机，畅通易

达洗手间，畅通易达停车位，畅通易达服务柜台，

视像火警警报，适当的畅通易达标志，触觉点字及

触觉平面图，无障碍公用地方，无障碍通道

校本专业支援组
新界上水龙琛路39号上水广场18

楼1813室
黄钰恒 课程发展主任(校本专业支持) 1 2152 3215 cdosbps1@edb.gov.hk 2152 3223 李嘉欣 助理文书主任(校本专业支援) 2152 3603 acosbps@edb.gov.hk 2152 3223

无障碍场地入口点/入口，畅通易达升降机，畅通易

达洗手间，畅通易达停车位，畅通易达服务柜台，

视像火警警报，适当的畅通易达标志，触觉点字及

触觉平面图，无障碍公用地方，无障碍通道

中学校本课程发展组
新界上水龙琛路39号上水广场22

楼
李春婷

高级课程发展主任(中学校本课

程发展)17
2639 4760 scdosbcds17@edb.gov.hk 3105 1504 施彼得

行政主任(质素保证及校本支

援)2
2152 3613 exoqasbs2@edb.gov.hk 2573 2805

无障碍场地入口点/入口，畅通易达升降机，畅通

易达洗手间，畅通易达停车位，畅通易达服务柜台

，视像火警警报，适当的畅通易达标志，触觉点字

及触觉平面图，无障碍公用地方，无障碍通道

特殊教育支援第三组(沙田中心)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号沙田政府合

署七楼735 - 739室
何陈淑敏 督学(特殊教育支援3)6 2158 4938 ises36@edb.gov.hk 2490 2133

无障碍场地入口点/入口，畅通易达升降机，畅通易

达洗手间，畅通易达停车位，畅通易达服务柜台，

视像火警警报，适当的畅通易达标志，触觉引路带

，触觉点字及触觉平面图，聆听辅助系统，无障碍

公用地方，无障碍信道，视像显示板

小学校本课程发展组
沙田上禾輋路1号沙田政府合署

1220-1224室
萧霞萍

高级课程发展主任(小学校本课

程发展)21
2158 4904 hpsiu@edb.gov.hk 3104 9205

无障碍场地入口点/入口，畅通易达升降机，畅通易

达洗手间，畅通易达停车位，畅通易达服务柜台，

视像火警警报，适当的畅通易达标志，触觉引路带

，触觉点字及触觉平面图，无障碍公用地方，无障

碍通道

沙田

油尖旺

荃湾

北区

─

─

─

─

─

mailto:spdocpc@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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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设施

区份 （以18区区
议会界线为准）

职衔 职衔 传真电邮地址联络电话 联络电话
请参考下方所列数据或按有关超链接浏览

" 学校设施" -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
设施"的数据。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姓名

副无障碍主任无障碍主任

传真 姓名 电邮地址

葵青 下葵涌特殊教育服务中心
下葵涌分科诊所及特殊教育服务

中心4至5楼

新界葵涌丽祖路77号
池颖琴 高级行政主任(特殊教育) 2892 6672 sxose@edb.gov.hk 3106 4733 刘美凤

文书主任(特殊教育服务/下葵

涌)
2310 8571 coseshkc@edb.gov.hk 2744 5315

无障碍场地入口点/入口，畅通易达升降机，畅通易

达洗手间，畅通易达停车位，畅通易达服务柜台，

视像火警警报，适当的畅通易达标志，触觉引路带

，触觉点字及触觉平面图，聆听辅助系统，无障碍

公用地方，无障碍信道，视像显示板

mailto:coseshkc@edb.gov.hk#


无障碍设施

区份 （以18区区
议会界线为准）

职衔 职衔 传真电邮地址联络电话 联络电话
请参考下方所列数据或按有关超链接浏览

" 学校设施" -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
设施"的数据。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姓名

副无障碍主任无障碍主任

传真 姓名 电邮地址

英皇书院  香港西环般咸道63号A 林之鏏 副校长 2547 0310 kings@edb.gov.hk 2540 6908 英皇书院 

般咸道官立小学 香港西营盘般咸道9A号 布礼歌 学校行政事务主任 2517 1216 brgps@edb.gov.hk 2857 6743 般咸道官立小学

李升小学 香港西营盘高街119号 余咏莉 副校长 2540 8966 lsps@edb.gov.hk 2540 5819 潘松骏 学校书记 2540 8966 lsps@edb.gov.hk 2540 5819 李升小学

