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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2021 年 10 月 8 日更新 )  

 

政府建筑物和设施  
 

(I)  每日    

 

(1)  行政长官官邸 (包括粉岭别墅 )  

(2)  礼宾府  

(3)  政府总部  

(4)  香港特别行政区所有口岸管制及检查站  

(5)  香港国际机场  

(6)  金紫荆广场  

 

(II)  指定日子 [即国庆日 (十月一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日 (七月一

日 )、劳动节 (五月一日 )、元旦 (一月一日 )、农历年初一和国家宪

法日 (十二月四日 )]和工作日  

 

(1)  行政长官办公室  

(2)  行政会议  

(3)  前任行政长官办公室  

(4)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官邸  

(5)  政务司司长办公室及官邸  

(6)  财政司司长办公室及官邸  

(7)  律政司司长办公室及官邸  

(8)  终审法院大楼  

(9)  高等法院大楼  

(10)  立法会综合大楼  

(11)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  

(12)  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  

(13)  政府船只 * 

 

*只适用于已配置旗杆的政府船只，并只悬挂区旗。  

 

部门总部  

 

(1)  医疗辅助队  

(2)  民众安全服务处  

(3)  民航处  

(4)  土木工程拓展署  

(5)  惩教署  

(6)  香港海关  

(7)  机电工程署  

(8)  消防处  

(9)  政府飞行服务队  

(10)  香港天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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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香港警务处  

(12)  入境事务处  

(13)  廉政公署  

(14)  律政中心  

(15)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16)  邮政署   

(17)  香港电台  

 

主要政府综合大楼  

 

(1)  香港仔渔业及海事分署  

(2)  长沙湾政府合署  

(3)  海港政府大楼  

(4)  何文田政府合署  

(5)  九龙城政府合署  

(6)  东九龙政府合署  

(7)  九龙政府合署   

(8)  荔枝角政府合署  

(9)  旺角政府合署  

(10)  梅窝政府合署  

(11)  北区政府合署    

(12)  北角政府合署  

(13)  金钟道政府合署    

(14)  西贡政府合署  

(15)  西贡将军澳政府综合大楼  

(16)  深水埗政府合署  

(17)  沙田政府合署  

(18)  修顿中心  

(19)  大埔政府合署  

(20)  工业贸易大楼  

(21)  荃湾政府合署  

(22)  屯门政府合署  

(23)  湾仔政府大楼   

(24)  西九龙政府合署  

(25)  西区裁判署  

(26)  元朗民政事务处大楼  

(27)  元朗政府合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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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政府建筑物和设施  

 

渔农自然护理署  

(1)  香港仔管理站  

(2)  长沙湾鲜活食品批发市场  

(3)  海下管理站  

(4)  鹤薮管理站  

(5)  企岭下管理站  

(6)  羗山管理站  

(7)  九龙山管理站  

(8)  马鞍山管理站  

(9)  北潭浦管理站  

(10)  鲗鱼涌管理站  

(11)  深井管理站  

(12)  城门管理站  

(13)  大美督管理站  

(14)  大埔滘管理站  

(15)  大潭管理站  

(16)  大棠管理站  

(17)  蕉坑管理站  

(18)  东涌坳管理站  

(19)  荃锦管理站  

(20)  西区副食品批发市场  

(21)  香港仔鱼市场  

 

建筑署  

(1)   建业中心  

 

惩教署  

(1)  歌连臣角惩教所  

(2)  喜灵洲戒毒所     

(3)  喜灵洲惩教所   

(4)  香港惩教博物馆  

(5)  荔枝角收押所   

(6)  励敬惩教所   

(7)  励新惩教所   

(8)  罗湖惩教所   

(9)  励顾惩教所   

(10)  白沙湾惩教所   

(11)  丰力楼  

(12)  壁屋惩教所   

(13)  沙咀惩教所   

(14)  石壁监狱   

(15)  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   

(16)  职员训练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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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赤柱监狱   

(18)  大榄女惩教所  

(19)  大榄惩教所  

(20)  大潭峡惩教所  

(21)  塘福惩教所   

(22)  东头惩教所   

(23)  蕙兰更生中心  

 

