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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 14天內有嚴重急性呼吸綜合症冠狀病毒 2的陽性檢測個案

曾居住的住宅大廈名單 

 (註: 大廈會在報告日期起計被保留在名單內 14天。) 

 

地區 大廈名單 

中西區 Soho 38 

中西區 大學閣 2座 

中西區 干諾道西 17號 

中西區 中發大廈 

中西區 五福大廈 

中西區 水坑口街 20號 

中西區 尼斯花園 

中西區 永祥大廈 

中西區 永豐樓 

中西區 兆祥樓 

中西區 西園永翠閣 

中西區 西環邨北苑臺 

中西區 均益大廈 2期 A座 

中西區 均益大廈 2期 B座 

中西區 東南大廈 

中西區 東盛臺 

中西區 泓都 3座 

中西區 保德街 25-27號 

中西區 建益大樓 

中西區 恒裕大廈 

中西區 柏道 25號 

中西區 皇后大道西 142-144號 

中西區 皇后大道西 165號 

中西區 盈基花園寶龍閣 

中西區 美城大廈 

中西區 海昇大廈 

中西區 海景大廈 

中西區 迷你酒店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building_list_chi.pdf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building_list_chi.pdf


2 
 

地區 大廈名單 

中西區 朝光街 3-4號兆祥樓 

中西區 華明中心 A座 

中西區 奧卑利街已婚警察宿舍 

中西區 新利大廈 

中西區 楊華閣 

中西區 業昌大廈 

中西區 嘉都大廈 

中西區 嘉富大廈 A座 

中西區 嘉輝花園 C座 

中西區 福成大廈 

中西區 福志樓 

中西區 綠意居 

中西區 翠景閣 

中西區 德輔道西 408C號 

中西區 曉山閣 

中西區 盧吉道 26號 

中西區 翰林軒 1座 

中西區 興泰大廈 

中西區 興隆樓 

中西區 聯友新樓 

中西區 聯基新樓 

中西區 聯康新樓 

中西區 聯德大廈 

中西區 麗豪閣 A座 

中西區 寶翠園 5座 

中西區 寶德大廈 

中西區 觀龍樓 1座 

中西區 太康大廈 

中西區 文華大廈 

中西區 恒昌泰大廈 

中西區 殷樺花園 1期 

東區 七姊妹道 187-193號 

東區 小西灣邨瑞泰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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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東區 小西灣邨瑞喜樓 

東區 小西灣邨瑞隆樓 

東區 小西灣邨瑞樂樓 

東區 山翠苑 B座 

東區 中天廔 

東區 中興大廈 

東區 天寶大廈 B座 

東區 太古城天星閣 

東區 太古城怡山閣 

東區 太古城興安閣 

東區 太安樓 

東區 太康樓 

東區 北角中心大廈 C座 

東區 北角道 19-21A號 

東區 永利中心 B座 

東區 仿文樓 

東區 兆年大廈 

東區 安盛臺建安閣 

東區 百利居 

東區 百福花園百喜閣 

東區 西灣河街 131號利基大廈 

東區 西灣河街 193號 

東區 西灣河街 33號 

東區 利基大廈 

東區 利都樓 

東區 君豪峰 

東區 宏德居德福樓 

東區 杏翠苑翠晶閣 

東區 亞洲大廈 

東區 和富大樓 

東區 和富中心 1座 

東區 明秀大廈 

東區 明華大厦 2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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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東區 明華大廈 A座 

東區 明華大廈 D座 

東區 明園大廈 2期 B座 

東區 東安大廈 

東區 東旭苑東景閣 

東區 東欣苑榮欣閣  

東區 東威大廈 1座 

東區 東霖苑 

東區 東濤苑旭濤閣 

東區 東濤苑曉濤閣 

東區 東寶大廈 

東區 東灣閣 

東區 金來大廈 

東區 金基大廈 

東區 南天大廈 

東區 南豐新邨 2座 

東區 南豐新邨 4座 

東區 城市花園 10座 

東區 城市花園 13座 

東區 城市花園 5座 

東區 建華花園 

東區 恒英大廈 

東區 胡日皆大廈 

東區 英皇道 473號 

東區 香苑大廈 

東區 峰華邨秀峰樓 

東區 峰華邨曉峰樓 

東區 海山樓 

東區 海峯園高峯閣 

東區 海傍大廈 

東區 海景樓 

東區 益昌大廈 

東區 益漢洋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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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東區 茵翠苑茵榮閣 

東區 高威閣 1座 

東區 健康村康宏閣 

東區 健康村康祥閣 

東區 健康邨康輝閣 

東區 健康邨銀杏樓 

東區 康山花園 2座 

東區 康怡花園 C座 

東區 康怡花園 D座 

東區 康怡花園 J座 

東區 康東邨康瑞樓 

東區 康祥街 8號太康樓 

東區 康景花園 A座 

東區 康翠臺 5座 

東區 康翠臺 7座 

東區 康澤花園 A座 

東區 康澤花園 D座 

東區 康蕙花園 1座 

東區 望隆大廈 

東區 逢源大廈 

東區 富怡花園 3座 

東區 富欣花園 1座 

東區 富欣花園 4座 

東區 富欣花園 5座 

東區 富欣花園 6座 

東區 富景花園 2座 

東區 富景花園 4座 

東區 富景花園 9座 

東區 惠安苑 B座 

東區 惠安苑 E座 

東區 惠利大廈 

東區 景翠苑 

東區 景輝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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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東區 華信花園 

東區 華曦大廈 

東區 華蘭花園雅蘭閣 

東區 愛東邨愛平樓 

東區 愛蝶灣 10座 

東區 愛蝶灣 1座 

東區 愛蝶灣 3座 

東區 愛蝶灣 7座 

東區 愛蝶灣 8座 

東區 新成大樓 

東區 新威園 A座 

東區 新威園 D座 

東區 筲箕灣中心 2座 

東區 筲箕灣道 210號 

東區 筲箕灣道 372號 

東區 筲箕灣道 58號 

東區 萬德閣 B座 

東區 雍明苑潤明閣 

東區 電氣道 304-306號 

東區 僑冠大廈 B座 

東區 僑裕大廈 

東區 僑輝大廈 

東區 嘉安苑 

東區 嘉亨灣 3座 

東區 嘉興大廈 

東區 漁灣邨漁安樓 

東區 漁灣邨漁進樓 

東區 漁灣邨漁順樓 

東區 翠灣邨翠康樓 

東區 翠灣邨翠壽樓 

東區 翠灣邨翠寧樓 

東區 翠灣邨翠福樓 

東區 豪廷峯 1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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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東區 銀河廣場 

東區 慧雅閣 

東區 樂軒臺 3座 

東區 樂群大廈 

東區 樂翠臺 3座 

東區 模範邨民康樓 

東區 璇宮大廈 

東區 興民邨民富樓 

東區 興民邨民澤樓 

東區 興東邨興祖樓 

東區 興東邨興康樓 

東區 興東邨興豐樓 

東區 興祥大樓 

東區 興華邨安興樓 

東區 興華邨和興樓 

東區 興華邨美華樓 

東區 興華邨展興樓 

東區 興華邨裕興樓 

東區 興華邨樂興樓 

東區 興華邨興翠樓 

東區 環翠邨貴翠樓 

東區 環翠邨逸翠樓 

東區 環翠邨澤翠樓 

東區 藍灣半島 5座 

東區 藍灣半島 9座 

東區 鯉景灣安屏閣 

東區 鯉景灣安翠閣 

東區 鯉景灣安澤閣 

東區 麗灣大廈 

東區 寶利大廈 

東區 寶馬山花園 2座 

東區 耀東邨耀安樓 

東區 耀東邨耀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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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東區 耀東邨耀富樓 

東區 耀東邨耀華樓 

東區 耀東邨耀貴樓 

東區 耀東邨耀福樓 

東區 耀東邨耀樂樓 

離島 上嶺皮 

離島 下嶺皮 

離島 大坪 

離島 大新後街 137號 

離島 大新街 49號 

離島 天利苑 

離島 北社五里 

離島 北社街 21號 

離島 石仔埗 

離島 吉慶街 

離島 沙埔舊村 

離島 貝澳新圍村 

離島 昇薈 9座 

離島 東堤灣畔 6座 

離島 東灣頭 

離島 迎東邨迎悅樓 

離島 迎東邨迎喜樓 

離島 金湖花園 

離島 金龍花園 2座 

離島 長洲龍仔村 

離島 映灣園 1期賞濤軒 1座 

離島 映灣園 1期賞濤軒 3座 

離島 映灣園 1期賞濤軒 5座 

離島 映灣園 2期映濤軒 8座 

離島 映灣園 2期聽濤軒 15座 

離島 映灣園 3期悅濤軒 10座 

離島 映灣園 3期悅濤軒 11座 

離島 映灣園映濤軒 7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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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離島 馬灣涌 

離島 高山村 

離島 富東邨東埔樓 

離島 富東邨東馬樓 

離島 富東邨東盛樓 

離島 逸東邨平逸樓 

離島 逸東邨享逸樓 

離島 逸東邨居逸樓 

離島 逸東邨迎逸樓 

離島 逸東邨信逸樓 

離島 逸東邨美逸樓 

離島 逸東邨悅逸樓 

離島 逸東邨康逸樓 

離島 逸東邨清逸樓 

離島 逸東邨傑逸樓 

離島 逸東邨善逸樓 

離島 逸東邨勤逸樓 

離島 逸東邨瑞逸樓 

離島 逸東邨祿逸樓 

離島 逸東邨滿逸樓 

離島 逸東邨漁逸樓 

離島 逸東邨福逸樓 

離島 逸東邨翠逸樓 

離島 逸東邨德逸樓 

離島 逸東邨寶逸樓 

離島 新興街 78號 

離島 裕東苑向東閣 

離島 裕東苑啓東閣 

離島 裕東苑喜東閣 

離島 裕東苑賀東閣 

離島 裕東苑新東閣 

離島 裕泰苑裕玥閣 

離島 滿東邨滿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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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離島 滿東邨滿泰樓 

離島 滿東邨滿康樓 

離島 滿東邨滿順樓 

離島 碧濤 

離島 銀河苑銀旭閣 

離島 銀河苑銀朗閣 

離島 銀景中心 7座 

離島 銀蔚苑 

離島 頤峰靖山閣 

離島 龍田邨天寧樓 

離島 寶峰寶珊閣 

九龍城 8度海逸酒店 

九龍城 One Homantin 2座 

九龍城 One Homantin7座 

九龍城 The Avery 

九龍城 九龍城道 43號 

九龍城 上海街 143號 

九龍城 土瓜灣大廈 

九龍城 土瓜灣康富大廈 

九龍城 土瓜灣道 138號 

九龍城 土瓜灣道 19號 

九龍城 土瓜灣道 27號 

九龍城 中華大廈 

九龍城 仁和大廈 

九龍城 天富大廈 

九龍城 太子道西 241-243號 

九龍城 太子道西 456-464號 

九龍城 巴富花園豪富閣 

九龍城 半島豪庭 4座 

九龍城 巧興大廈 

九龍城 兆豐閣 

九龍城 同順興大廈 

九龍城 安和園 1期安昌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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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九龍城 安和園 2期安順大廈 

九龍城 安貴樓 

九龍城 旭日豪庭 

九龍城 曲街 49號 

九龍城 何文田邨采文樓 

九龍城 何文田邨逸文樓 

九龍城 何文田邨綺文樓 

九龍城 何文田邨適文樓 

九龍城 君逸山 

九龍城 宏豐大廈 

九龍城 定安大廈 F座 

九龍城 定安大廈 G座 

九龍城 定安大廈 H座 

九龍城 忠信大廈 

九龍城 怡輝大廈 

九龍城 怡豐大廈 

九龍城 昇御門 1座 

九龍城 昌盛金舖大樓 

九龍城 明倫街 12A號 

九龍城 明倫街 8號 

九龍城 欣榮花園 6座 

九龍城 迎豐 

九龍城 金安大廈 

九龍城 金成大廈 

九龍城 金和大廈 

九龍城 金時閣 

九龍城 金都豪苑 

九龍城 長樂大廈 

九龍城 侯王道 16號 

九龍城 俊民苑文斌閣 

九龍城 保基大廈 

九龍城 冠德苑冠榮閣 

九龍城 冠熹苑 



12 
 

地區 大廈名單 

九龍城 帝庭豪園 1座 

九龍城 建安大廈 

九龍城 春田街 427號 

九龍城 炮仗街 14-16號 

九龍城 皇子大廈 1期 

九龍城 皇御居 

九龍城 紅磡大廈 

九龍城 紅磡邨紅日樓 

九龍城 紅磡邨紅昕樓 

九龍城 紅磡邨紅暉樓 

九龍城 紅磡灣中心鴻鳴閣 

九龍城 美景街 21號 

九龍城 美景街 2號 

九龍城 美景樓 1期 

九龍城 美景樓 2期 

九龍城 美輪閣 

九龍城 家維邨家廉樓 

九龍城 家維邨家義樓 

九龍城 家維邨家興樓 

九龍城 家維邨家禮樓 

九龍城 峰景軒 

九龍城 悅目 

九龍城 根德閣 3座 

九龍城 浩文苑 

九龍城 海光樓 

九龍城 海逸豪園 9座 

九龍城 海濱南岸 1座 

九龍城 海濱南岸 3座 

九龍城 海濱南岸 4座 

九龍城 海濱南岸 6座 

九龍城 益豐大廈 A座 

九龍城 益豐大廈 D座 

九龍城 真善美村至善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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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九龍城 真善美邨至真樓 

九龍城 馬頭圍邨芙蓉樓 

九龍城 馬頭圍邨洋葵樓 

九龍城 馬頭圍道 97號 

九龍城 馬頭圍道 99至 101號 

九龍城 馬頭圍道 99號 

九龍城 偉恒昌新邨恒景閣 

九龍城 啟朗苑啟逸閣 

九龍城 啟晴邨欣晴樓 

九龍城 啟晴邨康晴樓 

九龍城 啟晴邨賞晴樓 

九龍城 啟德道 19-21號 

九龍城 崇仁樓 

九龍城 崇字大廈崇信樓 

九龍城 崇愛樓 

九龍城 常康園 

九龍城 康樂閣 

九龍城 晨樂大廈 

九龍城 畢架山一號 2座 

九龍城 鹿鳴街 19號 

九龍城 鹿鳴街 9號 

九龍城 博林軒 

九龍城 富運大廈 A座 

九龍城 曾榕大廈 

九龍城 皓畋 10座 

九龍城 皓畋 6座 

九龍城 翔龍灣 2座 

九龍城 翔龍灣 3座 

九龍城 翔龍灣 5座 

九龍城 華發大廈 

九龍城 華豐街 11-12號 

九龍城 黃埔花園青樺苑 2座 

九龍城 黃埔花園青樺苑 8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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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九龍城 黃埔花園第 9期 4座 