何东中学 香港铜锣湾嘉宁径1号 李家健 学校行政事务主任 2577 5433 kenkkli@edb.gov.hk 2882 4536 何东中学

皇仁书院  香港铜锣湾高士威道120号 凌婉婷 副校长 2576 1992 lingyt@edb.gov.hk 2882 4546  胡惠晴 学校书记 2576 1992 wuwaiching@edb.gov.hk 2882 4546  皇仁书院 

邓肇坚维多利亚官立中学  香港湾仔爱群道5号 叶荣昌 副校长 2831 7705 wcyip@edb.gov.hk 2572 5344  麦婉文 文书主任 2831 7716 ymmak@edb.gov.hk 2572 5344  邓肇坚维多利亚官立中学

轩尼诗道官立小学 香港湾仔谭臣道169号 林贯儿 副校长 2572 6633 kunyeelam@edb.gov.hk 2572 3735 吴肇庭 学校书记 2572 6633 ngsiuting@edb.gov.hk 2572 3735 轩尼诗道官立小学

轩尼诗道官立小学(铜锣湾) 香港铜锣湾东院道3号 罗静仪 副校长 2157 2788 hrgpscwb@edb.gov.hk 2157 2789 钟君亮 文书助理 2157 2788 hrgpscwb@edb.gov.hk 2157 2789 轩尼诗道官立小学(铜锣湾)

官立嘉道理爵士小学 香港扫杆埔东院道9号 冯蕴璇 副校长 2577 3489 wsfung2@edb.gov.hk 2882 4520 官立嘉道理爵士小学

北角官立小学（云景道） 香港北角云景道22号 叶树培 副校长 2122 9494 ipshupui@edb.gov.hk 2122 9422 李允言 助理文书主任 2122 9494 paulwyli@edb.gov.hk 2122 9422 北角官立小学（云景道）

香港南区官立小学 香港鸭脷洲桥道325号 李明佳 副校长 2550 9662 mklee@edb.gov.hk 2551 7793 吴恩恩 学校书记 2550 9662 ireanyyng@edb.gov.hk 2551 7793 香港南区官立小学

香岛道官立小学 香港香港仔崇文街20号 林咏坤 负责老师 2552 5255 service@irgps.edu.hk 2552 1602 香岛道官立小学

湾仔

中西区

南区

(B) 官立学校

─

─

─

─

─

mailto:kings@edb.gov.hk#
https://www.chsc.hk/ssp2021/sch_detail.php?li_id=2&lang_id=3&chg_district_id=1&sch_id=419&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chg_district_id%3D1%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ort_id%3D-1%26sch_type%3DGov#
https://www.chsc.hk/psp2021/sch_detail.php?lang_id=3&sch_id=21&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ch_type%3DGov%26sort_id%3D-1#
https://www.chsc.hk/psp2021/sch_detail.php?lang_id=3&sch_id=8&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ch_type%3DGov%26sort_id%3D-1#
https://www.chsc.hk/ssp2021/sch_detail.php?li_id=2&lang_id=3&chg_district_id=1&sch_id=122&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chg_district_id%3D1%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ort_id%3D-1%26sch_type%3DGov#
mailto:qc1@qc.edu.hk#
mailto:wuwaiching@edb.gov.hk#
https://www.chsc.hk/ssp2021/sch_detail.php?li_id=2&lang_id=3&chg_district_id=1&sch_id=128&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chg_district_id%3D1%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ort_id%3D-1%26sch_type%3DGov#
https://www.chsc.hk/ssp2021/sch_detail.php?li_id=2&lang_id=3&chg_district_id=1&sch_id=55&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chg_district_id%3D1%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ort_id%3D-1%26sch_type%3DGov#
mailto:hrgpsam@edb.gov.hk#
mailto:ngsiuting@edb.gov.hk#
https://www.chsc.hk/psp2021/sch_detail.php?lang_id=3&sch_id=421&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ch_type%3DGov%26sort_id%3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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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hsc.hk/psp2021/sch_detail.php?lang_id=3&sch_id=422&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ch_type%3DGov%26sort_id%3D-1#
https://www.chsc.hk/psp2021/sch_detail.php?lang_id=3&sch_id=422&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ch_type%3DGov%26sort_id%3D-1#
https://www.chsc.hk/psp2021/sch_detail.php?lang_id=3&sch_id=422&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ch_type%3DGov%26sort_id%3D-1#
https://www.chsc.hk/psp2021/sch_detail.php?lang_id=3&sch_id=410&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ch_type%3DGov%26sort_id%3D-1#
mailto:tiffanykylee@edb.gov.hk#
https://www.chsc.hk/psp2021/sch_detail.php?lang_id=3&sch_id=37&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ch_type%3DGov%26sort_id%3D-1#
mailto:info@hksdgp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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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设施

