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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部門通訊錄

行政長官辦公室

辦公室主任：許麗芳

地址：澳門南灣大馬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總部

電話：（853）2872 6886 / 2856 5555

傳真：（853）2872 6168

網址：http://www.gce.gov.mo

行政法務司司長辦公室

辦公室主任：林智龍

地址：澳門風順堂街 28號政府總部 4樓

電話：（853）2872 6886

傳真：（853）2872 6880

網址：http://www.gsaj.gov.mo

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辦公室主任：辜美玲

地址：澳門蘇亞利斯博士大馬路 307-323號中國銀行大廈 23樓

電話：（853）2878 7350

傳真：（853）2872 6302

網址：http://www.gsef.gov.mo

保安司司長辦公室

辦公室主任：張玉英

地址：澳門兵營斜巷

電話：（853）8799 7580

傳真：（853）2871 5008

網址：http://www.gss.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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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文化司司長辦公室

辦公室主任：何鈺珊

地址：澳門風順堂街 28號政府總部 2樓

電話：（853）2872 6886

傳真：（853）2872 7594

網址：http://www.gsasc.gov.mo

運輸工務司司長辦公室

辦公室主任：張翠玲

地址：澳門蘇亞利斯博士大馬路 307-323號中國銀行大廈 26樓

電話：（853）2878 6919

傳真：（853）2872 7714

行政會

秘書長：許麗芳

地址：澳門南灣大馬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總部

電話：（853）2872 6886

傳真：（853）8989 5704

立法會

主席：高開賢

副主席：崔世昌

立法會輔助部門

秘書長：楊瑞茹

副秘書長：潘錦屏

地址：澳門南灣湖畔立法會前地立法會大樓

電話：（853）2872 8377 / 2872 8379

傳真：（853）2897 3753

網址：http://www.al.gov.mo

電子郵箱：info@al.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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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

終審法院

院長：岑浩輝

院長辦公室主任：陳玉蓮

地址：澳門四月二十五日前地終審及中級法院大樓

電話：（853）8398 4117

傳真：（853）2832 6744

網址：http://www.court.gov.mo

中級法院

院長：賴健雄

地址：澳門四月二十五日前地終審及中級法院大樓

電話：（853）8398 4100

傳真：（853）2832 6747

網址：http://www.court.gov.mo

第一審法院

院長：姚頴珊

網址：http://www.court.gov.mo

初級法院民事法庭辦事處

地址：澳門殷皇子大馬路 43-53A號澳門廣場 12樓

電話：（853）8597 0278

傳真：（853）2833 6506

初級法院輕微民事案件法庭辦事處

地址：澳門南灣大馬路 517號南通商業大廈 21樓A-C座

電話：（853）8398 8444

傳真：（853）2871 5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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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法院勞動法庭辦事處 
地址：澳門殷皇子大馬路 43-53A號澳門廣場 17樓 

電話：(853) 8597 0278 

傳真：(853) 2833 6506 

初級法院家庭及未成年人法庭辦事處 
地址：澳門殷皇子大馬路 43-53A號澳門廣場 17樓 

電話：(853) 8597 0278 

傳真：(853) 2833 6506 

初級法院刑事法庭辦事處 
地址：澳門何鴻燊博士大馬路 347號初級法院刑事大樓 2樓及 3樓 

電話：(853) 8597 0278 

傳真：(853) 2897 3013

行政法院辦事處 
地址：澳門南灣大馬路 517號南通商業大廈 22樓 B - C座 

電話：(853) 2835 6060 

傳真：(853) 2835 5593

刑事起訴法庭辦事處

地址：澳門宋玉生廣場 411- 417號皇朝廣場 4樓

電話：（853）8796 6527

傳真：（853）2872 8275

檢察院

檢察長：葉迅生

辦公室主任：譚炳棠

辦公室副主任：胡潔如

地址：澳門新口岸聖德倫街 449號皇朝廣場大廈 2樓

電話：（853）2878 6666

傳真：（853）2875 3231

網址：http://www.mp.gov.mo

電子郵箱：info@mp.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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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