九龍城 黃埔花園紫荊苑 10座 

九龍城 黃埔花園翠楊苑 2座 

九龍城 黃埔花園銀竹苑 8座 

九龍城 黃埔花園錦桃苑 2座 

九龍城 黃埔花園錦桃苑 3座 

九龍城 黃埔唐樓 C座 

九龍城 黃埔新邨可榮樓 

九龍城 黃埔新邨永華樓 

九龍城 黃埔新邨永貴樓 

九龍城 黃埔新邨安富樓 

九龍城 黃埔新邨景富樓 

九龍城 黃埔新邨樂華樓 

九龍城 傲雲峰 6座 

九龍城 愛民邨保民樓 

九龍城 愛民邨建民樓 

九龍城 愛民邨昭民樓 

九龍城 愛民邨新民樓 

九龍城 愛民邨頌民樓 

九龍城 愛民邨嘉民樓 

九龍城 愛民邨德民樓 

九龍城 愛民邨衛民樓 

九龍城 愛民邨禮民樓 

九龍城 愛民信邨民樓 

九龍城 愛華閣 2期 

九龍城 新安大樓 

九龍城 新城中心 4座 

九龍城 源成大廈 

九龍城 煥然壹居 H2座 

九龍城 瑞華樓 

九龍城 落山道 1T號 

九龍城 裕新大廈 

九龍城 僑發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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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九龍城 僑裕大廈 

九龍城 嘉景花園 A座 

九龍城 嘉匯 8座 

九龍城 嘉福苑 

九龍城 漆馬大廈 

九龍城 瑧尚 

九龍城 碧殿閣 

九龍城 碧麗閣 A座 

九龍城 福安大廈 

九龍城 福年新樓 B座 

九龍城 福運大廈 

九龍城 銀漢大廈 

九龍城 鳳儀街 2號 

九龍城 德朗邨德珮樓 

九龍城 德朗邨德瑜樓 

九龍城 德朗邨德瑞樓 

九龍城 德朗邨德瑤樓 

九龍城 德朗邨德瑩樓 

九龍城 德朗邨德璋樓 

九龍城 德朗邨德瓏樓 

九龍城 樂民新村樂基樓 

九龍城 樂民新村樂善樓 

九龍城 樂民新村樂智樓 

九龍城 樂民新邨 H座 

九龍城 機利士大廈 

九龍城 龍文大廈 

九龍城 龍圖街 9號 

九龍城 龍德大廈 

九龍城 龍譽 2A座 

九龍城 聯合道 52-54號 

九龍城 聯成大廈鴻運閣 

九龍城 霞明閣 

九龍城 鴻光街 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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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九龍城 鴻光街 28號 

九龍城 鴻光街 7號 

九龍城 鯉逸閣鯉安苑 

九龍城 譚公大廈 

九龍城 譚公道 99號 

九龍城 麗明閣 

九龍城 寶石戲院大廈 B座 

九龍城 寶光大樓 

九龍城 寶利大樓 

九龍城 寶馬閣 

九龍城 寶德大廈 

九龍城 寶靈街 26號 

葵青 iPLACE 

葵青 大窩口邨富安樓 

葵青 大窩口邨富秀樓 

葵青 大窩口邨富國樓 

葵青 大窩口邨富華樓 

葵青 大窩口邨富逸樓 

葵青 大窩口邨富雅樓 

葵青 大窩口邨富榮樓 

葵青 大窩口邨富碧樓 

葵青 大窩口邨富靜樓 

葵青 大隴街 23-51號 

葵青 友成大樓 

葵青 月海灣 1座 

葵青 石蔭邨勇石樓 

葵青 石蔭邨智石樓 

葵青 石蔭東邨蔭裕樓 

葵青 石籬邨石佳樓 

葵青 石籬邨石怡樓 

葵青 石籬邨石俊樓 

葵青 石籬邨石泰樓 

葵青 石籬邨石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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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葵青 石籬邨石祥樓 

葵青 石籬邨石富樓 

葵青 石籬邨石逸樓低座 

葵青 石籬邨石寧樓 

葵青 石籬邨石廣樓 

葵青 石籬邨石歡樓 

葵青 安盛大廈 

葵青 安蔭邨康蔭樓 

葵青 安蔭邨祥蔭樓 

葵青 安蔭邨嘉蔭樓 

葵青 安蔭邨德蔭樓 

葵青 安蔭邨澤蔭樓 

葵青 安蔭邨豐蔭樓 

葵青 宏華大廈 

葵青 和記新邨 B座 

葵青 怡峰苑悅峰閣 

葵青 怡勝花園 

葵青 昌年大廈 

葵青 昌發大廈 

葵青 長安邨安江樓 

葵青 長安邨安泊樓 

葵青 長安邨安洋樓 

葵青 長安邨安海樓 

葵青 長安邨安清樓 

葵青 長安邨安湖樓 

葵青 長安邨安潮樓 

葵青 長安邨安濤樓 

葵青 長亨邨亨怡樓 

葵青 長亨邨亨俊樓 

葵青 長亨邨亨業樓 

葵青 長亨邨亨翠樓 

葵青 長亨邨亨緻樓 

葵青 長亨邨亨麗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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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葵青 長宏邨宏心樓 

葵青 長宏邨宏文樓 

葵青 長宏邨宏正樓 

葵青 長宏邨宏正樓 

葵青 長宏邨宏勇樓 

葵青 長宏邨宏善樓 

葵青 長宏邨宏毅樓 

葵青 長青邨青松樓 

葵青 長青邨青柏樓 

葵青 長青邨青梅樓 

葵青 長青邨青楊樓 

葵青 長青邨青榕樓 

葵青 長康邨康安樓 

葵青 長康邨康和樓 

葵青 長康邨康美樓 

葵青 長康邨康泰樓 

葵青 長康邨康華樓 

葵青 長康邨康貴樓 

葵青 長康邨康順樓 

葵青 長康邨康榮樓 

葵青 長康邨康豐樓 

葵青 長發邨亮發樓 

葵青 長發邨俊發樓 

葵青 長發邨敬發樓 

葵青 青衣邨宜居樓 

葵青 青衣邨宜偉樓 

葵青 青衣邨宜業樓 

葵青 青宏苑宏就閣 

葵青 青怡花園 2座 

葵青 青怡花園 3座 

葵青 青怡花園 6座 

葵青 青怡花園 7座 

葵青 青俊苑俊軒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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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葵青 青泰苑恆泰閣 

葵青 青泰苑祥泰閣 

葵青 青泰苑誠泰閣 

葵青 青盛苑 A座 

葵青 青華苑華奐閣 

葵青 青華苑華翔閣 

葵青 青華苑華碧閣 

葵青 青逸軒 1座 

葵青 青雅苑 

葵青 盈翠半島 1座 

葵青 盈翠半島 8座 

葵青 美景花園 10座 

葵青 美景花園 5座 

葵青 悅麗苑麗霞閣 

葵青 浩景臺 1座 

葵青 海昌大廈 

葵青 海悅花園 1座 

葵青 海悅花園 2座 

葵青 涌美老屋村 

葵青 祖堯邨啟光樓 

葵青 祖堯邨啟敬樓 

葵青 荔欣苑荔釆閣 

葵青 荔欣苑荔影閣 

葵青 荔景邨日景樓 

葵青 荔景邨仰景樓 

葵青 荔景邨樂景樓 

葵青 荔景紀律部隊宿舍 2座 

葵青 偉景花園 1座 

葵青 偉景花園 2座 

葵青 偉景花園 3座 

葵青 國寶樓 

葵青 華荔邨喜荔樓 

葵青 華荔邨賞荔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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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葵青 華景山莊 1座 

葵青 華景山莊 2座 

葵青 新葵芳花園 B座 

葵青 瑞景大廈 B座 

葵青 萬利工業大廈 

葵青 葵芳邨葵仁樓 

葵青 葵芳邨葵正樓 

葵青 葵芳邨葵明樓 

葵青 葵芳邨葵信樓 

葵青 葵芳邨葵泰樓 

葵青 葵芳邨葵喜樓 

葵青 葵芳邨葵愛樓 

葵青 葵芳邨葵德樓 

葵青 葵芳邨葵歡樓 

葵青 葵芳閣 2座 

葵青 葵俊苑葵裕閣 

葵青 葵俊苑葵豐閣 

葵青 葵涌邨合葵樓 

葵青 葵涌邨百葵樓 

葵青 葵涌邨映葵樓 

葵青 葵涌邨春葵樓 

葵青 葵涌邨夏葵樓 

葵青 葵涌邨逸葵樓 

葵青 葵涌邨雅葵樓 

葵青 葵涌邨綠葵樓 

葵青 葵涌邨翠葵樓 

葵青 葵涌邨曉葵樓 

葵青 葵涌邨曉葵樓 

葵青 葵涌商場 

葵青 葵盛西邨 10座 

葵青 葵盛西邨 1座 

葵青 葵盛西邨 2座 

葵青 葵盛西邨 5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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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葵青 葵盛西邨 6座 

葵青 葵盛西邨 8座 

葵青 葵盛西邨 9座 

葵青 葵盛東邨盛和樓 

葵青 葵盛東邨盛國樓 

葵青 葵盛東邨盛強樓 

葵青 葵盛東邨盛富樓 

葵青 葵盛東邨盛逸樓 

葵青 葵盛東邨盛樂樓 

葵青 葵盛東邨盛興樓 

葵青 葵景大廈 

葵青 葵華大廈 

葵青 葵翠邨碧翠樓 

葵青 葵蓉苑 

葵青 葵賢苑葵謙閣 

葵青 葵興邨興葵樓 

葵青 葵興邨興福樓 

葵青 葵聯邨聯欣樓 

葵青 葵聯邨聯悅樓 

葵青 葵聯邨聯喜樓 

葵青 葵聯邨聯逸樓 

葵青 葵馥苑安葵閣 

葵青 葵馥苑樂葵閣 

葵青 雍雅軒 1座 

葵青 嘉翠園 1座 

葵青 寧峰苑庭峰閣 

葵青 寧峰苑潤峰閣 

葵青 綠悠雅苑 1座 

葵青 綠悠雅苑 2座 

葵青 翠怡花園 1座 

葵青 翠怡花園 4座 

葵青 翠怡花園 5座 

葵青 翠怡花園 6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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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葵青 翠怡花園 9座 

葵青 德昌大廈 

葵青 德泰大廈 

葵青 誼發大廈 B座 

葵青 禮石樓 

葵青 藍澄灣 2座 

葵青 藍澄灣 3座 

葵青 藍澄灣 5座 

葵青 豐寓 

葵青 麗瑤邨富瑤樓 

葵青 麗瑤邨華瑤樓 

葵青 麗瑤邨貴瑤樓 

葵青 麗瑤邨榮瑤樓 

葵青 麗瑤邨樂瑤樓 

葵青 寶星中心 A座 

葵青 寶星中心 B座 

觀塘 仁安大廈 

觀塘 仁富大廈 

觀塘 仁寧大廈 

觀塘 月威大廈 

觀塘 牛頭角上村常悅樓 

觀塘 牛頭角上邨常泰樓 

觀塘 牛頭角上邨常盛樓 

觀塘 牛頭角上邨常富樓 

觀塘 牛頭角上邨常逸樓 

觀塘 牛頭角上邨常榮樓 

觀塘 牛頭角下邨貴月樓 

觀塘 牛頭角下邨貴亮樓 

觀塘 牛頭角下邨貴新樓 

觀塘 牛頭角下邨貴輝樓 

觀塘 牛頭角下邨貴顯樓 

觀塘 平田邨平旺樓 

觀塘 平田邨平信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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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觀塘 平田邨平美樓 

觀塘 平田邨平真樓 

觀塘 平田邨平善樓 

觀塘 平田邨平誠樓 

觀塘 永明樓 

觀塘 永毅大樓 

觀塘 永耀大樓 

觀塘 玉蓮臺 1座 

觀塘 玉蓮臺 2座 

觀塘 玉蓮臺 3座 

觀塘 兆景樓 

觀塘 光星大厦 

觀塘 合和大廈 

觀塘 好景工業大廈 

觀塘 安田邨安健樓 

觀塘 安田邨安麗樓 

觀塘 安里西村 

觀塘 安泰村明泰樓 

觀塘 安泰邨和泰樓 

觀塘 安泰邨居泰樓 

觀塘 安泰邨勇泰樓 

觀塘 安泰邨盛泰樓 

觀塘 安泰邨景泰樓 

觀塘 安泰邨智泰樓 

觀塘 安泰邨錦泰樓 

觀塘 安基苑基仁閣 

觀塘 安基苑基信閣 

觀塘 安基苑基康閣 

觀塘 安達邨仁達樓 

觀塘 安達邨孝達樓 

觀塘 安達邨俊達樓 

觀塘 安達邨善達樓 

觀塘 安達邨誠達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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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觀塘 安達邨謙達樓 

觀塘 安達邨禮達樓 

觀塘 有利大樓 

觀塘 百富閣 

觀塘 百靈樓 

觀塘 利基大廈 C座 

觀塘 宏光樓 B座 

觀塘 宏光樓 C座 

觀塘 宏業大樓 

觀塘 秀茂坪邨秀安樓 

觀塘 秀茂坪邨秀和樓 

觀塘 秀茂坪邨秀明樓 

觀塘 秀茂坪邨秀康樓 

觀塘 秀茂坪邨秀景樓 

觀塘 秀茂坪邨秀程樓 

觀塘 秀茂坪邨秀華樓 

觀塘 秀茂坪邨秀逸樓 

觀塘 秀茂坪邨秀雅樓 

觀塘 秀茂坪邨秀義樓 

觀塘 秀茂坪邨秀裕樓 

觀塘 秀茂坪邨秀慧樓 

觀塘 秀茂坪邨秀樂樓 

觀塘 秀茂坪邨秀緻樓 

觀塘 秀茂坪邨秀賢樓 

觀塘 秀茂坪南邨秀好樓 

觀塘 秀茂坪南邨秀旺樓 

觀塘 秀茂坪南邨秀善樓 

觀塘 和樂邨民安樓 

觀塘 和樂邨建安樓 

觀塘 和樂邨恒安樓 

觀塘 和樂邨新安樓 

觀塘 和樂邨興安樓 

觀塘 坪石邨玉石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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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觀塘 坪石邨金石樓 