区份 （以18区区
议会界线为准）

职衔 职衔 传真电邮地址联络电话 联络电话
请参考下方所列数据或按有关超链接浏览

" 学校设施" -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
设施"的数据。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姓名

副无障碍主任无障碍主任

传真 姓名 电邮地址

庇理罗士女子中学 香港天后庙道51号 崔雅莲 副校长 2571 8018 eileen@edb.gov.hk 2578 5698  邝仲炜 文书助理 2571 8018 kwongchungwai@edb.gov.hk 2578 5698  庇理罗士女子中学

金文泰中学  香港北角炮台山道30号 温雯韵 副校长 2570 6411 katwan@edb.gov.hk 2578 5719  郑文炜 负责老师 2570 6411 edcmw@edb.gov.hk 2578 5719  金文泰中学

筲箕湾东官立中学 香港筲箕湾柴湾道40号 江少华 副校长 2560 2677 swkong@edb.gov.hk 2568 9865 许伯全 负责老师 2560 2677 ses_ccp@yahoo.com.hk 2568 9865 筲箕湾东官立中学

筲箕湾官立中学  香港筲箕湾柴湾道42号 高永泰 副校长 2233 1632 kowingtai@edb.gov.hk 2568 9708  筲箕湾官立中学

北角官立小学 英皇道888号 李燕珊 副校长 2561 7130 ysli@edb.gov.hk 2562 8814 罗祉淇 文书助理 2561 7130 tszkilaw@edb.gov.hk 2562 8814 北角官立小学

爱秩序湾官立小学 香港筲箕湾爱礼街1号 邓志强 副校长 2561 1118 abgps@edb.gov.hk 2562 8437 爱秩序湾官立小学

筲箕湾官立小学 香港筲箕湾东大街19号 张海岚 副校长 2569 2532 skwgps@edb.gov.hk 2568 9504 筲箕湾官立小学

观塘官立中学  九龙观塘顺致街九号顺利邨 蔡永强 副校长 2343 6220  wktsoi@edb.gov.hk 2304 4671 观塘官立中学

观塘功乐官立中学 九龙观塘功乐道90号 林谋坤 副校长 2343 5059 lmn@edb.gov.hk 2304 4668  蔡蓓英 书记 2343 5059 choipy@edb.gov.hk 2304 4668  观塘功乐官立中学

观塘官立小学 九龙观塘牛头角道240号 林曼燕 副校长 2756 0762 ktgps@edb.gov.hk 2331 3421 何卓欣 文书助理 2756 0762 hocheukyan@edb.gov.hk 2331 3421 观塘官立小学

观塘官立小学（秀明道） 观塘秀茂坪秀明道130号 张秀慧 副校长 2709 2220 csw@edb.gov.hk 2709 2660 刘绍芳 学校书记 2709 2220 siufonglau@edb.gov.hk 2709 2660 观塘官立小学（秀明道）