 消防处  

(1)  消防及救护学院  

(2)  香港仔消防局暨救护站  

(3)  鸭脷洲消防局  

(4)  宝马山消防局暨救护站  

(5)  青山湾消防局  

(6)  中区消防局  

(7)  柴湾消防局  

(8)  赤鱲角消防局  

(9)  长洲消防局  

(10)  长沙消防局  

(11)  长沙湾消防局  

(12)  舂坎角消防局  

(13)  愉景湾消防局  

(14)  香园围消防局  

(15)  虎地消防局  

(16)  红磡消防局  

(17)  启德消防局  

(18)  坚尼地城消防局  

(19)  旭和消防局  

(20)  九龙湾消防局  

(21)  九龙塘消防局暨救护站  

(22)  葵涌消防局  

(23)  港湾消防局  

(24)  观塘消防局  

(25)  荔枝角消防局  

(26)  荔景消防局  

(27)  蓝田消防局  

(28)  南丫消防局  

(29)  流浮山消防局暨救护站  

(30)  梨木树消防局  

(31)  马鞍山消防局  

(32)  马头涌消防局  

(33)  马湾消防局  

(34)  米埔消防局  

(35)  旺角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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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梅窝消防局  

(37)  牛池湾消防局  

(38)  北角消防局  

(39)  八乡消防局  

(40)  坪洲消防局  

(41)  竹篙湾消防局暨救护站  

(42)  望后石消防局  

(43)  宝林消防局  

(44)  薄扶林消防局  

(45)  西贡消防局  

(46)  西湾河消防局  

(47)  沙湾消防局  

(48)  沙头角消防局  

(49)  深井消防局暨救护站  

(50)  沙田消防局  

(51)  筲箕湾消防局  

(52)  石硖尾消防局  

(53)  深圳湾消防局  

(54)  上水消防局  

(55)  上环消防局  

(56)  顺利消防局  

(57)  小沥源消防局  

(58)  大赤沙消防局暨救护站  

(59)  大榄涌消防局  

(60)  大澳 (旧 )消防局  

(61)  大澳 (分区 )消防局  

(62)  大埔东消防局  

(63)  大埔消防局  

(64)  天水围消防局  

(65)  田心消防局  

(66)  尖沙咀消防局  

(67)  青衣消防局  

(68)  青衣南消防局  

(69)  荃湾消防局  

(70)  屯门消防局  

(71)  东涌消防局暨救护站  

(72)  铜锣湾消防局  

(73)  山顶消防局  

(74)  湾仔消防局  

(75)  黄大仙消防局  

(76)  油麻地消防局  

(77)  油塘消防局  

(78)  元朗消防局  

(79)  粉岭救护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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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葵涌救护站  

(81)  荔枝角救护站  

(82)  蓝田救护站  

(83)  马头涌救护站  

(84)  旺角救护站  

(85)  摩利臣山救护站  

(86)  摩星岭救护站  

(87)  牛头角救护站  

(88)  上水救护站  

(89)  青衣救护站  

(90)  荃湾救护站  

(91)  打鼓岭救护岗  

(92)  长洲灭火轮消防局  

(93)  青衣灭火轮消防局  

(94)  屯门灭火轮消防局  

(95)  消防处潜水基地  

(96)  葵涌工程部  

 

政府物流服务署  

(1)   政府物料营运中心  

 

政府产业署  

(1)   宏昌大厦  

 

民政事务局  

(1)  青年广场  

 

香港警务处  

(1)  香港仔分区警署  

(2)  机场区警署  

(3)  边界警区总部  

(4)  青山分区警署  

(5)  中区警区总部  

(6)  柴湾警署  

(7)  长洲警署  

(8)  长沙湾分区警署  

(9)  爆炸品处理基地  

(10)  跑马地分区警署  

(11)  香港辅助警察队总部  

(12)  香港警察学院  

(13)  港珠澳大桥 (香港口岸 )警察基地  

(14)  红磡分区警署  

(15)  少年警讯永久活动中心暨青少年综合训练营  

(16)  九龙城分区警署  

(17)  东九龙行动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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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东九龙总区总部及将军澳警署  

(19)  西九龙总区总部  

(20)  葵涌分区警署  

(21)  观塘分区警署  

(22)  南丫岛警岗 (索罟湾 ) 

(23)  南丫岛警岗 (榕树湾 ) 

(24)  大屿山北分区警署  

(25)  大屿山南 (梅窝 )分区警署  

(26)  落马洲警署  

(27)  落马洲行动基地  

(28)  马鞍山分区警署  

(29)  文锦渡行动基地  

(30)  水警东分区警署  

(31)  水警港口分区警署  

(32)  水警港外警区总部暨水警北分区警署  

(33)  水警海港区总部  

(34)  水警南分区警署  

(35)  水警西分区警署  

(36)  旺角区总部及分区警署  

(37)  新界北总区总部  

(38)  新界南总区总部  

(39)  牛头角分区警署  

(40)  北角分区警署  

(41)  八乡分区警署  

(42)  山顶分区警署  

(43)  坪洲警岗  

(44)  警犬队  

(45)  警察驾驶及交通训练科  

(46)  警队博物馆  

(47)  警官会所  

(48)  警察体育游乐会  

(49)  警察机动部队  

(50)  西贡警署  

(51)  秀茂坪分区警署  

(52)  沙头角分区行动基地  

(53)  沙田分区警署  

(54)  深水埗分区警署  

(55)  石硖尾报案中心  

(56)  深圳湾口岸警察基地  

(57)  上水分区警署  

(58)  小沥源行动基地  

(59)  赤柱警署  

(60)  打鼓岭警署  

(61)  大兴行动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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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大埔分区警署  