觀塘 坪石邨紅石樓 

觀塘 坪石邨黃石樓 

觀塘 坪石邨翠石樓 

觀塘 坪石邨藍石樓 

觀塘 坪石邨鑽石樓 

觀塘 坪南邨秀德樓 

觀塘 官塘立成大廈 

觀塘 定富街 71-79號 

觀塘 定興大夏 

觀塘 明泰大廈 

觀塘 明愛向晴軒 

觀塘 林景閣 2座 

觀塘 林景閣 A座 

觀塘 油美苑淑美閣 

觀塘 油美苑淮美閣 

觀塘 油美苑澤美閣 

觀塘 油美苑濤美閣 

觀塘 油美苑瀅美閣 

觀塘 油美苑灝美閣 

觀塘 油塘邨美塘樓 

觀塘 油塘邨富塘樓 

觀塘 油塘邨華塘樓 

觀塘 油塘邨貴塘樓 

觀塘 油塘邨榮塘樓 

觀塘 油翠苑油美閣 

觀塘 油翠苑泳美閣 

觀塘 油麗邨仁麗樓 

觀塘 油麗邨秀麗樓 

觀塘 油麗邨盈麗樓 

觀塘 油麗邨康麗樓 

觀塘 油麗邨智麗樓 

觀塘 油麗邨雅麗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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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觀塘 油麗邨雍麗樓 

觀塘 油麗邨碧麗樓 

觀塘 油麗邨翠麗樓 

觀塘 油麗邨豐麗樓 

觀塘 花園大廈孔雀樓 

觀塘 花園大廈百靈樓 

觀塘 花園大廈喜鵲樓 

觀塘 花園大廈畫眉樓 

觀塘 花園大廈燕子樓 

觀塘 南安大樓 

觀塘 南華大樓 

觀塘 南僑大樓 

觀塘 美安樓 

觀塘 美興樓 

觀塘 泰興大廈 

觀塘 海傲灣 1座 

觀塘 益利大廈 

觀塘 高怡邨高志樓 

觀塘 高怡邨高盛樓 

觀塘 高怡邨高遠樓 

觀塘 高俊苑俊茂閣 

觀塘 高俊苑俊滿閣 

觀塘 高翔苑高安閣 

觀塘 高翔苑高恆閣 

觀塘 高翔苑高飛閣 

觀塘 高翔苑高康閣 

觀塘 高翔苑高靜閣 

觀塘 高翔苑高麟閣 

觀塘 偉景樓 

觀塘 啓晴邨樂晴樓 

觀塘 啟田大廈 

觀塘 啟田邨啟仁樓 

觀塘 啟田邨啟旺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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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觀塘 啟田邨啟信樓 

觀塘 啟業邨啟祥樓 

觀塘 啟業邨啟裕樓 

觀塘 啟業邨啟寧樓 

觀塘 啟業邨啟樂樓 

觀塘 啟業邨啟賢樓 

觀塘 康田苑祈康閣 

觀塘 康利苑 1座 

觀塘 康栢苑金栢閣 

觀塘 康栢苑瑞栢閣 

觀塘 康栢苑榮栢閣 

觀塘 康華苑宏康閣 

觀塘 康逸苑康庭閣 

觀塘 康逸苑康景閣 

觀塘 康逸苑康裕閣 

觀塘 康逸苑康麗閣 

觀塘 康雅苑杏雅閣 

觀塘 康雅苑桃雅閣 

觀塘 康雅苑荔雅閣 

觀塘 康寧大樓 

觀塘 彩盈邨盈安樓 

觀塘 彩盈邨盈康樓 

觀塘 彩盈邨盈順樓 

觀塘 彩盈邨盈樂樓 

觀塘 彩萱閣彩興苑 

觀塘 彩福邨彩和樓 

觀塘 彩福邨彩喜樓 

觀塘 彩福邨彩樂樓 

觀塘 彩德邨彩仁樓 

觀塘 彩德邨彩亮樓 

觀塘 彩德邨彩俊樓 

觀塘 彩德邨彩信樓 

觀塘 彩德邨彩敬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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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觀塘 彩德邨彩義樓 

觀塘 彩德邨彩誠樓 

觀塘 彩德邨彩賢樓 

觀塘 彩興苑彩蕎閣 

觀塘 彩興苑彩薈閣 

觀塘 彩霞邨彩日樓 

觀塘 彩霞邨彩月樓 

觀塘 得寶花園 C座 

觀塘 得寶花園 G座 

觀塘 淘大花園 F座 

觀塘 淘大花園 I座 

觀塘 淘大花園 J座 

觀塘 淘大花園 L座 

觀塘 淘大花園 M座 

觀塘 淘大花園 Q座 

觀塘 祥和苑和均閣 

觀塘 祥和苑和健閣 

觀塘 祥和苑和通閣 

觀塘 通明街 74-88號 

觀塘 凱匯 2座 

觀塘 喜鵲樓 

觀塘 富恒樓 

觀塘 富華閣 

觀塘 華苑大廈 B座 

觀塘 集景樓 

觀塘 雲漢大樓 

觀塘 雲漢邨漢松樓 

觀塘 順天邨天池樓 

觀塘 順天邨天柱樓 

觀塘 順天邨天琴樓 

觀塘 順天邨天樂樓 

觀塘 順天邨天衡樓 

觀塘 順天邨天韻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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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觀塘 順天邨天權樓 

觀塘 順安邨安逸樓 

觀塘 順安邨安群樓 

觀塘 順安邨安頌樓 

觀塘 順利邨利明樓 

觀塘 順利邨利祥樓 

觀塘 順利邨利業樓 

觀塘 順利邨利溢樓 

觀塘 順利紀律部隊宿舍 1座 

觀塘 順利紀律部隊宿舍 5座 

觀塘 順利紀律部隊宿舍 7座 

觀塘 順利紀律部隊宿舍 8座 

觀塘 順景大樓 

觀塘 滙景花園 10座 

觀塘 滙景花園 14座 

觀塘 滙景花園 16座 

觀塘 滙景花園 5座 

觀塘 滙景花園 6座 

觀塘 滙景花園 7座 

觀塘 瑞寧樓 

觀塘 萬和花園大廈 

觀塘 裕民大廈 

觀塘 裕民中心 1座 

觀塘 裕民中心 2座 

觀塘 裕民中心 3座 

觀塘 嘉和園嘉賢大廈 

觀塘 嘉和園嘉禮大廈 

觀塘 嘉和園嘉禮大廈 

觀塘 嘉賢居 

觀塘 翠屏北邨翠柳樓 

觀塘 翠屏北邨翠桃樓 

觀塘 翠屏北邨翠梓樓 

觀塘 翠屏北邨翠楠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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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觀塘 翠屏北邨翠榆樓 

觀塘 翠屏北邨翠樟樓 

觀塘 翠屏南邨翠杏樓 

觀塘 翠屏南邨翠杭樓 

觀塘 翠屏南邨翠榮樓 

觀塘 翠屏南邨翠樂樓 

觀塘 翠屏南邨翠樂樓 

觀塘 輔成樓 

觀塘 廣田邨廣軒樓 

觀塘 廣田邨廣逸樓 

觀塘 廣田邨廣雅樓 

觀塘 廣田邨廣靖樓 

觀塘 德田邨德康樓 

觀塘 德田邨德盛樓 

觀塘 德田邨德隆樓 

觀塘 德田邨德敬樓 

觀塘 德田邨德瑞樓 

觀塘 德田邨德樂樓 

觀塘 德田邨德禮樓 

觀塘 德朗邨德珊樓 

觀塘 德朗邨德琦樓 

觀塘 德福花園 H1座 

觀塘 德福花園 R2座 

觀塘 樂華北村秉華樓 

觀塘 樂華北邨欣華樓 

觀塘 樂華北邨信華樓 

觀塘 樂華北邨勤華樓 

觀塘 樂華北邨達華樓 

觀塘 樂華北邨寧華樓 

觀塘 樂華南邨安華樓 

觀塘 樂華南邨奐華樓 

觀塘 樂華南邨展華樓 

觀塘 樂華南邨敏華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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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觀塘 樂華南邨喜華樓 

觀塘 樂華南邨輝華樓 

觀塘 樂雅苑雅和閣 

觀塘 樂雅苑雅逸閣 

觀塘 樂雅苑雅意閣 

觀塘 曉明閣 

觀塘 曉華大廈 

觀塘 曉麗苑曉天閣 

觀塘 曉麗苑曉安閣 

觀塘 曉麗苑曉和閣 

觀塘 曉麗苑曉星閣 

觀塘 曉麗苑曉晴閣 

觀塘 曉麗苑曉逸閣 

觀塘 曉麗苑曉暉閣 

觀塘 興田邨美田樓 

觀塘 興田邨恩田樓 

觀塘 興田邨恩田樓 

觀塘 興田邨彩田樓 

觀塘 聯安大樓 

觀塘 藍田邨藍泰樓 

觀塘 藍田邨藍暉樓 

觀塘 藍田邨藍蔚樓 

觀塘 鯉安苑鯉怡閣 

觀塘 鯉安苑鯉康閣 

觀塘 鯉魚門邨鯉生樓 

觀塘 鯉魚門邨鯉隆樓 

觀塘 鯉魚門邨鯉意樓 

觀塘 麗晶花園 11座 

觀塘 麗晶花園 13座 

觀塘 麗晶花園 19座 

觀塘 麗晶花園 20座 

觀塘 麗晶花園 2座 

觀塘 麗晶花園 8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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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觀塘 麗港城 38座 

觀塘 麗港城 9座 

觀塘 麗裕大廈 

觀塘 寶珮苑寶珊閣 

觀塘 寶珮苑寶瑤閣 

觀塘 寶達邨達安樓 

觀塘 寶達邨達怡樓 

觀塘 寶達邨達怡樓 

觀塘 寶達邨達欣樓 

觀塘 寶達邨達信樓 

觀塘 寶達邨達峰樓 

觀塘 寶達邨達康樓 

觀塘 寶達邨達祥樓 

觀塘 寶達邨達喜樓 

觀塘 寶達邨達富樓 

觀塘 寶達邨達翠樓 

觀塘 寶達邨達顯樓 

觀塘 觀塘花園大廈孔雀樓 

觀塘 觀塘花園大廈畫眉樓 

觀塘 觀塘紀律部隊宿舍 2座 

北區 上水華山 

北區 上担水坑 

北區 下山雞乙 

北區 大江樓 

北區 大埔田 

北區 天平山村 

北區 天平邨天怡樓 

北區 天平邨天明樓 

北區 天平邨天喜樓 

北區 天平邨天賀樓 

北區 太平邨平易樓 

北區 太平邨平靜樓 

北區 木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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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北區 安柏大廈 

北區 旭埔苑明湖閣 

北區 旭埔苑清湖閣 

北區 沙頭角邨 38座 

北區 昌盛苑昌兆閣 

北區 昌盛苑昌靖閣 

北區 昌盛苑昌潤閣 

北區 昌盛苑昌濤閣 

北區 松柏塱 

北區 欣盛苑欣暉閣 

北區 欣盛苑欣耀閣 

北區 芬園 3座 

北區 芬園 4座 

北區 花都廣場 

北區 花都廣場 9座 

北區 屏山村 

北區 帝庭軒 1座 

北區 皇府山 1座 

北區 皇府山 3座 

北區 皇府山 6座 

北區 祠堂村 

北區 粉嶺中心 A座 

北區 粉嶺中心 E座 

北區 粉嶺中心 J座 

北區 粉嶺名都嘉蘭閣 

北區 粉嶺圍 

北區 粉嶺樓 

北區 彩園邨彩玉樓 

北區 彩園邨彩屏樓 

北區 彩園邨彩珠樓 

北區 彩園邨彩湖樓 

北區 彩蒲苑彩顏閣 

北區 掃管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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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北區 清河邨清平樓 

北區 清河邨清朗樓 

北區 清河邨清頌樓 

北區 清河邨清潤樓 

北區 清河邨清譽樓 

北區 清河邨清顯樓 

北區 牽晴間 12座 

北區 牽晴間 2座 

北區 祥華邨祥和樓 

北區 祥華邨祥景樓 

北區 祥華邨祥智樓 

北區 祥華邨祥順樓 

北區 祥華邨祥裕樓 

北區 祥華邨祥豐樓 

北區 祥龍圍邨景祥樓 

北區 莆上村 

北區 富好閣 

北區 景盛苑俊景閣  

北區 景盛苑賢景閣  

北區 景盛苑歡景閣 

北區 華明邨信明樓 

北區 華明邨康明樓 

北區 華明邨添明樓 

北區 華明邨禮明樓 

北區 華明邨耀明樓 

北區 逸峯 5座 

北區 順欣花園 4座 

北區 新康街 47A號 

北區 雍盛苑雍華閣 

北區 嘉盛苑嘉明閣 

北區 嘉福邨福安樓 

北區 榮福中心 3座 

北區 榮福中心 5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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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北區 榮輝中心 4座 

北區 歌賦嶺紅楓徑 

北區 碧湖花園 2座 

北區 綠悠軒 1座 

北區 綠悠軒 3座 

北區 綠悠軒 6座 

北區 翠麗花園 

北區 翠麗花園 4座 

北區 翠麗花園 6座 

北區 蔚翠花園 3座 

北區 蕉徑村 

北區 蕉徑彭屋 

北區 營盤村 

北區 寶石湖邨碧玉樓 

北區 寶安樓 

西貢 Savannah Tower 3C座 

西貢 The Parkside 3座 

西貢 大坑口 

西貢 天晉 3A期 2B座 

西貢 日出康城 LP6 3座 

西貢 日出康城 MALIBU 2A座 

西貢 日出康城首都 2座 

西貢 日出康城首都 3座 

西貢 日出康城晉海 1A座 

西貢 日出康城晉海 2A座 

西貢 日出康城晉海 3B座 

西貢 日出康城領都 2座 

西貢 日出康城領都 5座 

西貢 日出康城領都 6座 

西貢 日出康城領都 7座 

西貢 日出康城領都 8座 

西貢 日出康城領都 9座 

西貢 日出康城緻藍天鑽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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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西貢 水邊村 

西貢 甲邊朗新村 

西貢 安寧花園 1座 

西貢 安寧花園 2座 

西貢 安寧花園 3座 

西貢 安寧花園 5座 

西貢 旭輝臺 2座 

西貢 西貢大廈 A座 

西貢 西貢正街 28號 

西貢 君傲灣 1座 

西貢 坑口村 

西貢 和明苑和逸閣 

西貢 和明苑和暉閣 

西貢 和明苑和煦閣 

西貢 和明苑和暢閣 

西貢 官門漁民新村 

西貢 尚德邨尚仁樓 

西貢 尚德邨尚明樓 

西貢 尚德邨尚信樓 

西貢 尚德邨尚美樓 

西貢 尚德邨尚真樓 

西貢 尚德邨尚智樓 

西貢 尚德邨尚廉樓 

西貢 尚德邨尚義樓 

西貢 尚德邨尚禮樓 

西貢 怡心園 2座 

西貢 怡心園 4座 

西貢 怡明邨怡悅樓 

西貢 怡明邨怡情樓 

西貢 怡景花園 1座 

西貢 明德邨明道樓 

西貢 明德邨明覺樓 

西貢 欣明苑欣松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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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西貢 金寶閣 