观塘

东区 ─

─

─

─

https://www.chsc.hk/ssp2021/sch_detail.php?li_id=2&lang_id=3&chg_district_id=1&sch_id=27&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chg_district_id%3D1%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ort_id%3D-1%26sch_type%3DGov#
mailto:katwan@edb.gov.hk#
mailto:edcmw@edb.gov.hk#
https://www.chsc.hk/ssp2021/sch_detail.php?li_id=2&lang_id=3&chg_district_id=1&sch_id=160&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chg_district_id%3D1%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ort_id%3D-1%26sch_type%3DGov#
mailto:ses-mail@hkedcity.net#
https://www.chsc.hk/ssp2021/sch_detail.php?li_id=2&lang_id=3&chg_district_id=1&sch_id=268&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chg_district_id%3D1%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ort_id%3D-1%26sch_type%3DGov#
mailto:kowingtai@edb.gov.hk#
https://www.chsc.hk/ssp2021/sch_detail.php?li_id=2&lang_id=3&chg_district_id=1&sch_id=269&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chg_district_id%3D1%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ort_id%3D-1%26sch_type%3DGov#
mailto:ysli@edb.gov.hk#
mailto:tszkilaw@edb.gov.hk#
https://www.chsc.hk/psp2021/sch_detail.php?lang_id=3&sch_id=36&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ch_type%3DGov%26sort_id%3D-1#
https://www.chsc.hk/psp2021/sch_detail.php?lang_id=3&sch_id=40&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ch_type%3DGov%26sort_id%3D-1#
https://www.chsc.hk/psp2021/sch_detail.php?lang_id=3&sch_id=46&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ch_type%3DGov%26sort_id%3D-1#
mailto:ktgss@email.ktgss.edu.hk#
https://www.chsc.hk/ssp2021/sch_detail.php?li_id=2&lang_id=3&chg_district_id=1&sch_id=119&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chg_district_id%3D1%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ort_id%3D-1%26sch_type%3DGov#
mailto:ktklgss@edb.gov.hk#
mailto:choipy@edb.gov.hk#
https://www.chsc.hk/ssp2021/sch_detail.php?li_id=2&lang_id=3&chg_district_id=1&sch_id=118&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chg_district_id%3D1%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ort_id%3D-1%26sch_type%3DGov#
mailto:hocheukyan@edb.gov.hk#
https://www.chsc.hk/psp2021/sch_detail.php?lang_id=3&sch_id=147&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ch_type%3DGov%26sort_id%3D-1#
mailto:csw@edb.gov.hk#
https://www.chsc.hk/psp2021/sch_detail.php?lang_id=3&sch_id=143&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ch_type%3DGov%26sort_id%3D-1#


无障碍设施

区份 （以18区区
议会界线为准）

职衔 职衔 传真电邮地址联络电话 联络电话
请参考下方所列数据或按有关超链接浏览

" 学校设施" -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
设施"的数据。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姓名

副无障碍主任无障碍主任

传真 姓名 电邮地址

九龙工业学校 九龙深水埗长沙湾道332-334号 黄锦光 负责老师 2386 0737 mail@kts.edu.hk 2708 9958 九龙工业学校

福荣街官立小学 九龙深水埗福荣街231号 彭俊杰 副校长(署任) 2386 9426 fwsgps@edb.gov.hk 2708 9854 袁嘉欣 学校行政主任 2386 9426 yuenkayan@edb.gov.hk 2708 9854 福荣街官立小学

李郑屋官立小学 九龙深水埗东京街43号 李广容 副校长 2386 8049 leekwongyung@edb.gov.hk 2708 9950 黄秀群 学校书记 2386 8049 jennywong@edb.gov.hk 2708 9950 李郑屋官立小学

深水埗官立小学 九龙深水埗深旺道101号 梁玉玲 副校长 2959 0555 email@sspgps.edu.hk 2959 0566 深水埗官立小学

伊利沙伯中学  九龙旺角洗衣街152号 黄向荣 学校书记(文书主任) 2380 9621  heungwingwong@edb.gov.hk 2391 4949  张嘉宜 文书助理 2380 9621  changkayi@edb.gov.hk 2391 4949  伊利沙伯中学 

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学(西九龙) 
九龙大角咀西九龙填海区海帆道

22号
黄碧华 副校长 2576 1871 eunicewong@edb.gov.hk 2882 4548 黄凯勤 文书助理 2576 1871 wonghoikan@edb.gov.hk 2882 4548 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学(西九龙) 

广东道官立小学 九龙尖沙咀广东道178号 张思琪 主任 2366 1530 crgpsinfo@edb.gov.hk 2314 1850 蔡菀殷 学校行政事务主任 2366 1530 crgpsinfo@edb.gov.hk 2314 1850 广东道官立小学

佐敦道官立小学 九龙油麻地南京街1号B 余丽霞 副校长 2332 4249 jordan@eservices.hkedcity.net 2770 9559 谭思淦 学校行政事务主任 2332 4249 jordan@eservices.hkedcity.net 2770 9559 佐敦道官立小学

塘尾道官立小学 九龙旺角塘尾道170号 林敏施 副校长 2393 0800 lammansze@edb.gov.hk 2391 4777 莫芷莉 副校长 2393 0800 chilim@edb.gov.hk 2391 4777 塘尾道官立小学

龙翔官立中学 九龙黄大仙马仔坑道1号 罗文德 副校长 2323 4202  lcgss@edb.gov.hk 2320 2246 庄家荣 负责老师 2323 4202  lcgss@edb.gov.hk 2320 2246 龙翔官立中学

