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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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sington Hill 

中西區 三多大樓 

中西區 三滙大廈 

中西區 世銀花苑 

中西區 中央大廈 

中西區 五福大廈A座 

中西區 五福大廈B座 

中西區 佳景閣 

中西區 俊傑花園 

中西區 保基大廈 

中西區 保德街25-27號 

中西區 信裕大廈 

中西區 兆祥大廈 

中西區 八達大廈 

中西區 利嘉大廈A座 

中西區 利堅大廈 

中西區 利華大廈 

中西區 創業中心A座 

中西區 創業中心C座 

中西區 加惠臺2座 

中西區 半山樓 

中西區 卑路乍街67-83號恒輝大廈 

中西區 南北行大廈 

中西區 南海大廈 

中西區 南雄大廈 

中西區 南雄大廈A座 

中西區 厚福大樓 

中西區 嘉咸街45-53A號嘉利大廈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building_list_chi.pdf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building_list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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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中西區 嘉景臺 

中西區 嘉輝大廈 

中西區 嘉輝花園B座 

中西區 嘉輝花園D座 

中西區 嘉麗苑 

中西區 地利根德閣3座 

中西區 均益大廈1期 

中西區 均益大廈2期C座 

中西區 均益大廈3期A座 

中西區 均益大廈3期B座 

中西區 堅城中心 

中西區 堅威大廈 

中西區 士美菲園C座 

中西區 太山樓 

中西區 太平大廈 

中西區 太白台12-15號 

中西區 奧卑利街已婚警察宿舍 

中西區 威豪閣 

中西區 學士臺1座 

中西區 學士臺2座 

中西區 學士臺3座 

中西區 宏立閣 

中西區 富匯豪庭2座 

中西區 富山苑 

中西區 富景花園1座 

中西區 富裕大廈 

中西區 富賢閣 

中西區 寶威閣 

中西區 寶德大廈 

中西區 寶德臺 

中西區 寶恒苑 

中西區 寶翠園 1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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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中西區 寶翠閣B座 

中西區 寶雲殿 

中西區 尼斯花園 

中西區 屈地大廈 

中西區 帝后華庭2座 

中西區 干德道55號 

中西區 康和花園 

中西區 康威花園A座 

中西區 康威花園B座 

中西區 康福閣 

中西區 建隆樓 

中西區 德輔道西111-117號利華大廈 

中西區 德輔道西334-350號恒裕大廈 

中西區 德輔道西408D號 

中西區 怡景苑 

中西區 恒輝大廈 

中西區 愛都大廈2座 

中西區 慧豪閣2座 

中西區 持平大廈 

中西區 摩羅上街19號 

中西區 文咸東街28號 

中西區 新景樓 

中西區 星鑽 

中西區 普慶大廈E座 

中西區 曉山閣 

中西區 曉譽 

中西區 東利大樓 

中西區 東慶閣 

中西區 東盛臺 

中西區 東輝花園康寧樓 

中西區 東邊街38-42號 

中西區 柏架別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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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中西區 栢道25號政府宿舍A座 

中西區 格蘭閣 

中西區 桃李園 

中西區 業昌大廈 

中西區 榮華閣1座 

中西區 榮華閣2座 

中西區 樂怡閣 

中西區 樂欣大廈 

中西區 欣翠閣 

中西區 歌賦街41號 

中西區 正德大廈 

中西區 殷樺花園1期 

中西區 殷然 

中西區 毓明閣1座 

中西區 永勝大廈 

中西區 永樂大廈 

中西區 永祥大廈 

中西區 泓都3座 

中西區 海昇大廈2座 

中西區 海都樓A座 

中西區 海都樓B座 

中西區 澤安閣 

中西區 珍珠閣B座 

中西區 瑞華閣 

中西區 發利樓 

中西區 百好大樓 

中西區 百年大樓2座 

中西區 百麗花園 

中西區 皇后大道西219-223號 

中西區 益豐花園A座 

中西區 真光大廈 

中西區 福滿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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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中西區 福熙苑 

中西區 禮賢樓 

中西區 穎章大廈 

中西區 第一街47-53號 

中西區 羅便臣道62C號 

中西區 羅便臣道80號2座 

中西區 美新大廈 

中西區 美新樓B座 

中西區 美菲閣1座 

中西區 美菲閣2座 

中西區 羲皇臺10座 

中西區 翠景閣 

中西區 翠華閣 

中西區 翡翠閣B座 

中西區 翰林軒1座 

中西區 聚賢居 

中西區 聯基新樓 

中西區 聯安新樓 

中西區 聯德新樓 

中西區 聯發新樓 

中西區 聯益大廈 

中西區 興泰大廈 

中西區 興發樓 

中西區 荷李活華庭A座 

中西區 華利樓 

中西區 華廈邨華欣樓 

中西區 華明中心C座 

中西區 華輝閣 

中西區 蔚皇居 

中西區 裕利大廈 

中西區 西園永翠閣 

中西區 西園長蓁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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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中西區 西環新樓 

中西區 觀龍樓1座 

中西區 觀龍樓B座 

中西區 觀龍樓C座 

中西區 觀龍樓D座 

中西區 誠泰大樓 

中西區 豐業大廈 

中西區 輝鴻閣 

中西區 適安大廈 

中西區 金富樓 

中西區 金庭居 

中西區 錦明閣 

中西區 錦翠園 

中西區 雲嶺山莊1座 

中西區 順暉大廈 

中西區 香港大學偉倫堂 

中西區 香港大學賽馬會馬禮遜堂 

中西區 高樂花園3座 

中西區 高街25號 

中西區 高逸華軒 

中西區 高陞大樓 

中西區 鴨巴甸街23號 

中西區 麗豪閣A座 

中西區 麗賢閣 

中西區 麗雅苑 

中西區 龍暉花園1座 

中西區 龍暉花園2座 

中西區 龍輝樓 

東區 中興大廈 

東區 丹拿花園1座 

東區 丹拿花園3座 

東區 五洲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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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東區 仁德大廈 

東區 仁樂大廈B座 

東區 佳翠苑耀翠閣 

東區 佳翠苑顯翠閣 

東區 健威花園A座 

東區 健威花園D座 

東區 健康邨康宏閣 

東區 健康邨康智閣 

東區 健康邨康欣閣 

東區 健康邨康輝閣 

東區 健康邨康達閣 

東區 健康邨棕樹樓 

東區 健康邨白楊樓 

東區 健康邨銀杏樓 

東區 僑冠大廈A座 

東區 僑冠大廈B座 

東區 利都樓 

東區 北角中心大廈C座 

東區 北角大廈 

東區 南天大廈 

東區 南安街11號 

東區 南安街23號永華大廈 

東區 南方大廈 

東區 南豐新邨10座 

東區 南豐新邨11座 

東區 南豐新邨3座 

東區 南豐新邨4座 

東區 南豐新邨5座 

東區 南豐新邨7座 

東區 南豐新邨8座 

東區 友福園 

東區 吉利洋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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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東區 君譽峰 

東區 君豪峰 

東區 和富中心4座 

東區 和富中心5座 

東區 和富中心6座 

東區 嘉亨灣1座 

東區 嘉亨灣5座 

東區 嘉信大廈A座 

東區 嘉威大廈A座 

東區 嘉安苑 

東區 嘉文樓 

東區 嘉蘭大廈 

東區 城市花園10座 

東區 城市花園12座 

東區 城市花園13座 

東區 城市花園1座 

東區 城市花園2座 

東區 城市花園3座 

東區 城市花園4座 

東區 堡壘大樓 

東區 大中樓 

東區 大興樓 

東區 天順樓 

東區 太古城元宮閣 

東區 太古城北海閣 

東區 太古城南山閣 

東區 太古城唐宮閣 

東區 太古城夏宮閣 

東區 太古城天山閣 

東區 太古城太湖閣 

東區 太古城寧安閣 

東區 太古城建安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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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東區 太古城怡山閣 

東區 太古城明宮閣 

東區 太古城春櫻閣 

東區 太古城東山閣 

東區 太古城洞庭閣 

東區 太古城海星閣 

東區 太古城海棠閣 

東區 太古城燕宮閣 

東區 太古城碧藤閣 

東區 太古城綠楊閣 

東區 太古城翠榕閣 

東區 太古城華山閣 

東區 太古城逸天閣 

東區 太古城金楓閣 

東區 太古城銀星閣 

東區 太古城銀栢閣 

東區 太古城雅蓮閣 

東區 太古城順安閣 

東區 太吉樓 

東區 太安樓 

東區 太康樓 

東區 太成樓 

東區 太明樓 

東區 太隆樓 

東區 安寧大廈 

東區 宏德居德壽樓 

東區 宏德居德祿樓 

東區 宏德居德禧樓 

東區 富怡花園1座 

東區 富怡花園3座 

東區 富怡花園4座 

東區 富怡花園5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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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東區 富成樓 

東區 富明閣 

東區 富景花園10座 

東區 富景花園11座 

東區 富景花園2座 

東區 富景花園3座 

東區 富景花園5座 

東區 富景花園6座 

東區 富景花園7座 

東區 富景花園9座 

東區 富欣花園2座 

東區 富欣花園4座 

東區 富欣花園8座 

東區 富欣閣 

東區 富澤花園富嘉閣 

東區 富澤花園富威閣 

東區 富澤花園富邦閣 

東區 富雅花園金楓閣 

東區 寶峰園B座 

東區 寶福大廈 

東區 寶翠洋樓 

東區 寶豐大廈 

東區 寶馬山花園16座 

東區 寶馬山花園1座 

東區 寶馬山花園9座 

東區 寶馬臺 

東區 寶馬花園1座 

東區 小西灣邨瑞喜樓 

東區 小西灣邨瑞富樓 

東區 小西灣邨瑞強樓 

東區 小西灣邨瑞明樓 

東區 小西灣邨瑞樂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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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東區 小西灣邨瑞泰樓 

東區 小西灣邨瑞發樓 

東區 小西灣邨瑞益樓 

東區 小西灣邨瑞盛樓 

東區 小西灣邨瑞福樓 

東區 小西灣邨瑞隆樓 

東區 山翠苑翠琳閣 

東區 峰華邨曉峰樓 

東區 峰華邨秀峰樓 

東區 峻峰花園A座 

東區 幸福大樓D座 

東區 康山花園3座 

東區 康山花園6座 

東區 康山花園7座 

東區 康怡花園A座 

東區 康怡花園C座 

東區 康怡花園E座 

東區 康怡花園F座 

東區 康怡花園G座 

東區 康怡花園H座 

東區 康怡花園K座 

東區 康怡花園M座 

東區 康怡花園N座 

東區 康怡花園P座 

東區 康怡花園Q座 

東區 康景花園B座 

東區 康景花園C座 

東區 康東邨康瑞樓 

東區 康泰大樓 

東區 康澤花園B座 

東區 康翠臺1座 

東區 康翠臺2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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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東區 康翠臺3座 

東區 康翠臺6座 

東區 康華大廈2座 

東區 建康花園 

東區 建業大樓 

東區 建華花園 

東區 建邦大廈 

東區 德福閣 

東區 怡翠苑暢怡閣 

東區 怡翠苑逸怡閣 

東區 恒景園 

東區 悅翠苑 

東區 惠利大廈 

東區 惠安苑B座 

東區 惠安苑C座 

東區 愛東邨愛寶樓 

東區 愛東邨愛平樓 

東區 愛東邨愛旭樓 

東區 愛東邨愛澤樓 

東區 愛蝶灣 1座 

東區 愛蝶灣3座 

東區 愛蝶灣4座 

東區 愛蝶灣6座 

東區 愛蝶灣7座 

東區 愛蝶灣8座 

東區 成安街8-10號 

東區 成明閣 

東區 新利大廈 

東區 新威園A座 

東區 新威園D座 

東區 新威園F座 

東區 新成中心A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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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東區 新成中心B座 

東區 新翠花園1座 

東區 新翠花園3座 

東區 新翠花園4座 

東區 新翠花園6座 

東區 新都城大廈 

東區 新都城大廈A座 

東區 新都城大廈D座 

東區 昌明洋樓 

東區 明園西街8號 

東區 明苑中心 

東區 明華大廈1座 

東區 明華大廈B座 

東區 明華大廈C座 

東區 明華大廈D座 

東區 星輝臺銀星閣 

東區 景文樓 

東區 景翠苑 

東區 景輝大廈 

東區 曉峯 

東區 曉翠苑碧翠閣 

東區 曉翠苑雅翠閣 

東區 月明樓 

東區 望隆大廈 

東區 木蘭苑 

東區 杏翠苑翠晶閣 

東區 杏花邨20座 

東區 杏花邨21座 

東區 杏花邨27座 

東區 杏花邨29座 

東區 杏花邨2座 

東區 杏花邨32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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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東區 杏花邨35座 

東區 杏花邨40座 

東區 杏花邨46座 

東區 杏花邨47座 

東區 杏花邨4座 

東區 杏花邨8座 

東區 東大樓 

東區 東威大廈 

東區 東威大廈1座 

東區 東威大廈2座 

東區 東威大廈3座 

東區 東安大廈 

東區 東旭苑東寧閣 

東區 東旭苑東曉閣 

東區 東旭苑東緻閣 

東區 東旭苑東麗閣 

東區 東欣苑榮欣閣 

東區 東欣苑歡欣閣 

東區 東濤苑映濤閣 

東區 東濤苑暉濤閣 

東區 東濤苑曉濤閣 

東區 東熹苑耀熹閣 

東區 東熹苑華熹閣 

東區 東熹苑逸熹閣 

東區 東霖苑 

東區 東駿苑金駿閣 

東區 東駿苑銀駿閣 

東區 柏匯 

東區 柴灣已婚警察宿舍2座 

東區 柴灣戲院大廈 

東區 柴灣邨灣映樓 

東區 柴灣邨灣畔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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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東區 栢蕙苑寧栢閣 

東區 栢蕙苑康栢閣 

東區 業寧大廈 

東區 榮發大廈 

東區 樂嘉中心2座 

東區 樂翠臺1座 

東區 樂翠臺2座 

東區 樂翠臺3座 

東區 樂融軒 

東區 樂軒臺2座 

東區 樂軒臺3座 

東區 樂軒臺4座 

東區 樂軒臺5座 

東區 模範邨民祥樓 

東區 欣景花園1座 

東區 欣景花園3座 

東區 歷山酒店 

東區 民眾大廈 

東區 永利中心B座 

東區 永利中心C座 

東區 永裕源大樓 

東區 海和苑 

東區 海山樓 

東區 海景台 

東區 海景樓 

東區 海港閣 

東區 海璇5座 

東區 消防處柴灣員佐級已婚人員宿舍 

東區 添金閣 

東區 清華街18號富景閣 

東區 港島．東18 

東區 港島海逸君綽酒店 



16 
 

地區 大廈名單 

東區 港輝豪庭 

東區 港運城1座 

東區 港運城3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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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珊瑚閣A5座 

東區 環翠邨富翠樓 

東區 環翠邨怡翠樓 

東區 環翠邨澤翠樓 

東區 環翠邨福翠樓 

東區 環翠邨貴翠樓 

東區 環翠邨逸翠樓 

東區 百寧大廈 

東區 百福花園家福閣 

東區 百福花園景福閣 

東區 百福花園鴻福閣 

東區 皇冠大廈 

東區 益新洋樓 

東區 益昌大廈 

東區 益漢洋樓 

東區 益發大廈 

東區 碧麗閣B座 

東區 福華洋樓 

東區 筲箕灣道126號 

東區 筲箕灣道150號 

東區 糖水道12號 

東區 維港頌1座 

東區 翠巒閣 

東區 翠樂邨翠祿樓 

東區 翠灣邨翠壽樓 

東區 翠灣邨翠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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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東區 翠灣邨翠康樓 

東區 翠灣邨翠福樓 

東區 耀東邨耀安樓 

東區 耀東邨耀富樓 

東區 耀東邨耀昌樓 

東區 耀東邨耀明樓 

東區 耀東邨耀樂樓 

東區 耀東邨耀福樓 

東區 耀東邨耀華樓 

東區 耀東邨耀豐樓 

東區 耀東邨耀輝樓 

東區 聯和大廈 

東區 興東邨興康樓 

東區 興東邨興祖樓 

東區 興東邨興豐樓 

東區 興民邨民富樓 

東區 興民邨民澤樓 

東區 興民邨民逸樓 

東區 興華邨卓華樓 

東區 興華邨和興樓 

東區 興華邨展興樓 

東區 興華邨樂興樓 

東區 興華邨美華樓 

東區 興華邨興翠樓 

東區 英皇大樓 

東區 英皇道889號富景閣 

東區 英麗閣 

東區 茵翠苑茵華閣 

東區 莎瑪港島北服務式公寓 

東區 華信花園 

東區 華凱大廈 

東區 華曦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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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東區 華樂樓 

東區 華蘭花園翠蘭閣 

東區 華蘭花園芝蘭閣 

東區 華誠洋樓 

東區 藍灣半島2座 

東區 藍灣半島3座 

東區 衡峯閣 

東區 西灣河街152-154號 

東區 譽．東 

東區 豪廷峰2座 

東區 豪景 

東區 賽西湖大廈15座 

東區 賽西湖大廈2座 

東區 逢源大廈 

東區 逸濤灣春瑤軒 

東區 都寧大廈 

東區 都會大廈 

東區 金威樓 

東區 金殿臺燕宮閣 

東區 金源洋樓A座 

東區 金源洋樓C座 

東區 金發大廈 

東區 金華街23號 

東區 金運大廈 

東區 錦屏樓 

東區 錦屏樓B座 

東區 雲華大廈 

東區 順利大廈 

東區 香港樹仁大學宿舍文康大樓 

東區 香苑大廈 

東區 馬寶道44-46號 

東區 鯉景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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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東區 鯉景灣安屏閣 

東區 鯉景灣怡坤閣 

東區 鯉景灣怡海閣 

東區 鯉景灣怡茵閣 

東區 鯉景灣觀峰閣 

東區 鯉景灣觀暉閣 

東區 鯉景灣逸華閣 

東區 鴻恩大廈 

東區 麗宮大廈 

東區 麗景樓 

東區 麗東海景豪苑2座 

東區 麗池大廈 

東區 麗灣大廈 

東區 麗都大廈 

離島 北社後街89號 

離島 北社海傍路平房 

離島 南灣新村 

離島 南邊圍 

離島 圓桌第一村 

離島 坑尾 

離島 塘福村 

離島 壩尾村 

離島 大地塘 

離島 大坪村 

離島 大新後街146號 

離島 大新街平房 

離島 大窩村 

離島 大興堤路平房 

離島 大菜園路156號 

離島 天利苑 

離島 安榮中心1座 

離島 富東邨東埔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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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離島 富東邨東盛樓 

離島 富東邨東馬樓 

離島 愉景灣明翠台觀星樓 

離島 愉景灣碧濤 

離島 愉景灣蘅峯旭暉閣 

離島 應善良美經援村 

離島 昇薈10座 

離島 昇薈2座 

離島 昇薈5座 

離島 昇薈6座 

離島 昇薈8座 

離島 映灣園1期賞濤軒2座 

離島 映灣園2期映濤軒7座 

離島 映灣園2期映濤軒8座 

離島 映灣園4期聽濤軒16座 

離島 映灣園悅濤軒10座 

離島 映灣園映濤軒6座 

離島 映灣園聽濤軒16座 

離島 映灣園賞濤軒1座 

離島 映灣園賞濤軒2座 

離島 映灣園賞濤軒3座 

離島 東堤灣畔1座 

離島 東堤灣畔5座 

離島 東堤灣畔8座 

離島 東環1B座 

離島 東環2B座 

離島 東環3B座 

離島 東環5A座 

離島 東環5B座 

離島 柏利邨 

離島 梅窩中心A座 

離島 梅窩鄉事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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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離島 橫塘 

離島 沙埔舊村 

離島 海堤灣畔5座 

離島 海堤閣 

離島 滿東邨滿和樓 

離島 滿東邨滿康樓 

離島 滿東邨滿泰樓 

離島 滿東邨滿順樓 

離島 石門甲9C號 

離島 碧濤軒10座 

離島 碧濤軒1座 

離島 碧濤軒3座 

離島 碧濤軒6座 

離島 福安閣 

離島 羅屋村 

離島 自助美經援村 

離島 興隆後街40號 

離島 興隆正街97號 

離島 藍天海岸2座 

離島 藍天海岸影岸‧紅A座 

離島 藍天海岸水藍天 

離島 裕東苑向東閣 

離島 裕東苑啟東閣 

離島 裕東苑新東閣 

離島 裕東苑賀東閣 

離島 裕泰苑A座 

離島 裕泰苑裕玥閣 

離島 裕泰苑裕瑛閣 

離島 裕玥閣 

離島 赤鱲角新村 

離島 迎東邨迎喜樓 

離島 迎東邨迎悅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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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離島 迎東邨迎趣樓 

離島 逸東邨享逸樓 

離島 逸東邨信逸樓 

離島 逸東邨傑逸樓 

離島 逸東邨勤逸樓 

離島 逸東邨善逸樓 

離島 逸東邨太逸樓 

離島 逸東邨寶逸樓 

離島 逸東邨居逸樓 

離島 逸東邨平逸樓 

離島 逸東邨康逸樓 

離島 逸東邨德逸樓 

離島 逸東邨悅逸樓 

離島 逸東邨清逸樓 

離島 逸東邨滿逸樓 

離島 逸東邨瑞逸樓 

離島 逸東邨福逸樓 

離島 逸東邨美逸樓 

離島 逸東邨翠逸樓 

離島 逸東邨至逸樓 

離島 逸東邨舟逸樓 

離島 逸東邨謙逸樓 

離島 逸東邨迎逸樓 

離島 金坪邨金坪樓 

離島 金銀灣金華閣 

離島 金龍花園5座 

離島 銀寶大廈 

離島 銀河苑銀旭閣 

離島 銀灣邨銀日樓 

離島 銀灣邨銀月樓 

離島 銀灣邨銀虹樓 

離島 銀蔚苑 



23 
 

地區 大廈名單 

離島 銀鑛中心大廈 

離島 長貴邨長德樓 

離島 長貴邨長豐樓 

離島 雅寧苑良澤閣 

離島 雅寧苑豪澤閣 

離島 雅景園 

離島 馬灣涌 

離島 龍仔村 

九龍城 Oasis Kai Tak 2座 

九龍城 Viva 

九龍城 中南大廈 

九龍城 九龍城道206號 

九龍城 九龍海逸君綽酒店 

九龍城 何文田山1號 

九龍城 何文田街5-7號 

九龍城 何文田邨景文樓 

九龍城 何文田邨綺文樓 

九龍城 何文田邨逸文樓 

九龍城 何文田邨適文樓 

九龍城 何文田邨靜文樓 

九龍城 侯王道49號 

九龍城 俊民苑文宗閣 

九龍城 俊民苑文彥閣 

九龍城 俊民苑文福閣 

九龍城 俊民苑文雄閣 

九龍城 偉恒昌新邨偉景閣D座 

九龍城 偉恒昌新邨偉景閣I座 

九龍城 偉恒昌新邨偉景閣J座 

九龍城 偉恒昌新邨恒景閣D座 

九龍城 偉恒昌新邨恒景閣I座 

九龍城 偉恒昌新邨昌景閣E座 

九龍城 偉恒昌新邨昌景閣J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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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九龍城 傲雲峰2座 