專員：陳子勁

助理專員：歐陽湘

辦公室主任：陳彥照

地址：澳門冼星海大馬路 105號金龍中心 17樓

電話：（853）2832 6300

傳真：（853）2836 2336

網址：http://www.ccac.org.mo

電子郵箱：ccac@ccac.org.mo

舉報投訴熱線：（853）2836 1212

廉政公署投訴中心地址：澳門新口岸宋玉生廣場皇朝廣場 14樓

黑沙環社區辦事處地址：澳門黑沙環勞動節街 68 -72號裕華大廈地下

電話：（853）2845 3636

傳真：（853）2845 3611

氹仔社區辦事處地址：澳門氹仔南京街濠庭都會第四座地下 C舖

電話：（853）2836 3636

傳真：（853）2884 3344

審計署

審計長：何永安

審計長辦公室主任：何慧卿

地址：澳門冼星海大馬路 105號金龍中心 21及 22樓

電話：（853）2871 1211

傳真：（853）2871 1218

網址：http://www.ca.gov.mo

電子郵箱：info@ca.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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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總局

局長：梁文昌

局長助理：羅偉業

局長助理：梅山明

局長助理：劉運嫦

辦公室協調員：趙汝民

地址：澳門南灣大馬路 730 - 804號中華廣場 7樓A-C座及 16樓

電話：（853）2871 2999 / 8798 7510

傳真：（853）2871 3101

網址：http://www.spu.gov.mo

電子郵箱：info@spu.gov.mo

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

關長：黃文忠

副關長：周見靄

助理關長： 黃偉文

地址：澳門媽閣上街嘉路一世船塢西南端海關總部大樓

電話：（853）2855 9944

傳真：（853）2837 1136

網址： http://www.customs.gov.mo 

電子郵箱：info@customs.gov.mo

24小時舉報及投訴熱線：（853）2896 5001

傳真熱線：（853）2896 5003

查詢熱線：（853）8989 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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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屬下的機構及部門

新聞局

局長：陳露

副局長：黃樂宜

地址：澳門南灣大馬路 762 - 804號中華廣場 15樓

電話：（853）2833 2886

傳真：（853）2835 5426

網址：http://www.gcs.gov.mo

電子郵箱：info@gcs.gov.mo 

政策研究和區域發展局

主任：米健

副主任：吳海恩

副主任：林媛

地址：澳門氹仔體育路 185 -195號

電話：（853）2882 3419

傳真：（853）2882 3415

網址：http://www.dsepdr.gov.mo

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

主任：楊崇蔚

副主任：邱顯哲

地址：澳門南灣大馬路 804號中華廣場 17樓（澳門郵政信箱 880號）

電話：（853）2871 6006

傳真：（853）2871 6116

網址：http://www.gpdp.gov.mo

電子郵箱：info@gpdp.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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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賓公關外事辦公室

主任：李月梅

副主任：唐偉良

副主任：林曉欣

地址：澳門南灣湖景大馬路 796 - 818號財神商業中心（FBC）18樓

電話：（853）8989 3203 / 8989 3204

傳真：（853）2897 2585

網址：http://www.gprpae.gov.mo

電子郵箱：info@gprpae.gov.mo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資產監督規劃辦公室

主任：陳海帆

副主任：廖志漢

地址：澳門卑第巷 3號澳門華人銀行大廈 4 - 5樓

電話：（853）2886 6800

傳真：（853）2886 6665

網址：http://www.gpsap.gov.mo

電子郵箱：info@gpsap.gov.mo

澳門基金會

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

行政委員會副主席：鍾怡

行政委員會委員：何桂鈴、區榮智、黎振強

地址：澳門新馬路 61-75號永光廣場 7至 9樓

電話：（853）2896 6777

傳真：（853）2896 8658

網址：http://www.fmac.org.mo

電子郵箱：info@fm.org.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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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行政委員會主席：馬志毅