西貢 南圍 

西貢 南豐廣場 

西貢 南豐廣場 6座 

西貢 厚德邨德安樓 

西貢 厚德邨德志樓 

西貢 厚德邨德富樓 

西貢 厚德邨德裕樓 

西貢 厚德邨德澤樓 

西貢 城中駅 8座 

西貢 英明苑明安閣 

西貢 香港科技大學賽馬會大樓 

西貢 唐明苑唐富閣 

西貢 唐明苑唐煌閣 

西貢 唐明苑唐輝閣 

西貢 峻瀅 1座 

西貢 峻瀅 3座 

西貢 峻瀅 7座 

西貢 峻瀅 II1座 

西貢 海悅豪園 2座 

西貢 茵怡花園 2座 

西貢 茵怡花園 3座 

西貢 茵怡花園 5座 

西貢 茵怡花園 7座 

西貢 馬游塘 

西貢 馬游塘村 

西貢 健明邨明日樓 

西貢 健明邨明月樓 

西貢 健明邨明宇樓 

西貢 健明邨明宙樓 

西貢 健明邨明星樓 

西貢 健明邨明域樓 

西貢 健明邨健晴樓 



38 
 

地區 大廈名單 

西貢 健明邨健華樓 

西貢 健明邨健曦樓 

西貢 將軍澳中心 10座 

西貢 將軍澳中心 11座 

西貢 將軍澳中心 12座 

西貢 將軍澳中心 3座 

西貢 將軍澳村 

西貢 將軍澳廣場 8座 

西貢 康盛花園 2座 

西貢 康盛花園 3座 

西貢 彩明苑彩松閣 

西貢 彩明苑彩富閣 

西貢 彩明苑彩貴閣 

西貢 彩明苑彩榮閣 

西貢 彩明苑彩耀閣 

西貢 都會豪庭 2座 

西貢 都會豪庭 3座 

西貢 都會駅 1座 

西貢 都會駅 3座 

西貢 善明邨善智樓 

西貢 善明邨善禮樓 

西貢 富康花園 10座 

西貢 富康花園 2座 

西貢 富康花園 6座 

西貢 富康花園 8座 

西貢 富寧花園 2座 

西貢 富寧花園 5座 

西貢 富寧花園 6座 

西貢 富麗花園 2座 

西貢 景明苑暉景閣 

西貢 景明苑曦景閣 

西貢 景林邨浩明苑 

西貢 景林邨景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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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西貢 景林邨景棉樓 

西貢 景林邨景楠樓 

西貢 景林邨景榆樓 

西貢 景林邨景榕樓 

西貢 景林邨景櫚樓 

西貢 逸瓏園 5座 

西貢 傲瀧 

西貢 叠翠軒 4座 

西貢 新都城 1期 1座 

西貢 新都城 2期 11座 

西貢 新都城 2期 4座 

西貢 新都城 2期 8座 

西貢 新都城 2期 9座 

西貢 新都城中心 1期 

西貢 新都城都會豪庭 4座 

西貢 新景台 

西貢 新寶城 6座 

西貢 煜明苑焜明閣 

西貢 煜明苑煒明閣 

西貢 煜明苑熹明閣 

西貢 裕明苑裕昌閣 

西貢 裕明苑裕榮閣 

西貢 雍明苑澤明閣 

西貢 頌明苑嘉明閣 

西貢 頌明苑翠明閣 

西貢 頌明苑輝明閣 

西貢 對面海明順村 

西貢 維景灣畔 10座 

西貢 維景灣畔 7座 

西貢 翠林邨安林樓 

西貢 翠林邨秀林樓 

西貢 翠林邨欣林樓 

西貢 翠林邨康林樓 



40 
 

地區 大廈名單 

西貢 翠林邨彩林樓 

西貢 翠林邨雅林樓 

西貢 翠林邨碧林樓 

西貢 翠林邨輝林樓 

西貢 翠塘花園 6座 

西貢 領峯 8座 

西貢 廣明苑廣昌閣 

西貢 廣明苑廣盈閣 

西貢 廣明苑廣隆閣 

西貢 廣明苑廣新閣 

西貢 廣明苑廣瑞閣 

西貢區 廣明苑廣寧閣 

西貢 慧安園 3座 

西貢 慶徑石 

西貢 緻藍天鑽岸 1座 

西貢 蔚藍灣畔 1座 

西貢 蔚藍灣畔 2座 

西貢 蔚藍灣畔 3座 

西貢 蔚藍灣畔 5座 

西貢 蔚藍灣畔 6座 

西貢 錦華樓 

西貢 寶明苑 A座 

西貢 寶明苑寶松閣 

西貢 寶明苑寶柏閣 

西貢 寶林邨寶仁樓 

西貢 寶林邨寶仁樓 

西貢 寶林邨寶泰樓 

西貢 寶林邨寶智樓 

西貢 寶林邨寶勤樓 

西貢 寶林邨寶寧樓 

西貢 寶林邨寶德樓 

西貢 寶盈花園 2座 

西貢 寶盈花園 5座 



41 
 

地區 大廈名單 

西貢 寶盈花園 6座 

西貢 躉場 

西貢 顯明苑 

深水埗 欽州大廈 

深水埗 九龍 汝州街 150A號 

深水埗 又一居 8座 

深水埗 三英大廈 

深水埗 大坑西新邨民利樓 

深水埗 大坑東邨東怡樓 

深水埗 大坑東邨東滿樓 

深水埗 大坑東邨東龍樓 

深水埗 大南街 357號 

深水埗 大南街 138號 

深水埗 大南街 161-163號 

深水埗 大南街 181-183號 

深水埗 大南街 209號 

深水埗 大南街 260號 

深水埗 大南街 293號 

深水埗 大南街 325-327A號 

深水埗 大南街 325號 

深水埗 大南街 335號 

深水埗 大埔道 77A-77E號 

深水埗 大新大廈 

深水埗 丰滙 1座 

深水埗 丰滙 2座 

深水埗 五聯大樓 

深水埗 元安大廈 

深水埗 元州邨元和樓 

深水埗 元州邨元泰樓 

深水埗 元州邨元盛樓 

深水埗 元州邨元智樓 

深水埗 元州邨元逸樓 

深水埗 元州邨元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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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深水埗 元州邨元樂樓 

深水埗 元州邨元禧樓 

深水埗 元州邨元豐樓 

深水埗 元州街 1-3號 

深水埗 元州街 33-35號 

深水埗 元州街 37號 

深水埗 元州街 42號 

深水埗 元州街 450-464號寶華閣 

深水埗 元州街 46號 

深水埗 元禧樓 

深水埗 友聯大樓 

深水埗 巴域街 59號 

深水埗 文海樓 

深水埗 北河大廈 A座 

深水埗 北河街 129號 

深水埗 北河街 27號 

深水埗 北河街 62號 

深水埗 北河街 72號 

深水埗 正輝大樓 

深水埗 永安大廈 

深水埗 玉泉樓 

深水埗 白田邨太田樓 

深水埗 白田邨心田樓 

深水埗 白田邨昌田樓 

深水埗 白田邨健田樓 

深水埗 白田邨康田樓 

深水埗 白田邨詠田樓 

深水埗 白田邨裕田樓 

深水埗 白田邨運田樓 

深水埗 白田邨潤田樓 

深水埗 白田邨澤田樓 

深水埗 白田邨麗田樓 

深水埗 白楊街 2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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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深水埗 白楊街 30號 

深水埗 石硤尾邨 19座 

深水埗 石硤尾邨 20座 

深水埗 石硤尾邨 21座 

深水埗 石硤尾邨 22座 

深水埗 石硤尾邨 23座 

深水埗 石硤尾邨 24座 

深水埗 石硤尾邨美山樓 

深水埗 石硤尾邨美如樓 

深水埗 石硤尾邨美亮樓 

深水埗 石硤尾邨美映樓 

深水埗 石硤尾邨美柏樓 

深水埗 石硤尾邨美虹樓 

深水埗 石硤尾邨美益樓 

深水埗 石硤尾邨美盛樓 

深水埗 石硤尾邨美賢樓 

深水埗 石硤尾邨美薈樓 

深水埗 石硤尾街 31-33號 

深水埗 宇晴軒 2座 

深水埗 宇晴軒 3座 

深水埗 宇晴軒 5座 

深水埗 宇晴軒 6座 

深水埗 汝州街 116號 

深水埗 汝州街 126號 

深水埗 汝州街 128號 

深水埗 汝州街 280號 

深水埗 汝州街 67號 

深水埗 李鄭屋邨仁愛樓 

深水埗 李鄭屋邨孝廉樓 

深水埗 李鄭屋邨和睦樓 

深水埗 李鄭屋邨忠孝樓 

深水埗 李鄭屋邨信義樓 

深水埗 李鄭屋邨廉潔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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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深水埗 李鄭屋邨禮讓樓 

深水埗 幸俊苑俊賢閣 

深水埗 幸俊苑俊禮閣 

深水埗 幸福邨福日樓 

深水埗 幸福邨福月樓 

深水埗 幸福邨福明樓 

深水埗 怡靖苑閒靜閣 

深水埗 怡靖苑寧靜閣 

深水埗 怡閣苑怡建閣 

深水埗 昇悅居 6座 

深水埗 昇悅居 8座 

深水埗 昌遠大廈 

深水埗 東成大廈 

深水埗 東沙島街 149-155A號福榮大廈 

深水埗 東寧大廈 

深水埗 東廬大樓 A座 

深水埗 東蘭閣 B座 

深水埗 泓景臺 1座 

深水埗 泓景臺 7座 

深水埗 金必多大廈 A座 

深水埗 金椽樓 

深水埗 長沙灣邨長欣樓 

深水埗 長沙灣邨長泰樓 

深水埗 長沙灣英華街 6號 

深水埗 長沙灣道 100號 

深水埗 長沙灣道 13號 

深水埗 長沙灣道 145號 

深水埗 長沙灣道 169號 

深水埗 長沙灣道 179-181號 

深水埗 長沙灣道 227號 

深水埗 長興大廈 

深水埗 青山道 423號 

深水埗 青山道 520-52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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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 保安道 335A號 

深水埗 南山邨南安樓 

深水埗 南山邨南明樓 

深水埗 南山邨南泰樓 

深水埗 南山邨南偉樓 

深水埗 南山邨南逸樓 

深水埗 南昌一號 

深水埗 南昌中心 

深水埗 南昌邨昌逸樓 

深水埗 南昌邨昌遜樓 

深水埗 南昌邨昌賢樓 

深水埗 南昌苑 

深水埗 南昌街 102-104號 

深水埗 南昌街 112-114號 

深水埗 南昌街 140-144號 

深水埗 南昌街 151號 

深水埗 南昌街 156-158號 

深水埗 南昌街 71號 

深水埗 南都大廈 

深水埗 建新大樓 

深水埗 恆達大廈 

深水埗 恒輝閣 

深水埗 界限街 11D-11F號 

深水埗 盈暉臺 2座 

深水埗 盈暉臺 3座 

深水埗 秋霞樓 

深水埗 美孚新邨 1期百老匯街 1-3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 1期百老匯街 25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 2期百老匯街 44-46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 3期百老匯街 49-51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 3期百老匯街 70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 3期百老匯街 72-74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 5期蘭秀道 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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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 美孚新邨 6期恆柏街 2-4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 6期蘭秀道 21-23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 8期百老匯街 112號 

深水埗 美居中心 

深水埗 美居中心 7座 

深水埗 香港華商織造廠總會大廈 

深水埗 兼善里 23號 

深水埗 晉嶺 

深水埗 桂林大廈 

深水埗 桂林街 38C-38D號 

深水埗 桂林街 75-81號 

深水埗 桂林街 95號 

深水埗 海盈邨盈昌樓 

深水埗 海盈邨盈輝樓 

深水埗 海祥大廈 

深水埗 海達邨海昌樓 

深水埗 海壇街 18號 

深水埗 海壇街 190A號 

深水埗 海麗邨海和樓 

深水埗 海麗邨海明樓 

深水埗 海麗邨海信樓 

深水埗 海麗邨海晴樓 

深水埗 海麗邨海瑞樓 

深水埗 海麗邨海慧樓 

深水埗 海麗邨海賢樓 

深水埗 海麗邨海禧樓 

深水埗 荔枝角道 222號 

深水埗 荔枝角道 223-227A號 

深水埗 荔枝角道 224號 

深水埗 荔枝角道 277-279號 

深水埗 荔枝角道 284號 萬安大廈 

深水埗 荔枝角道 296號 

深水埗 荔枝角道 33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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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 荔枝角道 334號 

深水埗 荔香大廈 

深水埗 基隆街 110號 

深水埗 基隆街 134-136號 

深水埗 基隆街 137號 

深水埗 基隆街 150號 

深水埗 基隆街 251號 

深水埗 基隆街 264號 

深水埗 基隆街 375號 

深水埗 基隆街 385-391號 

深水埗 基隆街 60號 

深水埗 康利大廈 

深水埗 捷興大廈 

深水埗 深水埗大廈 

深水埗 清麗苑麗泰閣 

深水埗 畢架山花園 1期 15座 

深水埗 祥賢大廈 

深水埗 凱德苑 

深水埗 凱樂苑凱旭閣 

深水埗 凱樂苑凱莎閣 

深水埗 凱樂苑凱碧閣 

深水埗 喜雅 2座 

深水埗 喜薈 2座 

深水埗 喜韻 1座 

深水埗 富昌邨富旺樓 

深水埗 富昌邨富盈樓 

深水埗 富昌邨富凱樓 

深水埗 富昌邨富萊樓 

深水埗 富昌邨富誠樓 

深水埗 富昌邨富韻樓 

深水埗 富雅閣 

深水埗 寓．弍捌 

深水埗 欽州街 34-42號永明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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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 欽州街 56A號 

