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區 - 藍證書大廈

太古灣道12號 興華(二)邨 豐興樓 小西灣邨 瑞發樓
太古灣道14號 興華(二)邨 樂興樓 小西灣邨 瑞富樓
英皇道 625號 興華(二)邨 街市 小西灣邨 瑞福樓
英皇道633號 興華(二)邨 寧興樓 小西灣邨 瑞喜樓
啟力工業中心A座 興華(二)邨 安興樓 小西灣邨 瑞強樓
友邦廣場 興華(二)邨 和興樓 小西灣邨 瑞樂樓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興華(二)邨 裕興樓 小西灣邨 瑞隆樓
柴灣邨 灣畔樓 香港養和東區醫療中心 小西灣邨 瑞明樓
柴灣邨 灣映樓 康東邨 康瑞樓 小西灣邨 瑞滿樓
城市花園 第1座 香島 ㇐座 小西灣邨 瑞盛樓
城市花園 第10座 香島 二座 小西灣邨 瑞泰樓
城市花園 第11座 香島 三座 小西灣邨 瑞益樓
城市花園 第12座 香島 五座 科匯中心
城市花園 第13座 港運城商場 雋悅 第1座
城市花園 第14座 K11 Atelier (King's Road)* 雋悅 第2座
城市花園 第2座 啟力工業中心B座 雋悅 第3座
城市花園 第3座 僑華大廈 國貿中心
城市花園 第4座 澤鑾閣 Flat A 翠樂邨 翠祿樓
城市花園 第5座 澤鑾閣 Flat B 東寶大廈
城市花園 第6座 澤鑾閣 Flat C 環翠邨 澤翠樓
城市花園 第7座 澤鑾閣 Flat D 環翠邨 福翠樓
城市花園 第8座 康蘭居 環翠邨 富翠樓
城市花園 第9座 康怡廣場 環翠邨 喜翠樓
太古城中心 遠晴 環翠邨 貴翠樓
柏蔚山 第1座 豪廷峯 第㇐座 環翠邨 利翠樓
柏蔚山 第2座 豪廷峯 第二座 環翠邨 美翠樓
柏蔚山 第3座 連翠邨 連翠樓 環翠邨 盛翠樓
福昌樓 明華大廈 1 座 環翠邨 蕙翠樓
港匯東 明華大廈 2 座 環翠邨 逸翠樓
維港頌第1座 模範邨 民祥樓 環翠邨 怡翠樓
維港頌第3座 模範邨 民康樓 耀東邨 耀昌樓
維港頌第5座 模範邨 民景樓 耀東邨 耀輝樓
維港頌第6座 模範邨 民樂樓 耀東邨 耀福樓
維港頌第7座 模範邨 民寧樓 耀東邨 耀富樓
維港頌第8座 模範邨 民順樓 耀東邨 耀豐樓
北角匯二期 南豐新邨 1座 耀東邨 耀興樓
北角匯三期 南豐新邨 10座 耀東邨 耀貴樓
健康村㇐期 康智閣 南豐新邨 11座 耀東邨 耀樂樓
健康村㇐期 康達閣 南豐新邨 12座 耀東邨 耀明樓
健康村三期 棕樹樓 南豐新邨 2座 耀東邨 耀安樓
健康村三期 紅桃樓 南豐新邨 3座 耀東邨 耀華樓
健康村三期 藍鵲樓 南豐新邨 4座 漁灣邨 漁進樓
健康村三期 綠葉樓 南豐新邨 5座 漁灣邨 漁豐樓
健康村三期 銀杏樓 南豐新邨 6座 漁灣邨 漁安樓
健康村三期 白陽樓 南豐新邨 7座 漁灣邨 漁順樓
健康村三期 黃菊樓 南豐新邨 8座 漁灣邨 漁泰樓
興民邨 民澤樓 南豐新邨 9座 仁孚行
興民邨 民富樓 君豪峰
興民邨 民逸樓 愛東邨 愛澤樓
興東邨 興祖樓 愛東邨 愛平樓
興東邨 興豐樓 愛東邨 愛寶樓
興東邨 興康樓 愛東邨 愛善樓
興華 (I) 邨 卓華樓 愛東邨 愛逸樓
興華 (I) 邨 興翠樓 愛東邨 愛旭樓
興華 (I) 邨 美華樓 太古坊㇐座
興華(二)邨 展興樓 御皇臺

已獲「大廈優質供水認可計劃－食水(管理系統)」證書的樓宇名稱 (註: * = 該大廈只有英文名稱) 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