黄大仙官立小学 九龙黄大仙正德街100号 黄慧仪 副校长 2320 2437 waiyeewong@edb.gov.hk 2320 2440 林欲宏 学校书记 2320 2437 kennethywlam@edb.gov.hk 2320 2440 黄大仙官立小学

油尖旺

黄大仙

深水埗

─

─

mailto:mail@kts.edu.hk
https://www.chsc.hk/ssp2021/sch_detail.php?li_id=2&lang_id=3&chg_district_id=1&sch_id=164&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chg_district_id%3D1%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ort_id%3D-1%26sch_type%3DGov#
mailto:yuenkayan@edb.gov.hk#
https://www.chsc.hk/psp2021/sch_detail.php?lang_id=3&sch_id=261&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ch_type%3DGov%26sort_id%3D-1#
mailto:leekwongyung@edb.gov.hk#
https://www.chsc.hk/psp2021/sch_detail.php?lang_id=3&sch_id=271&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ch_type%3DGov%26sort_id%3D-1#
https://www.chsc.hk/psp2021/sch_detail.php?lang_id=3&sch_id=257&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ch_type%3DGov%26sort_id%3D-1#
mailto:changkayi@edb.gov.hk#
https://www.chsc.hk/ssp2021/sch_detail.php?li_id=2&lang_id=3&chg_district_id=1&sch_id=413&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chg_district_id%3D1%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ort_id%3D-1%26sch_type%3DGov#
mailto:eunicewong@edb.gov.hk#
https://www.chsc.hk/ssp2021/sch_detail.php?li_id=2&lang_id=3&chg_district_id=1&sch_id=117&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chg_district_id%3D1%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ort_id%3D-1%26sch_type%3DGov#
mailto:crgpsinfo@edb.gov.hk#
mailto:crgpsinfo@edb.gov.hk#
https://www.chsc.hk/psp2021/sch_detail.php?lang_id=3&sch_id=509&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ch_type%3DGov%26sort_id%3D-1#
https://www.chsc.hk/psp2021/sch_detail.php?lang_id=3&sch_id=512&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ch_type%3DGov%26sort_id%3D-1#
https://www.chsc.hk/psp2021/sch_detail.php?lang_id=3&sch_id=526&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ch_type%3DGov%26sort_id%3D-1#
mailto:lcgss@edb.gov.hk#
mailto:lcgss@edb.gov.hk#
https://www.chsc.hk/ssp2021/sch_detail.php?li_id=2&lang_id=3&chg_district_id=1&sch_id=200&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chg_district_id%3D1%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ort_id%3D-1%26sch_type%3DGov#
https://www.chsc.hk/psp2021/sch_detail.php?lang_id=3&sch_id=435&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ch_type%3DGov%26sort_id%3D-1#


无障碍设施

区份 （以18区区
议会界线为准）

职衔 职衔 传真电邮地址联络电话 联络电话
请参考下方所列数据或按有关超链接浏览

" 学校设施" -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
设施"的数据。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姓名

副无障碍主任无障碍主任

传真 姓名 电邮地址

何文田官立中学  九龙何文田巴富街8号 罗家华 副校长 2711 2680  kwloo@edb.gov.hk 2714 2846  李剑虹 文书助理 2711 2680  leekh@edb.gov.hk 2714 2846  何文田官立中学 

赛马会官立中学  九龙九龙塘牛津道2号B 陈秀芳 副校长 2336 6761 csf@edb.gov.hk 2336 3479  黄伟基 老师 2336 6761 wongwk@edb.gov.hk 2336 3479  赛马会官立中学 

艺术与科技教育中心 九龙九龙城乐富联合道 145 号 叶荣昌 副校长 2336 0902 wcyip@edb.gov.hk 2336 3842 王燕婷 文书主任 2336 0902 atec@edb.gov.hk 2336 3842

无障碍场地入口点/入口，畅通易达升降机，畅通易

达洗手间，畅通易达停车位，畅通易达服务柜台，

视像火警警报，适当的畅通易达标志，触觉引路带

，触觉点字及触觉平面图，无障碍公用地方，无障

碍信道，视像显示板

农圃道官立小学 九龙土瓜湾农圃道8号 李宗超 副校长 2711 0682 cclsuper@edb.gov.hk 2714 4224 颜小娟 书记 2711 0682 tristaskngan@edb.gov.hk 2714 4224 农圃道官立小学