九龍城 傲雲峰5座 

九龍城 傲雲峰6座 

九龍城 僑裕大廈 

九龍城 八景樓 

九龍城 冠德苑冠昌閣 

九龍城 冠德苑冠榮閣 

九龍城 冠德苑冠盛閣 

九龍城 冠暉苑高暉閣 

九龍城 冠熹苑 

九龍城 加多利軒 

九龍城 勵德閣 

九龍城 北帝街22A號 

九龍城 北帝街22B 

九龍城 北帝街22號 

九龍城 北帝街24-24A號 

九龍城 北帝街24號 

九龍城 北帝街26號 

九龍城 北帝街67號 

九龍城 半山壹號28號 

九龍城 半島豪庭1座 

九龍城 半島豪庭5座 

九龍城 南角道34號 

九龍城 博愛樓 

九龍城 友誠大廈 

九龍城 友隆樓 

九龍城 同順興大廈 

九龍城 君柏2座 

九龍城 啟岸 

九龍城 啟晴邨康晴樓 

九龍城 啟晴邨悅晴樓 

九龍城 啟晴邨樂晴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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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九龍城 啟晴邨欣晴樓 

九龍城 啟晴邨滿晴樓 

九龍城 啟晴邨賞晴樓 

九龍城 啟朗苑啟逸閣 

九龍城 啟朗苑啟遙閣 

九龍城 喜點 

九龍城 嘉匯1座 

九龍城 嘉匯2座 

九龍城 嘉匯9座 

九龍城 嘉多理山花園 

九龍城 嘉景花園C座 

九龍城 嘉樂閣 

九龍城 嘉登大廈 

九龍城 土瓜灣道11號 

九龍城 土瓜灣道136號 

九龍城 城南道10號 

九龍城 城南道57號 

九龍城 基安大廈 

九龍城 增福樓 

九龍城 天寰天海匯3座 

九龍城 天虹樓 

九龍城 太子閣1期 

九龍城 學林軒 

九龍城 安和園安慶大廈 

九龍城 安和園安昌大廈 

九龍城 安和園安福大廈 

九龍城 安和園安隆大廈 

九龍城 宏豐大廈 

九龍城 定安大廈 

九龍城 定安大廈D座 

九龍城 定安大廈E座 

九龍城 定安大廈F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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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九龍城 定安大廈G座 

九龍城 定安大廈H座 

九龍城 家維邨家安樓 

九龍城 家維邨家榮樓 

九龍城 寶光大樓 

九龍城 寶新大廈 

九龍城 寶石戲院大廈A座 

九龍城 寶雲閣4座 

九龍城 尚．珒溋2座 

九龍城 崇儉樓 

九龍城 崇廉樓 

九龍城 崇禮樓 

九龍城 崇華閣 

九龍城 帝庭豪園2座 

九龍城 康園 

九龍城 建安大廈 

九龍城 得運大廈 

九龍城 御龍居2座 

九龍城 德威大廈2期 

九龍城 怡安閣A座 

九龍城 怡富大廈 

九龍城 恒信園3期 

九龍城 恒信園6期 

九龍城 恒泰大樓 

九龍城 悅目 

九龍城 悅輝大廈 

九龍城 愛民邨信民樓 

九龍城 愛民邨建民樓 

九龍城 愛民邨德民樓 

九龍城 愛民邨敦民樓 

九龍城 愛民邨新民樓 

九龍城 愛民邨昭民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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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九龍城 愛民邨禮民樓 

九龍城 打鼓嶺道64號 

九龍城 捷通大廈 

九龍城 文安大廈 

九龍城 文雅閣 

九龍城 新山道3D號安順大廈 

九龍城 新餘邨 

九龍城 旭日豪庭 

九龍城 昌盛大樓 

九龍城 昌盛金舖大樓 

九龍城 昌蔚苑 

九龍城 明華閣 

九龍城 春苑 

九龍城 曉暉華庭1座 

九龍城 朗德道5-11號麗景樓 

九龍城 東裕大廈 

九龍城 松林 

九龍城 梭椏道5號 

九龍城 梭椏道9A號 

九龍城 棗梨雅道3號 

九龍城 楓鳴閣 

九龍城 榮林大廈 

九龍城 榮英大廈 

九龍城 榮輝大廈1座 

九龍城 樂民新村樂善樓 

九龍城 樂民新村樂基樓 

九龍城 樂民新村樂愛樓 

九龍城 樂民新村樂智樓 

九龍城 樂民新村樂群樓 

九龍城 樂民新村樂鄰樓 

九龍城 機利士大廈 

九龍城 欣圖軒3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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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九龍城 欣圖軒4座 

九龍城 欣榮花園1座 

九龍城 欣榮花園3座 

九龍城 欣榮花園5座 

九龍城 欣榮花園6座 

九龍城 沙浦道37-39A號 

九龍城 海倫苑 

九龍城 海名軒1座 

九龍城 海濱南岸2座 

九龍城 海濱南岸5座 

九龍城 海濱南岸6座 

九龍城 海韻軒 

九龍城 漆馬大廈 

九龍城 煥然懿居2座 

九龍城 獅子石道4號 

九龍城 瑧尚 

九龍城 瑧樺 

九龍城 環海．東岸1A座 

九龍城 環海．東岸1B座 

九龍城 界限街183號新翠園 

九龍城 畢架山一號11座 

九龍城 皆富閣 

九龍城 皇子花園 

九龍城 皓畋10座 

九龍城 皓畋2座 

九龍城 皓畋5座 

九龍城 皓畋6座 

九龍城 益豐大廈 

九龍城 益豐大廈A座 

九龍城 益豐大廈B座 

九龍城 益豐大廈C座 

九龍城 盛德街1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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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九龍城 真善美村至善樓 

九龍城 真善美村至真樓 

九龍城 真善美村至美樓 

九龍城 碧華花園10座 

九龍城 碧華花園1座 

九龍城 碧華花園5座 

九龍城 碧華花園9座 

九龍城 碧麗閣C座 

九龍城 碧麗閣E座 

九龍城 祥雲大廈 

九龍城 福佬村道6號 

九龍城 福安大廈A座 

九龍城 福至樓 

九龍城 窩打老道77A號金華樓 

九龍城 紅磡灣中心L座 

九龍城 紅磡邨紅昕樓 

九龍城 紅磡邨紅暉樓 

九龍城 美善同大廈 

九龍城 美善同道73號 

九龍城 美善同道80號 

九龍城 美景樓 

九龍城 美景樓1期 

九龍城 翔龍灣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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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翔龍灣6座 

九龍城 翠華大廈1座 

九龍城 翠華大廈4座 

九龍城 翠麗苑 

九龍城 翡翠閣 

九龍城 聯合大廈 



30 
 

地區 大廈名單 

九龍城 聯合道5A號聯合大廈 

九龍城 聯合道7A-7C號 

九龍城 興利大廈 

九龍城 興賢街13號 

九龍城 華發大廈 

九龍城 華麗大廈 

九龍城 萬基大廈 

九龍城 萬高花園大廈 

九龍城 蟬聯街1號 

九龍城 蟬聯街8號 

九龍城 衙前塱道48-48B號 

九龍城 譚公道142號 

九龍城 豐裕大廈 

九龍城 賈炳達道63號 

九龍城 迎豐 

九龍城 運通大廈 

九龍城 都會海逸酒店 

九龍城 金華樓 

九龍城 金都豪苑 

九龍城 陽光廣場3座 

九龍城 隆基大樓 

九龍城 雅景樓A-C座 

九龍城 雅芳園 

九龍城 雅華閣 

九龍城 靠背壟道161號 

九龍城 靠背壟道95號 

九龍城 馬可尼大廈 

九龍城 馬頭圍道122號 

九龍城 馬頭圍道71-73號 

九龍城 馬頭圍邨夜合樓 

九龍城 馬頭圍邨玫瑰樓 

九龍城 馬頭圍邨芙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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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九龍城 駿發街2號 

九龍城 高明大廈 

九龍城 鴻圖台 

九龍城 鴻英大廈 

九龍城 鴻運街27號 

九龍城 鷹揚街13號 

九龍城 鹿鳴街10號 

九龍城 鹿鳴街13號 

九龍城 麗翠苑麗楊閣 

九龍城 麟祥街14號 

九龍城 黃埔唐樓A座 

九龍城 黃埔唐樓C座 

九龍城 黃埔新邨佳榮樓 

九龍城 黃埔新邨樂華樓 

九龍城 黃埔新邨永富樓 

九龍城 黃埔新邨永貴樓 

九龍城 黃埔花園2期錦桃苑15座 

九龍城 黃埔花園棕櫚苑1座 

九龍城 黃埔花園棕櫚苑2座 

九龍城 黃埔花園棕櫚苑4座 

九龍城 黃埔花園紅棉苑1座 

九龍城 黃埔花園紅棉苑4座 

九龍城 黃埔花園紫荊苑10座 

九龍城 黃埔花園紫荊苑12座 

九龍城 黃埔花園紫荊苑1座 

九龍城 黃埔花園紫荊苑7座 

九龍城 黃埔花園紫荊苑9座 

九龍城 黃埔花園綠榕苑1座 

九龍城 黃埔花園綠榕苑3座 

九龍城 黃埔花園翠楊苑1座 

九龍城 黃埔花園翠楊苑3座 

九龍城 黃埔花園金柏苑2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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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九龍城 黃埔花園金柏苑3座 

九龍城 黃埔花園銀竹苑1座 

九龍城 黃埔花園錦桃苑12座 

九龍城 黃埔花園錦桃苑13座 

九龍城 黃埔花園錦桃苑15座 

九龍城 黃埔花園錦桃苑16座 

九龍城 黃埔花園錦桃苑17座 

九龍城 龍圖街23號 

九龍城 龍崗道29號 

九龍城 龍珠樓 

九龍城 龍譽1A座 

九龍城 龍譽2A座 

九龍城 龍譽2B座 

九龍城 龍騰閣 

葵青 iPLACE 

葵青 上一村 

葵青 仁濟醫院郭玉章夫人護理安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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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偉景花園6座 

葵青 偉景花園7座 

葵青 偉賢樓 

葵青 光輝樓 

葵青 利和大廈 

葵青 勝華大廈 

葵青 協德大廈 

葵青 友成大樓 

葵青 名堂大樓 

葵青 名德大樓 

葵青 和記新邨B座 

葵青 嘉翠園2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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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葵青 大王下村 

葵青 大窩口邨富國樓 

葵青 大窩口邨富安樓 

葵青 大窩口邨富平樓 

葵青 大窩口邨富強樓 

葵青 大窩口邨富德樓 

葵青 大窩口邨富榮樓 

葵青 大窩口邨富民樓 

葵青 大窩口邨富泰樓 

葵青 大窩口邨富碧樓 

葵青 大窩口邨富秀樓 

葵青 大窩口邨富華樓 

葵青 大窩口邨富貴樓 

葵青 大窩口邨富賢樓 

葵青 大窩口邨富逸樓 

葵青 大窩口邨富邦樓 

葵青 大窩口邨富雅樓 

葵青 大窩口邨富靜樓 

葵青 天際中心 

葵青 安蔭邨嘉蔭樓 

葵青 安蔭邨康蔭樓 

葵青 安蔭邨德蔭樓 

葵青 安蔭邨澤蔭樓 

葵青 安蔭邨盛蔭樓 

葵青 安蔭邨祥蔭樓 

葵青 安蔭邨豐蔭樓 

葵青 宏福花園1座 

葵青 宏福花園2座 

葵青 宏福花園3座 

葵青 寧峰苑庭峰閣 

葵青 寧峰苑晴峰閣 

葵青 寧峰苑朗峰閣 



34 
 

地區 大廈名單 

葵青 寧峰苑潤峰閣 

葵青 寶星中心A座 

葵青 寶星中心B座 

葵青 寶星中心D座 

葵青 尚文苑 

葵青 德昌大廈 

葵青 德泰大廈 

葵青 怡勝花園 

葵青 怡峰苑悅峰閣 

葵青 怡峰苑豪峰閣 

葵青 悅麗苑麗虹閣 

葵青 悅麗苑麗霞閣 

葵青 新葵興花園B座 

葵青 新葵興花園C座 

葵青 新葵芳花園A座 

葵青 新葵芳花園D座 

葵青 新葵芳花園E座 

葵青 昌偉大廈 

葵青 昌宏大廈 

葵青 昌盛樓 

葵青 曉峰園1座 

葵青 曉峰園3座 

葵青 曉峰居2期B座 

葵青 月海灣1座 

葵青 月海灣2座 

葵青 浩景臺4座 

葵青 海悅花園1座 

葵青 海昌大樓 

葵青 海欣花園3座 

葵青 海欣花園5座 

葵青 涌美老屋村 

葵青 灝景灣10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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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葵青 灝景灣11座 

葵青 灝景灣1座 

葵青 灝景灣2座 

葵青 灝景灣3座 

葵青 灝景灣5座 

葵青 灝景灣8座 

葵青 珍寶大樓 

葵青 盈翠半島1座 

葵青 盈翠半島3座 

葵青 盈翠半島7座 

葵青 盈翠半島8座 

葵青 盈翠半島9座 

葵青 石籬邨石佳樓 

葵青 石籬邨石俊樓 

葵青 石籬邨石俊樓高座 

葵青 石籬邨石偉樓 

葵青 石籬邨石安樓 

葵青 石籬邨石富樓 

葵青 石籬邨石寧樓 

葵青 石籬邨石廣樓 

葵青 石籬邨石怡樓 

葵青 石籬邨石欣樓 

葵青 石籬邨石歡樓 

葵青 石籬邨石泰樓 

葵青 石籬邨石祥樓 

葵青 石籬邨石福樓 

葵青 石籬邨石興樓 

葵青 石籬邨石華樓 

葵青 石籬邨石逸樓 

葵青 石籬邨石逸樓低座 

葵青 石蔭東邨蔭恒樓 

葵青 石蔭東邨蔭興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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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青 石蔭東邨蔭裕樓 

葵青 石蔭邨仁石樓 

葵青 石蔭邨勇石樓 

葵青 石蔭邨智石樓 

葵青 石蔭邨禮石樓 

葵青 祖堯邨啟光樓 

葵青 祖堯邨啟勉樓 

葵青 祖堯邨啟敬樓 

葵青 祖堯邨啟真樓 

葵青 祖堯邨啟謙樓 

葵青 綠悠雅苑1座 

葵青 綠悠雅苑3座 

葵青 美景花園11座 

葵青 美景花園6座 

葵青 美景花園8座 

葵青 美景花園9座 

葵青 美華工業大廈 

葵青 美葵大廈 

葵青 翠怡花園11座 

葵青 翠怡花園1座 

葵青 翠怡花園3座 

葵青 翠怡花園5座 

葵青 翠怡花園6座 

葵青 翠怡花園7座 

葵青 翠怡花園9座 

葵青 荔景邨安景樓 

葵青 荔景邨日景樓 

葵青 荔景邨明景樓 

葵青 荔景邨樂景樓 

葵青 荔景邨風景樓 

葵青 荔欣苑荔影閣 

葵青 荔欣苑荔林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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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青 荔欣苑荔采閣 

葵青 荔灣花園A座 

葵青 荔灣花園B座 

葵青 荔灣花園C座 

葵青 華景山莊11座 

葵青 華景山莊19座 

葵青 華景山莊20座 

葵青 華景山莊21座 

葵青 華荔邨喜荔樓 

葵青 華荔邨賞荔樓 

葵青 葵俊苑葵昌閣 

葵青 葵俊苑葵裕閣 

葵青 葵富大廈 

葵青 葵寶大廈 

葵青 葵康苑葵明閣 

葵青 葵康苑葵逸閣 

葵青 葵星中心B座 

葵青 葵涌大廈 

葵青 葵涌廣場1座 

葵青 葵涌邨合葵樓 

葵青 葵涌邨夏葵樓 

葵青 葵涌邨旭葵樓 

葵青 葵涌邨映葵樓 

葵青 葵涌邨春葵樓 

葵青 葵涌邨曉葵樓 

葵青 葵涌邨百葵樓 

葵青 葵涌邨碧葵樓 

葵青 葵涌邨秋葵樓 

葵青 葵涌邨綠葵樓 

葵青 葵涌邨翠葵樓 

葵青 葵涌邨芊葵樓 

葵青 葵涌邨芷葵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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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青 葵涌邨逸葵樓 

葵青 葵涌邨雅葵樓 

葵青 葵盛東邨盛和樓 

葵青 葵盛東邨盛喜樓 

葵青 葵盛東邨盛國樓 

葵青 葵盛東邨盛安樓 

葵青 葵盛東邨盛家樓 

葵青 葵盛東邨盛富樓 

葵青 葵盛東邨盛強樓 

葵青 葵盛東邨盛樂樓 

葵青 葵盛東邨盛逸樓 

葵青 葵盛西邨2座 

葵青 葵盛西邨3座 

葵青 葵盛西邨5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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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葵福大廈 

葵青 葵翠邨碧翠樓 

葵青 葵聯邨聯喜樓 

葵青 葵聯邨聯悅樓 

葵青 葵聯邨聯逸樓 

葵青 葵興邨興國樓 

葵青 葵興邨興逸樓 

葵青 葵芳匯 

葵青 葵芳邨葵仁樓 

葵青 葵芳邨葵信樓 

葵青 葵芳邨葵健樓 

葵青 葵芳邨葵喜樓 

葵青 葵芳邨葵安樓 

葵青 葵芳邨葵德樓 

葵青 葵芳邨葵愛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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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青 葵芳邨葵智樓 

葵青 葵芳邨葵歡樓 

葵青 葵芳邨葵正樓 

葵青 葵芳邨葵泰樓 

葵青 葵芳閣1座 

葵青 葵蓉苑1座 

葵青 葵蓉苑2座 

葵青 葵豐大廈 

葵青 葵豐樓 

葵青 葵賢苑葵義閣 

葵青 葵賢苑葵謙閣 

葵青 葵都大廈 

葵青 葵馥苑安葵閣 

葵青 葵馥苑樂葵閣 

葵青 葵龍大廈 

葵青 藍澄灣1座 

葵青 藍澄灣3座 

葵青 藍澄灣5座 

葵青 藍澄灣6座 

葵青 藍田村 

葵青 誼發大廈 

葵青 誼發大廈A座 

葵青 誼發大廈B座 

葵青 豪華閣 

葵青 豪輝花園1座 

葵青 金恒樓 

葵青 長亨邨亨俊樓 

葵青 長亨邨亨怡樓 

葵青 長亨邨亨緻樓 

葵青 長亨邨亨翠樓 

葵青 長亨邨亨麗樓 

葵青 長安邨安江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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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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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安邨安湄樓 

葵青 長安邨安湖樓 

葵青 長安邨安潤樓 

葵青 長安邨安潮樓 

葵青 長安邨安濤樓 

葵青 長宏邨宏勇樓 

葵青 長宏邨宏善樓 

葵青 長宏邨宏心樓 

葵青 長宏邨宏意樓 

葵青 長宏邨宏文樓 

葵青 長宏邨宏正樓 

葵青 長宏邨宏毅樓 

葵青 長康邨康和樓 

葵青 長康邨康富樓 

葵青 長康邨康平樓 

葵青 長康邨康榮樓 

葵青 長康邨康泰樓 

葵青 長康邨康盛樓 

葵青 長康邨康祥樓 

葵青 長康邨康美樓 

葵青 長康邨康華樓 

葵青 長康邨康豐樓 

葵青 長康邨康順樓 

葵青 長發邨俊發樓 

葵青 長發邨敬發樓 

葵青 長發邨賢發樓 

葵青 長青邨青松樓 

葵青 長青邨青柏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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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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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邨青槐樓 

葵青 長青邨青葵樓 

葵青 雍澄軒酒店 

葵青 雍雅軒1座 

葵青 雍雅軒2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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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座 

葵青 青泰苑俊泰閣 

葵青 青泰苑恒泰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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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華苑華欣閣 

葵青 青華苑華璇閣 

葵青 青華苑華碧閣 

葵青 青華苑華豐閣 

葵青 青衣已婚警察宿舍B座 

葵青 青衣邨宜偉樓 

葵青 青衣邨宜居樓 

葵青 青衣邨宜業樓 

葵青 青衣邨宜逸樓 

葵青 青裕新村 

葵青 青逸軒1座 

葵青 青逸酒店 

葵青 青雅苑 

葵青 高盛臺1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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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葵青 高盛臺2座 