地址：澳門殷皇子大馬路 43 - 53A號澳門廣場 8樓 C座及 11樓 K座

電話：（853）2878 8777

傳真：（853）2878 8775 / 2878 8776

網址：http://www.fdct.gov.mo

電子郵箱：info@fdct.gov.mo

澳門駐布魯塞爾歐盟經濟貿易辦事處

主任：譚俊榮

地址：Avenue Louise, 326, Blue Tower, 6e étage, 1050 Bruxelles, Belgique

電話：（32）2647 1265

傳真：（32）2640 1552

網址：http://www.macao-eu.be

電子郵箱：deleg.macao@macao-eu.be

澳門駐里斯本經濟貿易辦事處

主任：譚俊榮

副主任：Lúcia Abrantes dos Santos

地址：Av. 5 de Outubro, N˚115, 4˚andar, 1069 - 204 Lisboa, Portugal

電話：（351）2178 18820

傳真：（351）2179 79328

網址：http://www.decmacau.pt

電子郵箱：decmacau@decmacau.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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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駐北京辦事處

主任：梁潔芝

地址：中國北京市王府井東街 8號澳門中心 16層（郵政編號 100006）

電話：（86）10-58138010

傳真：（86）10-58138020

網址：http://www.draemp.gov.mo

電子郵箱：info@draemp.gov.mo

澳門駐世界貿易組織經濟貿易辦事處

主任：譚俊榮

地址：Avenue Louis- Casaï, 18, 1209 Genève, Suisse

電話：（4122）7100 788

傳真：（4122）7100 780

網址：http://www.macaoeto.ch

電子郵箱：macaoeto@macaoeto.ch

在台灣澳門經濟文化辦事處

主任：何永慧

地址：台灣台北市 110信義路 5段 7號台北 101大樓 56樓A座

電話：（00886）28101 1056

傳真：（00886）28101 1057

網址：http://www.decm.gov.mo

電子郵箱：info@decm.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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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務司屬下的機構及部門

行政公職局 

局長：高炳坤

副局長：馮若儀

副局長：羅健儀

副局長：吳惠嫻

地址：澳門水坑尾 162號公共行政大樓 21 - 27樓

電話：（853）2832 3623

傳真：（853）2859 4000

網址：http://www.safp.gov.mo

電子郵箱：info@safp.gov.mo

法務局

局長：劉德學

副局長：梁葆瑩

副局長：鍾頴儀

副局長：盧瑞祥

地址：澳門水坑尾 162號公共行政大樓 15 - 20樓

電話：（853）2856 4225 / 2859 5298

傳真：（853）2871 0445

網址：http://www.dsaj.gov.mo

電子郵箱：info@dsaj.gov.mo

民事登記局

登記官：梁德富、王玉梅

地址：澳門水坑尾 162號公共行政大樓 2樓

電話：（853）2855 0110

傳真：（853）2837 3097

網址：http://www.dsaj.gov.mo

電子郵箱：crc@dsaj.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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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及動產登記局

登記官：譚佩雯、馮瑞國、梁采怡、黃泫瀅 

地址：澳門水坑尾 162號公共行政大樓 1樓

電話：（853）2837 4371 / 2837 4374

傳真：（853）2833 0741 / 2837 4369

網址：http://www.dsaj.gov.mo

電子郵箱：crcbm@dsaj.gov.mo

物業登記局

登記官：梁美玲、陳景禧、陸嘉朗

地址：澳門水坑尾 162號公共行政大樓 2樓

電話：（853）2857 1550

傳真：（853）2857 1556

網址：http://www.dsaj.gov.mo

電子郵箱：crp@dsaj.gov.mo

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李宗興

地址：澳門黑沙環新街 52號政府綜合服務大樓 2樓

電話：（853）2857 4258

傳真：（853）2835 5205

網址：http://www.dsaj.gov.mo

電子郵箱：1cn@dsaj.gov.mo

第二公證署

公證員：羅靖儀、胡婉達

地址：澳門水坑尾 162號公共行政大樓 3樓

電話：（853）2855 4460

傳真：（853）2856 2407 / 2833 0997

網址：http://www.dsaj.gov.mo

電子郵箱：2cn@dsaj.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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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島公證署