深水埗 發祥街 2號 

深水埗 華通樓 

深水埗 順安閣 

深水埗 順景華庭 

深水埗 順發大廈 

深水埗 黃竹街 1A號 

深水埗 黃竹街 23號 

深水埗 黃竹街 2J-2L號 

深水埗 黃金大廈 4座 

深水埗 新華大樓 

深水埗 新榮大樓 

深水埗 新輝大廈 

深水埗 楓樹街 15-17號 

深水埗 溫馨閣 

深水埗 萬安大廈 

深水埗 裕豐樓 

深水埗 達之路 24-24A號 

深水埗 嘉利閣 

深水埗 嘉華樓 

深水埗 榮昌邨榮俊樓 

深水埗 榮昌邨榮傑樓 

深水埗 榮華大廈 

深水埗 福仁大廈 

深水埗 福昌樓 

深水埗 福華街 104-106號 

深水埗 福華街 135A號 

深水埗 福華街 33號 

深水埗 福華街 77號 

深水埗 福華街 87-89號 

深水埗 福榮街 120-122號 

深水埗 福榮街 15號 

深水埗 德寶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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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 樂年花園 1座 

深水埗 樂年花園 4座 

深水埗 樂年花園 6座 

深水埗 樂園 A座 

深水埗 興隆大廈 

深水埗 鴨寮街 246號 

深水埗 鴨寮街 4-6號 

深水埗 鴨寮街 117號 

深水埗 鴨寮街 153號 

深水埗 鴨寮街 171號 

深水埗 鴨寮街 186號 

深水埗 鴨寮街 236-238號 

深水埗 龍安大廈 

深水埗 聯康大廈 

深水埗 鴻益大廈 

深水埗 鴻裕大廈 

深水埗 醫局街 168號 

深水埗 醫局街 174號 

深水埗 麗安邨麗平樓 

深水埗 麗安邨麗正樓 

深水埗 麗安邨麗廉樓 

深水埗 麗安邨麗德樓 

深水埗 麗翠苑麗柏閣 

深水埗 麗翠苑麗棋閣 

深水埗 麗翠苑麗棠閣 

深水埗 麗翠苑麗森閣 

深水埗 麗翠苑麗楊閣 

深水埗 麗閣邨麗萱樓 

深水埗 麗閣邨麗蘿樓 

深水埗 麗寶花園 2座 

深水埗 寶喜大廈 

深水埗 寶麗苑寶澤閣 

深水埗 蘇屋邨茶花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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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 蘇屋邨壽菊樓 

深水埗 蘇屋邨綠柳樓 

深水埗 蘇屋邨櫻桃樓 

深水埗 蘇屋邨蘭花樓 

深水埗 鑽石樓 

沙田 乙明邨明信樓 

沙田 乙明邨明恩樓 

沙田 乙明邨明耀樓 

沙田 上徑口 103號 

沙田 下禾輋 

沙田 下禾輋邨 

沙田 大水坑 

沙田 大圍新村 

沙田 大藍寮 16號 

沙田 水泉澳邨山泉樓 

沙田 水泉澳邨月泉樓 

沙田 水泉澳邨竹泉樓 

沙田 水泉澳邨欣泉樓 

沙田 水泉澳邨河泉樓 

沙田 水泉澳邨修泉樓 

沙田 水泉澳邨嶺泉樓 

沙田 田心村 

沙田 禾輋邨民和樓 

沙田 禾輋邨欣和樓 

沙田 禾輋邨泰和樓 

沙田 禾輋邨康和樓 

沙田 禾輋邨富和樓 

沙田 禾輋邨順和樓 

沙田 禾輋邨德和樓 

沙田 名城 1期 2座 

沙田 名城 1期 5座 

沙田 名城 2期 1座 

沙田 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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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沙田 好運中心松林閣 

沙田 好運中心榆林閣 

沙田 旭禾苑 

沙田 灰窰下新村 

沙田 利安邨利興樓 

沙田 利安邨利豐樓 

沙田 沙田第一城 24座 

沙田 沙田第一城 37座 

沙田 沙田第一城 39座 

沙田 沙田第一城 41座 

沙田 沙田第一城 47座 

沙田 沙田圍新村 

沙田 沙角邨金鶯樓 

沙田 沙角邨美雁樓 

沙田 沙角邨雲雀樓 

沙田 沙角邨漁鷹樓 

沙田 沙角邨銀鷗樓 

沙田 欣安邨欣頌樓 

沙田 河畔花園 A座 

沙田 河畔花園 C座 

沙田 花園城第一期雅麗苑 

沙田 金獅花園 2期金寧閣 

沙田 金輝樓 

沙田 金禧花園 6座 

沙田 恆安邨恆日樓 

沙田 恆安邨恆星樓 

沙田 恒安邨恒山樓 

沙田 恒安邨恒海樓 

沙田 美田邨美全樓 

沙田 美田邨美秀樓 

沙田 美田邨美致樓 

沙田 美田邨美景樓 

沙田 美松苑富松閣 



52 
 

地區 大廈名單 

沙田 美林村美楊樓 

沙田 美林邨美桃樓 

沙田 美林邨美槐樓 

沙田 美盈苑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14苑 

沙田 香港賽馬會職員宿舍駿喜閣 

沙田 海寧大廈 

沙田 海濤居 4座 

沙田 秦石邨石玉樓 

沙田 秦石邨石晶樓 

沙田 秦石邨石瑩樓 

沙田 蚊坑 

沙田 偉華中心 1座 

沙田 偉華中心 3座 

沙田 偉華中心第 2座 

沙田 康林苑山林閣 

沙田 御龍山 9座 

沙田 排頭坑 

沙田 排頭村 

沙田 博康村博逸樓 

沙田 博康邨博文樓 

沙田 博康邨博泰樓 

沙田 博康邨博智樓 

沙田 博康邨博華樓 

沙田 博康邨博達樓 

沙田 富安花園 12座 

沙田 富安花園 15座 

沙田 富安花園 5座 

沙田 富安花園 7座 

沙田 富嘉花園 

沙田 富嘉花園 1座 

沙田 富豪花園文禧閣 

沙田 富豪花園富儷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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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沙田 富豪花園碧華閣 

沙田 富寶花園 2座 

沙田 富寶花園 5座 

沙田 富寶花園 9座 

沙田 嵐岸 1座 

沙田 愉田苑愉悅閣 

沙田 愉田苑愉群閣 

沙田 愉田苑愉澤閣 

沙田 愉翠苑愉勤閣 

沙田 景田苑文心閣 

沙田 景田苑正心閣 

沙田 景田苑冰心閣 

沙田 隆亨邨善心樓 

沙田 隆亨邨樂心樓 

沙田 隆亨邨賞心樓 

沙田 隆亨邨學心樓 

沙田 雅典居 2座 

沙田 雲疊花園 2座 

沙田 雲疊花園 3座 

沙田 雲疊花園 5座 

沙田 雲疊花園 6座 

沙田 新田圍邨盛圍樓 

沙田 新田圍邨富圍樓 

沙田 新田圍邨豐圍樓 

沙田 新城市廣場紫藤閣 

沙田 新港城 3期Ｎ座 

沙田 新港城 3期 Q座 

沙田 新港城 4期 J座 

沙田 新港城 D座 

沙田 新翠邨新月樓 

沙田 新翠邨新明樓 

沙田 新翠邨新芳樓 

沙田 新翠邨新俊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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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沙田 新翠邨新偉樓 

沙田 新翠邨新儀樓 

沙田 新翠邨新學樓 

沙田 隔田村 

沙田 頌安邨頌和樓 

沙田 頌安邨頌智樓 

沙田 頌安邨頌群樓 

沙田 嘉田苑嘉詠閣 

沙田 嘉田苑嘉慧閣 

沙田 嘉徑苑嘉愛閣 

沙田 嘉華星濤灣 2座 

沙田 嘉順苑 

沙田 碧濤花園 1期百利閣 

沙田 碧濤花園 2期富臨閣 

沙田 碧濤花園 2期嘉麗閣 

沙田 碩門邨美碩樓 

沙田 碩門邨健碩樓 

沙田 碩門邨喜碩樓 

沙田 綠怡雅苑 1座 

沙田 綠怡雅苑 2座 

沙田 綠怡雅苑 3座 

沙田 翠華花園 B座 

沙田 銀湖．天峰 2座 

沙田 銀湖．天峰 7座 

沙田 銀禧花園 7座 

沙田 廣林苑茂林閣 

沙田 廣林苑興林閣 

沙田 廣源邨廣栢樓 

沙田 廣源邨廣楊樓 

沙田 樂楓徑 6號 

沙田 曉翠山莊 8座 

沙田 積富樓 

沙田 積福街 6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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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沙田 錦英苑錦佳閣 

沙田 錦英苑錦智閣 

沙田 錦英苑錦雅閣 

沙田 錦英苑錦順閣 

沙田 錦泰苑錦邦閣 

沙田 錦泰苑錦盛閣 

沙田 錦泰苑錦晶閣 

沙田 錦泰苑錦興閣 

沙田 錦泰苑錦麗閣 

沙田 錦龍苑龍悅閣 

沙田 錦禧苑錦榮閣 

沙田 錦豐苑 C座 

沙田 錦豐苑錦莉閣 

沙田 錦豐苑錦葵閣 

沙田 錦豐苑錦蓉閣 

沙田 錦豐苑錦薇閣 

沙田 錦豐苑錦蘭閣 

沙田 濱景花園 1座 

沙田 穗禾苑慶安閣 

沙田 薈晴 2座 

沙田 駿洋邨駿時樓 

沙田 駿洋邨駿湖樓 

沙田 駿景園 7座 

沙田 駿景園 8座 

沙田 豐和邨和安樓 

沙田 豐盛苑富盛閣 

沙田 豐盛苑華盛閣 

沙田 瀝源邨祿泉樓 

沙田 瀝源邨壽全樓 

沙田 瀝源邨福海樓 

沙田 麗豪酒店 

沙田 耀安邨耀平樓 

沙田 耀安邨耀欣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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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沙田 耀安邨耀頌樓 

沙田 耀安邨耀遜樓 

沙田 耀安邨耀謙樓 

沙田 顯田 

沙田 顯徑邨顯祐樓 

沙田 顯徑邨顯富樓 

沙田 顯徑邨顯運樓 

沙田 顯徑邨顯德樓 

沙田 顯徑邨顯慶樓 

沙田 顯耀邨顯耀樓 

南區 仁勝大廈 

南區 田灣邨田康樓 

南區 田灣邨田澤樓 

南區 田灣畔 

南區 石排灣邨碧山樓 

南區 石排灣邨碧園樓 

南區 石排灣邨碧綠樓 

南區 石排灣邨碧銀樓 

南區 利東邨東平樓 

南區 利東邨東昌樓 

南區 利東邨東茂樓 

南區 利東邨東逸樓 

南區 利東邨東業樓 

南區 利東邨東興樓 

南區 利是大廈 

南區 協勝大廈 

南區 東勝道 28號 

南區 松蔭園譚李麗芬樓 

南區 南津．迎岸 

南區 南濤閣 3座 

南區 建輝大廈 

南區 香港仔大道 102號 

南區 香港仔中心美光閣 



57 
 

地區 大廈名單 

南區 香港仔中心美豐閣 

南區 香港仔中心海珊閣 

南區 香港仔中心海珍閣 

南區 香港仔中心海晶閣 

南區 香港仔中心港昌閣 

南區 悅海華庭 2座 

南區 海怡半島怡翠閣 

南區 海怡半島美浚閣 

南區 海滙大廈 

南區 馬坑邨迎馬樓 

南區 華富邨華昌樓 

南區 華富邨華明樓 

南區 華富邨華信樓 

南區 華富邨華珍樓 

南區 華富邨華美樓 

南區 華富邨華泰樓 

南區 華富邨華清樓 

南區 華富邨華景樓 

南區 華富邨華翠樓 

南區 華富邨華興樓 

南區 華富閣 

南區 華貴邨華孝樓 

南區 華貴邨華善樓 

南區 華貴邨華愛樓 

南區 華貴邨華愛樓 

南區 華貴邨華賢樓 

南區 華貴邨華禮樓 

南區 置富花園富華苑 

南區 嘉隆苑嘉平閣 

南區 嘉隆苑嘉昇閣 

南區 嘉隆苑嘉俊閣 

南區 漁光邨海港樓 

南區 漁光邨順風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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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南區 漁光道 85號 

南區 漁安苑珊安閣 

南區 漁安苑碧安閣 

南區 漁安苑銀安閣 

南區 漁暉苑景暉閣 

南區 碧麗大廈 

南區 福群大樓 B座 

南區 鴨脷洲中心 B座 

南區 鴨脷洲邨利怡樓 

南區 鴨脷洲邨利添樓 

南區 鴨脷洲邨利滿樓低座 

南區 鴨脷洲邨利福樓高座 

南區 鴨脷洲邨利澤樓 

南區 龍欣苑龍騰閣 

南區 龍德苑承德閣 

南區 薄扶林花園 3座 

南區 鴻福苑鴻麗閣 

南區 鴻福閣 

南區 雙喜大廈 

南區 懲教署職員宿舍 H座 

大埔 大元邨泰民樓 

大埔 大元邨泰怡樓 

大埔 大元邨泰寧樓 

大埔 大元邨泰樂樓 

大埔 大埔廣場宜富閣 

大埔 大埔廣場宜德閣 

大埔 大埔廣場宜興閣 

大埔 大菴村 

大埔 大運大廈 

大埔 天鑽 17座 

大埔 天鑽 9座 

大埔 太和邨亨和樓 

大埔 太和邨居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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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大埔 太和邨喜和樓 

大埔 太和邨愛和樓 

大埔 太和邨福和樓 

大埔 太和邨翠和樓 

大埔 太和邨麗和樓 

大埔 太湖花園 1座 

大埔 太湖花園 2期 16座 

大埔 太湖花園 2期 17座 

大埔 汀角村 

大埔 汀雅苑雅文閣 

大埔 白田崗 

大埔 同發坊 9號 

大埔 宏福苑宏建閣 

大埔 怡雅苑怡厚閣 

大埔 昌運中心華昌閣 

大埔 明雅苑明昌閣 

大埔 林村新村 211號 

大埔 帝欣苑 31座 

大埔 美利大廈 

大埔 美豐花園 A座 

大埔 海寶花園 B座 

大埔 康樂園第二十街 

大埔 梧桐寨 

大埔 圍頭村 

大埔 富亨邨亨盛樓 

大埔 富亨邨亨隆樓 

大埔 富亨邨亨裕樓 

大埔 富亨邨亨榮樓 

大埔 富亨邨亨翠樓 

大埔 富亨邨亨耀樓 

大埔 富善邨善美樓 

大埔 富善邨善景樓 

大埔 富善邨善翠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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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大埔 富善邨善鄰樓 