葵青 麗瑤邨富瑤樓 

葵青 麗瑤邨榮瑤樓 

葵青 麗瑤邨樂瑤樓 

葵青 麗瑤邨貴瑤樓 

觀塘 仁安大廈 

觀塘 仁富大廈 

觀塘 仁寧大廈 

觀塘 兆景樓 

觀塘 凱滙2座 

觀塘 凱滙3座 

觀塘 凱滙5座 

觀塘 利基大廈A座 

觀塘 利基大廈B座 

觀塘 利基大廈C座 

觀塘 匯八坊 

觀塘 協和大廈 

觀塘 協威園A座 

觀塘 南寧大樓 

觀塘 南康大廈 

觀塘 南康大廈C座 

觀塘 南泰大樓 

觀塘 和樂邨平安樓 

觀塘 和樂邨恒安樓 

觀塘 和樂邨新安樓 

觀塘 和樂邨民安樓 

觀塘 啟業邨啟樂樓 

觀塘 啟業邨啟盛樓 

觀塘 啟業邨啟祥樓 

觀塘 啟業邨啟裕樓 

觀塘 啟業邨啟賢樓 

觀塘 啟泰苑B座啟安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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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觀塘 啟泰苑啟安閣 

觀塘 啟泰苑啟康閣 

觀塘 啟田邨啟仁樓 

觀塘 啟田邨啟信樓 

觀塘 啟田邨啟旺樓 

觀塘 嘉和園嘉賢大廈 

觀塘 嘉賢居 

觀塘 坪石邨紅石樓 

觀塘 坪石邨翠石樓 

觀塘 坪石邨金石樓 

觀塘 坪石邨鑽石樓 

觀塘 坪石邨黃石樓 

觀塘 安基苑基信閣 

觀塘 安基苑基康閣 

觀塘 安基苑基裕閣 

觀塘 安樂花園大廈 

觀塘 安泰邨勇泰樓 

觀塘 安泰邨和泰樓 

觀塘 安泰邨居泰樓 

觀塘 安泰邨德泰樓 

觀塘 安泰邨恒泰樓 

觀塘 安泰邨明泰樓 

觀塘 安泰邨景泰樓 

觀塘 安泰邨智泰樓 

觀塘 安泰邨盛泰樓 

觀塘 安泰邨豐泰樓 

觀塘 安田邨安健樓 

觀塘 安田邨安麗樓 

觀塘 安達邨仁達樓 

觀塘 安達邨俊達樓 

觀塘 安達邨善達樓 

觀塘 安達邨愛達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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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 安達邨智達樓 

觀塘 安達邨正達樓 

觀塘 安達邨禮達樓 

觀塘 安達邨誠達樓 

觀塘 安達邨謙達樓 

觀塘 安達邨賢達樓 

觀塘 安里西村 

觀塘 宏光工業大廈 

觀塘 宏光樓B座 

觀塘 宏光樓C座 

觀塘 寶峯大廈 

觀塘 寶恩大廈 

觀塘 寶珮苑寶珊閣 

觀塘 寶珮苑寶瑚閣 

觀塘 寶珮苑寶瑛閣 

觀塘 寶珮苑寶翠閣 

觀塘 寶達邨達佳樓 

觀塘 寶達邨達信樓 

觀塘 寶達邨達喜樓 

觀塘 寶達邨達富樓 

觀塘 寶達邨達峰樓 

觀塘 寶達邨達怡樓 

觀塘 寶達邨達欣樓 

觀塘 寶達邨達祥樓 

觀塘 寶達邨達翠樓 

觀塘 寶達邨達貴樓 

觀塘 寶達邨達顯樓 

觀塘 平田邨平仁樓 

觀塘 平田邨平信樓 

觀塘 平田邨平善樓 

觀塘 平田邨平旺樓 

觀塘 平田邨平真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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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 平田邨平美樓 

觀塘 平田邨平誠樓 

觀塘 康利苑1座 

觀塘 康寧大樓 

觀塘 康寧道66號 

觀塘 康栢苑E座欣栢閣 

觀塘 康栢苑F座榮栢閣 

觀塘 康栢苑松栢閣 

觀塘 康栢苑瑞栢閣 

觀塘 康栢苑祥栢閣 

觀塘 康栢苑金栢閣 

觀塘 康田苑A座裕康閣 

觀塘 康田苑祈康閣 

觀塘 康田苑裕康閣 

觀塘 康華苑宏康閣 

觀塘 康華苑頌康閣 

觀塘 康逸苑康年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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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雅苑A座桃雅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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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田邨廣軒樓 

觀塘 廣田邨廣逸樓 

觀塘 廣田邨廣雅樓 

觀塘 建泰樓 

觀塘 建豐唐樓 

觀塘 彩德邨彩亮樓 

觀塘 彩德邨彩俊樓 

觀塘 彩德邨彩義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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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觀塘 彩德邨彩誠樓 

觀塘 彩盈邨盈安樓 

觀塘 彩盈邨盈富樓 

觀塘 彩盈邨盈康樓 

觀塘 彩盈邨盈樂樓 

觀塘 彩盈邨盈順樓 

觀塘 彩福邨彩和樓 

觀塘 彩福邨彩善樓 

觀塘 彩福邨彩喜樓 

觀塘 彩福邨彩樂樓 

觀塘 彩興苑彩萱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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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霞邨彩星樓 

觀塘 得寶花園A座 

觀塘 得寶花園C座 

觀塘 得寶花園D座 

觀塘 得寶花園F座 

觀塘 德朗邨德珊樓 

觀塘 德朗邨德珮樓 

觀塘 德朗邨德琦樓 

觀塘 德朗邨德瑜樓 

觀塘 德朗邨德瑞樓 

觀塘 德朗邨德瑤樓 

觀塘 德朗邨德瑩樓 

觀塘 德朗邨德瓏樓 

觀塘 德田邨康盈苑 

觀塘 德田邨德康樓 

觀塘 德田邨德敬樓 

觀塘 德田邨德樂樓 

觀塘 德田邨德欣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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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 德田邨德瑞樓 

觀塘 德田邨德盛樓 

觀塘 德田邨德禮樓 

觀塘 德田邨德隆樓 

觀塘 德福花園B座 

觀塘 德福花園F座 

觀塘 德福花園J座 

觀塘 德福花園M座 

觀塘 德福花園N2座 

觀塘 德福花園N座 

觀塘 德福花園Q2座 

觀塘 德福花園S座 

觀塘 德福花園T座 

觀塘 德福花園U座 

觀塘 振華苑 

觀塘 晨星樓 

觀塘 曉麗苑B座曉星閣 

觀塘 曉麗苑曉和閣 

觀塘 曉麗苑曉安閣 

觀塘 曉麗苑曉星閣 

觀塘 曉麗苑曉晴閣 

觀塘 曉麗苑曉暉閣 

觀塘 曉麗苑曉逸閣 

觀塘 曉麗苑曉順閣 

觀塘 曦臺1座 

觀塘 月威大廈 

觀塘 月明樓2座 

觀塘 月華大廈 

觀塘 樂昌樓 

觀塘 樂華北邨信華樓 

觀塘 樂華北邨寧華樓 

觀塘 樂華北邨普華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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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 樂華北邨欣華樓 

觀塘 樂華北邨秉華樓 

觀塘 樂華北邨立華樓 

觀塘 樂華北邨達華樓 

觀塘 樂華南邨喜華樓 

觀塘 樂華南邨奐華樓 

觀塘 樂華南邨安華樓 

觀塘 樂華南邨展華樓 

觀塘 樂華南邨敏華樓 

觀塘 樂雅苑A座雅逸閣 

觀塘 樂雅苑C座雅趣閣 

觀塘 樂雅苑E座雅和閣 

觀塘 樂雅苑雅趣閣 

觀塘 油塘邨富塘樓 

觀塘 油塘邨榮塘樓 

觀塘 油塘邨美塘樓 

觀塘 油塘邨華塘樓 

觀塘 油塘邨貴塘樓 

觀塘 油美苑F座澤美閣 

觀塘 油美苑G座潤美閣 

觀塘 油美苑瀅美閣 

觀塘 油美苑灝美閣 

觀塘 油翠苑沃美閣 

觀塘 油翠苑泳美閣 

觀塘 油麗邨仁麗樓 

觀塘 油麗邨卓麗樓 

觀塘 油麗邨康麗樓 

觀塘 油麗邨智麗樓 

觀塘 油麗邨盈麗樓 

觀塘 油麗邨碧麗樓 

觀塘 油麗邨秀麗樓 

觀塘 油麗邨翠麗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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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 油麗邨豐麗樓 

觀塘 油麗邨逸麗樓 

觀塘 油麗邨雅麗樓 

觀塘 油麗邨雍麗樓 

觀塘 海傲灣1B座 

觀塘 淘大花園A座 

觀塘 淘大花園D座 

觀塘 淘大花園F座 

觀塘 淘大花園K座 

觀塘 淘大花園N座 

觀塘 清水灣道8號 

觀塘 滙景花園10座 

觀塘 滙景花園12座 

觀塘 滙景花園15座 

觀塘 滙景花園16座 

觀塘 滙景花園17座 

觀塘 滙景花園1座 

觀塘 滙景花園5座 

觀塘 滙景花園6座 

觀塘 牛頭角上邨常富樓 

觀塘 牛頭角上邨常康樓 

觀塘 牛頭角上邨常悅樓 

觀塘 牛頭角上邨常榮樓 

觀塘 牛頭角上邨常滿樓 

觀塘 牛頭角上邨常盛樓 

觀塘 牛頭角上邨常興樓 

觀塘 牛頭角上邨常逸樓 

觀塘 牛頭角下邨貴亮樓 

觀塘 牛頭角下邨貴新樓 

觀塘 牛頭角下邨貴月樓 

觀塘 牛頭角下邨貴華樓 

觀塘 牛頭角下邨貴輝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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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 牛頭角下邨貴顯樓 

觀塘 祥和苑和亨閣 

觀塘 祥和苑和均閣 

觀塘 祥和苑和誠閣 

觀塘 福興樓 

觀塘 秀茂坪南邨秀善樓 

觀塘 秀茂坪南邨秀好樓 

觀塘 秀茂坪南邨秀德樓 

觀塘 秀茂坪南邨秀旺樓 

觀塘 秀茂坪南邨秀美樓 

觀塘 秀茂坪紀律部隊宿舍2座 

觀塘 秀茂坪邨秀和樓 

觀塘 秀茂坪邨秀安樓 

觀塘 秀茂坪邨秀康樓 

觀塘 秀茂坪邨秀明樓 

觀塘 秀茂坪邨秀景樓 

觀塘 秀茂坪邨秀樂樓 

觀塘 秀茂坪邨秀程樓 

觀塘 秀茂坪邨秀緻樓 

觀塘 秀茂坪邨秀義樓 

觀塘 秀茂坪邨秀裕樓 

觀塘 秀茂坪邨秀賢樓 

觀塘 秀茂坪邨秀逸樓 

觀塘 美興工業大廈 

觀塘 翠屏北邨翠柳樓 

觀塘 翠屏北邨翠桃樓 

觀塘 翠屏北邨翠桉樓 

觀塘 翠屏北邨翠楠樓 

觀塘 翠屏北邨翠楣樓 

觀塘 翠屏北邨翠榆樓 

觀塘 翠屏北邨翠榕樓 

觀塘 翠屏北邨翠樟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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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 翠屏南邨翠杭樓 

觀塘 翠屏南邨翠桐樓 

觀塘 翠屏南邨翠榮樓 

觀塘 翠屏南邨翠樂樓 

觀塘 聯利大樓 

觀塘 興田邨彩田樓 

觀塘 興田邨恩田樓 

觀塘 興田邨美田樓 

觀塘 花園大廈燕子樓 

觀塘 茶果嶺大街 

觀塘 茶果嶺村 

觀塘 華苑大廈B座 

觀塘 萬福大廈 

觀塘 藍田邨藍暉樓 

觀塘 藍田邨藍泰樓 

觀塘 藍田邨藍碧樓 

觀塘 藍田邨藍蔚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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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塘大廈 

觀塘 觀塘紀律部隊宿舍1座 

觀塘 觀塘紀律部隊宿舍2座 

觀塘 觀塘花園大廈孔雀樓 

觀塘 觀塘花園大廈燕子樓 

觀塘 觀塘花園大廈玉蓮臺1座 

觀塘 觀塘花園大廈玉蓮臺2座 

觀塘 觀塘花園大廈玉蓮臺3座 

觀塘 觀塘花園大廈畫眉樓 

觀塘 觀塘花園大廈百靈樓 

觀塘 觀景閣 

觀塘 財利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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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觀塘 金僑華廈 

觀塘 雲漢大樓 

觀塘 雲漢邨漢松樓 

觀塘 雲漢邨漢柏樓 

觀塘 順利紀律部隊宿舍 

觀塘 順利紀律部隊宿舍4座 

觀塘 順利紀律部隊宿舍6座 

觀塘 順利紀律部隊宿舍8座 

觀塘 順利邨利富樓 

觀塘 順利邨利康樓 

觀塘 順利邨利恒樓 

觀塘 順利邨利明樓 

觀塘 順利邨利溢樓 

觀塘 順利邨利祥樓 

觀塘 順天邨天暉樓 

觀塘 順天邨天榮樓 

觀塘 順天邨天樂樓 

觀塘 順天邨天池樓 

觀塘 順天邨天瑤樓 

觀塘 順天邨天璣樓 

觀塘 順天邨天韻樓 

觀塘 順安邨安逸樓 

觀塘 順安邨安頌樓 

觀塘 順緻苑B座順榮閣 

觀塘 順緻苑D座順美閣 

觀塘 順緻苑順應閣 

觀塘 順緻苑順榮閣 

觀塘 順緻苑順美閣 

觀塘 香港心理衛生會賽馬會大樓 

觀塘 馬環村 

觀塘 高俊苑C座俊滿閣 

觀塘 高俊苑俊滙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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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觀塘 高怡邨高志樓 

觀塘 高怡邨高悅樓 

觀塘 高翔苑E座高麒閣 

觀塘 高翔苑高安閣 

觀塘 高翔苑高鳳閣 

觀塘 高翔苑高麒閣 

觀塘 高翔苑高麟閣 

觀塘 鯉安苑D座鯉怡閣 

觀塘 鯉安苑鯉庭閣 

觀塘 鯉安苑鯉怡閣 

觀塘 鯉安苑鯉欣閣 

觀塘 鯉安苑鯉逸閣 

觀塘 鯉魚門邨鯉意樓 

觀塘 鯉魚門邨鯉旺樓 

觀塘 鯉魚門邨鯉生樓 

觀塘 鯉魚門邨鯉興樓 

觀塘 鯉魚門邨鯉隆樓 

觀塘 麗晶花園12座 

觀塘 麗晶花園16座 

觀塘 麗晶花園18座 

觀塘 麗晶花園20座 

觀塘 麗晶花園2座 

觀塘 麗晶花園3座 

觀塘 麗晶花園5座 

觀塘 麗晶花園6座 

觀塘 麗晶花園7座 

觀塘 麗港城10座 

觀塘 麗港城11座 

觀塘 麗港城15座 

觀塘 麗港城16座 

觀塘 麗港城1座 

觀塘 麗港城23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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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觀塘 麗港城24座 

觀塘 麗港城25座 

觀塘 麗港城31座 

觀塘 麗港城32座 

觀塘 麗港城33座 

觀塘 麗港城35座 

觀塘 麗港城36座 

觀塘 麗港城37座 

觀塘 麗港城38座 

觀塘 麗港城3座 

觀塘 麗港城5座 

觀塘 麗港城6座 

觀塘 麗港城7座 

觀塘 麗港城8座 

北區 上水中心1座 

北區 上水中心4座 

北區 上水中心6座 

北區 上水名都紐約閣 

北區 上水坑頭村 

北區 上水紀律部隊宿舍A座 

北區 上水警察宿舍2座 

北區 上水警察宿舍3座 

北區 下禾坑 

北區 丙崗 

北區 丙崗村 

北區 丙崗村3巷 

北區 全麗花園 

北區 匡智粉嶺綜合復康中心 

北區 和泰街37號 

北區 和泰街53號 

北區 和興村 

北區 嘉盛苑嘉揚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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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北區 嘉盛苑嘉明閣 

北區 嘉盛苑嘉耀閣 

北區 嘉盛苑嘉輝閣 

北區 嘉福邨福安樓 

北區 嘉福邨福樂樓 

北區 嘉福邨福泰樓 

北區 塘坑 

北區 大元村 

北區 大元村第五巷 

北區 大頭嶺 

北區 大頭嶺3巷 

北區 大頭嶺第三巷 

北區 天光甫 

北區 天平山村 

北區 天平邨天喜樓 

北區 天平邨天怡樓 

北區 天平邨天明樓 

北區 天平邨天朗樓 

北區 天平邨天祥樓 

北區 天平邨天美樓 

北區 天平邨天賀樓 

北區 太平邨平易樓 

北區 太平邨平治樓 

北區 太平邨平熙樓 

北區 太平邨平靜樓 

北區 奕翠園9座 

北區 威尼斯花園1座 

北區 威尼斯花園2座 

北區 孔嶺 

北區 孔嶺村 

北區 安盛苑 

北區 富榮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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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北區 富燕樓 

北區 寶康樓 

北區 寶石湖邨珊瑚樓 

北區 寶石湖邨碧玉樓 

北區 寶石湖邨紫晶樓 

北區 山麗苑杏山閣 

北區 山麗苑松山閣 

北區 山麗苑橋山閣 

北區 崗下 

北區 嶺仔村 

北區 巡撫街20號 

北區 帝庭軒3座 

北區 帝庭軒5座 

北區 彩園邨彩屏樓 

北區 彩園邨彩湖樓 

北區 彩園邨彩玉樓 

北區 彩園邨彩珠樓 

北區 彩園邨彩華樓 

北區 彩園邨彩麗樓 

北區 彩蒲苑彩瑩閣 

北區 彩蒲苑彩碧閣 

北區 御庭軒6座 

北區 御庭軒7座 

北區 御庭軒8座 

北區 御景峰 

北區 御皇庭1座 

北區 思健園 

北區 恩怡護老之家 

北區 慶雲樓 

北區 成發樓 

北區 數碼都域11座 

北區 數碼都域5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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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北區 文閣村 

北區 新功街16號 

北區 新屋村 

北區 新康街4號 

北區 新康街54號 

北區 新成路57號 

北區 新豐大廈 

北區 新都廣場1座 

北區 新都廣場3座 

北區 旭埔苑周湖閣 

北區 旭埔苑唐湖閣 

北區 旭埔苑商湖閣 

北區 旭埔苑明湖閣 

北區 旭埔苑清湖閣 

北區 昌盛苑昌兆閣 

北區 昌盛苑昌潤閣 

北區 昌盛苑昌濤閣 

北區 景盛苑俊景閣 

北區 景盛苑欣景閣 

北區 景盛苑歡景閣 

北區 暉明邨昇暉樓 

北區 暉明邨泰暉樓 

北區 東閣圍 

北區 松柏塱 

北區 榮福中心1座 

北區 榮福中心3座 

北區 榮福中心4座 

北區 榮福中心5座 

北區 榮福中心6座 

北區 榮輝中心1座 

北區 榮輝中心2座 

北區 榮輝中心4座 



58 
 

地區 大廈名單 

北區 欣盛苑欣喜閣 

北區 欣盛苑欣彩閣 

北區 欣盛苑欣悅閣 

北區 欣盛苑欣耀閣 

北區 欣盛苑欣麗閣 

北區 水流坑 

北區 沙頭角邨11座 

北區 沙頭角邨21座 

北區 海聯廣場1座 

北區 海聯廣場3座 

北區 清河邨清平樓 

北區 清河邨清朗樓 

北區 清河邨清潤樓 

北區 清河邨清澤樓 

北區 清河邨清照樓 

北區 清河邨清譽樓 

北區 清河邨清頌樓 

北區 清河邨清顯樓 

北區 烏蛟騰村2段 

北區 牽晴間12座 

北區 牽晴間3座 

北區 牽晴間4座 

北區 牽晴間8座 

北區 瓊林苑8座 

北區 皇后山邨皇滙樓 

北區 皇后邨皇樂樓 

北區 皇府山7座 

北區 石仔嶺花園 

北區 碧湖花園1座 

北區 碧湖花園3座 

北區 碧湖花園6座 

北區 祥華邨祥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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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北區 祥華邨祥德樓 

北區 祥華邨祥景樓 

北區 祥華邨祥智樓 

北區 祥華邨祥樂樓 

北區 祥華邨祥禮樓 

北區 祥華邨祥裕樓 

北區 祥華邨祥豐樓 

北區 祥華邨祥順樓 

北區 祥華邨祥頌樓 

北區 祥龍圍邨呈祥樓 

北區 祥龍圍邨景祥樓 

北區 粉嶺中心E座 

北區 粉嶺中心H座 

北區 粉嶺中心L座 

北區 粉嶺名都嘉蘭閣 

北區 粉嶺名都嘉麗閣 

北區 粉嶺名都怡景閣 

北區 粉嶺名都雅碧閣 

北區 粉嶺樓 

北區 粉嶺花園11座 

北區 綠悠軒1座 

北區 綠悠軒2座 

北區 綠悠軒4座 

北區 綠悠軒5座 

北區 維也納花園1座 

北區 美輪大樓 

北區 翠麗花園1座 

北區 翠麗花園3座 

北區 翠麗花園5座 

北區 聯旺樓 

北區 聯昌街35號 

北區 肇軒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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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北區 芬園3座 

北區 芬園4座 

北區 芬園5座 

北區 芬園已婚警察宿舍1座 

北區 花都廣場1座 

北區 花都廣場2座 

北區 花都廣場5座 

北區 花都廣場7座 

北區 花都廣場8座 

北區 花都廣場9座 

北區 英皇道694號 

北區 莆上村 

北區 莆上村31巷 

北區 莆上村8巷 

北區 華山村 

北區 華心邨華冠樓 

北區 華心邨華勉樓 

北區 華明邨信明樓 

北區 華明邨富明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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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明邨頌明樓 

北區 蔚翠花園6座 

北區 虎地排 

北區 蝴蝶山村 

北區 軍地村 

北區 逸峯3座 

北區 金湖居 

北區 金燕花園 

北區 金錢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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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北區 金錢第九巷 