公證員：何嘉威

地址：澳門氹仔哥英布拉街 225號，離島政府綜合服務中心 3樓

電話：（853）2882 7502 / 2882 7504

傳真：（853）2882 5071 / 2883 7891

網址：http://www.dsaj.gov.mo

電子郵箱：cni@dsaj.gov.mo

身份證明局

局長：黃寶瑩

副局長：羅翩卿

副局長：周偉迎

地址：澳門南灣大馬路 804號中華廣場 20樓

電話：（853）2837 0777 / 2837 0888

傳真：（853）2837 4300

網址：http://www.dsi.gov.mo

電子郵箱：info@dsi.gov.mo

24小時海外緊急求助熱線：（853）2857 3333

印務局

局長：陳日鴻

副局長：蕭仲賢

地址：澳門氹仔北安 O1地段多功能政府大樓印務局

電話：（853）2857 3822

傳真：（853）2859 6802

網址：http://www.io.gov.mo

電子郵箱：info@io.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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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署

管理委員會主席：戴祖義

管理委員會副主席：羅志堅

管理委員會副主席：柯嵐

地址：澳門新馬路 163號

電話：（853）2838 7333

傳真：（853）2833 6477

網址：http://www.iam.gov.mo

電子郵箱：webmaster@iam.gov.mo

市民服務熱線：（853）2833 7676

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

主任：尹思哲

副主任：鄭渭茵

地址：澳門南灣羅保博士街 1 - 3號國際銀行大廈 18樓

電話：（853）2871 3843

傳真：（853）2871 3766

網址：http://www.cfjj.gov.mo

電子郵箱：cfjj@cfjj.gov.mo

退休基金會

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沙蓮達

行政管理委員會副主席：高舒婷

行政管理委員會代副主席：鍾日暖

地址：澳門南灣湖景大馬路 796-818號財神商業中心（FBC）14樓

電話：（853）2835 6556

傳真：（853）2859 4391

網址：http://www.fp.gov.mo

電子郵箱：fp@fp.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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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財政司屬下的機構及部門

經濟局

局長：戴建業

副局長：陳子慧

副局長：陳漢生

地址：澳門南灣羅保博士街 1 - 3號國際銀行大廈 6樓

電話：（853）2888 2088

傳真：（853）2871 2552

網址：http://www.economia.gov.mo

電子郵箱：info@economia.gov.mo

財政局

局長：容光亮

副局長：鍾聖心

副局長：何燕梅

地址：澳門南灣大馬路 575、579 及 585號財政局大樓

電話：（853）2833 6366

傳真：（853）2830 0133

網址：http://www.dsf.gov.mo

電子郵箱：dsfinfo@dsf.gov.mo

稅務諮詢熱線：（853）2833 6886

統計暨普查局

局長：楊名就

副局長：程綺雲

副局長：麥恆珍

地址：澳門宋玉生廣場 411 - 417號皇朝廣場 17樓

電話：（853）2872 8188

傳真：（853）2856 1884

網址：http://www.dsec.gov.mo

電子郵箱：info@dsec.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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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事務局

局長：黃志雄

副局長：陳元童

代副局長：陳俊宇

地址：澳門馬揸度博士大馬路 221 - 279號先進廣場大廈

電話：（853）2856 4109

傳真：（853）2855 0477

網址：http://www.dsal.gov.mo

電子郵箱：dsalinfo@dsal.gov.mo

博彩監察協調局

局長：何浩瀚

副局長 : 梁文潤

地址：澳門南灣大馬路 762 - 804號中華廣場 21樓

電話：（853）2856 9262

傳真：（853）2837 0296

網址：http://www.dicj.gov.mo

電子郵箱：enquiry@service.dicj.gov.mo

消費者委員會

全體委員會主席：何佩芬

執行委員會主席：黃翰寧

地址：澳門高士德大馬路 26號何鴻燊夫人大廈 3 - 5樓

電話：（853）8988 9315

傳真：（853）2830 7816

公眾接待：澳門高士德大馬路 26號何鴻燊夫人大廈 4樓

 黑沙環新街 52號政府綜合服務大樓 1樓M區

網址：http://www.consumer.gov.mo

電子郵箱： info@consumer.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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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主席：劉偉明 