马头涌官立小学 九龙土瓜湾福祥街1号 陈沛强 负责老师 2711 5548 mtcgps@edb.gov.hk 2714 4258 马头涌官立小学

马头涌官立小学（红磡湾） 红磡湾爱景街3号 叶素碧 副校长 2363 8989 mail@mtchhb.edu.hk 2773 1919 张苑薇 学校书记 2363 8989 mail@mtchhb.edu.hk 2773 1919 马头涌官立小学（红磡湾）

九龙塘官立小学 九龙塘添福道6号 李小薇 副校长 2336 0991 smli@edb.gov.hk 2337 4673 温淑盈 书记 2336 0991 wansukying@edb.gov.hk 2337 4673 九龙塘官立小学

离岛 长洲官立中学 香港新界长洲学校路5B 高永祥 副校长 2981 0514 apccgss1@edb.gov.hk 2981 6349  长洲官立中学

荃湾官立中学  新界荃湾海坝街70号 区世明 教育主任(署任) 2490 3307  kevinau@edb.gov.hk 2490 6645  邓颖茵 学校书记 2490 3307 fionawytang@edb.gov.hk 2490 6645 荃湾官立中学 

海坝街官立小学 新界荃湾启志街1号 翁丽琴 副校长 2490 2828 laikamyung@edb.gov.hk 2490 6272 麦颖宝 学校书记 2490 2828 hoipa@hpsgps.edu.hk 2490 6272 海坝街官立小学

荃湾官立小学 新界荃湾青山公路600号 谢玉莲 副校长 2415 6313 yltse@edb.gov.hk 2415 6013 荃湾官立小学

九龙城

荃湾

─

─

─

https://www.chsc.hk/ssp2021/sch_detail.php?li_id=2&lang_id=3&chg_district_id=1&sch_id=124&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chg_district_id%3D1%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ort_id%3D-1%26sch_type%3DGov#
mailto:wongwk@edb.gov.hk#
https://www.chsc.hk/ssp2021/sch_detail.php?li_id=2&lang_id=3&chg_district_id=1&sch_id=257&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chg_district_id%3D1%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ort_id%3D-1%26sch_type%3DGov#
mailto:atec@emb.gov.hk#
mailto:tristaskngan@edb.gov.hk#
https://www.chsc.hk/psp2021/sch_detail.php?lang_id=3&sch_id=98&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ch_type%3DGov%26sort_id%3D-1#
https://www.chsc.hk/psp2021/sch_detail.php?lang_id=3&sch_id=74&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ch_type%3DGov%26sort_id%3D-1#
https://www.chsc.hk/psp2021/sch_detail.php?lang_id=3&sch_id=102&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ch_type%3DGov%26sort_id%3D-1#
https://www.chsc.hk/psp2021/sch_detail.php?lang_id=3&sch_id=109&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ch_type%3DGov%26sort_id%3D-1#
mailto:ccg@ccgss.edu.hk#
https://www.chsc.hk/ssp2021/sch_detail.php?li_id=2&lang_id=3&chg_district_id=1&sch_id=37&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chg_district_id%3D1%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ort_id%3D-1%26sch_type%3DGov#
https://www.chsc.hk/ssp2021/sch_detail.php?li_id=2&lang_id=3&chg_district_id=1&sch_id=247&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chg_district_id%3D1%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ort_id%3D-1%26sch_type%3DGov#
https://www.chsc.hk/psp2021/sch_detail.php?lang_id=3&sch_id=384&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ch_type%3DGov%26sort_id%3D-1#
https://www.chsc.hk/psp2021/sch_detail.php?lang_id=3&sch_id=398&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ch_type%3DGov%26sort_id%3D-1#


无障碍设施

区份 （以18区区
议会界线为准）

职衔 职衔 传真电邮地址联络电话 联络电话
请参考下方所列数据或按有关超链接浏览

" 学校设施" -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
设施"的数据。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姓名

副无障碍主任无障碍主任

传真 姓名 电邮地址

赵聿修纪念中学 新界元朗体育路7号 任远思 副校长 2477 8237 ysyam@clsmss.edu.hk 2474 7319 罗铭炜 助理教育主任 2477 8237 lawmingwai@edb.gov.hk 2474 7319 赵聿修纪念中学

新界乡议局元朗区中学  新界元朗教育路123号 郭颕文 副校长 2476 6226  kwokwingman@edb.gov.hk 2474 7376  李美君 学校书记 2476 6226  meikwanli@edb.gov.hk 2474 7376  新界乡议局元朗区中学 