北區 雍盛苑雍華閣 

北區 雍盛苑雍萃閣 

北區 雍盛苑雍薈閣 

北區 雞嶺村 

北區 靈山村 

北區 順欣花園2座 

北區 順欣花園3座 

北區 顯峯 

北區 馬尾下 

北區 馬尾下嶺咀 

北區 高埔北村 

北區 高爾夫．御苑6座 

北區 麻笏村 

北區 龍豐花園A座 

北區 龍豐花園B座 

北區 龍躍頭新圍 

北區 龍躍頭新圍村 

西貢 Carpi 10A座 

西貢 Savannah 2A座 

西貢 下洋 

西貢 井欄樹 

西貢 企嶺下老圍 

西貢 健明邨健晴樓 

西貢 健明邨健暉樓 

西貢 健明邨健曦樓 

西貢 健明邨健華樓 

西貢 健明邨明域樓 

西貢 健明邨明宇樓 

西貢 健明邨明宙樓 

西貢 健明邨明日樓 

西貢 健明邨明星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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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西貢 健明邨明月樓 

西貢 傲瀧19座 

西貢 北港㘭 

西貢 匡湖居獨立屋 

西貢 南豐廣場1座 

西貢 南豐廣場2座 

西貢 厚德邨德安樓 

西貢 厚德邨德富樓 

西貢 厚德邨德志樓 

西貢 厚德邨德澤樓 

西貢 厚德邨德裕樓 

西貢 叠翠軒1座 

西貢 叠翠軒2座 

西貢 叠翠軒3座 

西貢 叠翠軒4座 

西貢 合益樓 

西貢 君傲灣1座 

西貢 君傲灣3座 

西貢 和明苑和暉閣 

西貢 和明苑和暢閣 

西貢 和明苑和逸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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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明邨善智樓 

西貢 善明邨善禮樓 

西貢 圍心村 

西貢 城中駅6座 

西貢 城中駅8座 

西貢 城中駅9座 

西貢 壁屋懲教署職員宿舍 

西貢 大坑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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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西貢 大埔仔村 

西貢 天晉1期月鑽海 

西貢 天晉2期月鑽天 

西貢 天晉3A期1B座 

西貢 天晉3A期2A座 

西貢 天晉3A期2B座 

西貢 天晉3B期1A座 

西貢 孟公窩村 

西貢 安寧花園1座 

西貢 安寧花園2座 

西貢 安寧花園6座 

西貢 官門漁村 

西貢 宜春街10號 

西貢 富寧花園3座 

西貢 富寧花園4座 

西貢 富寧花園5座 

西貢 富康花園10座 

西貢 富康花園1座 

西貢 富康花園3座 

西貢 富康花園4座 

西貢 富康花園5座 

西貢 富康花園6座 

西貢 富康花園8座 

西貢 富康花園9座 

西貢 富麗花園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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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林邨寶儉樓 

西貢 寶林邨寶勤樓 

西貢 寶林邨寶寧樓 

西貢 寶林邨寶德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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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西貢 寶林邨寶智樓 

西貢 寶林邨寶泰樓 

西貢 寶盈花園1座 

西貢 寶盈花園4座 

西貢 寶盈花園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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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座 

西貢 將軍澳中心2座 

西貢 將軍澳中心3座 

西貢 將軍澳中心5座 

西貢 將軍澳中心9座 

西貢 將軍澳廣場2座 

西貢 將軍澳廣場5座 

西貢 將軍澳廣場7座 

西貢 對面海 

西貢 對面海邨廣發樓 

西貢 對面海邨海昌樓 

西貢 尚德邨尚仁樓 

西貢 尚德邨尚信樓 

西貢 尚德邨尚智樓 

西貢 尚德邨尚真樓 

西貢 尚德邨尚禮樓 

西貢 尚德邨尚義樓 

西貢 峻瀅1座 

西貢 峻瀅2座 

西貢 峻瀅3座 

西貢 峻瀅5座 

西貢 峻瀅II 1座 

西貢 市場街40號 

西貢 帝湖居 

西貢 康盛花園1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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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西貢 康盛花園2座 

西貢 康盛花園3座 

西貢 康盛花園4座 

西貢 康盛花園5座 

西貢 廣明苑廣寧閣 

西貢 廣明苑廣新閣 

西貢 廣明苑廣昌閣 

西貢 廣明苑廣瑞閣 

西貢 廣明苑廣盈閣 

西貢 廣明苑廣賢閣 

西貢 廣明苑廣隆閣 

西貢 彩明苑彩富閣 

西貢 彩明苑彩松閣 

西貢 彩明苑彩柳閣 

西貢 彩明苑彩梅閣 

西貢 彩明苑彩楊閣 

西貢 彩明苑彩榮閣 

西貢 彩明苑彩耀閣 

西貢 彩明苑彩貴閣 

西貢 怡心園1座 

西貢 怡心園2座 

西貢 怡心園4座 

西貢 怡心園5座 

西貢 怡明邨怡情樓 

西貢 怡明邨怡茵樓 

西貢 慧安園1座 

西貢 慧安園2座 

西貢 慧安園3座 

西貢 慧安園4座 

西貢 慶徑石 

西貢 新寶城1座 

西貢 新寶城4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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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 新寶城5座 

西貢 新都城1期3座 

西貢 新都城1期4座 

西貢 新都城1期5座 

西貢 新都城1期6座 

西貢 新都城2期10座 

西貢 新都城2期4座 

西貢 新都城2期6座 

西貢 新都城2期8座 

西貢 新都城2期9座 

西貢 日出康城LP6 1座 

西貢 日出康城LP6 2座 

西貢 日出康城LP6 3座 

西貢 日出康城LP6 5座 

西貢 日出康城Malibu 3A座 

西貢 日出康城MALIBU 3B座 

西貢 日出康城Montara 1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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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座 

西貢 日出康城晉海5A座 

西貢 日出康城晉海5B座 

西貢 日出康城緻藍天1座鑽岸 

西貢 日出康城緻藍天晶巒 

西貢 日出康城緻藍天翠堤 

西貢 日出康城緻藍天鑽岸 

西貢 日出康城領都10座 

西貢 日出康城領都2座 

西貢 日出康城領都3座 

西貢 日出康城領都5座 

西貢 日出康城領都7座 

西貢 日出康城領都8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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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西貢 日出康城首都2座 

西貢 日出康城首都3座 

西貢 日出康城首都5座 

西貢 日出康城首都6座 

西貢 旭輝臺2座 

西貢 明德邨明覺樓 

西貢 明德邨明道樓 

西貢 晉海5A座 

西貢 普通道1795B號 

西貢 景明苑旭景閣 

西貢 景明苑暉景閣 

西貢 景明苑曦景閣 

西貢 景林邨景松樓 

西貢 景林邨景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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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林邨浩明苑 

西貢 曉嵐閣3座 

西貢 東港城1座 

西貢 東港城2座 

西貢 東港城6座 

西貢 東港城8座 

西貢 欣明苑欣松閣 

西貢 欣明苑欣梅閣 

西貢 欣明苑欣竹閣 

西貢 欣明苑欣菊閣 

西貢 浩明苑 

西貢 海傍街16號 

西貢 海天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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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西貢 海悅豪園1座 

西貢 海悅豪園2座 

西貢 海翩滙6座 

西貢 消防處將軍澳員佐級人員宿舍1座 

西貢 消防處將軍澳員佐級人員宿舍2座 

西貢 消防處百勝角已婚人員宿舍1座 

西貢 消防處百勝角已婚人員宿舍4座 

西貢 消防處百勝角已婚人員宿舍5座 

西貢 清水灣半島2座 

西貢 清水灣半島3座 

西貢 清水灣半島5座 

西貢 清水灣半島6座 

西貢 清水灣半島7座 

西貢 澳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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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景灣畔10座 

西貢 維景灣畔11座 

西貢 維景灣畔12座 

西貢 維景灣畔13座 

西貢 維景灣畔17座 

西貢 維景灣畔6座 

西貢 維景灣畔7座 

西貢 維景灣畔9座 

西貢 翠塘花園11座 

西貢 翠塘花園2座 

西貢 翠塘花園4座 

西貢 翠塘花園7座 

西貢 翠嶺峰 

西貢 翠林邨康林樓 

西貢 翠林邨彩林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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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西貢 翠林邨欣林樓 

西貢 翠林邨碧林樓 

西貢 翠林邨秀林樓 

西貢 翠林邨輝林樓 

西貢 翠林邨雅林樓 

西貢 英明苑明安閣 

西貢 英明苑明志閣 

西貢 英明苑明遠閣 

西貢 茵怡花園5座 

西貢 茵怡花園6座 

西貢 茵怡花園7座 

西貢 萬年街75號 

西貢 蔚藍灣畔3座 

西貢 蔚藍灣畔6座 

西貢 蔚藍灣畔7座 

西貢 蠔涌 

西貢 蠔涌新村 

西貢 蠔涌村 

西貢 裕明苑裕昌閣 

西貢 裕明苑裕榮閣 

西貢 西徑村 

西貢 西沙小築 

西貢 西貢大廈 

西貢 西貢大廈A座 

西貢 西貢大廈B座 

西貢 逸瓏園2座 

西貢 逸瓏海滙1座 

西貢 都會駅10座 

西貢 都會駅1座 

西貢 都會駅2座 

西貢 都會駅5座 

西貢 都會駅7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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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 都會駅8座 

西貢 都會駅9座 

西貢 雍明苑潤明閣 

西貢 雍明苑澤明閣 

西貢 頌明苑冠明閣 

西貢 領峯7座 

西貢 顯明苑 

西貢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宿舍2座 

西貢 香港科技大學教職員宿舍13座 

西貢 馬游塘村 

西貢 魷魚灣海關人員宿舍 

西貢 鯽魚湖 

深水埗 AVA61 

深水埗 The Campton 

深水埗 一號‧西九龍2座 

深水埗 中耀樓 

深水埗 丰滙1座 

深水埗 丰滙2座 

深水埗 五聯大樓 

深水埗 仁寶大廈 

深水埗 依時大廈 

深水埗 元安大廈 

深水埗 元州街20-22號 

深水埗 元州街44號 

深水埗 元州街450-464號寶華閣 

深水埗 元州邨元和樓 

深水埗 元州邨元慧樓 

深水埗 元州邨元智樓 

深水埗 元州邨元樂樓 

深水埗 元州邨元泰樓 

深水埗 元州邨元滿樓 

深水埗 元州邨元盛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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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 元州邨元禧樓 

深水埗 元州邨元豐樓 

深水埗 元州邨元雅樓 

深水埗 光華樓 

深水埗 兼善里1號 

深水埗 兼善里6號 

深水埗 凱德苑 

深水埗 凱樂苑凱旭閣 

深水埗 凱樂苑凱曈閣 

深水埗 凱樂苑凱碧閣 

深水埗 凱樂苑凱莎閣 

深水埗 凱樂苑凱葶閣 

深水埗 力生居 

深水埗 匯璽3A座 

深水埗 匯璽5B座 

深水埗 匯璽7座 

深水埗 匯璽日鑽匯 

深水埗 南山邨南明樓 

深水埗 南山邨南泰樓 

深水埗 南山邨南豐樓 

深水埗 南山邨南逸樓 

深水埗 南昌街123號 

深水埗 南昌街179號 

深水埗 南昌街30號 

深水埗 南昌邨昌哲樓 

深水埗 南昌邨昌遜樓 

深水埗 又一居16座 

深水埗 又一居20座 

深水埗 又一居26座 

深水埗 又一居3座 

深水埗 又一居4座 

深水埗 又一村花園3期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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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 喜漾1座 

深水埗 喜遇 

深水埗 嘉威大廈 

深水埗 基隆街118號 

深水埗 大南街159號 

深水埗 大南街186號 

深水埗 大南街228號 

深水埗 大坑東邨東龍樓 

深水埗 大坑西新邨民強樓 

深水埗 大坑西新邨民樂樓 

深水埗 大安樓 

深水埗 宇晴軒1座 

深水埗 宇晴軒5座 

深水埗 宇晴軒6座 

深水埗 富昌邨富凱樓 

深水埗 富昌邨富悅樓 

深水埗 富昌邨富旺樓 

深水埗 富昌邨富潤樓 

深水埗 富昌邨富盈樓 

深水埗 富昌邨富萊樓 

深水埗 富昌邨富韻樓 

深水埗 寶熙苑榮熙閣 

深水埗 寶興樓 

深水埗 寶華閣 

深水埗 帝景峰帝景軒2座 

深水埗 幸俊苑俊禮閣 

深水埗 幸俊苑俊賢閣 

深水埗 幸福邨福日樓 

深水埗 幸福邨福月樓 

深水埗 康輝大廈A座 

深水埗 建文大廈 

深水埗 御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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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 怡發樓 

深水埗 怡閣苑怡欣閣 

深水埗 怡閣苑怡泰閣 

深水埗 怡靖苑逸靜閣 

深水埗 怡靖苑閒靜閣 

深水埗 恒盛大廈 

深水埗 恒達大廈 

深水埗 愛海頌5座 

深水埗 慶成樓 

深水埗 新輝大廈 

深水埗 昇悅居5座 

深水埗 昇悅居6座 

深水埗 昇悅居7座 

深水埗 時康大廈 

深水埗 景怡峯 

深水埗 曦華樓 

深水埗 曼克頓山3座 

深水埗 曼克頓山5座 

深水埗 曼克頓山6座 

深水埗 李鄭屋邨信義樓 

深水埗 李鄭屋邨和平樓 

深水埗 李鄭屋邨和睦樓 

深水埗 李鄭屋邨孝廉樓 

深水埗 李鄭屋邨廉潔樓 

深水埗 李鄭屋邨忠孝樓 

深水埗 李鄭屋邨禮讓樓 

深水埗 李鄭屋邨道德樓 

深水埗 東廬大樓A座 

深水埗 東廬大樓B座 

深水埗 桂林街101號 

深水埗 桂林街151號 

深水埗 楓樹街33號 



74 
 

地區 大廈名單 

深水埗 楓華樓 

深水埗 榮昌邨榮俊樓 

深水埗 樂年花園2座 

深水埗 樂年花園3座 

深水埗 樂年花園6座 

深水埗 欽州街31-33號 

深水埗 欽州街31號 

深水埗 欽州街34-42號 

深水埗 欽州街62A號 

深水埗 永明大廈 

深水埗 永聯大廈 

深水埗 永隆大廈 

深水埗 汝州街65號 

深水埗 泓景臺1座 

深水埗 泓景臺5座 

深水埗 泓景臺6座 

深水埗 泓景臺7座 

深水埗 泰昌樓 

深水埗 海旭閣 

深水埗 海盈邨盈昌樓 

深水埗 海華麗軒 

深水埗 海達邨海昌樓 

深水埗 海達邨海榮樓 

深水埗 海達邨海華樓 

深水埗 海麗邨海信樓 

深水埗 海麗邨海健樓 

深水埗 海麗邨海和樓 

深水埗 海麗邨海慧樓 

深水埗 海麗邨海明樓 

深水埗 海麗邨海暉樓 

深水埗 海麗邨海禧樓 

深水埗 海麗邨海賢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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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 海麗邨海雅樓 

深水埗 清麗苑麗秀閣 

深水埗 清麗苑麗裕閣 

深水埗 澤安邨華澤樓 

深水埗 澤安邨麗澤樓 

深水埗 澤群樓 

深水埗 瑰麗新村2座 

深水埗 界限街9A號 

深水埗 畢架山峰2座 

深水埗 發祥大廈 

深水埗 白楊街28號 

深水埗 白田邨健田樓 

深水埗 白田邨太田樓 

深水埗 白田邨康田樓 

深水埗 白田邨昌田樓 

深水埗 白田邨朗田樓 

深水埗 白田邨清田樓 

深水埗 白田邨潤田樓 

深水埗 白田邨澤田樓 

深水埗 白田邨盛田樓 

深水埗 白田邨翠田樓 

深水埗 白田邨裕田樓 

深水埗 白田邨運田樓 

深水埗 白田邨麗田樓 

深水埗 白花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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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硤尾邨美亮樓 

深水埗 石硤尾邨美如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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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 石硤尾邨美映樓 

深水埗 石硤尾邨美柏樓 

深水埗 石硤尾邨美益樓 

深水埗 石硤尾邨美盛樓 

深水埗 石硤尾邨美禧樓 

深水埗 石硤尾邨美笙樓 

深水埗 石硤尾邨美葵樓 

深水埗 石硤尾邨美薈樓 

深水埗 石硤尾邨美賢樓 

深水埗 碧海藍天2座 

深水埗 碧海藍天5座 

深水埗 碧海藍天6座 

深水埗 福安大廈 

深水埗 福榮街2A號 

深水埗 福榮街56號 

深水埗 福榮街95號 

深水埗 福田大廈 

深水埗 福耀大廈 

深水埗 福華街189號 

深水埗 福華街208號 

深水埗 福華街580號 

深水埗 福運大廈 

深水埗 紹恒大廈 

深水埗 美孚新邨1期百老匯街12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1期百老匯街15-17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1期百老匯街20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1期百老匯街24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1期百老匯街7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2期吉利徑11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2期吉利徑15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2期吉利徑19-21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2期百老匯街37-3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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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 美孚新邨2期百老匯街48-50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3期吉利徑8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3期百老匯街41-43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3期百老匯街53-55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3期百老匯街55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3期百老匯街58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4期百老匯街101-103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4期百老匯街105-107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4期百老匯街69-71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4期百老匯街81-83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4期百老匯街81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4期百老匯街99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5期恒柏道1-3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5期蘭秀道10-12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5期蘭秀道1-3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5期蘭秀道14-16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5期蘭秀道15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5期蘭秀道16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5期蘭秀道18-20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5期蘭秀道1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5期蘭秀道5-7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6期恒柏街6-8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6期蘭秀道46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7期萬事達廣場15-17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7期萬事達廣場3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7期萬事達廣場5-7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8期百老匯街102-104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8期百老匯街102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8期百老匯街104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8期百老匯街94-96號 

深水埗 美孚新邨8期百老匯街94號 

深水埗 美居中心5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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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深水埗 翠雲大廈 

深水埗 荔枝角消防局宿舍 

深水埗 荔枝角道176號 

深水埗 荔枝角道310-312號 

深水埗 荔枝閣 

深水埗 華僑大廈 

深水埗 華安大廈 

深水埗 華苑 

深水埗 華麗廣場 

深水埗 蘇屋邨劍蘭樓 

深水埗 蘇屋邨壽菊樓 

深水埗 蘇屋邨彩雀樓 

深水埗 蘇屋邨櫻桃樓 

深水埗 蘇屋邨牡丹樓 

深水埗 蘇屋邨百合樓 

深水埗 蘇屋邨綠柳樓 

深水埗 蘇屋邨荷花樓 

深水埗 蘇屋邨蘭花樓 

深水埗 裕興大廈 

深水埗 逸華軒 

深水埗 醫局街119號 

深水埗 金桂大廈 

深水埗 金濤閣 

深水埗 金球閣 

深水埗 金盟大廈 

深水埗 金碧閣 

深水埗 長沙灣道57-59號 

深水埗 長沙灣道62號 

深水埗 長沙灣邨長欣樓 

深水埗 長沙灣邨長泰樓 

深水埗 長盛豪苑 

深水埗 青山道290-29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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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深水埗 青華閣 

深水埗 順怡閣 

深水埗 順泰大廈 

深水埗 順興閣 

深水埗 鴨寮街18號 

深水埗 鴨寮街232-234號桂林大樓 

深水埗 鴨寮街249號 

深水埗 鴻裕大廈A座 

深水埗 麗安邨麗榮樓 

深水埗 麗翠苑麗柏閣 

深水埗 麗翠苑麗棋閣 

深水埗 麗翠苑麗森閣 

深水埗 麗翠苑麗榕閣 

深水埗 麗閣邨麗芙樓 

深水埗 麗閣邨麗荷樓 

深水埗 麗閣邨麗蘭樓 

深水埗 麗閣邨麗蘿樓 

深水埗 黃竹街38號 

深水埗 黃金大廈 

深水埗 龍華大廈 

深水埗 龍鳳大廈 

沙田 上徑口 

沙田 上徑口村 

沙田 上禾輋 

沙田 下禾輋村 

沙田 世界花園龍柏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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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肚村 

沙田 偉華中心1座 

沙田 偉華中心2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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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沙田 偉華中心3座 

沙田 全輝中心A座 

沙田 全輝中心B座 

沙田 利安邨利榮樓 

沙田 利安邨利盛樓 

沙田 利安邨利興樓 

沙田 利安邨利華樓 

沙田 利安邨利豐樓 

沙田 創新斗室 

沙田 南山 

沙田 南莊苑 

沙田 博康邨博安樓 

沙田 博康邨博文樓 

沙田 博康邨博智樓 

沙田 博康邨博泰樓 

沙田 博康邨博逸樓 

沙田 博康邨博達樓 

沙田 名城1期1座 

沙田 名城1期2座 

沙田 名城2期1座 

沙田 名城2期2座 

沙田 名城2期3座 

沙田 名城2期5座 

沙田 名城3期1座 

沙田 名城3期2座 

沙田 名城3期3座 

沙田 名城3期5座 

沙田 喜悅樓 

沙田 嘉寶樓 

沙田 嘉徑苑嘉愛閣 

沙田 嘉田苑嘉詠閣 

沙田 嘉田苑嘉賢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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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沙田 嘉華星濤灣2座 

沙田 多石 

沙田 大圍新村 

沙田 大圍村 

沙田 大藍寮 

沙田 大輋 

沙田 好運中心松林閣 

沙田 好運中心桂林閣 

沙田 好運中心楓林閣 

沙田 好運中心榆林閣 

沙田 好運中心竹林閣 

沙田 安泰樓 

沙田 富嘉花園1座 

沙田 富嘉花園2座 

沙田 富嘉花園3座 

沙田 富安花園10座 

沙田 富安花園11座 

沙田 富安花園15座 

沙田 富安花園16座 

沙田 富安花園1座 

沙田 富安花園2座 

沙田 富安花園3座 

沙田 富安花園5座 

沙田 富安花園7座 

沙田 富安花園8座 

沙田 富安花園9座 

沙田 富寶花園11座 

沙田 富寶花園12座 

沙田 富寶花園1座 

沙田 富寶花園2座 

沙田 富寶花園3座 

沙田 富寶花園4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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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沙田 富寶花園5座 