執行委員：李藻森

執行委員：黃偉倫

執行委員：余雨生

地址：澳門友誼大馬路 918號世界貿易中心 1 - 4樓

電話：（853）2871 0300

傳真：（853）2859 0309

網址：http://www.ipim.gov.mo

電子郵箱：ipim@ipim.gov.mo

澳門金融管理局

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陳守信

行政管理委員會委員：李可欣、黃立峰、黃善文、劉杏娟

地址：澳門東望洋斜巷 24及 26號

電話：（853）2856 8288

傳真：（853）2832 5432

網址：http://www.amcm.gov.mo

電子郵箱：general@amcm.gov.mo

 complaints@amcm.gov.mo

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常設秘書處輔助辦公室

辦公室主任：莫苑梨

地址：澳門商業大馬路澳門財富中心 13樓

電話：（853）8791 3333

傳真：（853）2872 8283

網址：http://www.gaspf.gov.mo

電子郵箱：edoc@gfce.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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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司屬下的機構及部門

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

局長：郭鳳美

副局長：關啟榮

副局長：蔡惠濠

地址：澳門兵營斜巷

電話：（853）2855 9999

傳真：（853）2855 9998

網址：http://www.fsm.gov.mo/dsfsm

電子郵箱：info@fsm.gov.mo

治安警察局

局長：吳錦華

副局長：黃偉鴻

副局長：梁慶康

代副局長：伍素萍

地址：澳門十月一號前地治安警察局總部大樓

電話：（853）2857 3333

傳真：（853）2878 0826

網址：http://www.fsm.gov.mo/psp

電子郵箱：psp-info@fsm.gov.mo

司法警察局

局長：薛仲明

副局長：杜淑森

副局長：陳堅雄 

地址：澳門友誼大馬路 823號司法警察局大樓

電話：（853）2855 7777

傳真：（853）2831 2780

網址：http://www.pj.gov.mo

電子郵箱：nar@pj.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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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教管理局

局長：程况明

副局長：呂錦雲

地址：澳門路環竹灣馬路聖方濟各街

電話：（853）2888 1211

傳真：（853）2888 2431

網址：http://www.dsc.gov.mo

電子郵箱：info@dsc.gov.mo

查詢及投訴：（853）8896 1280 / 8896 1283

消防局

局長：梁毓森

副局長：區耀榮

代副局長：鄺逸富

地址：澳門何鴻燊博士大馬路

電話：（853）8989 1300

傳真：（853）2836 1128

網址：http://www.fsm.gov.mo/cb

電子郵箱：cb-info@fsm.gov.mo

緊急求助電話：（853）2857 2222 / 119 / 120

查詢及投訴：（853）8989 1373 / 8989 1374（ 設有電話同步錄音）

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校長：黃子暉

副校長：林壘立

地址：澳門路環石街

電話：（853）2887 1112

傳真：（853）2887 1117 / 8899 0589

網址：http://www.fsm.gov.mo/esfsm

電子郵箱：esfsm-info@fsm.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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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情報辦公室