大埔 富雅花園 2座 

大埔 富雅花園 4座 

大埔 嵐山 6座 

大埔 景雅苑景欣閣 

大埔 華樂豪庭 

大埔 逸雅苑逸欣閣 

大埔 逸雅苑逸榮閣 

大埔 逸瓏灣 1期 19座 

大埔 雲滙 11座 

大埔 黃宜坳 

大埔 塘上村 

大埔 新屋仔村 

大埔 新興花園康誠閣 

大埔 運頭塘邨運亨樓 

大埔 頌雅苑頌真閣 

大埔 頌雅苑頌真閣 

大埔 嘉熙 5座 

大埔 榕樹澳 

大埔 廣福邨廣平樓 

大埔 廣福邨廣祐樓 

大埔 廣福邨廣崇樓 

大埔 廣福邨廣義樓 

大埔 廣福邨廣禮樓 

大埔 德雅苑 

大埔 錦山 

大埔 錦繡台 

大埔 寶雅苑家和閣 

大埔 寶雅苑逸和閣 

荃灣 二陂圳 

荃灣 二陂坊 13號 

荃灣 二陂坊 31號 

荃灣 三陂坊 2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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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荃灣 大窩口村富賢樓 

荃灣 川龍街 89號 

荃灣 川龍街 99號 

荃灣 天華樓 

荃灣 石圍角邨石芳樓 

荃灣 石圍角邨石桃樓 

荃灣 石圍角邨石菊樓 

荃灣 石圍角邨石翠樓 

荃灣 石圍角邨石蘭樓 

荃灣 立坊 

荃灣 光明大廈 

荃灣 光板田村 

荃灣 名逸居 1座 

荃灣 名逸居 2座 

荃灣 安裕大廈 

荃灣 卓明大廈 

荃灣 尚翠苑翠河閣 

荃灣 昌泰大廈 

荃灣 東亞花園大發樓 

荃灣 河背村 62號 

荃灣 河背街 35號 

荃灣 河背街 63號 

荃灣 映日灣 3座 

荃灣 柏傲灣 2座 

荃灣 珀麗灣 28座 

荃灣 祈德尊新邨松明舍 

荃灣 香城大廈 

荃灣 桂林樓 

荃灣 泰華大廈 

荃灣 浪翠園 3期 10座 

荃灣 海濱花園海妍閣 

荃灣 海濱花園海珊閣 

荃灣 海濱花園海珠閣 



62 
 

地區 大廈名單 

荃灣 海濱花園海暉閣 

荃灣 海濱花園海葵閣 

荃灣 海濱花園海銀閣 

荃灣 海濱花園海蕙閣 

荃灣 海濱花園海觀閣 

荃灣 海韻花園 

荃灣 海韻花園 1座 

荃灣 海壩村 

荃灣 海灣花園 3座 

荃灣 荃威花園 D座 

荃灣 荃威花園 F座 

荃灣 荃威花園 L座 

荃灣 荃景花園 1座 

荃灣 荃景花園 2座 

荃灣 荃景花園 6座 

荃灣 荃錦中心 1座 

荃灣 荃灣中心南昌樓 

荃灣 高惠樓 

荃灣 康睦庭園 2座 

荃灣 排棉角村 

荃灣 梨木樹邨 1座 

荃灣 梨木樹邨 3座 

荃灣 梨木樹邨 5座 

荃灣 梨木樹邨 5座 

荃灣 梨木樹邨松樹樓 

荃灣 梨木樹邨桃樹樓 

荃灣 梨木樹邨楊樹樓 

荃灣 梨木樹邨楓樹樓 

荃灣 梨木樹邨葵樹樓 

荃灣 梨木樹邨樂樹樓 

荃灣 深井村 

荃灣 添華大樓 

荃灣 眾安街 10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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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荃灣 都城大樓 

荃灣 富明樓 

荃灣 富華中心 

荃灣 富裕樓 B座 

荃灣 愉景新城 11座 

荃灣 愉景新城 12座 

荃灣 愉景新城 9座 

荃灣 華偉工業大廈 

荃灣 華達樓 

荃灣 華興樓 

荃灣 象山邨秀山樓 

荃灣 象山邨翠山樓 

荃灣 象山邨樂山樓 

荃灣 雅緻樓 

荃灣 黃金樓 

荃灣 萬景峯 3座 

荃灣 萭景峰 1座 

荃灣 運通洋樓 

荃灣 滿樂大廈福至樓 

荃灣 碧堤半島 3座 

荃灣 福來邨永定樓 

荃灣 福來邨永泰樓 

荃灣 福來邨永康樓 

荃灣 福來邨永樂樓 

荃灣 福來邨永興樓 

荃灣 綠楊新邨 D座 

荃灣 綠楊新邨 L座 

荃灣 綠楊新邨 M座 

荃灣 綠楊新邨 S座 

荃灣 綠楊新邨 T座 

荃灣 翠濤閣 2座 

荃灣 翠濤閣 3座 

荃灣 翠豐臺 1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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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 翠豐臺 3座 

荃灣 德仁樓 2期 

荃灣 德安樓 

荃灣 樂悠居 

荃灣 蔚景花園 

荃灣 縉皇居 3座 

荃灣 錦豐園 2座 

荃灣 爵悅庭北爵軒 

荃灣 環宇海灣 5座 

荃灣 環宇海灣 8座 

荃灣 麗城花園 1期 1座 

荃灣 麗城花園 2期 8座 

荃灣 麗城花園 2期 1座 

荃灣 麗城花園 2期 7座 

荃灣 麗城花園 2期 9座 

荃灣 麗城花園 3期 5座 

荃灣 麗城花園第二期 5座 

屯門 NAPA 5座 

屯門 三聖邨豐漁樓 

屯門 上源 3B座 

屯門 大興邨興平樓 

屯門 大興邨興昌樓 

屯門 大興邨興泰樓 

屯門 大興邨興偉樓 

屯門 大興邨興盛樓 

屯門 大興邨興耀樓 

屯門 大興花園 2期 7座 

屯門 山景邨景安樓 

屯門 山景邨景美樓 

屯門 山景邨景富樓 

屯門 山景邨景華樓 

屯門 山景邨景貴樓 

屯門 山景邨景業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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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 山景邨景樂樓 

屯門 山景邨景麗樓 

屯門 五柳路 

屯門 仁愛大廈 

屯門 友愛邨愛明樓 

屯門 友愛邨愛信樓 

屯門 友愛邨愛智樓 

屯門 友愛邨愛暉樓 

屯門 友愛邨愛義樓 

屯門 友愛邨愛德樓 

屯門 友愛邨愛樂樓 

屯門 友愛邨愛禮樓 

屯門 友愛邨愛曦樓 

屯門 屯門市廣場 1期 3座 

屯門 屯門市廣場 2期 1座 

屯門 屯門市廣場 2期 2座 

屯門 屯門花園 

屯門 屯門時代廣場 A座 

屯門 屯門時代廣場 E座 

屯門 田景邨田敦樓 

屯門 田景邨田裕樓 

屯門 亦園村 

屯門 兆山苑椰景閣 

屯門 兆山苑楗景閣 

屯門 兆山苑樟景閣 

屯門 兆安苑定海閣 

屯門 兆安苑定基閣 

屯門 兆安苑定賢閣 

屯門 兆邦苑 

屯門 兆邦苑田景邨 

屯門 兆軒苑逸生閣 

屯門 兆康苑兆俊閣 

屯門 兆康苑兆恆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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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 兆康苑兆偉閣 

屯門 兆康苑兆傑閣 

屯門 兆康苑兆暉閣 

屯門 兆康苑兆榮閣 

屯門 兆康苑兆豪閣 

屯門 兆康苑兆樂閣 

屯門 兆畦苑兆富閣 

屯門 兆禧苑安禧閣 

屯門 兆禧苑宏禧閣 

屯門 兆禧苑樂禧閣 

屯門 兆麟苑貴麟閣 

屯門 兆麟苑銀麟閣 

屯門 兆麟苑耀麟閣 

屯門 好景樓 

屯門 安定邨定泰樓 

屯門 安定邨定康樓 

屯門 安定邨定福樓 

屯門 安定邨定德樓 

屯門 安定邨定龍樓 

屯門 良田村 

屯門 良景邨良俊樓 

屯門 良景邨良英樓 

屯門 良景邨良偉樓 

屯門 良景邨良傑樓 

屯門 良景邨良智樓 

屯門 良景邨良華樓 

屯門 良景邨良萃樓 

屯門 良景邨良賢樓 

屯門 良景邨良賢樓 

屯門 和平新村 

屯門 怡樂花園 1座 

屯門 欣田邨俊田樓 

屯門 欣田邨悅田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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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 欣田邨喜田樓 

屯門 欣田邨逸田樓 

屯門 欣田邨綠田樓 

屯門 泥圍 

屯門 青山坊 2號 

屯門 青松觀道政府宿舍 F座 

屯門 青磚圍 

屯門 青磚圍 74號 

屯門 南浪海灣 5座 

屯門 建生邨泰生樓 

屯門 建生邨樂生樓 

屯門 恆大．珺瓏灣 3A座 

屯門 恆豐園 2座 

屯門 恒順園 3座 

屯門 恒順園 9座 

屯門 恒福花園 3座 

屯門 恒福花園 4座 

屯門 盈豐園 2座 

屯門 胡屋村 

屯門 香港黃金海岸二期第 6座 

屯門 悅湖山莊 10座 

屯門 悅湖山莊 14座 

屯門 悅湖山莊 6座 

屯門 海典軒 1座 

屯門 海景花園 7座 

屯門 海翠花園 3座 

屯門 海翠花園 4座 

屯門 啓豐園 4座 

屯門 康景花園 A座 

屯門 彩華花園 C座 

屯門 彩華花園 D座 

屯門 御半山 1A座 

屯門 御半山 2A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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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 御半山第 2座 

屯門 御海灣 1座 

屯門 掃管笏村 

屯門 珺瓏灣 2A座 

屯門 鹿苑 

屯門 富泰邨仁泰樓 

屯門 富泰邨秀泰樓 

屯門 富泰邨迎泰樓 

屯門 富泰邨健泰樓 

屯門 富泰邨逸泰樓 

屯門 富泰邨愛泰樓 

屯門 富泰邨頌泰樓 

屯門 富健花園 6座 

屯門 富健花園 10座 

屯門 富健花園 11座 

屯門 富健花園 1座 

屯門 富健花園 3座 

屯門 富健花園 8座 

屯門 富澤豪庭 

屯門 景峰花園 4座 

屯門 景峰豪庭 2座 

屯門 湖景邨湖光樓 

屯門 湖景邨湖畔樓 

屯門 湖景邨湖暉樓 

屯門 菁雋 

屯門 華都花園 2座 

屯門 華樂大廈 

屯門 雅都花園 2座 

屯門 順風圍 

屯門 新屯門中心 3座 

屯門 新屯門中心 4座 

屯門 新屯門中心 9座 

屯門 新圍苑新珮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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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 新圍苑新凱閣 

屯門 新圍苑新碧閣 

屯門 新圍苑新賢閣 

屯門 新墟村 

屯門 楊小坑村 

屯門 置樂花園 4座 

屯門 置樂花園 5座 

屯門 置樂花園 6座 

屯門 置樂花園樂怡苑 

屯門 萬寶大廈 

屯門 碧翠花園 22座 

屯門 福亨村 

屯門 翠林花園 B座 

屯門 翠寧花園 1座 

屯門 翠寧花園 2座 

屯門 翠寧花園 3座 

屯門 翠寧花園 5座 

屯門 聚康山莊 1座 

屯門 慧豐園 1座 

屯門 蝴蝶邨蝶心樓 

屯門 蝴蝶邨蝶翎樓 

屯門 蝴蝶邨蝶意樓 

屯門 蝴蝶邨蝶聚樓 

屯門 澤豐花園澤民樓 

屯門 澤豐花園澤安樓 

屯門 澤豐花園澤泰樓 

屯門 澤豐花園澤國樓 

屯門 澤豐花園澤富樓 

屯門 豫豐花園 11座 

屯門 豫豐花園 12座 

屯門 豫豐花園 7座 

屯門 錦昌花園 C座 

屯門 錦暉花園 2座 



70 
 

地區 大廈名單 

屯門 錦暉花園 4座 

屯門 龍門居 10座 

屯門 龍門居 11座 

屯門 龍門居 15座 

屯門 龍門居 16座 

屯門 龍門居 7座 

屯門 龍珠島花園 6座 

屯門 邁亞美海灣 5座 

屯門 邁亞美海灣 6座 

屯門 豐景園 3座 

屯門 豐景園 1座 

屯門 麗日閣 

屯門 䨇寓 

屯門 寶田邨 1座 

屯門 寶田邨 2座 

屯門 寶田邨 3座 

屯門 寶田邨 4座 

屯門 寶田邨 5座 

屯門 寶田邨 6座 

屯門 寶田邨 7座 

屯門 寶田邨 9座 

屯門 寶怡花園 3座 

屯門 寶華花園 2期 C座 

屯門 寶華花園 3期 17座 

屯門 寶塘下 

屯門 瓏門 1座 

屯門 瓏門 6座 

屯門 瓏門 8座 

灣仔 V Wanchai 

灣仔 大寧閣 

灣仔 仁英大廈 

灣仔 月華大廈 

灣仔 永德大廈 A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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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 永德大廈 C座 

灣仔 光明臺 1座 

灣仔 光明臺 2座 

灣仔 吉安街 11號 

灣仔 安安大樓 

灣仔 安興大廈 

灣仔 百玲大廈 

灣仔 利景酒店 

灣仔 利榮大樓 

灣仔 快添大廈 

灣仔 其發大廈 

灣仔 協生大廈 

灣仔 明賢大廈 

灣仔 明興大樓 

灣仔 明豐大廈 

灣仔 金冠大廈 

灣仔 金福大廈 

灣仔 金禧大廈 

灣仔 冠景樓 

灣仔 恒信大廈 

灣仔 星街 7號永星苑 

灣仔 春暉大廈 

灣仔 柏麗園 

灣仔 皇后大道東 131A號 

灣仔 英皇道 57號 

灣仔 修頓花園 

灣仔 展鴻大廈 

灣仔 泰和大廈 

灣仔 軒尼詩道 456號 

灣仔 偉德大廈 

灣仔 堅安大廈 

灣仔 堅安大廈 

灣仔 莊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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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 富利大廈 