沙田 富寶花園6座 

沙田 富寶花園7座 

沙田 富寶花園8座 

沙田 富寶花園9座 

沙田 富豪花園帝皇閣 

沙田 富豪花園文禧閣 

沙田 富豪花園豪華閣 

沙田 富豪花園麗人閣 

沙田 富輝花園1座 

沙田 小瀝源東約 

沙田 小瀝源第二巷 

沙田 小瀝源第六巷 

沙田 嵐岸1座 

沙田 嵐岸6座 

沙田 嵐岸7座 

沙田 希爾頓中心B座 

沙田 希爾頓中心C座 

沙田 希爾頓中心D座 

沙田 帝堡城1座 

沙田 帝堡城2座 

沙田 帝堡城7座 

沙田 帝逸酒店 

沙田 康林苑園林閣 

沙田 康林苑怡景閣 

沙田 康林苑景林閣 

沙田 廣林苑興林閣 

沙田 廣林苑茂林閣 

沙田 廣林苑馥林閣 

沙田 廣源邨廣松樓 

沙田 廣源邨廣柏樓 

沙田 廣源邨廣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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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沙田 廣源邨廣楊樓 

沙田 廣源邨廣榕樓 

沙田 廣源邨廣橡樓 

沙田 彩禾苑 

沙田 御龍山2座 

沙田 御龍山3座 

沙田 恆安邨恆峰樓 

沙田 恆安邨恆日樓 

沙田 恆安邨恆江樓 

沙田 恒安邨恒山樓 

沙田 恒安邨恒星樓 

沙田 恒安邨恒月樓 

沙田 恒安邨恒海樓 

沙田 恒峰花園1座 

沙田 恒峰花園3座 

沙田 愉城苑城昌閣 

沙田 愉城苑城榮閣 

沙田 愉城苑城欣閣 

沙田 愉景花園A座 

沙田 愉田苑愉和閣 

沙田 愉田苑愉瑞閣 

沙田 愉田苑愉逸閣 

沙田 愉翠苑愉勤閣 

沙田 愉翠苑愉庭閣 

沙田 愉翠苑愉政閣 

沙田 愉翠苑愉欣閣 

沙田 愉翠苑愉禮閣 

沙田 愉翠苑愉能閣 

沙田 愉翠苑愉賢閣 

沙田 愉翠苑愉齊閣 

沙田 排頭 

沙田 文禮閣1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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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沙田 文禮閣3座 

沙田 文禮閣4座 

沙田 新城市廣場3期海桐閣 

沙田 新城市廣場3期紅棉閣 

沙田 新城市廣場海桐閣 

沙田 新城市廣場銀樺閣 

沙田 新港城1期B座 

沙田 新港城4期E座 

沙田 新港城4期F座 

沙田 新港城4期L座 

沙田 新港城A座 

沙田 新港城E座 

沙田 新港城F座 

沙田 新港城L座 

沙田 新港城R座 

沙田 新港城海濤居3座 

沙田 新田圍邨富圍樓 

沙田 新田圍邨榮圍樓 

沙田 新田圍邨欣圍樓 

沙田 新田圍邨盛圍樓 

沙田 新田圍邨福圍樓 

沙田 新田圍邨豐圍樓 

沙田 新田村 

沙田 新翠邨新俊樓 

沙田 新翠邨新偉樓 

沙田 新翠邨新傑樓 

沙田 新翠邨新儀樓 

沙田 新翠邨新學樓 

沙田 新翠邨新明樓 

沙田 新翠邨新月樓 

沙田 新翠邨新芳樓 

沙田 旭禾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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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沙田 景星樓 

沙田 景田苑恒心閣 

沙田 曉峯灣畔1座 

沙田 曉峯灣畔2座 

沙田 曉峯灣畔4座 

沙田 曉峯灣畔5座 

沙田 曉翠山莊11座 

沙田 曾大屋 

沙田 曾大屋新村 

沙田 李屋村 

沙田 松柏園 

沙田 欣安邨欣喜樓 

沙田 欣安邨欣悅樓 

沙田 欣安邨欣頌樓 

沙田 欣廷軒1座 

沙田 欣廷軒2座 

沙田 水泉澳邨修泉樓 

沙田 水泉澳邨喜泉樓 

沙田 水泉澳邨城泉樓 

沙田 水泉澳邨山泉樓 

沙田 水泉澳邨峻泉樓 

沙田 水泉澳邨崇泉樓 

沙田 水泉澳邨嶺泉樓 

沙田 水泉澳邨映泉樓 

沙田 水泉澳邨月泉樓 

沙田 水泉澳邨朗泉樓 

沙田 水泉澳邨林泉樓 

沙田 水泉澳邨樂泉樓 

沙田 水泉澳邨河泉樓 

沙田 水泉澳邨清泉樓 

沙田 水泉澳邨竹泉樓 

沙田 水泉澳邨茂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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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沙田 沙田中心嘉寧大廈 

沙田 沙田中心新寧大廈 

沙田 沙田圍 

沙田 沙田圍村 

沙田 沙田廣場寶星閣 

沙田 沙田廣場華星閣 

沙田 沙田廣場金星閣 

沙田 沙田第一城16座 

沙田 沙田第一城18座 

沙田 沙田第一城19座 

沙田 沙田第一城21座 

沙田 沙田第一城25座 

沙田 沙田第一城26座 

沙田 沙田第一城29座 

沙田 沙田第一城31座 

沙田 沙田第一城34座 

沙田 沙田第一城35座 

沙田 沙田第一城37座 

沙田 沙田第一城38座 

沙田 沙田第一城39座 

沙田 沙田第一城3座 

沙田 沙田第一城43座 

沙田 沙田第一城46座 

沙田 沙田第一城47座 

沙田 沙田第一城49座 

沙田 沙田第一城4座 

沙田 沙田第一城51座 

沙田 沙田第一城6座 

沙田 沙田第一城8座 

沙田 沙田第一城9座 

沙田 沙田豪苑 

沙田 沙角邨沙燕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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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沙田 沙角邨綠鷺樓 

沙田 沙角邨美雁樓 

沙田 沙角邨金鶯樓 

沙田 沙角邨銀鷗樓 

沙田 沙角邨雲雀樓 

沙田 沙角邨魚鷹樓 

沙田 河畔花園C座 

沙田 河畔花園D座 

沙田 河畔花園E座 

沙田 泓碧1座 

沙田 海典居3座 

沙田 海典灣2座 

沙田 海典灣3座 

沙田 海栢花園3座 

沙田 海栢花園4座 

沙田 海泓閣 

沙田 海澄軒海景酒店 

沙田 海福花園福熹閣 

沙田 溱岸8號2座 

沙田 溱岸8號5座 

沙田 滿華樓 

沙田 濱景花園3座 

沙田 瀝源邨壽全樓 

沙田 瀝源邨榮瑞樓 

沙田 瀝源邨祿泉樓 

沙田 瀝源邨華豐樓 

沙田 瀝源邨貴和樓 

沙田 火炭村 

沙田 烏溪沙村 

沙田 牛皮沙村 

沙田 玖瓏山日瓏閣 

沙田 玖瓏山日瓏閣1座 



88 
 

地區 大廈名單 

沙田 白田村 

沙田 碧濤花園2期怡景閣 

沙田 碧濤花園峯景閣 

沙田 碧濤花園百利閣 

沙田 碧濤花園金蘭閣 

沙田 碧濤花園雅碧閣 

沙田 碩門邨健碩樓 

沙田 碩門邨喜碩樓 

沙田 碩門邨新碩樓 

沙田 碩門邨瑞碩樓 

沙田 碩門邨美碩樓 

沙田 福安花園1座 

沙田 禾寮坑 

沙田 禾寮坑村 

沙田 禾輋邨協和樓 

沙田 禾輋邨厚和樓 

沙田 禾輋邨富和樓 

沙田 禾輋邨康和樓 

沙田 禾輋邨景和樓 

沙田 禾輋邨智和樓 

沙田 禾輋邨民和樓 

沙田 禾輋邨泰和樓 

沙田 禾輋邨美和樓 

沙田 禾輋邨豐和樓 

沙田 禾輋邨順和樓 

沙田 秦石邨石晶樓 

沙田 秦石邨石暉樓 

沙田 秦石邨石玉樓 

沙田 穗禾苑慶安閣 

沙田 穗禾苑慶宏閣 

沙田 穗禾苑慶盛閣 

沙田 穗禾苑詠昌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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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沙田 穗禾苑豐裕閣 

沙田 穗禾苑豐逸閣 

沙田 突破青年村 

沙田 第一城42座 

沙田 綠怡雅苑2座 

沙田 美城苑暉城閣 

沙田 美城苑貴城閣 

沙田 美城苑逸城閣 

沙田 美松苑富松閣 

沙田 美松苑康松閣 

沙田 美松苑盛松閣 

沙田 美松苑興松閣 

沙田 美松苑麗松閣 

沙田 美林邨美桃樓 

沙田 美林邨美楊樓 

沙田 美林邨美楓樓 

沙田 美林邨美槐樓 

沙田 美柏苑 

沙田 美田邨美全樓 

沙田 美田邨美庭樓 

沙田 美田邨美景樓 

沙田 美田邨美樂樓 

沙田 美田邨美滿樓 

沙田 美田邨美秀樓 

沙田 美田邨美致樓 

沙田 美田邨美麗樓 

沙田 美盈苑 

沙田 翠擁華庭1座 

沙田 翠擁華庭5座 

沙田 翠擁華庭7座 

沙田 翠擁華庭9座 

沙田 翠景花園1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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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沙田 翠景花園2座 

沙田 翠湖花園E座 

沙田 翠華花園C座 

沙田 翠麗花園A座 

沙田 翠麗花園B座 

沙田 耀安邨耀和樓 

沙田 耀安邨耀平樓 

沙田 耀安邨耀榮樓 

沙田 耀安邨耀欣樓 

沙田 耀安邨耀謙樓 

沙田 耀安邨耀遜樓 

沙田 耀安邨耀頌樓 

沙田 聽濤雅苑10座 

沙田 聽濤雅苑11座 

沙田 聽濤雅苑2座 

沙田 聽濤雅苑5座 

沙田 聽濤雅苑6座 

沙田 聽濤雅苑8座 

沙田 聽濤雅苑9座 

沙田 花園城1期雅麗苑 

沙田 花園城3期雅蘭苑 

沙田 花園城雅仕苑 

沙田 花園城雅翠苑 

沙田 薈晴1座 

沙田 薈朗2座 

沙田 觀瀾雅軒3座 

沙田 謝屋村 

沙田 豐和邨和安樓 

沙田 豐和邨和悅樓 

沙田 豐和邨和順樓 

沙田 豐景花園A座 

沙田 豐景花園C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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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沙田 豐景花園D座 

沙田 豐盛苑富盛閣 

沙田 豐盛苑榮盛閣 

沙田 豐盛苑華盛閣 

沙田 迎海．星灣20座 

沙田 迎海．星灣御22座 

沙田 迎海1期1座 

沙田 迎海1期5座 

沙田 迎海駿岸6座 

沙田 迎濤灣1座 

沙田 迎濤灣2座 

沙田 金獅花園1期金祥閣 

沙田 金獅花園1期金華閣 

沙田 金獅花園1期金麗閣 

沙田 金獅花園2期金冠閣 

沙田 金獅花園2期金安閣 

沙田 金獅花園2期金富閣 

沙田 金獅花園2期金寧閣 

沙田 金獅花園2期金滿閣 

沙田 金獅花園金冠閣 

沙田 金獅花園金華閣 

沙田 金獅花園金豐閣 

沙田 金禧花園1座 

沙田 金禧花園5座 

沙田 銀湖．天峰1座 

沙田 銀湖．天峰2座 

沙田 銀湖．天峰3座 

沙田 銀湖．天峰5座 

沙田 銀湖．天峰8座 

沙田 銀禧花園3座 

沙田 銀禧花園4座 

沙田 銀禧花園5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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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沙田 銀禧花園6座 

沙田 銀禧花園7座 

沙田 銀禧花園8座 

沙田 銀禧花園銀禧閣 

沙田 銅鑼灣村 

沙田 錦暉苑 

沙田 錦泰苑錦培閣 

沙田 錦泰苑錦天閣 

沙田 錦泰苑錦晶閣 

沙田 錦泰苑錦瑩閣 

沙田 錦泰苑錦盛閣 

沙田 錦泰苑錦興閣 

沙田 錦泰苑錦蔚閣 

沙田 錦泰苑錦邦閣 

沙田 錦禧苑錦榮閣 

沙田 錦禧苑錦歡閣 

沙田 錦英苑錦佳閣 

沙田 錦英苑錦強閣 

沙田 錦英苑錦悅閣 

沙田 錦英苑錦智閣 

沙田 錦英苑錦義閣 

沙田 錦英苑錦耀閣 

沙田 錦英苑錦良閣 

沙田 錦英苑錦達閣 

沙田 錦英苑錦雅閣 

沙田 錦英苑錦順閣 

沙田 錦豐苑錦荷閣 

沙田 錦豐苑錦莉閣 

沙田 錦豐苑錦菱閣 

沙田 錦豐苑錦萱閣 

沙田 錦豐苑錦葵閣 

沙田 錦豐苑錦蓉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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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沙田 錦豐苑錦蕙閣 

沙田 錦豐苑錦薇閣 

沙田 錦豐苑錦蘭閣 

沙田 錦鞍苑寶鞍閣 

沙田 錦鞍苑銀鞍閣 

沙田 錦龍苑龍昇閣 

沙田 錦龍苑龍欣閣 

沙田 錦龍苑龍耀閣 

沙田 隆亨邨善心樓 

沙田 隆亨邨學心樓 

沙田 隆亨邨慧心樓 

沙田 隆亨邨榮心樓 

沙田 隆亨邨樂心樓 

沙田 隆亨邨賞心樓 

沙田 隔田村 

沙田 隔田村正街平房 

沙田 雅典居3座 

沙田 雅景臺3座 

沙田 雅景臺4座 

沙田 雅濤居1座 

沙田 雅濤居2座 

沙田 雲疊花園3座 

沙田 雲疊花園4座 

沙田 雲疊花園5座 

沙田 雲疊花園6座 

沙田 雲頂峰 

沙田 頌安邨頌和樓 

沙田 頌安邨頌德樓 

沙田 頌安邨頌智樓 

沙田 頌安邨頌群樓 

沙田 顯徑邨顯德樓 

沙田 顯徑邨顯慶樓 



94 
 

地區 大廈名單 

沙田 顯徑邨顯揚樓 

沙田 顯徑邨顯沛樓 

沙田 顯徑邨顯祐樓 

沙田 顯田 

沙田 香港賽馬會職員宿舍駿喜閣 

沙田 香港賽馬會職員宿舍駿恒閣 

沙田 馬鞍山中心1座 

沙田 馬鞍山中心2座 

沙田 駿嶺薈1座 

沙田 駿景園11座 

沙田 駿景園1座 

沙田 駿景園5座 

沙田 駿景園7座 

沙田 駿景園8座 

沙田 駿景園9座 

沙田 駿洋邨駿山樓 

沙田 駿洋邨駿時樓 

沙田 駿洋邨駿湖樓 

沙田 駿洋邨駿爾樓 

沙田 駿洋邨駿逸樓 

南區 僑民大廈 

南區 兆暉大廈 

南區 兆群大廈 

南區 利東邨東安樓 

南區 利東邨東平樓 

南區 利東邨東昇樓 

南區 利東邨東昌樓 

南區 利東邨東業樓 

南區 利東邨東興樓 

南區 利東邨東茂樓 

南區 利東邨東逸樓 

南區 利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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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南區 南景花園 

南區 南朗山道 

南區 南濤閣2座 

南區 南濤閣3座 

南區 南灣御園 

南區 嘉和大廈 

南區 嘉和大廈B座 

南區 嘉隆苑嘉俊閣 

南區 嘉隆苑嘉傑閣 

南區 嘉隆苑嘉平閣 

南區 嘉隆苑嘉昇閣 

南區 大潭道 

南區 好景街 26-28號 

南區 富裕閣 

南區 年豐大廈 

南區 建輝大廈 

南區 影灣園Harston 

南區 悅海華庭2座 

南區 懲教署職員宿舍1座 

南區 懲教署職員宿舍3座 

南區 懲教署職員宿舍4座 

南區 懲教署職員宿舍D座 

南區 懲教署職員宿舍H座 

南區 懲教署職員宿舍L座 

南區 明愛張奧偉國際賓館 

南區 東勝道31號 

南區 松柏徑 

南區 永穩大廈 

南區 浪琴園3座 

南區 海峰華軒 

南區 海怡半島2期怡美閣 

南區 海怡半島御庭園御意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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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南區 海怡半島御庭園御林居 

南區 海怡半島御庭園御雅居 

南區 海怡半島御庭園慧景閣 

南區 海怡半島御庭園豐景閣 

南區 海怡半島御盈居 

南區 海怡半島怡景閣 

南區 海怡半島怡樂閣 

南區 海怡半島怡美閣 

南區 海怡半島怡豐閣 

南區 海怡半島怡雅閣 

南區 海怡半島怡麗閣 

南區 海怡半島海寧閣 

南區 海怡半島海昇閣 

南區 海怡半島海逸閣 

南區 海怡半島海雅閣 

南區 海怡半島海雅閣3座 

南區 海怡半島美康閣 

南區 海怡半島美晞閣 

南區 海怡半島美浚閣 

南區 海怡半島美祥閣 

南區 海怡半島美軒閣 

南區 海怡半島豐景閣 

南區 海怡半島豐景閣29座 

南區 深灣軒2座 

南區 淺水灣道3號 

南區 淺水灣麗景花園洋房 

南區 港暉中心 

南區 港麗豪園2座 

南區 滙賢大廈 

南區 漁光邨海港樓 

南區 漁光邨靜海樓 

南區 漁光邨順風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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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南區 漁安苑彩安閣 

南區 漁安苑珊安閣 

南區 漁安苑瑚安閣 

南區 漁安苑霞安閣 

南區 漁暉苑天暉閣 

南區 漁暉苑安暉閣 

南區 漁暉苑日暉閣 

南區 漁暉苑旭暉閣 

南區 漁暉苑美暉閣 

南區 田灣畔 

南區 田灣邨田健樓 

南區 田灣邨田康樓 

南區 田灣邨田澤樓 

南區 田灣邨田麗樓 

南區 登峰．南岸 

南區 益添大廈 

南區 盛德工業大廈 

南區 石排灣邨碧園樓 

南區 石排灣邨碧山樓 

南區 石排灣邨碧月樓 

南區 石排灣邨碧朗樓 

南區 石排灣邨碧綠樓 

南區 石排灣邨碧蔚樓 

南區 石排灣邨碧銀樓 

南區 石澳村 

南區 碧海閣 

南區 碧瑤灣24座 

南區 碧瑤灣25座 

南區 碧麗大廈 

南區 碧麗閣 

南區 福群大樓 

南區 福群大樓B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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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南區 竹林明堂護理安老院 

南區 置富花園富安苑 

南區 置富花園富恒苑 

南區 置富花園富昌苑 

南區 置富花園富暉苑 

南區 置富花園富興苑 

南區 置富花園富華苑 

南區 置富花園富雅苑 

南區 置富花園富麗苑 

南區 華富邨華信樓 

南區 華富邨華基樓 

南區 華富邨華安樓 

南區 華富邨華康樓 

南區 華富邨華建樓 

南區 華富邨華昌樓 

南區 華富邨華明樓 

南區 華富邨華景樓 

南區 華富邨華樂樓 

南區 華富邨華泰樓 

南區 華富邨華清樓 

南區 華富邨華珍樓 

南區 華富邨華生樓 

南區 華富邨華美樓 

南區 華富邨華興樓 

南區 華富閣 

南區 華貴邨華善樓 

南區 華貴邨華孝樓 

南區 華貴邨華廉樓 

南區 華貴邨華愛樓 

南區 華貴邨華賢樓 

南區 薄扶林村 

南區 薄扶林花園1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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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南區 薄扶林花園2座 

南區 薄扶林花園3座 

南區 薄扶林花園4座 

南區 薄扶林花園5座 

南區 警察學院(香港仔)已婚宿舍B座 

南區 貝沙灣1座 

南區 貝沙灣南灣1座 

南區 貝沙灣南灣9座 

南區 赤柱監獄職員宿舍1座 

南區 赤柱監獄職員宿舍4座 

南區 逸港居2座 

南區 金爵大廈 

南區 金豐大廈 

南區 陽明山莊12座 

南區 雅濤閣2座 

南區 雅濤閣3座 

南區 雅濤閣4座 

南區 香港仔中心海晶閣 

南區 香港仔中心海珊閣 

南區 香港仔中心海珍閣 

南區 香港仔中心海珠閣 

南區 香港仔中心港富閣 

南區 香港仔中心港昌閣 

南區 香港仔中心港榮閣 

南區 香港仔中心港盛閣 

南區 香港仔中心港興閣 

南區 香港仔中心美光閣 

南區 香港仔中心美豐閣 

南區 香港仔中心觀景閣 

南區 香港青少年培育會陳南昌紀念學校白

普理宿舍 

南區 馬坑邨健馬樓 

南區 馬坑邨觀馬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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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南區 馬坑邨迎馬樓 

南區 高寶閣 

南區 鴨脷洲中心A座 

南區 鴨脷洲中心B座 

南區 鴨脷洲邨利寧樓 

南區 鴨脷洲邨利添樓 

南區 鴨脷洲邨利滿樓 

南區 鴨脷洲邨利滿樓低座 

南區 鴨脷洲邨利滿樓高座 

南區 鴨脷洲邨利澤樓 

南區 鴨脷洲邨利福樓 

南區 鴨脷洲邨利福樓高座 

南區 鴻福苑鴻澤閣 

南區 鴻福苑鴻麗閣 

南區 黃竹坑新圍村 

南區 龍德苑承德閣 

南區 龍德苑至德閣 

南區 龍欣苑龍騰閣 

大埔 中嘉閣 

大埔 九龍坑 

大埔 九龍坑老圍 

大埔 倚龍山莊獨立屋 

大埔 元嶺村 

大埔 八號花園3座 

大埔 八號花園4座 

大埔 六和樓 

大埔 同秀坊6號 

大埔 嘉熙10座 

大埔 嘉熙2座 

大埔 嘉熙3座 

大埔 嘉熙6座 

大埔 圍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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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大埔 坑下莆 