主任：朱婉儀

副主任：馮婉琪

地址：澳門蘇亞利斯博士大馬路 307 - 323號中國銀行大廈 22樓

電話：（853）2852 3666

傳真：（853）2852 3777

網址：http://www.gif.gov.mo

電子郵箱：info@gif.gov.mo

社會文化司屬下的機構及部門

衛生局

局長：李展潤

副局長：郭昌宇

副局長：鄭成業

代副局長：陳永華

地址：澳門東望洋新街 335號衛生局行政樓

電話：（853）2831 3731

傳真：（853）2871 3105

網址：http://www.ssm.gov.mo

電子郵箱：info@ssm.gov.mo

教育暨青年局

局長：老柏生

副局長：梁慧琪

副局長：龔志明

地址：澳門約翰四世大馬路 7 - 9號 1樓

電話：（853）2855 5533

傳真：（853）2871 1294

網址：http://www.dsej.gov.mo

電子郵箱：webmaster@dsej.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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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局

局長：穆欣欣

副局長：梁惠敏

副局長：張麗珊

地址：澳門塔石廣場文化局大樓

電話：（853）2836 6866

傳真：（853）2836 6899

網址：http://www.icm.gov.mo

電子郵箱：webmaster@icm.gov.mo

旅遊局

局長：文綺華

副局長：程衛東

副局長：許耀明

地址：澳門宋玉生廣場 335 - 341號獲多利大廈 12樓

電話：（853）2831 5566 / 2851 3355

傳真：（853）2851 0104

網址：http://www.macaotourism.gov.mo

電子郵箱：mgto@macaotourism.gov.mo

社會工作局

局長：韓衛

副局長：許華寶

副局長：鄧玉華

地址：澳門西墳馬路 6號

電話：（853）2836 7878

傳真：（853）2835 8573

網址：http://www.ias.gov.mo

電子郵箱：pr@ias.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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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局

局長：潘永權

副局長：劉楚遠

副局長：林蓮嬌

地址：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 818號

電話：（853）2858 0762

傳真：（853）2834 3708

網址：http://www.sport.gov.mo

電子郵箱：info@sport.gov.mo

高等教育局

局長：蘇朝暉

副局長：何絲雅

副局長：曾冠雄

地址：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 614A - 640號龍成大廈 5 - 7樓（入口位於果亞街 105 號）

電話：（853）2834 5403

傳真：（853）2832 2340

網址：http://www.dses.gov.mo

電子郵箱：info@dses.gov.mo

澳門大學

校長：宋永華

副校長（學術事務）：許敬文

副校長（全球事務）：馬許願

副校長（研究事務）：葛偉

副校長（學生事務）：蘇基朗

副校長（行政事務）：高薇

地址：中國澳門氹仔大學大馬路

電話：（853）8822 8833

傳真：（853） 8822 8822

網址：http://www.um.edu.mo

電子郵箱：info@um.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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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理工學院

院長：嚴肇基

副院長：李雁蓮

秘書長：李惠芳

地址：澳門高美士街

電話：（853）2857 8722

傳真：（853）2830 8801

網址：http://www.ipm.edu.mo

電子郵箱：webadmin@ipm.edu.mo

旅遊學院

院長：黃竹君

副院長：甄美娟

副院長：呂劍英

地址：澳門望廈山

電話：（853）2856 1252

傳真：（853）2851 9058

網址：http://www.ift.edu.mo

電子郵箱：iftpr@ift.edu.mo

社會保障基金

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容光耀

行政管理委員會副主席：陳寶雲

行政管理委員會副主席：袁凱清

地址：澳門宋玉生廣場 249 - 263號中土大廈 18樓

電話：（853）2853 2850

傳真：（853）2853 2840

網址：http://www.fss.gov.mo

電子郵箱：at@fss.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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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危機處理辦公室