(63)  天水围分区警署  

(64)  田心分区警署  

(65)  交通意外及筲箕湾报案中心  

(66)  西九龙交通行动基地  

(67)  尖沙咀分区警署  

(68)  青衣分区警署  

(69)  荃湾警区警署  

(70)  屯门分区警署  

(71)  西区警署  

(72)  黄大仙区总部及分区警署  

(73)  油麻地分区警署  

(74)  元朗警署  

 

入境事务处  

(1)  入境事务学院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1)  香港仔运动场  

(2)  鸭脷洲风之塔公园  

(3)  柴湾游泳池  

(4)  长洲运动场  

(5)  东区文化广场  

(6)  粉岭游泳池  

(7)  银座广场  

(8)  斧山运动场  

(9)  斧山道游泳池  

(10)  显田游泳池  

(11)  香港中央图书馆  

(12)  香港大会堂  

(13)  香港体育馆  

(14)  香港文化中心  

(15)  香港海防博物馆  

(16)  香港历史博物馆  

(17)  香港壁球中心 (香港公园 ) 

(18)  香港大球场  

(19)  佐敦谷游泳池  

(20)  启德邮轮码头公园  

(21)  京士柏曲棍球场  

(22)  九龙湾运动场  

(23)  九龙公园  

(24)  九龙仔运动场  

(25)  葵涌运动场  

(26)  葵盛游泳池  

(27)  葵青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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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观塘游泳池  

(29)  荔枝角公园游泳池  

(30)  李郑屋游泳池  

(31)  马鞍山运动场  

(32)  马鞍山游泳池  

(33)  旺角大球场  

(34)  摩理臣山游泳池  

(35)  梅窝游泳池  

(36)  北区运动场  

(37)  北葵涌赛马会游泳池  

(38)  包玉刚游泳池   

(39)  巴富街运动场  

(40)  伊利沙伯体育馆  

(41)  西贡游泳池  

(42)  西贡邓肇坚运动场  

(43)  沙田赛马会游泳池  

(44)  沙田运动场  

(45)  沙田大会堂  

(46)  沙咀道游乐场  

(47)  深水埗运动场  

(48)  深水埗公园游泳池  

(49)  石塘咀市政大厦  

(50)  上水游泳池  

(51)  城门谷运动场  

(52)  城门谷游泳池  

(53)  小西湾综合大楼  

(54)  小西湾运动场  

(55)  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   

(56)  大埔运动场  

(57)  大埔游泳池  

(58)  大埔海滨公园  

(59)  大环山游泳池  

(60)  达东路花园  

(61)  天水围体育馆  

(62)  天水围运动场  

(63)  将军澳运动场  

(64)  将军澳游泳池  

(65)  青衣运动场  

(66)  青衣游泳池   

(67)  荃湾大会堂  

(68)  屯门西北游泳池  

(69)  屯门兆麟政府综合大楼  

(70)  屯门游泳池  

(71)  屯门邓肇坚运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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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屯门大会堂  

(73)  东涌游泳池  

(74)  湾仔运动场  

(75)  黄大仙广场  

(76)  元朗大球场  

(77)  元朗游泳池  

(78)  元朗剧院  

 

海事处  

(1)   政府船坞  

 

邮政署  

(1)   空邮中心  

(2)   中央邮件中心  

 

香港电台  

(1)   香港电台电视大厦  

 

社会福利署  

(1)   屯门儿童及青少年院  

 

保安局  

(1)   纪律部队人员体育及康乐会  

 

司法机构  

 

(1)  东区法院大楼  

(2)  粉岭法院大楼  

(3)  九龙城法院大楼  

(4)  观塘法院大楼  

(5)  劳资审裁处大楼  

(6)  土地审裁处大楼 * 

(7)  沙田法院大楼  

(8)  荃湾法院大楼  

(9)  屯门法院大楼  

(10)  西九龙法院大楼  

 

* 因实际环境所限，只悬挂区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