灣仔 富園大廈 

灣仔 萃峯 

灣仔 意可樓 

灣仔 嘉寧大廈 

灣仔 歌頓大廈 

灣仔 銅鑼灣道 166號 

灣仔 鳳凰閣 2座 

灣仔 樂聲大廈 

灣仔 興裕大廈 

灣仔 勵德邨邨榮樓 

灣仔 勵德邨德全樓 

灣仔 勵德邨勵潔樓 

灣仔 聯和大廈 

灣仔 聯星大廈 

灣仔 鴻安大廈 

灣仔 禮希大樓 

灣仔 藍塘別墅 

灣仔 藍塘道 47-49號 

灣仔 豐和大廈 

灣仔 譚臣道 80-82號 

灣仔 寶榮大廈 

灣仔 寶靈大廈 

灣仔 灣仔道 56-60號 

黃大仙 天馬苑駿安閣 

黃大仙 天馬苑駿康閣 

黃大仙 永發大廈 

黃大仙 安利大廈 

黃大仙 安福大樓 

黃大仙 安聯樓 A座 

黃大仙 成功樓 

黃大仙 竹園北邨松園樓 

黃大仙 竹園北邨桃園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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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仙 竹園北邨桐園樓 

黃大仙 竹園北邨梅園樓 

黃大仙 竹園北邨榕園樓 

黃大仙 竹園北邨橡園樓 

黃大仙 竹園北邨蕙園樓 

黃大仙 竹園南邨秀園樓 

黃大仙 竹園南邨富園樓 

黃大仙 竹園南邨華園樓 

黃大仙 竹園南邨貴園樓 

黃大仙 竹園南邨榮園樓 

黃大仙 竹園南邨趣園樓 

黃大仙 宏景花園 1座 

黃大仙 宏景花園 2座 

黃大仙 宏景花園 3座 

黃大仙 宏景花園 5座 

黃大仙 沙田坳邨和田樓 

黃大仙 沙田坳邨順田樓 

黃大仙 怡庭居 2座 

黃大仙 東匯邨匯仁樓 

黃大仙 東匯邨匯心樓 

黃大仙 東匯邨匯智樓 

黃大仙 東誠大廈 

黃大仙 東頭邨安東樓 

黃大仙 東頭邨旺東樓 

黃大仙 東頭邨欣東樓 

黃大仙 東頭邨振東樓 

黃大仙 東頭邨偉東樓 

黃大仙 東頭邨康東樓 

黃大仙 東頭邨彩東樓 

黃大仙 東頭邨盛東樓 

黃大仙 東頭邨祥東樓 

黃大仙 東頭邨富東樓 

黃大仙 東頭邨興東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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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仙 采頤花園 10座 

黃大仙 采頤花園 11座 

黃大仙 采頤花園 8座 

黃大仙 長春大廈 

黃大仙 威豪花園 3座 

黃大仙 星河明居 A座 

黃大仙 盈福苑 

黃大仙 美東邨美仁樓 

黃大仙 美東邨美德樓 

黃大仙 悅庭軒 2座 

黃大仙 海港花園 2座 

黃大仙 海鴻大廈 

黃大仙 消防處永定道消防已婚宿舍 1座 

黃大仙 消防處永定道消防已婚宿舍 2座 

黃大仙 消防處黃大仙員佐級已婚人員宿舍 B座 

黃大仙 偉東樓 

黃大仙 啟德花園 3座 

黃大仙 啟德花園 4座 

黃大仙 啟鑽苑啟進閣 

黃大仙 康強苑 

黃大仙 康強苑 A座 

黃大仙 康景樓 

黃大仙 彩虹邨碧海樓 

黃大仙 彩虹邨丹鳳樓 

黃大仙 彩虹邨金華樓 

黃大仙 彩虹邨金漢樓 

黃大仙 彩虹邨金碧樓 

黃大仙 彩虹邨紫薇樓 

黃大仙 彩虹邨綠晶樓 

黃大仙 彩虹邨翠瓊樓 

黃大仙 彩虹邨錦雲樓 

黃大仙 彩虹道 8-34號 

黃大仙 彩雲邨日月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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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仙 彩雲邨玉麟樓 

黃大仙 彩雲邨白虹樓 

黃大仙 彩雲邨白鳳樓 

黃大仙 彩雲邨伴月樓 

黃大仙 彩雲邨明麗樓 

黃大仙 彩雲邨星辰樓 

黃大仙 彩雲邨啟輝樓 

黃大仙 彩雲邨游龍樓 

黃大仙 彩雲邨繡文樓 

黃大仙 彩輝邨彩華樓 

黃大仙 現崇山 6B座 

黃大仙 富山邨富仁樓 

黃大仙 富山邨富信樓 

黃大仙 富山邨富暉樓 

黃大仙 富東樓 

黃大仙 富強苑富和閣 

黃大仙 景泰苑 

黃大仙 黃大仙上邨昭善樓 

黃大仙 黃大仙上邨倡善樓 

黃大仙 黃大仙上邨啓善樓 

黃大仙 黃大仙上邨詠善樓 

黃大仙 黃大仙上邨達善樓 

黃大仙 黃大仙上邨耀善樓 

黃大仙 黃大仙下邨龍光樓 

黃大仙 黃大仙下邨龍吉樓 

黃大仙 黃大仙下邨龍安樓 

黃大仙 黃大仙下邨龍泰樓 

黃大仙 黃大仙下邨龍康樓 

黃大仙 黃大仙下邨龍盛樓 

黃大仙 黃大仙下邨龍華樓 

黃大仙 黃大仙下邨龍逸樓 

黃大仙 黃大仙下邨龍順樓 

黃大仙 黃大仙下邨龍裕樓 



76 
 

地區 大廈名單 

黃大仙 黃大仙下邨龍達樓 

黃大仙 黃大仙下邨龍榮樓 

黃大仙 黃大仙下邨龍福樓 

黃大仙 黃大仙下邨龍慧樓 

黃大仙 黃大仙下邨龍輝樓 

黃大仙 黃大仙下邨龍豐樓 

黃大仙 黃大仙紀律部隊宿舍 1座 

黃大仙 匯仁樓 

黃大仙 慈正邨正安樓 

黃大仙 慈正邨正旭樓 

黃大仙 慈正邨正和樓 

黃大仙 慈正邨正怡樓 

黃大仙 慈正邨正明樓 

黃大仙 慈正邨正泰樓 

黃大仙 慈正邨正康樓 

黃大仙 慈正邨正暉樓 

黃大仙 慈正邨正遠樓 

黃大仙 慈正邨正德樓 

黃大仙 慈民邨民健樓 

黃大仙 慈安苑安欣閣 

黃大仙 慈安苑安康閣 

黃大仙 慈康邨康健樓 

黃大仙 慈康邨康德樓 

黃大仙 慈康邨康潤樓 

黃大仙 慈華大廈 

黃大仙 慈愛苑愛仁閣 

黃大仙 慈愛苑愛祥閣 

黃大仙 慈愛苑愛富閣 

黃大仙 慈愛苑愛勤閣 

黃大仙 慈樂邨樂仁樓 

黃大仙 慈樂邨樂天樓 

黃大仙 慈樂邨樂合樓 

黃大仙 慈樂邨樂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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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黃大仙 慈樂邨樂旺樓 

黃大仙 慈樂邨樂信樓 

黃大仙 慈樂邨樂祥樓 

黃大仙 慈樂邨樂誠樓 

黃大仙 新光中心 1座 

黃大仙 新蒲崗廣場 1座 

黃大仙 新麗花園 B座 

黃大仙 萬寶大廈 

黃大仙 裕富大廈 

黃大仙 嘉峰臺 1座 

黃大仙 嘉峰臺 2座 

黃大仙 嘉峰臺 3座 

黃大仙 翠竹花園 10座 

黃大仙 翠竹花園 3座 

黃大仙 翠竹花園 5座 

黃大仙 翠竹花園 7座 

黃大仙 翠鳳街 36號 

黃大仙 翠鳳街 62號 

黃大仙 銀鳳街 50號 

黃大仙 鳳德邨硃鳳樓 

黃大仙 鳳德邨雪鳳樓 

黃大仙 鳳德邨斑鳳樓 

黃大仙 鳳德邨紫鳳樓 

黃大仙 鳳德邨碧鳳樓 

黃大仙 鳳德邨鳳鑽苑 

黃大仙 鳳禮苑鳳欣閣 

黃大仙 廣發大廈 

黃大仙 德強苑德華閣 

黃大仙 德強苑德賢閣 

黃大仙 樂富邨宏旭樓 

黃大仙 樂富邨宏康樓 

黃大仙 樂富邨宏逸樓 

黃大仙 樂富邨宏順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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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黃大仙 樂富邨樂東樓 

黃大仙 樂富邨樂泰樓 

黃大仙 樂富邨樂翠樓 

黃大仙 樂富邨樂謙樓 

黃大仙 曉暉花園 2座 

黃大仙 曉暉花園 3座 

黃大仙 橫頭磡邨宏安樓 

黃大仙 橫頭磡邨宏亮樓 

黃大仙 橫頭磡邨宏祖樓 

黃大仙 橫頭磡邨宏基樓 

黃大仙 橫頭磡邨宏暉樓 

黃大仙 橫頭磡邨宏頌樓 

黃大仙 橫頭磡邨宏興樓 

黃大仙 橫頭磡邨宏禮樓 

黃大仙 龍蟠苑龍珊閣 

黃大仙 龍蟠苑龍瑚閣 

黃大仙 龍蟠苑龍璋閣 

黃大仙 豐盛街紀律部隊宿舍 1座 

黃大仙 瓊山苑瓊瑋閣 

黃大仙 瓊軒苑 

黃大仙 瓊麗苑瓊昌閣 

黃大仙 鵬程苑 

黃大仙 譽．港灣 7座 

油尖旺 Grand Austin 2座 

油尖旺 I-HOME 

油尖旺 上海大廈 

油尖旺 上海街 116號 

油尖旺 上海街 133號 

油尖旺 上海街 142號 

油尖旺 上海街 144號 

油尖旺 上海街 150號 

油尖旺 上海街 173號 

油尖旺 上海街 17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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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油尖旺 上海街 191號 

油尖旺 上海街 193-195號 

油尖旺 上海街 206號 

油尖旺 上海街 277號 

油尖旺 上海街 337號 

油尖旺 上海街 434號 

油尖旺 上海街 56號 

油尖旺 上海街 628-632A號 

油尖旺 上海街 632A號 

油尖旺 上海街 673號 

油尖旺 大同新邨大公樓 

油尖旺 大同新邨大成樓 

油尖旺 大同新邨大有樓 

油尖旺 大同新邨大英樓 

油尖旺 大同新邨大富樓 

油尖旺 大同新邨大貴樓 

油尖旺 大安樓 

油尖旺 大南街 101號 

油尖旺 大達大廈 

油尖旺 大觀樓 

油尖旺 山東街 13號 

油尖旺 山東街 21-27號 

油尖旺 工商大廈 

油尖旺 中和樓 

油尖旺 中柏大廈 

油尖旺 中美樓 

油尖旺 中英樓 

油尖旺 中原樓 

油尖旺 中堅樓 

油尖旺 中興樓 

油尖旺 仁安大廈 

油尖旺 仁賢大廈 

油尖旺 公園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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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油尖旺 太子道西 127號 

油尖旺 太子道西 131號 

油尖旺 太子道西 139號 

油尖旺 太子道西 75號 

油尖旺 太平洋大廈 

油尖旺 文昌樓 

油尖旺 文苑樓 

油尖旺 文英樓 

油尖旺 文景樓 

油尖旺 文華樓 

油尖旺 文蔚樓 

油尖旺 文輝樓 

油尖旺 文績樓 

油尖旺 文耀樓 

油尖旺 加拿分道 37號 

油尖旺 必發道 16號 

油尖旺 本木 

油尖旺 民興大廈 

油尖旺 永利大樓 

油尖旺 永昌大廈 

油尖旺 永信大樓 

油尖旺 永發大廈 

油尖旺 永發樓 

油尖旺 永福大樓 

油尖旺 甘芳大廈 

油尖旺 甘芳閣 

油尖旺 立德大樓 

油尖旺 名鑄 

油尖旺 百誠大廈 

油尖旺 百達大廈 

油尖旺 西洋菜南街 196號 

油尖旺 西洋菜南街 58號 

油尖旺 西貢街 2H-2J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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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油尖旺 佐敦大廈 

油尖旺 佐敦道 36-38號 

油尖旺 別樹一居 

油尖旺 別樹華軒 

油尖旺 利民大廈 

油尖旺 利威大樓 

油尖旺 利源閣 

油尖旺 利群大樓 

油尖旺 利鴻大樓 

油尖旺 利豐大樓 

油尖旺 君滙港 5座 

油尖旺 君頤峰 6座 

油尖旺 吳松街 102號 

油尖旺 吳松街 111號 

油尖旺 吳松街 11號 

油尖旺 吳松街 85號 

油尖旺 吳松街 98號 

油尖旺 宏景大廈 

油尖旺 牡丹大廈 

油尖旺 亞士厘道 11A號 

油尖旺 亞士厘道 20-20A號 

油尖旺 官涌街 10號 

油尖旺 怡輝大樓 

油尖旺 東方街 5號 

油尖旺 東安樓 

油尖旺 東海大廈 

油尖旺 東興大廈 

油尖旺 花園街 180號 

油尖旺 金山大樓 

油尖旺 金巴利道 65-67B號太平洋大廈 

油尖旺 金田樓 

油尖旺 金冠大廈 

油尖旺 金冠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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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油尖旺 金海大廈 

油尖旺 金堂大廈 

油尖旺 金淞大廈 

油尖旺 金華大廈 

油尖旺 金華大廈 A座 

油尖旺 金勳大廈 

油尖旺 金寶樓 

油尖旺 長旺大廈 

油尖旺 長興大廈 

油尖旺 保文大廈 

油尖旺 南京大廈 

油尖旺 南京街 2F-2G號 

油尖旺 南楓樓 

油尖旺 咸美頓街 7號 

油尖旺 帝庭園 2座 

油尖旺 建煌華廈 

油尖旺 恆星樓 

油尖旺 恒隆大廈 

油尖旺 恒福大廈 

油尖旺 柏景灣 10座 

油尖旺 柯士甸大廈 

油尖旺 洋松街 16號 

油尖旺 炮台街 44-48號 

油尖旺 炮台街 52號 

油尖旺 炮台街 60號 

油尖旺 界限大樓 

油尖旺 美麗都大廈 

油尖旺 重慶大廈 B座 

油尖旺 重慶大廈 C座 

油尖旺 振宜大廈 

油尖旺 浪澄灣 1座 

油尖旺 浪澄灣 5座 

油尖旺 浪澄灣 8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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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油尖旺 海防大廈 