協調員：文綺華

地址：澳門新口岸宋玉生廣場 335 - 341號獲多利中心 5樓

電話：（853）2872 3993

傳真：（853）2872 2726

網址：http://www.ggct.gov.mo

電子郵箱：info@ggct.gov.mo

24小時旅遊熱線：（853）2833 3000

澳門駐葡萄牙旅遊推廣暨諮詢中心

協調員：Paula Isabel Désirat Machado

地址：Av. 5 de Outubro, Nº 115, R/C, 1069-204, Lisboa, Portugal

電話：（351）217936542

傳真：（351）217960956

網址：http://www.turismodemacau.com.pt

電子郵箱：geral@turismodemacau.com.pt

文化產業基金

行政委員會主席：林韻妮

行政委員會委員：朱妙麗

行政委員會委員：王勁秋

地址：澳門新口岸冼星海大馬路 105號金龍中心 14樓A座

電話：（853）2850 1000

傳真：（853）2850 1010

網址：http://www.fic.gov.mo

電子郵箱：info@fic.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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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工務司屬下的機構及部門

土地工務運輸局

局長：陳寶霞

副局長：劉振滄

副局長：黎永亮

地址：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 33號

電話：（853）2872 2488

傳真：（853）2834 0019

網址：http://www.dssopt.gov.mo

電子郵箱：info@dssopt.gov.mo

服務中心熱線：（853）8590 3800

地圖繪製暨地籍局

局長：雅永健

副局長：張紹基

地址：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 32 - 36號電力公司大樓 5 - 6樓

電話：（853）2834 0040

傳真：（853）2834 0046

網址：http://www.dscc.gov.mo

電子郵箱：mail@dscc.gov.mo

海事及水務局

局長：黃穗文

副局長：曹賜德

副局長：郭虔

地址：澳門萬里長城海事及水務局大樓（郵政信箱 47號）

電話：（853）2855 9922

傳真：（853）8988 2599

網址：http://www.marine.gov.mo

電子郵箱：info@marine.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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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電局

局長：劉惠明

副局長：梁祝艷

副局長：劉蘭華

地址：澳門議事亭前地郵電局總部大樓

電話：（853）2857 4491

傳真：（853）2833 6603 / 8396 8603

網址：http://www.ctt.gov.mo

電子郵箱：cttgeral@ctt.gov.mo

地球物理暨氣象局

局長：梁永權

副局長：鄧耀民

地址：澳門氹仔大潭山天文台斜路

電話：（853）8898 6223

傳真：（853）2885 0557

網址：http://www.smg.gov.mo

電子郵箱：meteo@smg.gov.mo

房屋局

局長：山禮度

副局長：郭惠嫻

副局長：楊錦華

地址：澳門鴨涌馬路 220號青葱大廈地下 L

電話：（853）2859 4875

傳真：（853）2830 5909

網址：http://www.ihm.gov.mo

電子郵箱：info@ihm.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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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發展辦公室

主任：林煒浩

副主任：沈榮臻

副主任：Luís Manuel Madeira de Carvalho

地址：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南光大廈 10樓 F座

電話：（853）2871 3724 / 2871 3725 / 2871 3726

傳真：（853）2871 3728

網址：http://www.gdi.gov.mo

電子郵箱：info@gdi.gov.mo

環境保護局

局長：譚偉文

副局長：黃蔓葒

副局長：葉擴林

地址：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 32號至 36號電力公司大樓 1樓

電話：（853）2876 2626 / 2872 5134

傳真：（853）2872 5129

網址：http://www.dspa.gov.mo

電子郵箱：info@dspa.gov.mo

民航局

局長：陳穎雄

副局長：潘華健

地址：澳門宋玉生廣場 336 - 342號誠豐商業中心 18樓

電話：（853）2851 1213

傳真：（853）2833 8089

網址：http://www.aacm.gov.mo

電子郵箱：aacm@aacm.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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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務局

局長：林衍新

副局長：鄭岳威

副局長：羅誠智

地址：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 33號地下

電話：（853）8866 6363

傳真：（853）2875 0626

網址：http://www.dsat.gov.mo

電子郵箱：info@dsat.gov.mo

能源業發展辦公室

主任：許志樑

副主任：盧深昌

地址：澳門新口岸宋玉生廣場 398號中航大廈 7樓

電話：（853）2896 8838

傳真：（853）2896 8138

網址：http://www.gdse.gov.mo

電子郵箱：info@gdse.gov.m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