天水围官立中学  新界天水围天耀邨第二期 庞凌志 副校长 2445 0967 plc@edb.gov.hk 2446 3766  天水围官立中学 

元朗公立中学  新界元朗水牛岭公园南路22号 甘汉杰 教育主任 2476 2357  kamhk@edb.gov.hk 2474 7119  李美凤 学校书记 2476 2357  limeifung@edb.gov.hk 2474 7119  元朗公立中学

天水围官立小学 新界元朗天水围天瑞路10号 李有莲 副校长 2447 4288 leeyaulin@edb.gov.hk 2448 8579 天水围官立小学

南元朗官立小学 新界元朗榄口村路21号 蔡子芬 副校长 2478 1230 marychoi@edb.gov.hk 2478 0323 潘碧珍 主任 2478 1230 patriciapun@edb.gov.hk 2478 0323 南元朗官立小学

元朗官立小学 新界元朗坳头友全街 宋玉玲 副校长 2476 1160 ylgps@edb.gov.hk 2474 7316 元朗官立小学

粉岭官立中学 新界粉岭一鸣路27号 曹美娴 副校长 2677 6778 tmh@edb.gov.hk 2677 6588 何珈咏 学校书记 2677 6778 fgss@edb.gov.hk 2677 6588 粉岭官立中学

上水官立中学  新界上水百和路21号 陈桂霞 副校长 2668 0628  khchan@edb.gov.hk 2668 5885  罗嘉倩 学校行政事务主任 2668 0628
ssgss@edb.gov.hk,

monakslo@edb.gov.hk
2668 5885 上水官立中学 

粉岭官立小学 新界粉岭祥华村 罗福章 副校长 2669 2024 fgpsa@edb.gov.hk 2677 6202 粉岭官立小学

梁文燕纪念中学(沙田)  新界沙田大围显田街2号 廖德忠 教育主任 2694 1414  tcliu@edb.gov.hk 2609 1245 王恩豪 文书助理 2694 1414  michaelyhwong@edb.gov.hk 2609 1245 梁文燕纪念中学(沙田) 

沙田官立中学  新界沙田文礼路11-17号 陈雅恩 副校长 2691 4744 stgss@stgss.edu.hk 2609 1456 沙田官立中学 

沙田官立小学 新界沙田新田围邨 杜佩仪 副校长 2605 0110 stgps@edb.gov.hk 2602 2489 沙田官立小学

元朗

北区

沙田 ─

─

─

─

─

─

mailto:lawmingwai@edb.gov.hk#
https://www.chsc.hk/ssp2021/sch_detail.php?li_id=2&lang_id=3&chg_district_id=1&sch_id=430&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chg_district_id%3D1%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ort_id%3D-1%26sch_type%3DGov#
mailto:kwokwingman@edb.gov.hk#
https://www.chsc.hk/ssp2021/sch_detail.php?li_id=2&lang_id=3&chg_district_id=1&sch_id=405&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chg_district_id%3D1%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ort_id%3D-1%26sch_type%3DGov#
mailto:plc@edb.gov.hk#
https://www.chsc.hk/ssp2021/sch_detail.php?li_id=2&lang_id=3&chg_district_id=1&sch_id=331&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chg_district_id%3D1%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ort_id%3D-1%26sch_type%3DGov#
mailto:limeifung@edb.gov.hk#
https://www.chsc.hk/ssp2021/sch_detail.php?li_id=2&lang_id=3&chg_district_id=1&sch_id=423&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chg_district_id%3D1%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ort_id%3D-1%26sch_type%3DGov#
https://www.chsc.hk/psp2021/sch_detail.php?lang_id=3&sch_id=482&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ch_type%3DGov%26sort_id%3D-1#
mailto:marychoi@edb.gov.hk#
mailto:patriciapun@edb.gov.hk#
https://www.chsc.hk/psp2021/sch_detail.php?lang_id=3&sch_id=505&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ch_type%3DGov%26sort_id%3D-1#
https://www.chsc.hk/psp2021/sch_detail.php?lang_id=3&sch_id=491&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ch_type%3DGov%26sort_id%3D-1#
mailto:tmh@edb.gov.hk
mailto:fgss@edb.gov.hk#
https://www.chsc.hk/ssp2021/sch_detail.php?li_id=2&lang_id=3&chg_district_id=1&sch_id=84&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chg_district_id%3D1%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ort_id%3D-1%26sch_type%3DGov#
https://www.chsc.hk/ssp2021/sch_detail.php?li_id=2&lang_id=3&chg_district_id=1&sch_id=267&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chg_district_id%3D1%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ort_id%3D-1%26sch_type%3DGov#
https://www.chsc.hk/psp2021/sch_detail.php?lang_id=3&sch_id=189&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ch_type%3DGov%26sort_id%3D-1#
mailto:tcliu@edb.gov.hk#
mailto:michaelyhwong@edb.gov.hk#
https://www.chsc.hk/ssp2021/sch_detail.php?li_id=2&lang_id=3&chg_district_id=1&sch_id=192&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chg_district_id%3D1%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ort_id%3D-1%26sch_type%3DGov#
mailto:genoff@stgss.edu.hk#
https://www.chsc.hk/ssp2021/sch_detail.php?li_id=2&lang_id=3&chg_district_id=1&sch_id=263&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chg_district_id%3D1%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ort_id%3D-1%26sch_type%3DGov#
https://www.chsc.hk/psp2021/sch_detail.php?lang_id=3&sch_id=294&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ch_type%3DGov%26sort_id%3D-1#


