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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區議會委員會會議 

社會服務及健康安全城市委員會第五次會議 

SKDC (SSHSCC) 文件第 50/16 號 

 

 

簡介西貢區郵政設施 

 

目的  

 

  本文件載述西貢區郵政設施概覽，作為香港郵政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出席

完西貢區議會社會服務及健康安全城市委員會的補充資料。 

 

西貢區郵政設施概覽 

 

2.  現時，西貢區共有5間郵政局，另有流動郵車每星期一至兩次於較遍遠地區提供郵

政服務。郵局地址、開放時間及流動郵車提供服務的地點及時間表載於附件一及附件二。 

 

3.  區內的派遞服務由位於西貢親民街34號西貢政府合署地下的西貢派遞局及將軍澳

厚德邨厚德商場地下G30-G32號的將軍澳派遞局提供。為西貢區服務之派遞段數共有90

段，每段由1名郵差負責。 

 

4.  區內共有 58 個郵箱設施，以方便市民投寄郵件，郵箱編號及位置載於附件三。 

 

5. 我們在本地派遞及櫃位的服務承諾是： 

 

(a) 本地投寄信件於投寄後下一個工作天派達收件人，目標是98%。 

(b) 於非繁忙時間內顧客可在10分鐘內獲提供櫃位服務，目標是98%； 

繁忙時間/高峰期顧客可在25分鐘內獲提供櫃位服務，目標是98%。 

   

過去3年，我們都能達標完成以上的服務承諾。 

 

郵箱編號 647 

 

6.   位於將軍澳地鐵站範圍內郵箱編號 647 是一個屬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港鐵 ) 所

擁有的私人郵箱，港鐵於 2015 年 7 月 24 日通知本署將該郵箱從 C 出口遷往近 B 出口，

目的是要增設入閘位以方便乘客。 

 

 

附件: (一) 郵局地址及開放時間 

(二) 流動郵車服務地點及時間表 

(三) 郵箱編號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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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西貢區的郵政局 

 

郵政局名稱 地址 營業時間 

1. 
彩明郵政局 將軍澳彩明苑彩明商場擴展部份地下

240 號 

星期一至 

星期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

下午四時三十分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

下午一時 

2. 
寶林郵政局 將軍澳寶林邨酒樓大樓地下 星期一至 

星期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

下午四時三十分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

下午一時 

3. 
西貢郵政局 西貢親民街 34 號西貢政府合署地下 星期一至 

星期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

下午五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

下午一時 

4. 
尚德郵政局 將軍澳尚德邨尚德商場 2 樓 229 號 星期一至 

星期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

下午四時三十分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

下午一時 

5. 
將軍澳郵政局 將軍澳厚德邨厚德商場地下 G30-G32 號 星期一至 

星期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

下午五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

下午一時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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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流動郵車在西貢區的服務地點及時間表 

 

服務地點 停泊地點 時間表 停留時間 

銀線灣 清水灣，銀線灣道及銀

星徑交界，亞洲超級市

場旁。 

星期一：上午十一時十五分至十 一時

三十分 

星期四：上午九時五十五分至十時十分 

15 分鐘 

清水灣道十咪半 

 

清水灣碧沙路，碧沙別

墅旁。 

星期一 ：上午十一時四十分至十一時

五十五分 

15 分鐘 

坑口永隆路  西貢坑口永隆路，碧浪

別墅外。 

星期一： 下午十二時零五分至十二時

三十五分 

星期四：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九時四十五

分 

30 分鐘 

上洋  清水灣道 1111號，三育

中學。  

星期一：下午二時四十分至二時五十五

分 

星期四：上午十時三十分至十時四十五

分 

15 分鐘 

大坳門  清水灣道，近大坳門迴

旋處。 

星期一：下午三時零五分至三時二十分 

 

15 分鐘 

清水灣道七咪  清水灣嘉樹路，清水灣

大廈第一、二期管理處

附近。 

星期二：上午九時四十五分至十時正 15 分鐘 

打鼓嶺新村  清水灣打鼓嶺新村，松

濤苑 A座出入口外。  

星期二：上午十時十分至十時二十五分 

 

15 分鐘 

大埔仔  西貢大埔仔村，大埔仔

休憩花園附近。 

星期二：上午十時三十五分至十時五十

分 

星期五：下午一時二十五分至一時四十

分 

15 分鐘 

南圍 西貢南圍路，慧園。 星期二：上午十一時十分至十一時二十

五分 

星期五：下午二時正至二時十五分 

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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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位於西貢區的郵箱 

編號 位置 編號 位置 

31 將軍澳寶寧路富寧花園巴士站 403 馬油塘村 

46 大網仔路大環村 427 將軍澳景林邨將軍澳警署 

64 清水灣道上洋村 456 將軍澳康盛花園商場 

65 西貢公路蠔涌 462 坑口永隆路 

66 西貢墟萬宜新村 470 西貢翠塘花園門口 

135 將軍澳翠林邨巴士總站 472 西貢清水灣∕相思灣 

149 南圍窩尾巴士站 476 將軍澳寶琳路靈實醫院 

155 西貢公路 / 菠蘿輋路交界 490 將軍澳寶豐路 / 育雅里 

159 清水灣道近炭山路小巴站 493 清水灣道孟公屋巴士站 

160 將軍澳唐德街唐明苑唐煌樓的士站  513 將軍澳村寶康路 

166 西貢匡湖居巴士站 535 貿泰路新都城第一期商場停車場出入口 

192 白沙灣停車場 568 西貢北港村 

199 飛鵝山道/飛霞路 579 清水灣半島蓬萊路 

222 將軍澳厚德邨停車塲入口 603 西貢北圍村 

241 清水灣道/銀線灣路巴士站 615 將軍澳尚德邨巴士總站 

251 香港科技大學 619 西貢西沙路浪徑新村對面巴士站 

285 井欄樹清水灣大厦 620 寶琳北路將軍澳賽馬會診所 

296 大埔仔村巴士站 630 將軍澳坑口村 

301 大網仔路黄竹灣村口 632 將軍澳維景灣對出翠嶺路 

304 清水灣道壁屋監獄入口對面 636 將軍澳銀澳路新寶城巴士站 

314 將軍澳工業邨 駿才街 637 將軍澳寶盈花園近大閘 

319 碧沙路/清水灣道交界 642 將軍澳康城路 1號康城社區會堂外 

336 清水灣道邵氏片場 / 銀影路交界 647 港鐵將軍澳站近 B出口 

365 清水灣道松濤苑七咪半 648 港鐵調景嶺站近 A2出口 

370 大網仔路大網仔巴士總站 658 港鐵坑口站近客務中心 

371 清水灣道大澳門路 659 寳琳港鐵站近出口行人電動扶梯旁 

372 坑口道聖雲仙教堂對開 675 西貢菠蘿輋路/躉場路近小巴站 

394 大涌口停車場 682 將軍澳廣場大堂出入口 

401 西貢明順村 / 對面海 707 將軍澳石角路峻瀅 

 
 

附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