大埔 坪朗 

大埔 大元邨泰寧樓 

大埔 大元邨泰德樓 

大埔 大元邨泰怡樓 

大埔 大元邨泰樂樓 

大埔 大元邨泰欣樓 

大埔 大元邨泰民樓 

大埔 大埔中心12座 

大埔 大埔中心15座 

大埔 大埔中心16座 

大埔 大埔中心1座 

大埔 大埔中心20座 

大埔 大埔中心21座 

大埔 大埔中心2座 

大埔 大埔中心4座 

大埔 大埔中心7座 

大埔 大埔中心9座 

大埔 大埔大廈 

大埔 大埔寶馬山2座 

大埔 大埔廣場宜富閣 

大埔 大埔廣場宜德閣 

大埔 大埔廣場宜輝閣 

大埔 天賦海灣18座 

大埔 天賦海灣8座 

大埔 天鑽13座 

大埔 天鑽15座 

大埔 天鑽7座 

大埔 天鑽8座 

大埔 太和中心2座 

大埔 太和邨亨和樓 

大埔 太和邨喜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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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大埔 太和邨安和樓 

大埔 太和邨居和樓 

大埔 太和邨愛和樓 

大埔 太和邨新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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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湖山莊 

大埔 太湖山莊13座 

大埔 太湖花園10座 

大埔 太湖花園11座 

大埔 太湖花園17座 

大埔 太湖花園1座 

大埔 太湖花園2座 

大埔 太湖花園3座 

大埔 太湖花園6座 

大埔 宏福苑宏仁閣 

大埔 宏福苑宏志閣 

大埔 宏福苑宏新閣 

大埔 宏福苑宏泰閣 

大埔 宏福苑宏盛閣 

大埔 宏福苑宏道閣 

大埔 家安樓 

大埔 富亨邨亨榮樓 

大埔 富亨邨亨泰樓 

大埔 富亨邨亨盛樓 

大埔 富亨邨亨翠樓 

大埔 富亨邨亨耀樓 

大埔 富亨邨亨裕樓 

大埔 富亨邨亨隆樓 

大埔 富善大廈 

大埔 富善花園1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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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大埔 富善花園2座 

大埔 富善邨善景樓 

大埔 富善邨善美樓 

大埔 富善邨善群樓 

大埔 富善邨善翠樓 

大埔 富善邨善鄰樓 

大埔 富善邨善雅樓 

大埔 富萊花園銀菊閣 

大埔 富雅花園2座 

大埔 富雅花園4座 

大埔 寶湖花園A座 

大埔 寶湖花園C座 

大埔 寶湖花園E座 

大埔 寶鄉街110號 

大埔 寶鄉邨寶興樓 

大埔 寶鄉邨寶順樓 

大埔 寶雅苑家和閣 

大埔 寶雅苑興和閣 

大埔 寶雅苑逸和閣 

大埔 嵐山1座 

大埔 嵐山7座 

大埔 布心排 

大埔 布心排村 

大埔 帝欣苑18座 

大埔 帝欣苑29座 

大埔 帝欣苑30座 

大埔 帝欣苑32座 

大埔 帝欣苑6座 

大埔 帝琴灣凱弦居5座 

大埔 帝琴灣凱弦居7座 

大埔 帝琴灣凱琴居5座 

大埔 康成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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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大埔 康樂園第七街 

大埔 康樂園第十一街 

大埔 廣福道107號 

大埔 廣福道18號 

大埔 廣福道養浩安老院 

大埔 廣福邨廣仁樓 

大埔 廣福邨廣崇樓 

大埔 廣福邨廣平樓 

大埔 廣福邨廣惠樓 

大埔 廣福邨廣智樓 

大埔 廣福邨廣祐樓 

大埔 廣福邨廣禮樓 

大埔 廣福邨廣義樓 

大埔 廣褔邨廣惠樓 

大埔 御峰豪園 30座 

大埔 德信大樓 

大埔 德雅苑 

大埔 怡雅苑怡亮閣 

大埔 怡雅苑怡禮閣 

大埔 怡雅苑怡達閣 

大埔 悠然山莊10座 

大埔 新圍仔 

大埔 新屋仔 

大埔 新峰花園23座 

大埔 新峰花園2期2座 

大埔 新峰花園2期5座 

大埔 新峰花園2期6座 

大埔 新峰花園2期7座 

大埔 新峰花園6座 

大埔 新峰花園御峰豪園25座 

大埔 新峰花園御峰豪園28座 

大埔 新翠山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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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大埔 新興花園康仁閣 

大埔 新興花園康信閣 

大埔 新興花園康智閣 

大埔 新興花園康誠閣 

大埔 新達廣場1座 

大埔 新達廣場2座 

大埔 新達廣場5座 

大埔 新達廣場6座 

大埔 明雅苑明凱閣 

大埔 明雅苑明欣閣 

大埔 普益街35號 

大埔 景雅苑景悅閣 

大埔 景雅苑景欣閣 

大埔 朗濤9B座 

大埔 東昌閣 

大埔 林村新村 

大埔 榮暉花園 

大埔 榮麗苑 

大埔 樂賢居 

大埔 樟木頭村 

大埔 樟樹灘村 

大埔 正發樓 

大埔 比華利山別墅 

大埔 比華利山別墅湖景道獨立屋 

大埔 比華利山別墅翠樺道獨立屋 

大埔 比華利山別墅銀池道獨立屋 

大埔 水圍村 

大埔 永和樓 

大埔 永隆閣 

大埔 汀角村 

大埔 汀雅苑雅賢閣 

大埔 泮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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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大埔 泮涌新村 

大埔 泰亨灰沙圍 

大埔 泰和樓 

大埔 洞梓山路平房 

大埔 海寶花園A座 

大埔 海日灣10座 

大埔 溋玥‧天賦海灣10座 

大埔 瑞祥大樓 

大埔 白牛石下村 

大埔 石古壟 

大埔 秀麗花園13座 

大埔 策誠軒 

大埔 策誠軒I座 

大埔 粵發大廈 

大埔 美德大廈 

大埔 美援新村 

大埔 美昌大廈 

大埔 美楓大廈 

大埔 美榮樓 

大埔 美發大廈 

大埔 美督南岸 

大埔 美豐花園B座 

大埔 翠屏花園A座 

大埔 翠怡花園A座 

大埔 翠怡花園B座 

大埔 翠林閣1座 

大埔 翠河花園 

大埔 聯豐大廈 

大埔 船灣詹屋 

大埔 船灣陳屋 

大埔 荔枝山 

大埔 菁泉雅居B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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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大埔 華樂豪庭 

大埔 蘆慈田村 

大埔 輋下村 

大埔 逸雅苑逸榮閣 

大埔 逸雅苑逸欣閣 

大埔 運頭塘邨運亨樓 

大埔 運頭塘邨運來樓 

大埔 運頭塘邨運臨樓 

大埔 錦山 

大埔 錦石新村 

大埔 雅麗豪庭 

大埔 雲滙11座 

大埔 雲滙9座 

大埔 靖遠街57-59號 

大埔 頌雅苑頌善閣 

大埔 頌雅苑頌真閣 

大埔 頌雅苑頌美閣 

大埔 養浩安老院 

大埔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學生宿舍 

大埔 鳳園村 

大埔 鹿茵山莊10座 

大埔 麗湖閣 

大埔 龍尾 

大埔 龍尾村 

大埔 䃟頭角村 

荃灣 三棟屋村 

荃灣 二坡圳 

荃灣 二陂坊 

荃灣 光板田村 

荃灣 全．城滙5座 

荃灣 全．城滙6座 

荃灣 卓明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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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荃灣 友聯樓 

荃灣 名逸居1座 

荃灣 和宜合 

荃灣 圓墩村 

荃灣 太原樓 

荃灣 安豐大廈 

荃灣 富麗花園昌富閣 

荃灣 富麗花園昌華閣 

荃灣 寶石大廈1座 

荃灣 寶石大廈3座 

荃灣 尚翠苑翠庭閣 

荃灣 尚翠苑翠河閣 

荃灣 川龍街105號 

荃灣 川龍街133號 

荃灣 川龍街89號 

荃灣 平愛大廈 

荃灣 德仁樓16期 

荃灣 怡景園2座 

荃灣 愉景新城10座 

荃灣 愉景新城11座 

荃灣 愉景新城12座 

荃灣 愉景新城1座 

荃灣 愉景新城3座 

荃灣 愉景新城5座 

荃灣 愉景新城8座 

荃灣 昇柏山 

荃灣 昌寧大廈 

荃灣 昌泰大樓 

荃灣 昌華大廈 

荃灣 昌華大廈A座 

荃灣 映日灣1座 

荃灣 映日灣3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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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荃灣 朗逸峯10座 

荃灣 朗逸峯15座 

荃灣 朗逸峯18座 

荃灣 木棉下村 

荃灣 東亞花園大發樓 

荃灣 東亞花園長發樓 

荃灣 柏傲灣1座 

荃灣 柏傲灣2座 

荃灣 梨木樹邨2座 

荃灣 梨木樹邨3座 

荃灣 梨木樹邨4座 

荃灣 梨木樹邨5座 

荃灣 梨木樹邨健樹樓 

荃灣 梨木樹邨康樹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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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梨木樹邨榮樹樓 

荃灣 梨木樹邨翠樹樓 

荃灣 梨木樹邨葵樹樓 

荃灣 榮安大廈 

荃灣 樂悠居 

荃灣 橋頭村 

荃灣 河背村 

荃灣 河背街45-53號 

荃灣 河背街52號 

荃灣 油麻磡村 

荃灣 浪翠園12座 

荃灣 浪翠園1期1座 

荃灣 浪翠園1期2座 

荃灣 浪翠園3期7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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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荃灣 浪翠園4期12座 

荃灣 海之戀．愛炫美1座 

荃灣 海之戀．愛炫美3A座 

荃灣 海之戀10座 

荃灣 海之戀1座 

荃灣 海之戀9座 

荃灣 海壩新村 

荃灣 海壩村東北台 

荃灣 海天豪苑 

荃灣 海濱花園海姸閣 

荃灣 海濱花園海寧閣 

荃灣 海濱花園海寶閣 

荃灣 海濱花園海明閣 

荃灣 海濱花園海暉閣 

荃灣 海濱花園海珊閣 

荃灣 海濱花園海珠閣 

荃灣 海濱花園海翠閣 

荃灣 海濱花園海蕙閣 

荃灣 海濱花園海豐閣 

荃灣 海濱花園海銀閣 

荃灣 海濱花園海雅閣 

荃灣 海濱花園海霞閣 

荃灣 海灣花園3座 

荃灣 海灣花園4座 

荃灣 海韻臺 

荃灣 海韻花園3座 

荃灣 深井商業新村 

荃灣 深井村 

荃灣 深井舊村 

荃灣 滿樂大廈從心樓 

荃灣 滿樂大廈福至樓 

荃灣 灣景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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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荃灣 灣景花園1座 

荃灣 灣景花園2座 

荃灣 灣景花園5座 

荃灣 爵悅庭北爵軒 

荃灣 爵悅庭東爵軒 

荃灣 爵悅庭西爵軒 

荃灣 珀麗灣11座 

荃灣 珀麗灣12座 

荃灣 珀麗灣13座 

荃灣 珀麗灣17座 

荃灣 珀麗灣19座 

荃灣 珀麗灣1座 

荃灣 珀麗灣21座 

荃灣 珀麗灣25座 

荃灣 珀麗灣29座 

荃灣 珀麗灣31座 

荃灣 珀麗灣6座 

荃灣 珀麗灣海珏海漣天 

荃灣 環宇海灣3座 

荃灣 田寮新村 

荃灣 白田壩村 

荃灣 石圍角邨石桃樓 

荃灣 石圍角邨石翠樓 

荃灣 石圍角邨石芳樓 

荃灣 石圍角邨石菊樓 

荃灣 石圍角邨石葵樓 

荃灣 石圍角邨石蘭樓 

荃灣 碧堤半島1座 

荃灣 碧堤半島2座 

荃灣 碧堤半島3座 

荃灣 碧堤半島7座 

荃灣 碧堤半島9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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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荃灣 祈德尊新邨A座 

荃灣 祈德尊新邨B座 

荃灣 祈德尊新邨C座 

荃灣 祈德尊新邨松明舍 

荃灣 福來邨永康樓 

荃灣 福來邨永昌樓 

荃灣 福來邨永樂樓 

荃灣 福來邨永泰樓 

荃灣 福來邨永隆樓 

荃灣 立坊 

荃灣 綠楊新邨A座 

荃灣 綠楊新邨C座 

荃灣 綠楊新邨D座 

荃灣 綠楊新邨E座 

荃灣 綠楊新邨F座 

荃灣 綠楊新邨G座 

荃灣 綠楊新邨H座 

荃灣 綠楊新邨J座 

荃灣 綠楊新邨K座 

荃灣 綠楊新邨M座 

荃灣 縉庭山1座 

荃灣 縉庭山2座 

荃灣 縉皇居1座 

荃灣 縉皇居2座 

荃灣 翠濤閣1座 

荃灣 翠豐臺5座 

荃灣 翡翠廣場 

荃灣 老圍村 

荃灣 芙蓉山新村 

荃灣 荃好景大廈 

荃灣 荃威花園B座 

荃灣 荃威花園E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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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荃灣 荃威花園G座 

荃灣 荃威花園J座 

荃灣 荃威花園K座 

荃灣 荃威花園N座 

荃灣 荃威花園Q座 

荃灣 荃德花園C座 

荃灣 荃昌中心昌寧大廈 

荃灣 荃景花園10座 

荃灣 荃景花園12座 

荃灣 荃景花園1座 

荃灣 荃景花園2座 

荃灣 荃景花園3座 

荃灣 荃景花園4座 

荃灣 荃景花園6座 

荃灣 荃景花園8座 

荃灣 荃樂大廈 

荃灣 荃灣中心北京樓 

荃灣 荃灣中心南昌樓 

荃灣 荃灣中心天津樓 

荃灣 荃灣中心太原樓 

荃灣 荃灣中心安慶樓 

荃灣 荃灣中心廣州樓 

荃灣 荃灣中心成都樓 

荃灣 荃灣中心杭州樓 

荃灣 荃灣中心桂林樓 

荃灣 荃灣中心漢陽樓 

荃灣 荃灣中心瀋陽樓 

荃灣 荃灣花園如意閣 

荃灣 荃灣花園富貴閣 

荃灣 荃灣花園榮華閣 

荃灣 荃灣花園翡翠閣 

荃灣 荃錦中心2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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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荃灣 華祥樓 

荃灣 萬景峯1座 

荃灣 萬景峯2座 

荃灣 萬景峯3座 

荃灣 萬景峯5座 

荃灣 蔚景花園 

荃灣 象山邨樂山樓 

荃灣 象山邨秀山樓 

荃灣 豪景花園1座 

荃灣 豪景花園3座 

荃灣 豪景花園6座 

荃灣 豪輝花園2座 

荃灣 運通洋樓 

荃灣 都城大樓 

荃灣 金豐閣 

荃灣 錦豐園1座 

荃灣 錦豐園2座 

荃灣 青龍頭新村 

荃灣 韻濤居A座 

荃灣 香和大廈 

荃灣 香城大廈 

荃灣 馬灣大街村 

荃灣 馬閃排村 

荃灣 麗城花園1期1座 

荃灣 麗城花園1期2座 

荃灣 麗城花園1期3座 

荃灣 麗城花園2期1座 

荃灣 麗城花園2期2座 

荃灣 麗城花園2期3座 

荃灣 麗城花園2期4座 

荃灣 麗城花園2期7座 

荃灣 麗城花園2期8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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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荃灣 麗城花園3期2座 

荃灣 麗城花園3期5座 

荃灣 麗城花園3期6座 

荃灣 麗城花園3期7座 

荃灣 麗都花園3座 

荃灣 麗都花園5座 

屯門 三聖邨滿漁樓 

屯門 三聖邨豐漁樓 

屯門 三聖邨進漁樓 

屯門 上源1B座 

屯門 井頭上村 

屯門 井頭中村 

屯門 倚嶺南庭 

屯門 偉景花園A座 

屯門 兆安苑定基閣 

屯門 兆安苑定志閣 

屯門 兆安苑定樂閣 

屯門 兆安苑定民閣 

屯門 兆安苑定海閣 

屯門 兆安苑定祐閣 

屯門 兆安苑定禧閣 

屯門 兆安苑定邦閣 

屯門 兆山苑杏景閣 

屯門 兆山苑柳景閣 

屯門 兆山苑棉景閣 

屯門 兆山苑椰景閣 

屯門 兆山苑楊景閣 

屯門 兆山苑楗景閣 

屯門 兆山苑榆景閣 

屯門 兆山苑樟景閣 

屯門 兆山苑葵景閣 

屯門 兆康苑兆健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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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屯門 兆康苑兆恒閣 

屯門 兆康苑兆昌閣 

屯門 兆康苑兆榮閣 

屯門 兆康苑兆欣閣 

屯門 兆康苑兆豪閣 

屯門 兆康苑兆順閣 

屯門 兆畦苑兆富閣 

屯門 兆畦苑兆強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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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兆禧苑雅禧閣 

屯門 兆禧苑順禧閣 

屯門 兆軒苑逸生閣 

屯門 兆軒苑順生閣 

屯門 兆邦苑 

屯門 兆隆苑 

屯門 兆麟苑嘉麟閣 

屯門 兆麟苑富麟閣 

屯門 兆麟苑旭麟閣 

屯門 兆麟苑瑞麟閣 

屯門 兆麟苑翠麟閣 

屯門 兆麟苑耀麟閣 

屯門 兆麟苑華麟閣 

屯門 兆麟苑銀麟閣 

屯門 務本樓 

屯門 卓爾居1座 

屯門 卓爾居2座 

屯門 卓爾居3座 

屯門 卓爾居6座 

屯門 南光樓 

屯門 南浪海灣2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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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屯門 南浪海灣5座 

屯門 南浪海灣6座 

屯門 友愛邨愛信樓 

屯門 友愛邨愛勇樓 

屯門 友愛邨愛廉樓 

屯門 友愛邨愛德樓 

屯門 友愛邨愛明樓 

屯門 友愛邨愛智樓 

屯門 友愛邨愛暉樓 

屯門 友愛邨愛曦樓 

屯門 友愛邨愛樂樓 

屯門 友愛邨愛禮樓 

屯門 友愛邨愛義樓 

屯門 叠茵庭6座 

屯門 叠茵庭9座 

屯門 和平新村 

屯門 啟豐園1座 

屯門 啟豐園4座 

屯門 嘉悅半島1座 

屯門 嘉悅半島2座 

屯門 城．點 

屯門 基督教慈愛護理院 

屯門 多寶大廈 

屯門 大欖懲教所初級職員已婚宿舍D座 

屯門 大欖涌村 

屯門 大興花園1期1座 

屯門 大興花園1期2座 

屯門 大興花園1期3座 

屯門 大興花園1期4座 

屯門 大興花園2期2座 

屯門 大興花園2期3座 

屯門 大興花園2期4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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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屯門 大興花園2期5座 

屯門 大興花園2期6座 

屯門 大興花園2期8座 

屯門 大興花園2期9座 

屯門 大興花園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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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興邨興盛樓 

屯門 大興邨興耀樓 

屯門 大興邨興輝樓 

屯門 天生樓 

屯門 好景工業大廈B座 

屯門 好運洋樓 

屯門 安定邨定康樓 

屯門 安定邨定德樓 

屯門 安定邨定泰樓 

屯門 安定邨定祥樓 

屯門 安定邨定福樓 

屯門 安定邨定龍樓 

屯門 富健花園10座 

屯門 富健花園12座 

屯門 富健花園4座 

屯門 富健花園5座 

屯門 富健花園6座 

屯門 富健花園8座 

屯門 富健花園9座 

屯門 富泰邨仁泰樓 

屯門 富泰邨健泰樓 

屯門 富泰邨君泰樓 

屯門 富泰邨愛泰樓 

屯門 富泰邨秀泰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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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屯門 富泰邨美泰樓 

屯門 富泰邨賢泰樓 

屯門 富泰邨迎泰樓 

屯門 富泰邨逸泰樓 

屯門 富泰邨頌泰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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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座 

屯門 寶田邨9座 

屯門 屯富路紀律部隊宿舍 

屯門 屯門市廣場1期3座 

屯門 屯門市廣場1期5座 

屯門 屯門市廣場3座 

屯門 屯門市廣場6座 

屯門 屯門新村 

屯門 屯門時代廣場A座 

屯門 屯門時代廣場B座 

屯門 屯門時代廣場C座 

屯門 屯門湖康警察宿舍2座 

屯門 屯門花園 

屯門 山庭 

屯門 山景邨景安樓 

屯門 山景邨景富樓 

屯門 山景邨景業樓 

屯門 山景邨景榮樓 

屯門 山景邨景樂樓 

屯門 山景邨景美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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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 山景邨景華樓 

屯門 山景邨景貴樓 

屯門 山景邨景麗樓 

屯門 康利中心 

屯門 康庭居 

屯門 康麗花園 

屯門 康麗花園1座 

屯門 康麗花園2座 

屯門 建生邨康生樓 

屯門 建生邨樂生樓 

屯門 建生邨泰生樓 

屯門 建生邨裕生樓 

屯門 弦海 

屯門 彩暉花園B座 

屯門 彩華花園C座 

屯門 得利工業中心B座 

屯門 御半山1A座 

屯門 御半山2B座 

屯門 御半山2座 

屯門 御海灣2座 

屯門 怡樂花園1座 

屯門 怡樂花園2座 

屯門 怡樂花園3座 

屯門 恆大 . 珺龍灣5座 

屯門 恒大．珺瓏灣1A座 

屯門 恒福花園2座 

屯門 恒福花園3座 

屯門 恒福花園4座 

屯門 恒福花園6座 

屯門 恒福花園7座 

屯門 恒順園2座 

屯門 恒順園5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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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屯門 恒順園9座 