无障碍设施

区份 （以18区区
议会界线为准）

职衔 职衔 传真电邮地址联络电话 联络电话
请参考下方所列数据或按有关超链接浏览

" 学校设施" -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
设施"的数据。

场所／建筑物／设施 地址

姓名

副无障碍主任无障碍主任

传真 姓名 电邮地址

将军澳官立中学  新界将军澳敬贤里2号 周根雄 副校长 2704 0051 chowkanhung@edb.gov.hk 2704 0777  将军澳官立中学 

将军澳官立小学 新界将军澳厚德邨 李国贞 副校长 2701 2886 tkogps@edb.gov.hk 2706 0884 区泳仪 文书助理 2701 2886 tkogps@edb.gov.hk 2706 0884 将军澳官立小学

新界乡议局大埔区中学 新界大埔大元邨 龚万声 教育主任 2664 3032  nthyktpdss@edb.gov.hk 2667 8085  新界乡议局大埔区中学

大埔官立小学 新界大埔太和路8号 陈锦辉 副校长 2658 4062 tpgps@edb.gov.hk 2650 7109 陈家德 副校长 2658 4062 tpgps@edb.gov.hk 2650 7109 大埔官立小学

南屯门官立中学 新界屯门湖山路218号 陈静茵 副校长 2404 5506 stmgss@edb.gov.hk 2618 3151  南屯门官立中学

屯门官立中学  新界屯门青山湾段青山公路393号 王伟文 副校长 2458 0459  wmmr@edb.gov.hk 2618 3160 屯门官立中学 

屯门官立小学 新界屯门兆康苑 李如仙 副校长 2465 1662 tmgps@edb.gov.hk 2464 3083 屯门官立小学

大埔

屯门

西贡

─

─

─

─

─

mailto:info@tkogss.edu.hk
https://www.chsc.hk/ssp2021/sch_detail.php?li_id=2&lang_id=3&chg_district_id=1&sch_id=156&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chg_district_id%3D1%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ort_id%3D-1%26sch_type%3DGov#
https://www.chsc.hk/psp2021/sch_detail.php?lang_id=3&sch_id=233&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ch_type%3DGov%26sort_id%3D-1#
mailto:nthyktpdss@edb.gov.hk
https://www.chsc.hk/ssp2021/sch_detail.php?li_id=2&lang_id=3&chg_district_id=1&sch_id=404&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chg_district_id%3D1%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ort_id%3D-1%26sch_type%3DGov#
https://www.chsc.hk/psp2021/sch_detail.php?lang_id=3&sch_id=380&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ch_type%3DGov%26sort_id%3D-1#
mailto:stmgss@edb.gov.hk
https://www.chsc.hk/ssp2021/sch_detail.php?li_id=2&lang_id=3&chg_district_id=1&sch_id=231&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chg_district_id%3D1%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ort_id%3D-1%26sch_type%3DGov#
mailto:wmmr@edb.gov.hk
https://www.chsc.hk/ssp2021/sch_detail.php?li_id=2&lang_id=3&chg_district_id=1&sch_id=345&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chg_district_id%3D1%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ort_id%3D-1%26sch_type%3DGov#
https://www.chsc.hk/psp2021/sch_detail.php?lang_id=3&sch_id=345&return_page=sch_list.php%3Flang_id%3D3%26search_mode%3D%26frmMode%3Dpagebreak%26sch_type%3DGov%26sort_id%3D-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