油尖旺 海明閣 

油尖旺 海富苑海欣閣 

油尖旺 海富苑海嵐閣 

油尖旺 海富苑海寧閣 

油尖旺 海富苑海韻閣 

油尖旺 海景大廈 

油尖旺 海韻軒海景酒店 

油尖旺 海灣軒海景酒店 

油尖旺 砵蘭街 339號 

油尖旺 荔枝角道 15號 

油尖旺 荔枝角道 17號 

油尖旺 偉安大廈 B座 

油尖旺 啟義閣 

油尖旺 基隆街 77號 

油尖旺 康信大廈 

油尖旺 康樂大樓 

油尖旺 祥發大廈 

油尖旺 豉油街十二號 

油尖旺 通菜街 57號 

油尖旺 凱旋門觀星閣 

油尖旺 喜滿懷大廈 

油尖旺 富多來新邨 1期富金樓 

油尖旺 富景洋樓 

油尖旺 富貴大廈東座 

油尖旺 富榮花園 11座 

油尖旺 富榮花園 12座 

油尖旺 富榮花園 15座 

油尖旺 富榮花園 16座 

油尖旺 富榮花園 17座 

油尖旺 弼街 30號興發樓 

油尖旺 敦成大廈 

油尖旺 景亮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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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油尖旺 港景峯 1座 

油尖旺 港灣豪庭 4座 

油尖旺 登打士街 43P-43S號鴻輝大廈 

油尖旺 華志大廈 

油尖旺 華源大廈 

油尖旺 華德大廈 

油尖旺 順好樓 

油尖旺 順豐大廈 

油尖旺 黑布街 92號 

油尖旺 奧柏 ‧ 御峯 2座 

油尖旺 新江大樓 

油尖旺 新填地街 146號 

油尖旺 新填地街 153號 

油尖旺 新填地街 160號 

油尖旺 新填地街 185號 

油尖旺 新填地街 26號 

油尖旺 新填地街 27號 

油尖旺 新填地街 295號 

油尖旺 新填地街 298號 

油尖旺 新填地街 461號 

油尖旺 新萬利大廈 

油尖旺 新興大廈 

油尖旺 瑜德大廈 

油尖旺 裕景樓 

油尖旺 誠興樓 

油尖旺 頌賢花園 3座 

油尖旺 嘉利大廈 

油尖旺 嘉美樓 

油尖旺 嘉泰大樓 

油尖旺 寧波街 25號 

油尖旺 寧波街 27號 

油尖旺 榮記大樓 

油尖旺 榮基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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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油尖旺 榮梅大樓 

油尖旺 榮裕閣 

油尖旺 榮興大樓 

油尖旺 漾日居 1座 

油尖旺 碧華大廈 

油尖旺 碧街 33-39A號 

油尖旺 碧街 54號 

油尖旺 福和大樓 B座 

油尖旺 福星大廈 

油尖旺 福苑 

油尖旺 福家大夏 

油尖旺 窩打老道 28號 

油尖旺 窩打老道 8號 1座 

油尖旺 維港灣 10座 

油尖旺 維港灣 1座 

油尖旺 維港灣 3座 

油尖旺 維港灣 6座 

油尖旺 維港灣 7座 

油尖旺 翠園大樓 1期 

油尖旺 遠東大廈 

油尖旺 廟街 204號 

油尖旺 廟街 206號 

油尖旺 廟街 213號 

油尖旺 廣東道 1011號 

油尖旺 廣東道 1028號 

油尖旺 廣東道 1134號 

油尖旺 廣東道 567-569號 

油尖旺 廣東道 947號 

油尖旺 廣富大廈 

油尖旺 廣源大廈 

油尖旺 廣榮樓 

油尖旺 廣福大廈 

油尖旺 廣豐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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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油尖旺 德利大廈 

油尖旺 德利樓 

油尖旺 慶華大樓 

油尖旺 興旺大樓 

油尖旺 擎天半島 5座 

油尖旺 擎天半島 6座 

油尖旺 駿發花園 2座 

油尖旺 駿發花園 3座 

油尖旺 駿發花園 4座 

油尖旺 駿發花園 5座 

油尖旺 鴻光大廈 A座 

油尖旺 鴻運大樓 

油尖旺 鴻輝大廈 

油尖旺 豐盛閣 

油尖旺 麗都樓 

油尖旺 麗華閣 

油尖旺 寶祥大樓 

油尖旺 寶翠大樓 

油尖旺 寶樂大樓 

油尖旺 寶興大樓 

油尖旺 寶豐大樓 

油尖旺 瓏璽迎海鑽 

油尖旺 櫻桃大廈 

油尖旺 歡樂樓 

元朗 Grand Yoho 1座 

元朗 Grand Yoho 5座 

元朗 Park Yoho 11B座 

元朗 Park Yoho Napoli 25B座 

元朗 Wetland Seasons Park 17座 

元朗 Wetland Seasons Park 6座 

元朗 Yoho Midtown M6座 

元朗 Yoho Midtown M8座 

元朗 Yoho Town 3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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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元朗 Yoho Town 5座 

元朗 Yoho Town 9座 

元朗 上村 

元朗 下輋 

元朗 大井圍 

元朗 大江埔 

元朗 大道村 

元朗 大旗嶺 

元朗 山下村 

元朗 仁義大廈 

元朗 元朗安樂路 35-47號利群樓 

元朗 元朗新街 

元朗 元崗村 

元朗 天恒邨恒欣樓 

元朗 天恒邨恒健樓 

元朗 天恒邨恒通樓 

元朗 天恒邨恒富樓 

元朗 天恒邨恒智樓 

元朗 天恒邨恒貴樓 

元朗 天恒邨恒運樓 

元朗 天恒邨恒翠樓 

元朗 天恒邨恒樂樓 

元朗 天恒邨恒麗樓 

元朗 天恩邨恩盈樓 

元朗 天恩邨恩福樓 

元朗 天恩邨恩樂樓 

元朗 天恩邨恩頤樓 

元朗 天恩邨恩穗樓 

元朗 天悅邨悅泰樓 

元朗 天悅邨悅華樓 

元朗 天悅邨悅貴樓 

元朗 天悅邨悅榮樓 

元朗 天祐苑祐泰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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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元朗 天祐苑祐康閣 

元朗 天祐苑祐寧閣 

元朗 天盛苑盛志閣 

元朗 天盛苑盛昭閣 

元朗 天盛苑盛珍閣 

元朗 天盛苑盛賢閣 

元朗 天盛苑盛頤閣 

元朗 天盛苑盛譽閣 

元朗 天富苑亨富閣 

元朗 天富苑俊富閣 

元朗 天富苑逸富閣 

元朗 天富苑齊富閣 

元朗 天富苑興富閣 

元朗 天晴邨晴海樓 

元朗 天晴邨晴彩樓 

元朗 天晴邨晴喜樓 

元朗 天晴邨晴雲樓 

元朗 天晴邨晴滿樓 

元朗 天晴邨晴碧樓 

元朗 天華邨華悅樓 

元朗 天華邨華祐樓 

元朗 天華邨華彩樓 

元朗 天華邨華萃樓 

元朗 天華邨華逸樓 

元朗 天逸邨逸江樓 

元朗 天逸邨逸洋樓 

元朗 天逸邨逸海樓 

元朗 天逸邨逸湖樓 

元朗 天逸邨逸濤樓 

元朗 天逸邨逸灣樓 

元朗 天愛苑愛濤閣 

元朗 天慈邨慈心樓 

元朗 天慈邨慈屏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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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元朗 天慈邨慈恩樓 

元朗 天慈邨慈輝樓 

元朗 天瑞邨瑞心樓 

元朗 天瑞邨瑞林樓 

元朗 天瑞邨瑞泉樓 

元朗 天瑞邨瑞財樓 

元朗 天瑞邨瑞國樓 

元朗 天瑞邨瑞業樓 

元朗 天瑞邨瑞輝樓 

元朗 天瑞邨瑞龍樓 

元朗 天頌苑頌月閣 

元朗 天頌苑頌亭閣 

元朗 天頌苑頌流閣 

元朗 天頌苑頌恩閣 

元朗 天頌苑頌浩閣 

元朗 天頌苑頌棋閣 

元朗 天頌苑頌畫閣 

元朗 天頌苑頌碧閣 

元朗 天頌苑頌澤閣 

元朗 天澤邨澤宇樓 

元朗 天澤邨澤辰樓 

元朗 天澤邨澤星樓 

元朗 天麗苑 

元朗 天耀邨耀盛樓 

元朗 天耀邨耀民樓 

元朗 天耀邨耀昌樓 

元朗 天耀邨耀泰樓 

元朗 天耀邨耀康樓 

元朗 天耀邨耀富樓 

元朗 天耀邨耀華樓 

元朗 天耀邨耀逸樓 

元朗 天耀邨耀隆樓 

元朗 天耀邨耀興樓 



90 
 

地區 大廈名單 

元朗 天耀邨耀豐樓 

元朗 文業樓 

元朗 木橋頭村 

元朗 水蕉老圍 

元朗 水邊圍邨山水樓 

元朗 水邊圍邨盈水樓 

元朗 水邊圍邨湖水樓 

元朗 世宙 5座 

元朗 四季名園 

元朗 永平村 

元朗 田寮村 

元朗 白鶴洲 

元朗 石埗村 

元朗 石湖塘 

元朗 石塘村 

元朗 兆豐樓 

元朗 同益大廈 

元朗 同發大廈 

元朗 好順利大廈 1座 

元朗 好順福大廈 

元朗 灰沙圍 

元朗 西邊圍 

元朗 吳家村 

元朗 坑頭村 

元朗 沙埔村 

元朗 釆葉庭 3座 

元朗 和成花園 15座 

元朗 尚城 3座 

元朗 尚悅 11座 

元朗 尚悅 1座 

元朗 尚悅 9座 

元朗 幸福花園 7座 

元朗 幸福樓 2期 C座 



91 
 

地區 大廈名單 

元朗 明珠樓 

元朗 東鎮圍 

元朗 河背村 

元朗 采葉庭 1座 

元朗 金城樓 

元朗 金朗大廈 

元朗 俊宏軒 10座 

元朗 俊宏軒 11座 

元朗 俊宏軒 2座 

元朗 俊宏軒 4座 

元朗 俊宏軒 6座 

元朗 俊宏軒 7座 

元朗 俊宏軒 9座 

元朗 冠豐大廈 

元朗 南坑村 

元朗 南坑排 

元朗 南邊圍 

元朗 厚德樓 

元朗 屏欣苑屏彥閣 

元朗 屏欣苑屏泰閣 

元朗 恆運樓 

元朗 映御第 1座 

元朗 柏雨花園 29座 

元朗 柏麗豪園 1座 

元朗 柏麗豪園 6座 

元朗 柏巒 

元朗 洪屋村 

元朗 洪福邨洪昌樓 

元朗 洪福邨洪溢樓 

元朗 洪福邨洪樂樓 

元朗 洪福邨洪歡樓 

元朗 紅棗田村 

元朗 唐人新村 



92 
 

地區 大廈名單 

元朗 峻巒 2A期 15A座 

元朗 振興新村 

元朗 朗城匯 1座 

元朗 朗城滙 2座 

元朗 朗屏 8號 5座 

元朗 朗屏邨玉屏樓 

元朗 朗屏邨悅屏樓 

元朗 朗屏邨珠屏樓 

元朗 朗屏邨喜屏樓 

元朗 朗屏邨畫屏樓 

元朗 朗屏邨賀屏樓 

元朗 朗屏邨雁屏樓 

元朗 朗屏邨燕屏樓 

元朗 朗屏邨錦屏樓 

元朗 朗屏邨繡屏樓 

元朗 朗屏邨鏡屏樓 

元朗 朗屏邨寶屏樓 

元朗 朗峰園 2座 

元朗 朗善邨善愛樓 

元朗 朗晴邨青朗樓 

元朗 朗晴居 5座 

元朗 栢慧豪廷 9座 

元朗 栢慧豪園 8座 

元朗 栢慧豪園 7座 

元朗 泰苑小築 

元朗 益利大廈 

元朗 益輝大廈 

元朗 馬田村 

元朗 馬田壆村 

元朗 馬鞍崗 

元朗 國華大廈 

元朗 崇山新村 

元朗 崇正新村 



93 
 

地區 大廈名單 

元朗 康德閣 

元朗 御景園 5座 

元朗 御豪山莊 8座 

元朗 御豪山莊 9座 

元朗 教育路 101-121號鴻運樓 

元朗 鹿尾村 

元朗 圍仔村 

元朗 景安園 K座 

元朗 鈞德樓 

元朗 順好樓 

元朗 順通樓 

元朗 黃泥墩村 

元朗 黃屋村 

元朗 塘坊村 

元朗 塘頭埔村 

元朗 廈村 

元朗 新元朗中心 3座 

元朗 新起村 

元朗 溱柏 3座 

元朗 溱柏 5座 

元朗 嘉湖山莊美湖居 1座 

元朗 嘉湖山莊美湖居 2座 

元朗 嘉湖山莊美湖居 5座 

元朗 嘉湖山莊景湖居 10座 

元朗 嘉湖山莊景湖居 1座 

元朗 嘉湖山莊景湖居 4座 

元朗 嘉湖山莊景湖居 5座 

元朗 嘉湖山莊景湖居 6座 

元朗 嘉湖山莊翠湖居 6座 

元朗 嘉湖山莊樂湖居 13座 

元朗 嘉湖山莊樂湖居 4座 

元朗 嘉湖山莊賞湖居 1座 

元朗 嘉湖山莊賞湖居 5座 



94 
 

地區 大廈名單 

元朗 嘉湖山莊麗湖居 2座 

元朗 嘉湖山莊麗湖居 4座 

元朗 嘉湖山莊麗湖居 5座 

元朗 嘉湖山莊麗湖居 7座 

元朗 嘉湖山莊麗湖居 9座 

元朗 嘉碧峰 25座 

元朗 榮光大廈 

元朗 瑧頤 

元朗 翠韻華庭 1座 

元朗 遠東發展元朗大廈 

元朗 銀田花園 11座 

元朗 鳳池村 

元朗 慧景軒 2座 

元朗 慧景軒 3座 

元朗 横州東頭圍村 

元朗 蓮花地 

元朗 蔡屋村 

元朗 蝶翠峰 13座 

元朗 黎屋村 

元朗 曉峰花園 

元朗 橋頭圍 

元朗 橫台山 

元朗 橫台山永寧里 

元朗 橫台山羅屋村 

元朗 橫洲福慶村 

元朗 興發大樓 

元朗 興隆中心 

元朗 蕃田村 

元朗 錦綉花園 F段第八街 

元朗 錦綉花園 J段第一街 

元朗 錦綉花園 K段第三街 

元朗 錦慶圍 

元朗 錫降村 



95 
 

地區 大廈名單 

元朗 龍珠樓 

元朗 聯勝樓 

元朗 豐財樓 

元朗 豐興樓 

元朗 麗昌花園 37座 

元朗 寶發大廈 

元朗 譽 88 2座 

元朗 欖口村 

 

 

(最後更新於 2022 年 3月 8日，以上資料每天更新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