屯門 悅湖山莊10座 

屯門 悅湖山莊11座 

屯門 悅湖山莊12座 

屯門 悅湖山莊13座 

屯門 悅湖山莊14座 

屯門 悅湖山莊4座 

屯門 悅湖山莊7座 

屯門 悅湖山莊9座 

屯門 愛琴海岸3座 

屯門 愛琴海岸5座 

屯門 愛琴海岸7座 

屯門 慧景閣 

屯門 慧豐園1座 

屯門 慧豐園4座 

屯門 新圍苑新凱閣 

屯門 新圍苑新奐閣 

屯門 新圍苑新珮閣 

屯門 新圍苑新碧閣 

屯門 新圍苑新賢閣 

屯門 新圍苑新順閣 

屯門 新墟村 

屯門 新屯門中心1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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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座 

屯門 新屯門中心6座 

屯門 新屯門中心7座 

屯門 新屯門中心8座 

屯門 新屯門中心9座 

屯門 新生精神康復會屯門長期護理院 

屯門 新興工業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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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屯門 新都大廈A座 

屯門 明偉大樓 

屯門 明煌花園 

屯門 星堤3座 

屯門 晋薈庭 

屯門 景峰花園1座 

屯門 景峰花園2座 

屯門 景峰花園3座 

屯門 景峰花園4座 

屯門 景新臺2座 

屯門 景新臺3座 

屯門 景新臺4座 

屯門 東威閣 

屯門 桃苑 

屯門 楊小坑村 

屯門 欣田邨俊田樓 

屯門 欣田邨喜田樓 

屯門 欣田邨悅田樓 

屯門 欣田邨綠田樓 

屯門 欣田邨逸田樓 

屯門 沙埔崗 

屯門 泥圍 

屯門 浪濤灣2座 

屯門 浪濤灣3座 

屯門 浪濤灣6座 

屯門 海景花園6座 

屯門 海景花園7座 

屯門 海盛大廈 

屯門 海翠花園2座 

屯門 海翠花園4座 

屯門 海翠花園5座 

屯門 海翠花園6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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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 海麗花園1座 

屯門 海麗花園2座 

屯門 湖景邨湖光樓 

屯門 湖景邨湖暉樓 

屯門 湖景邨湖月樓 

屯門 湖景邨湖畔樓 

屯門 湖景邨湖翠樓 

屯門 滿名山滿庭12座 

屯門 滿名山滿庭2座 

屯門 滿名山滿庭5座 

屯門 漣山Ebony 1座 

屯門 澤豐花園澤國樓 

屯門 澤豐花園澤安樓 

屯門 澤豐花園澤民樓 

屯門 澤豐花園澤泰樓 

屯門 玫瑰花園 

屯門 琨崙 

屯門 琨崙金琥珀 

屯門 瓏門2座 

屯門 瓏門6座 

屯門 瓏門7座 

屯門 田景邨田敦樓 

屯門 田景邨田樂樓 

屯門 田景邨田翠樓 

屯門 田景邨田裕樓 

屯門 盈溢居 

屯門 福亨村 

屯門 紫田村 

屯門 紫翠花園15座 

屯門 置樂花園8座 

屯門 置樂花園樂民苑 

屯門 置樂花園樂興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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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 美樂花園10座 

屯門 美樂花園2座 

屯門 美樂花園3座 

屯門 美樂花園4座 

屯門 美樂花園5座 

屯門 美樂花園6座 

屯門 美樂花園8座 

屯門 美樂花園9座 

屯門 翠寧花園2座 

屯門 翠寧花園4座 

屯門 翠寧花園5座 

屯門 翠寧花園6座 

屯門 翠屏山莊 

屯門 翠林花園A座 

屯門 翠林花園B座 

屯門 翠林花園E座 

屯門 聚康山莊3座 

屯門 良景邨良俊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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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景邨良英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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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田村 

屯門 芳苑A座 

屯門 茵翠豪庭 

屯門 菁雋 

屯門 菜園村 

屯門 華興大廈 

屯門 華都花園3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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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 華都花園4座 

屯門 華都花園5座 

屯門 藍地新村 

屯門 蝴蝶邨蝶影樓 

屯門 蝴蝶邨蝶心樓 

屯門 蝴蝶邨蝶意樓 

屯門 蝴蝶邨蝶翎樓 

屯門 蝴蝶邨蝶聚樓 

屯門 蝴蝶邨蝶舞樓 

屯門 豐景園1座 

屯門 豐景園3座 

屯門 豐景園4座 

屯門 豐連1座 

屯門 豐連2座 

屯門 豫豐花園10座 

屯門 豫豐花園11座 

屯門 豫豐花園12座 

屯門 豫豐花園13座 

屯門 豫豐花園3座 

屯門 豫豐花園6座 

屯門 豫豐花園9座 

屯門 邁亞美海灣1座 

屯門 邁亞美海灣4座 

屯門 邁亞美海灣5座 

屯門 邁亞美海灣6座 

屯門 金安大廈 

屯門 金銘大廈 

屯門 金麗樓2座 

屯門 錦暉花園3座 

屯門 錦興大廈 

屯門 錦華花園A座 

屯門 錦華花園B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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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 鍾屋村 

屯門 雅都花園1座 

屯門 雅都花園2座 

屯門 雅都花園3座 

屯門 青山村 

屯門 青磚圍 

屯門 青麗灣別墅 

屯門 順風圍 

屯門 香港黃金海岸12座 

屯門 香港黃金海岸16座 

屯門 香港黃金海岸21座 

屯門 香港黃金海岸2期16座 

屯門 香港黃金海岸2期6座 

屯門 麒麟圍 

屯門 麒麟豪苑19座 

屯門 麗寶大廈 

屯門 龍逸邨健龍樓 

屯門 龍逸邨康龍樓 

屯門 龍門居10座 

屯門 龍門居11座 

屯門 龍門居12座 

屯門 龍門居13座 

屯門 龍門居15座 

屯門 龍門居3座 

屯門 龍門居6座 

屯門 龍門居7座 

屯門 龍門居8座 

屯門 龍門居9座 

屯門 䨇寓南翼 

灣仔 Yoo Residence 

灣仔 上林1座 

灣仔 乘龍閣 



127 
 

地區 大廈名單 

灣仔 仁美大廈 

灣仔 伊利莎伯大廈C座 

灣仔 倚雲閣 

灣仔 傲龍軒 

灣仔 優雅閣 

灣仔 光華大廈 

灣仔 全豐樓 

灣仔 加路連大樓 

灣仔 勵德邨勵潔樓 

灣仔 勵德邨德全樓 

灣仔 勵德邨邨榮樓 

灣仔 南榮大廈 

灣仔 友光大廈 

灣仔 友誼大廈 

灣仔 名仕花園 

灣仔 嘉柏大廈 

灣仔 嘉樂居 

灣仔 嘉泰大廈 

灣仔 嘉苑B座 

灣仔 嘉薈軒 

灣仔 嘉雲臺7座 

灣仔 囍滙2座 

灣仔 城市大廈 

灣仔 基利大廈 

灣仔 堅尼閣 

灣仔 壹環 

灣仔 安東大廈 

灣仔 宏基大廈 

灣仔 寶富大廈 

灣仔 寶明大廈 

灣仔 尚巒 

灣仔 展鴻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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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 山光苑1期 

灣仔 山村臺35-41號 

灣仔 山河大廈 

灣仔 希雲大廈 

灣仔 廣生行大廈A座 

灣仔 建利大廈B座 

灣仔 建基大廈 

灣仔 復園 

灣仔 德發大廈 

灣仔 德興大廈 

灣仔 怡安大廈 

灣仔 恒豐大廈 

灣仔 愉昇閣 

灣仔 愉景樓 

灣仔 慧景臺 

灣仔 慶渠樓 

灣仔 成和道21-23號 

灣仔 文安樓A座 

灣仔 新基大廈 

灣仔 新都樓 

灣仔 旭逸閣 

灣仔 明賢大廈 

灣仔 書館街18號 

灣仔 會展中心會景閣 

灣仔 月陶居 

灣仔 東寧大廈 

灣仔 東山臺12號 

灣仔 松柏新邨D座 

灣仔 柯布連道6A-6B號 

灣仔 栢景臺2座 

灣仔 樂中樓 

灣仔 樂景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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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 樂活臺 

灣仔 樹發大樓 

灣仔 比華利山C座 

灣仔 比華利山E座 

灣仔 永威閣 

灣仔 永德大廈A座 

灣仔 泰港大廈 

灣仔 浣紗大廈 

灣仔 海外大廈 

灣仔 灣景樓 

灣仔 百德大廈C座 

灣仔 百德大廈D座 

灣仔 百福樓 

灣仔 石水渠街26-28號 

灣仔 石水渠街8號 

灣仔 福興里3號 

灣仔 禮希大樓 

灣仔 紹安大廈 

灣仔 維多利中心1座 

灣仔 置家中心 

灣仔 美蘭閣 

灣仔 翠壁 

灣仔 翠屏苑B座 

灣仔 翠谷樓 

灣仔 肇輝臺8號 

灣仔 芝蘭閣 

灣仔 苑廬 

灣仔 英京大廈 

灣仔 英利大廈 

灣仔 莊士頓大樓 

灣仔 華登大廈 

灣仔 華翠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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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 萬茂苑 

灣仔 萬麗海景酒店 

灣仔 蔚豪苑A座 

灣仔 西施樓 

灣仔 軒尼詩大廈 

灣仔 軒尼詩大樓 

灣仔 軒尼詩道117-123號 

灣仔 金樂居 

灣仔 金石樓 

灣仔 金禧大廈 

灣仔 銀星閣 

灣仔 長康大廈 

灣仔 雋琚 

灣仔 雲地利台 

灣仔 駱克道458-460號 

灣仔 駿愉居 

灣仔 駿逸峰 

灣仔 鳳凰閣2座 

灣仔 鴻福大廈 

灣仔 龍峰閣 

灣仔 龍濤苑1座 

黃大仙 啟德花園2座 

黃大仙 啟德花園3座 

黃大仙 啟德花園4座 

黃大仙 啟德花園5座 

黃大仙 啟鑽苑啟宏閣 

黃大仙 嘉峰臺3座 

黃大仙 嘉峰臺4座 

黃大仙 嘉峰臺5座 

黃大仙 嘉強苑嘉盈閣 

黃大仙 嘉華大廈 

黃大仙 天宏苑宏美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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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仙 天馬苑駿威閣 

黃大仙 天馬苑駿康閣 

黃大仙 天馬苑駿昇閣 

黃大仙 天馬苑駿飛閣 

黃大仙 威豪花園1座 

黃大仙 威豪花園2座 

黃大仙 宏景花園1座 

黃大仙 宏景花園3座 

黃大仙 宏景花園4座 

黃大仙 宏景花園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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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山邨富禮樓 

黃大仙 富強苑富和閣 

黃大仙 富強苑富康閣 

黃大仙 富強苑富雅閣 

黃大仙 康強苑 

黃大仙 康強苑B座 

黃大仙 康強街31號 

黃大仙 彩峰苑 

黃大仙 彩峰苑A座 

黃大仙 彩虹花園 

黃大仙 彩虹邨丹鳳樓 

黃大仙 彩虹邨白雪樓 

黃大仙 彩虹邨碧海樓 

黃大仙 彩虹邨紅萼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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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虹邨金漢樓 

黃大仙 彩虹邨金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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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黃大仙 彩虹邨金華樓 

黃大仙 彩虹邨錦雲樓 

黃大仙 彩輝邨彩華樓 

黃大仙 彩輝邨彩葉樓 

黃大仙 彩雲邨伴月樓 

黃大仙 彩雲邨啟輝樓 

黃大仙 彩雲邨日月樓 

黃大仙 彩雲邨明麗樓 

黃大仙 彩雲邨時雨樓 

黃大仙 彩雲邨游龍樓 

黃大仙 彩雲邨玉宇樓 

黃大仙 彩雲邨玉麟樓 

黃大仙 彩雲邨瓊宮樓 

黃大仙 彩雲邨甘霖樓 

黃大仙 彩雲邨白虹樓 

黃大仙 彩雲邨白鳳樓 

黃大仙 彩雲邨紫霄樓 

黃大仙 彩雲邨觀日樓 

黃大仙 彩雲邨豐澤樓 

黃大仙 彩雲邨銀河樓 

黃大仙 彩雲邨長波樓 

黃大仙 彩雲邨飛鳳樓 

黃大仙 德強苑德華閣 

黃大仙 德強苑德賢閣 

黃大仙 怡富花園 

黃大仙 悅庭軒1座 

黃大仙 悅庭軒2座 

黃大仙 慈安苑安康閣 

黃大仙 慈安苑安欣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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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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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黃大仙 慈康邨康秀樓 

黃大仙 慈愛苑愛仁閣 

黃大仙 慈愛苑愛富閣 

黃大仙 慈愛苑愛寧閣 

黃大仙 慈愛苑愛康閣 

黃大仙 慈愛苑愛慧閣 

黃大仙 慈愛苑愛榮閣 

黃大仙 慈愛苑愛聰閣 

黃大仙 慈愛苑愛華閣 

黃大仙 慈愛苑愛裕閣 

黃大仙 慈愛苑愛賢閣 

黃大仙 慈樂大廈 

黃大仙 慈樂邨樂仁樓 

黃大仙 慈樂邨樂信樓 

黃大仙 慈樂邨樂天樓 

黃大仙 慈樂邨樂安樓 

黃大仙 慈樂邨樂旺樓 

黃大仙 慈樂邨樂滿樓 

黃大仙 慈樂邨樂祥樓 

黃大仙 慈樂邨樂誠樓 

黃大仙 慈正邨正和樓 

黃大仙 慈正邨正安樓 

黃大仙 慈正邨正康樓 

黃大仙 慈正邨正德樓 

黃大仙 慈正邨正怡樓 

黃大仙 慈正邨正旭樓 

黃大仙 慈正邨正明樓 

黃大仙 慈正邨正暉樓 

黃大仙 慈正邨正泰樓 

黃大仙 慈正邨正遠樓 

黃大仙 慈民邨民健樓 

黃大仙 慈民邨民泰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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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黃大仙 慈民邨民裕樓 

黃大仙 慈祥大廈 

黃大仙 慈華大廈 

黃大仙 懷安樓 

黃大仙 新光中心2座 

黃大仙 新蒲崗大廈 

黃大仙 新蒲崗大廈A座 

黃大仙 新蒲崗大廈B座 

黃大仙 新蒲崗廣場1座 

黃大仙 新麗花園A座 

黃大仙 新麗花園B座 

黃大仙 旺景工業大廈 

黃大仙 星河明居A座 

黃大仙 星河明居B座 

黃大仙 星河明居C座 

黃大仙 星河明居D座 

黃大仙 景泰苑 

黃大仙 景福街63號 

黃大仙 曉暉花園2座 

黃大仙 曉暉花園5座 

黃大仙 東匯邨匯仁樓 

黃大仙 東匯邨匯智樓 

黃大仙 東頭邨安東樓 

黃大仙 東頭邨康東樓 

黃大仙 東頭邨旺東樓 

黃大仙 東頭邨柏東樓 

黃大仙 東頭邨榮東樓 

黃大仙 東頭邨泰東樓 

黃大仙 東頭邨盈東樓 

黃大仙 東頭邨耀東樓 

黃大仙 東頭邨興東樓 

黃大仙 東頭邨茂東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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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黃大仙 東頭邨裕東樓 

黃大仙 東頭邨貴東樓 

黃大仙 東頭邨逸東樓 

黃大仙 樂富邨宏康樓 

黃大仙 樂富邨宏逸樓 

黃大仙 樂富邨宏達樓 

黃大仙 樂富邨樂東樓 

黃大仙 樂富邨樂民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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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橫頭磡邨宏亮樓 

黃大仙 橫頭磡邨宏偉樓 

黃大仙 橫頭磡邨宏光樓 

黃大仙 橫頭磡邨宏基樓 

黃大仙 橫頭磡邨宏孝樓 

黃大仙 橫頭磡邨宏安樓 

黃大仙 橫頭磡邨宏富樓 

黃大仙 橫頭磡邨宏德樓 

黃大仙 橫頭磡邨宏暉樓 

黃大仙 橫頭磡邨宏業樓 

黃大仙 橫頭磡邨宏照樓 

黃大仙 橫頭磡邨宏禮樓 

黃大仙 橫頭磡邨宏耀樓 

黃大仙 橫頭磡邨宏興樓 

黃大仙 橫頭磡邨宏頌樓 

黃大仙 永發大廈 

黃大仙 沙田㘭邨和田樓 

黃大仙 沙田㘭邨順田樓 

黃大仙 海港花園1座 

黃大仙 消防處永定道消防已婚宿舍1座 

黃大仙 消防處黃大仙員佐級已婚人員宿舍A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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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黃大仙 消防處黃大仙員佐級已婚人員宿舍B

座 

黃大仙 滙豪山 

黃大仙 現崇山3A座 

黃大仙 現崇山5B座 

黃大仙 瓊山苑瓊琚閣 

黃大仙 瓊山苑瓊瑋閣 

黃大仙 瓊山苑瓊瑤閣 

黃大仙 瓊山苑瓊碧閣 

黃大仙 瓊麗苑瓊昌閣 

黃大仙 瓊麗苑瓊泰閣 

黃大仙 盈利大廈 

黃大仙 盈福苑 

黃大仙 竹園北邨松園樓 

黃大仙 竹園北邨柏園樓 

黃大仙 竹園北邨桃園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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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園南邨富園樓 

黃大仙 竹園南邨榮園樓 

黃大仙 竹園南邨秀園樓 

黃大仙 竹園南邨華園樓 

黃大仙 竹園南邨貴園樓 

黃大仙 竹園南邨趣園樓 

黃大仙 竹園南邨雅園樓 

黃大仙 竹園南邨麗園樓 

黃大仙 美東邨美仁樓 

黃大仙 美東邨美德樓 

黃大仙 翠明樓 

黃大仙 翠竹花園12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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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黃大仙 翠竹花園13座 

黃大仙 翠竹花園1座 

黃大仙 翠竹花園2座 

黃大仙 翠竹花園4座 

黃大仙 翠竹花園5座 

黃大仙 翠竹花園6座 

黃大仙 翠竹花園7座 

黃大仙 翠竹花園9座 

黃大仙 翠鳳街50號 

黃大仙 翠鳳街56號 

黃大仙 聯合大樓 

黃大仙 華麗樓 

黃大仙 衍慶大廈 

黃大仙 豐盛街紀律部隊宿舍2座 

黃大仙 豪苑2座 

黃大仙 豪苑3座 

黃大仙 豪門 

黃大仙 越秀廣場秀明苑 

黃大仙 越秀廣場秀華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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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座 

黃大仙 采頤花園1座 

黃大仙 采頤花園2座 

黃大仙 采頤花園3座 

黃大仙 采頤花園4座 

黃大仙 采頤花園5座 

黃大仙 采頤花園7 座 

黃大仙 采頤花園8座 

黃大仙 銀鳳街58號 

黃大仙 錦榮街35號 

黃大仙 長春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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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黃大仙 香港善導會扶輪(樂富)宿舍 

黃大仙 鳳德道71號 

黃大仙 鳳德邨斑鳳樓 

黃大仙 鳳德邨硃鳳樓 

黃大仙 鳳德邨碧鳳樓 

黃大仙 鳳德邨紫鳳樓 

黃大仙 鳳德邨銀鳳樓 

黃大仙 鳳德邨雪鳳樓 

黃大仙 鳳德邨黛鳳樓 

黃大仙 鳳禮苑鳳欣閣 

黃大仙 鳳禮苑鳳禧閣 

黃大仙 鳳鑽苑 

黃大仙 鳴鳳閣 

黃大仙 鵬程苑 

黃大仙 黃大仙上邨倡善樓 

黃大仙 黃大仙上邨啟善樓 

黃大仙 黃大仙上邨昭善樓 

黃大仙 黃大仙上邨溢善樓 

黃大仙 黃大仙上邨耀善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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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大仙下邨龍和樓 

黃大仙 黃大仙下邨龍安樓 

黃大仙 黃大仙下邨龍康樓 

黃大仙 黃大仙下邨龍昌樓 

黃大仙 黃大仙下邨龍榮樓 

黃大仙 黃大仙下邨龍樂樓 

黃大仙 黃大仙下邨龍泰樓 

黃大仙 黃大仙下邨龍滿樓 

黃大仙 黃大仙下邨龍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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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黃大仙 黃大仙下邨龍福樓 

黃大仙 黃大仙下邨龍禧樓 

黃大仙 黃大仙下邨龍興樓 

黃大仙 黃大仙下邨龍華樓 

黃大仙 黃大仙下邨龍裕樓 

黃大仙 黃大仙下邨龍豐樓 

黃大仙 黃大仙下邨龍逸樓 

黃大仙 黃大仙下邨龍達樓 

黃大仙 黃大仙下邨龍順樓 

黃大仙 黃大仙紀律部隊宿舍2座 

黃大仙 龍蟠苑龍珠閣 

黃大仙 龍蟠苑龍瑚閣 

黃大仙 龍蟠苑龍璋閣 

黃大仙 龍蟠苑龍璣閣 

黃大仙 龍蟠苑龍環閣 

油尖旺 I-Home 

油尖旺 Mod595 

油尖旺 Skypark 

油尖旺 The Austine Place 

油尖旺 中堅樓 

油尖旺 中興樓 

油尖旺 中英樓 

油尖旺 亮賢居 

油尖旺 仁俊大廈 

油尖旺 健榮樓 

油尖旺 僑明大廈 

油尖旺 先施大廈 

油尖旺 凱帆軒2座 

油尖旺 利奧坊．凱岸1座 

油尖旺 利奧坊．凱岸2座 

油尖旺 利奧坊．曉岸1座 

油尖旺 利興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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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油尖旺 利豐大廈 

油尖旺 千歲大廈 

油尖旺 厚福街7A號 

油尖旺 合桃街8號福群大廈 

油尖旺 君滙港2座 

油尖旺 君臨天下3座 

油尖旺 君頤峰3座 

油尖旺 吳松街80號 

油尖旺 嘉成大廈 

油尖旺 國康大廈 

油尖旺 國際大廈 

油尖旺 基隆街18A號 

油尖旺 大全街54號 

油尖旺 大利樓 

油尖旺 大南街80號 

油尖旺 大同新邨大成樓 

油尖旺 大同新邨大方樓 

油尖旺 大同新邨大滿樓 

油尖旺 大同新邨大眾樓 

油尖旺 大觀樓 

油尖旺 太子道西206-208號 

油尖旺 奧柏‧御峯2座 

油尖旺 安居樓 

油尖旺 官涌街22號 

油尖旺 富多來新邨1期富金樓 

油尖旺 富多來新邨1期富鑾樓 

油尖旺 富多來新邨富堂樓 

油尖旺 富多來新邨富皇樓 

油尖旺 富寧閣 

油尖旺 富榮花園10座 

油尖旺 富榮花園12座 

油尖旺 富榮花園13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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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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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座 

油尖旺 富榮花園2座 

油尖旺 富榮花園5座 

油尖旺 富榮花園6座 

油尖旺 富榮花園7座 

油尖旺 富榮花園9座 

油尖旺 富貴大廈西座 

油尖旺 寶安大樓 

油尖旺 寶崙樓 

油尖旺 寶發大廈 

油尖旺 寶靈大樓 

油尖旺 寶齡大廈 

油尖旺 山東街27E號 

油尖旺 希爾頓花園酒店 

油尖旺 帝峯．皇殿2座 

油尖旺 帝庭園3座 

油尖旺 帝苑酒店 

油尖旺 平安大樓 

油尖旺 康樂大樓 

油尖旺 廣富大廈 

油尖旺 廣東道1079號 

油尖旺 廣東道1088-1090號 

油尖旺 廣東道1104-1104B號 

油尖旺 廣東道945號 

油尖旺 廣榮樓 

油尖旺 廣源大廈 

油尖旺 廣福大廈 

油尖旺 廣裕大廈 

油尖旺 建煌華廈 

油尖旺 彌敦道483-485A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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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油尖旺 御金‧國峯6座 

油尖旺 德豐大廈 

油尖旺 必發大廈 

油尖旺 必發臺 

油尖旺 慶年大樓 

油尖旺 慶華大廈 

油尖旺 擎天半島6座 

油尖旺 文景樓 

油尖旺 文耀樓 

油尖旺 文苑樓 

油尖旺 文英樓 

油尖旺 文華樓 

油尖旺 文蔚樓 

油尖旺 新填地街225號 

油尖旺 新填地街350號 

油尖旺 新填地街372號 

油尖旺 新填地街43號 

油尖旺 新填地街465號 

油尖旺 新填地街475-477號 

油尖旺 新填地街617號 

油尖旺 新漢大樓 

油尖旺 新興大廈 

油尖旺 旺角道25號 

油尖旺 昌威大廈 

油尖旺 朗逸酒店 

油尖旺 木的地·R 

油尖旺 東寶閣 

油尖旺 東盛大廈 

油尖旺 柏景灣6座 

油尖旺 柏景灣9座 

油尖旺 榮基樓 

油尖旺 榮森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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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油尖旺 槐樹街6號麗華閣 

油尖旺 樂園大廈 

油尖旺 樂群街28號 

油尖旺 橡樹街74-76號 

油尖旺 櫻桃大廈 

油尖旺 民興大廈 

油尖旺 永僑大廈 

油尖旺 永業大廈 

油尖旺 永樂大樓 

油尖旺 河內道2號 

油尖旺 洋松街24號 

油尖旺 浪澄灣2座 

油尖旺 浪澄灣5座 

油尖旺 海富苑海寧閣 

油尖旺 海富苑海嵐閣 

油尖旺 海富苑海欣閣 

油尖旺 海富苑海裕閣 

油尖旺 海富苑海韻閣 

油尖旺 海康大廈1座 

油尖旺 海桃灣1座 

油尖旺 海桃灣3座 

油尖旺 海港城港威秀棠閣 

油尖旺 港威酒店 

油尖旺 港景峯1座 

油尖旺 港景峯2座 

油尖旺 港景峯3座 

油尖旺 港灣豪庭1座 

油尖旺 港灣豪庭3座 

油尖旺 港灣豪庭4座 

油尖旺 港灣豪庭8座 

油尖旺 港灣豪庭9座 

油尖旺 源發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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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油尖旺 漾日居6座 

油尖旺 炮台街38號 

油尖旺 炮台街65-71A號 

油尖旺 牡丹大廈 

油尖旺 獨立大廈 

油尖旺 瓊林閣 

油尖旺 瓏璽迎海鑽 

油尖旺 界限街24-26號 

油尖旺 百寶大廈 

油尖旺 百祥大廈 

油尖旺 百達大廈 

油尖旺 皇太子大廈 

油尖旺 砵崙樓 

油尖旺 砵蘭街38號 

油尖旺 立信大廈 

油尖旺 紅樂道12號 

油尖旺 統一大廈B座 

油尖旺 維港灣8座 

油尖旺 維港灣9座 

油尖旺 美明大廈 

油尖旺 美麗都大廈 

油尖旺 興旺大廈 

油尖旺 花園廣場 

油尖旺 花園街248號 

油尖旺 荔塘大廈B座 

油尖旺 荔宮大廈 

油尖旺 華德大廈 

油尖旺 華新大廈 

油尖旺 華源大廈 

油尖旺 華豐大廈 

油尖旺 華麗閣 

油尖旺 藝興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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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油尖旺 西九龍紀律部隊宿舍1座 

油尖旺 西洋菜南街52號 

油尖旺 豉油街12號 

油尖旺 豐樂大廈 

油尖旺 通菜街113號 

油尖旺 通菜街197-199號 

油尖旺 通菜街25號 

油尖旺 通菜街30號 

油尖旺 通菜街79號 

油尖旺 通菜街87-89號 

油尖旺 運動場道5A號 

油尖旺 遠東發展旺角大廈 

油尖旺 都會軒2座 

油尖旺 金國中心 

油尖旺 金基樓 

油尖旺 金百龍大廈 

油尖旺 長輝大廈 

油尖旺 雲峰樓 

油尖旺 順利大廈B座 

油尖旺 順興大廈 

油尖旺 頌賢花園1座 

油尖旺 頌賢花園3座 

油尖旺 頌賢花園4座 

油尖旺 頌賢花園T3座 

油尖旺 頌賢花園T4座 

油尖旺 香港瑰麗酒店 

油尖旺 馬哥孛羅香港酒店 

油尖旺 駿發花園1座 

油尖旺 駿發花園3座 

油尖旺 駿發花園5座 

油尖旺 鴻運大樓 

油尖旺 鴻都大廈2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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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油尖旺 鴻都大廈3座 

油尖旺 麗東大廈 

油尖旺 麗華大廈 

油尖旺 龍飛大樓 

油尖旺 龍馬大廈 

元朗 Grand Yoho 1座 

元朗 Park Yoho Milano 36A座 

元朗 Park Yoho Venezia 5B座 

元朗 Wetland Seasons Park 20座 

元朗 Wetland Seasons Park 23座 

元朗 Yoho Midtown M2座 

元朗 Yoho Town 1座 

元朗 Yoho Town 2座 

元朗 Yoho Town 6座 

元朗 Yoho Town 8座 

元朗 Yoho Town 9座 

元朗 上村 

元朗 上竹園 

元朗 上竹園村 

元朗 上輋村 

元朗 下灣漁民新村 

元朗 下輋 

元朗 世宙1座 

元朗 世宙5座 

元朗 丹桂村 

元朗 仁翠苑 

元朗 俊宏軒10座 

元朗 俊宏軒11座 

元朗 俊宏軒1座 

元朗 俊宏軒2座 

元朗 俊宏軒3座 

元朗 俊宏軒4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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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元朗 俊宏軒5座 

元朗 俊宏軒7座 

元朗 俊宏軒8座 

元朗 俊賢坊兆日樓 

元朗 偉發大廈 

元朗 元崗村 

元朗 元朗大廈 

元朗 元朗安寧路59A號寶豐樓 

元朗 元朗廣場 

元朗 元通樓 

元朗 八鄉上村 

元朗 利民會屏山樓 

元朗 加多利園27座 

元朗 加州花園爵仕居 

元朗 南坑排 

元朗 合益中心 

元朗 合益大廈 

元朗 同發大廈 

元朗 吳家村 

元朗 吳屋村 

元朗 和成花園10座 

元朗 嘉湖山莊景湖居10座 

元朗 嘉湖山莊景湖居11座 

元朗 嘉湖山莊景湖居13座 

元朗 嘉湖山莊景湖居14座 

元朗 嘉湖山莊景湖居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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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湖山莊景湖居7座 

元朗 嘉湖山莊景湖居8座 

元朗 嘉湖山莊樂湖居10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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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元朗 嘉湖山莊樂湖居12座 

元朗 嘉湖山莊樂湖居13座 

元朗 嘉湖山莊樂湖居14座 

元朗 嘉湖山莊樂湖居3座 

元朗 嘉湖山莊樂湖居5座 

元朗 嘉湖山莊樂湖居6座 

元朗 嘉湖山莊樂湖居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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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座 

元朗 嘉湖山莊美湖居7座 

元朗 嘉湖山莊美湖居8座 

元朗 嘉湖山莊翠湖居4座 

元朗 嘉湖山莊賞湖居1座 

元朗 嘉湖山莊賞湖居3座 

元朗 嘉湖山莊麗湖居10座 

元朗 嘉湖山莊麗湖居1座 

元朗 嘉湖山莊麗湖居2座 

元朗 嘉湖山莊麗湖居3座 

元朗 嘉湖山莊麗湖居5座 

元朗 嘉湖山莊麗湖居8座 

元朗 嘉湖海逸酒店 

元朗 四季名園 

元朗 四季豪園 

元朗 國華大廈 

元朗 地利黃金閣 

元朗 坑口村 

元朗 坑尾村 

元朗 塘頭埔村 

元朗 大旗嶺 

元朗 大旗嶺村 

元朗 大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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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元朗 大江埔 

元朗 大江埔村 

元朗 大福中心 

元朗 大福大廈 

元朗 天富苑亨富閣 

元朗 天富苑偉富閣 

元朗 天富苑元富閣 

元朗 天富苑寧富閣 

元朗 天富苑朗富閣 

元朗 天富苑榮富閣 

元朗 天富苑欣富閣 

元朗 天富苑聚富閣 

元朗 天富苑能富閣 

元朗 天富苑興富閣 

元朗 天富苑逸富閣 

元朗 天富苑雅富閣 

元朗 天富苑齊富閣 

元朗 天恒邨恒俊樓 

元朗 天恒邨恒健樓 

元朗 天恒邨恒卓樓 

元朗 天恒邨恒富樓 

元朗 天恒邨恒智樓 

元朗 天恒邨恒樂樓 

元朗 天恒邨恒欣樓 

元朗 天恒邨恒滿樓 

元朗 天恒邨恒翠樓 

元朗 天恒邨恒貴樓 

元朗 天恒邨恒輝樓 

元朗 天恒邨恒通樓 

元朗 天恩邨恩慈樓 

元朗 天恩邨恩樂樓 

元朗 天恩邨恩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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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元朗 天恩邨恩盈樓 

元朗 天恩邨恩福樓 

元朗 天恩邨恩穗樓 

元朗 天恩邨恩翠樓 

元朗 天恩邨恩頤樓 

元朗 天悅邨悅富樓 

元朗 天悅邨悅榮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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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愛苑愛潮閣 

元朗 天愛苑愛濤閣 

元朗 天慈邨慈屏樓 

元朗 天慈邨慈心樓 

元朗 天慈邨慈恩樓 

元朗 天慈邨慈輝樓 

元朗 天晴邨晴喜樓 

元朗 天晴邨晴彩樓 

元朗 天晴邨晴悅樓 

元朗 天晴邨晴海樓 

元朗 天晴邨晴滿樓 

元朗 天晴邨晴碧樓 

元朗 天晴邨晴雲樓 

元朗 天澤邨澤宇樓 

元朗 天澤邨澤星樓 

元朗 天澤邨澤潤樓 

元朗 天澤邨澤輝樓 

元朗 天澤邨澤辰樓 

元朗 天瑞邨瑞勝樓 

元朗 天瑞邨瑞國樓 

元朗 天瑞邨瑞心樓 

元朗 天瑞邨瑞意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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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元朗 天瑞邨瑞林樓 

元朗 天瑞邨瑞業樓 

元朗 天瑞邨瑞泉樓 

元朗 天瑞邨瑞豐樓 

元朗 天瑞邨瑞財樓 

元朗 天瑞邨瑞輝樓 

元朗 天瑞邨瑞龍樓 

元朗 天盛苑盛亨閣 

元朗 天盛苑盛勤閣 

元朗 天盛苑盛坤閣 

元朗 天盛苑盛彩閣 

元朗 天盛苑盛志閣 

元朗 天盛苑盛旭閣 

元朗 天盛苑盛昭閣 

元朗 天盛苑盛泉閣 

元朗 天盛苑盛珍閣 

元朗 天盛苑盛譽閣 

元朗 天盛苑盛賢閣 

元朗 天盛苑盛頤閣 

元朗 天盛苑盛麗閣 

元朗 天盛苑盛鼎閣 

元朗 天祐苑祐寧閣 

元朗 天祐苑祐康閣 

元朗 天祐苑祐泰閣 

元朗 天耀邨耀富樓 

元朗 天耀邨耀康樓 

元朗 天耀邨耀昌樓 

元朗 天耀邨耀民樓 

元朗 天耀邨耀泰樓 

元朗 天耀邨耀澤樓 

元朗 天耀邨耀盛樓 

元朗 天耀邨耀興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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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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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華邨華彩樓 

元朗 天華邨華悅樓 

元朗 天華邨華祐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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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逸邨逸池樓 

元朗 天逸邨逸洋樓 

元朗 天逸邨逸浪樓 

元朗 天逸邨逸海樓 

元朗 天逸邨逸湖樓 

元朗 天逸邨逸潭樓 

元朗 天逸邨逸濤樓 

元朗 天頌苑頌亭閣 

元朗 天頌苑頌恩閣 

元朗 天頌苑頌映閣 

元朗 天頌苑頌棋閣 

元朗 天頌苑頌海閣 

元朗 天頌苑頌澤閣 

元朗 天頌苑頌琴閣 

元朗 天頌苑頌畫閣 

元朗 天頌苑頌碧閣 

元朗 天頌苑頌臺閣 

元朗 天麗苑 

元朗 好旺洋樓 

元朗 好順利大廈2座 

元朗 好順意大廈1座 

元朗 好順意大廈A座 

元朗 好順景大廈2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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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元朗 好順泰大廈B座 

元朗 威王花園F座 

元朗 安福大樓 

元朗 宏富苑 

元朗 富來花園A座 

元朗 富來花園B座 

元朗 富達廣場A座 

元朗 富銀花園28座 

元朗 富雅花園 

元朗 富麗山莊9座 

元朗 尚悅 ‧ 嶺2座 

元朗 尚悅10座 

元朗 尚悅11座 

元朗 尚悅13座 

元朗 尚悅2座 

元朗 尚悅5座 

元朗 屏山新村 

元朗 屏欣苑屏彥閣 

元朗 屏欣苑屏愛閣 

元朗 屏欣苑屏泰閣 

元朗 山下村 

元朗 山貝洪田村 

元朗 山貝涌口村 

元朗 崇正新村 

元朗 巷尾村 

元朗 帝庭居1座 

元朗 幸福樓 

元朗 幸福樓1期D座 

元朗 幸福樓1期E座 

元朗 康德閣 

元朗 廈村 

元朗 御景園1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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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元朗 御景園7座 

元朗 御翠園 

元朗 御豪山莊1座 

元朗 御豪山莊3座 

元朗 御豪山莊8座 

元朗 怡豐花園A座 

元朗 怡豐花園B座 

元朗 慧景軒1座 

元朗 慧景軒3座 

元朗 打石湖石塘 

元朗 文丞樓 

元朗 新元朗中心4座 

元朗 新基樓 

元朗 新生村 

元朗 新起村 

元朗 新隆圍 

元朗 昌發大廈 

元朗 映御2座 

元朗 曉門 

元朗 朗善邨善勇樓 

元朗 朗善邨善愛樓 

元朗 朗城滙1座 

元朗 朗屏8號2座 

元朗 朗屏8號5座 

元朗 朗屏邨喜屏樓 

元朗 朗屏邨寶屏樓 

元朗 朗屏邨悅屏樓 

元朗 朗屏邨燕屏樓 

元朗 朗屏邨玉屏樓 

元朗 朗屏邨珠屏樓 

元朗 朗屏邨畫屏樓 

元朗 朗屏邨石屏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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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元朗 朗屏邨賀屏樓 

元朗 朗屏邨錦屏樓 

元朗 朗屏邨鏡屏樓 

元朗 朗屏邨雁屏樓 

元朗 朗屏邨鳳屏樓 

元朗 朗屏邨鵲屏樓 

元朗 朗庭園1座 

元朗 朗庭園3座 

元朗 朗景臺1座 

元朗 朗景臺2座 

元朗 朗月軒 

元朗 朗睛邨青朗樓 

元朗 木橋頭村 

元朗 東頭圍新村 

元朗 東頭村 

元朗 柏逸2座 

元朗 柏雨花園8座 

元朗 柏麗豪園5座 

元朗 栢慧豪園2座 

元朗 栢慧豪園3座 

元朗 栢慧豪園6座 

元朗 栢慧豪園7座 

元朗 栢慧豪園8座 

元朗 楊屋新村 

元朗 楊屋村 

元朗 榮光大廈 

元朗 樂富大廈 

元朗 橫台山散村 

元朗 橫洲忠心圍 

元朗 橫洲東頭圍 

元朗 橫洲東頭圍新村 

元朗 橫洲福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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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元朗 橫洲西頭圍 

元朗 欖口園 

元朗 欖口村 

元朗 水流田 

元朗 水盞田 

元朗 水蕉新村 

元朗 水蕉老圍 

元朗 水邊圍 

元朗 水邊圍邨山水樓 

元朗 水邊圍邨康水樓 

元朗 水邊圍邨泉水樓 

元朗 水邊圍邨湖水樓 

元朗 水邊圍邨盈水樓 

元朗 水邊圍邨碧水樓 

元朗 水邊村 

元朗 水頭 

元朗 永平村 

元朗 沙埔村 

元朗 沙江圍 

元朗 油渣埔 

元朗 泉薈2座 

元朗 泓瀚花園10座 

元朗 泰康圍 

元朗 泰祥大廈 

元朗 泰苑小築 

元朗 洪福邨洪喜樓 

元朗 洪福邨洪塱樓 

元朗 洪福邨洪悅樓 

元朗 洪福邨洪昌樓 

元朗 洪福邨洪樂樓 

元朗 洪福邨洪欣樓 

元朗 洪福邨洪歡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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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大廈名單 

元朗 洪福邨洪溢樓 

元朗 洪福邨洪盛樓 

元朗 海燕花園 

元朗 深涌村 

元朗 深灣畔12座 

元朗 港頭村 

元朗 溱柏5座 

元朗 溱柏8座 

元朗 灰沙圍 

元朗 爾巒茵娜大道6座 

元朗 牛潭尾 

元朗 玄新和庭16座 

元朗 玉龍樓 

元朗 瓦窰頭 

元朗 瓦窰頭村 

元朗 田心村 

元朗 白沙村 

元朗 益輝大廈 

元朗 石塘村 

元朗 石湖圍 

元朗 石湖塘村 

元朗 碧豪苑 

元朗 祥降圍 

元朗 福德樓 

元朗 禮修村 

元朗 竹新村 

元朗 米埔隴村 

元朗 紅棉洋樓 

元朗 紅棗田村 

元朗 紫荊樓 

元朗 綠悅5座 

元朗 縉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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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 翠珊園1座 

元朗 翠韻華庭1座 

元朗 聯勝樓 

元朗 聯發洋樓 

元朗 芭堤雅 

元朗 芭堤雅E座 

元朗 菁雅居1期15座 

元朗 菁雅居7座 

元朗 萬豐大廈 

元朗 蓮花地 

元朗 蕃田村 

元朗 蝦尾新村 

元朗 蝶翠峰12座 

元朗 蝶翠峰16座 

元朗 蝶翠峰1座 

元朗 蝶翠峰5座 

元朗 蝶翠峰尚悅‧嶺1座 

元朗 蝶翠峰綠庭園11座 

元朗 蝶翠峰綠庭園12座 

元朗 西邊圍 

元朗 豪園 

元朗 豪苑6座 

元朗 輞井圍 

元朗 輞井村 

元朗 逸林首府 

元朗 采葉庭13座 

元朗 采葉庭15座 

元朗 采葉庭7座 

元朗 采茵軒2座 

元朗 采茵軒6座 

元朗 采葉庭10座 

元朗 金爵花園2期4座 



159 
 

地區 大廈名單 

元朗 金福閣 

元朗 鈞樂新邨 

元朗 銀田花園 

元朗 銀田花園4座 

元朗 銀禧花園B9座 

元朗 錦安花園40座 

元朗 錦綉花園B段第六街 

元朗 錦綉花園E段第四街 

元朗 錦綉花園F段第九街 

元朗 錦綉花園G段第一街 

元朗 錦綉花園G段第二街 

元朗 錦綉花園K段第四街 

元朗 錦綉花園L段第五街 

元朗 錦綉花園Q段第一街 

元朗 錦綉花園河北第一街 

元朗 錦綉花園河北第九街 

元朗 錦繡花園D段第二街 

元朗 錫降村 

元朗 長莆 

元朗 雅珊園3座 

元朗 雅麗花園 

元朗 雍翠豪園2座 

元朗 青龍村 

元朗 順豐大廈 

元朗 馬寶花園2座 

元朗 鳳庭苑茵庭閣 

元朗 鳳庭苑華庭閣 

元朗 鳳池村 

元朗 麒麟村 

元朗 黃屋村 

元朗 黃泥墩村 

 

(最後更新於 2022 年 5 月 23 日，以上資料每天更新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