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葵青 - 藍證書大廈

22-28 Cheung Tat Road*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荔景評核中心) 葵盛西邨 第 6 座
大連排道83號 瑞峰花園 第 1 座 葵盛西邨 第 7 座
⾧青邨 青松樓 瑞峰花園 第 2 座 葵盛西邨 第 8 座
⾧青邨 青葵樓 瑞峰花園 第 3 座 葵盛西邨 第 9 座
⾧青邨 青梅樓 瑞峰花園 第 4 座 葵翠邨 碧翠樓
⾧青邨 青柏樓 瑞峰花園 第 5 座 葵翠邨 綠翠樓
⾧青邨 青桃樓 瑞峰花園 第 6 座 荔景邨 風景樓
⾧青邨 青槐樓 葵涌邨 秋葵樓 荔景邨 樂景樓
⾧青邨 青楊樓 葵涌邨 芊葵樓 荔景邨 明景樓
⾧青邨 青榕樓 葵涌邨 翠葵樓 荔景邨 安景樓
⾧亨邨 亨緻樓 葵涌邨 春葵樓 荔景邨 和景樓
⾧亨邨 亨翠樓 葵涌邨 夏葵樓 荔景邨 日景樓
⾧亨邨 亨俊樓 葵涌邨 曉葵樓 荔景邨 仰景樓
⾧亨邨 亨麗樓 葵涌邨 合葵樓 及 附翼 勵敬懲教所，第㇐座，初級職員已婚宿舍
⾧亨邨 亨怡樓 葵涌邨 綠葵樓 勵敬懲教所，第四座，主任級職員已婚宿舍
⾧亨邨 亨業樓 葵涌邨 雅葵樓 麗瑤邨 富瑤樓
⾧康邨 康祥樓 葵涌邨 百葵樓 麗瑤邨 貴瑤樓
⾧康邨 康富樓 葵涌邨 碧葵樓 麗瑤邨 樂瑤樓
⾧康邨 康豐樓 葵涌邨 芷葵樓 麗瑤邨 華瑤樓
⾧康邨 康貴樓 葵涌邨 茵葵樓 麗瑤邨 榮瑤樓
⾧康邨 康美樓 葵涌邨 逸葵樓 梨木樹(2)邨 竹樹樓
⾧康邨 康安樓 葵涌邨 映葵樓 梨木樹(2)邨 松樹樓
⾧康邨 康平樓 葵涌邨 旭葵樓 梨木樹(2)邨 葵樹樓
⾧康邨 康盛樓 葵涌廣場 第 1座 梨木樹(㇐)邨 楓樹樓
⾧康邨 康順樓 葵涌廣場 第 2座 梨木樹(㇐)邨 桃樹樓
⾧康邨 康泰樓 葵涌廣場 第 3座 梨木樹(㇐)邨 楊樹樓
⾧康邨 康華樓 葵芳邨 葵智樓 梨木樹(二)邨 第㇐座
⾧康邨 康榮樓 葵芳邨 葵正樓 梨木樹(二)邨 第二座
⾧康邨 康和樓 葵芳邨 葵歡樓 梨木樹(二)邨 第三座
⾧宏邨 宏正樓 葵芳邨 葵喜樓 梨木樹(二)邨 第四座
⾧宏邨 宏文樓 葵芳邨 葵健樓 梨木樹(二)邨 第五座
⾧宏邨 宏毅樓 葵芳邨 葵明樓 梨木樹(二)邨 第六座
⾧宏邨 宏善樓 葵芳邨 葵愛樓 梨木樹(二)邨 柏樹樓
⾧宏邨 宏心樓 葵芳邨 葵安樓 梨木樹(二)邨 榕樹樓
⾧宏邨 宏意樓 葵芳邨 葵信樓 梨木樹邨 翠樹樓
⾧宏邨 宏勇樓 葵芳邨 葵泰樓 梨木樹邨 康樹樓
祖堯邨 松齡舍 葵芳邨 葵德樓 梨木樹邨 健樹樓
祖堯邨商場A座 葵芳邨 葵仁樓 梨木樹邨 樂樹樓
祖堯邨商場B座 葵聯邨 聯喜樓 梨木樹邨 商場
祖堯邨商場C座 葵聯邨 聯欣樓 梨木樹邨 榮樹樓
祖堯邨商場D座 葵聯邨 聯逸樓 萬勝工業大廈
祖堯邨商場E座 葵聯邨 聯悅樓 青衣城二期
祖堯邨商場F座 葵盛東邨 盛富樓 華業大廈A座
祖堯邨 啟真樓 葵盛東邨 盛豐樓 華業大廈B座
祖堯邨 啟恒樓 葵盛東邨 盛喜樓 曉峰園第 1 座
祖堯邨 啟光樓 葵盛東邨 盛興樓 曉峰園第 2 座
祖堯邨 啟廉樓 葵盛東邨 盛家樓 曉峰園第 3 座
祖堯邨 啟勉樓 葵盛東邨 盛強樓 曉峰園第 5 座
中華傳道會許大同學校 葵盛東邨 盛國樓 曉峰園第 6 座
青逸軒1座 葵盛東邨 盛樂樓 安蔭邨 澤蔭樓
青逸軒2座 葵盛東邨 盛安樓 安蔭邨 祥蔭樓
EDGE* 葵盛東邨 盛和樓 安蔭邨 豐蔭樓
永得利廣場第1座 葵盛東邨 盛逸樓 安蔭邨 康蔭樓
永得利廣場第2座 葵盛西邨 第 1 座 安蔭邨 嘉蔭樓
宏貿中心 葵盛西邨 第 10 座 安蔭邨 盛蔭樓
嘉民領達中心 葵盛西邨 第 2 座 安蔭邨 德蔭樓
恒景花園 葵盛西邨 第 3 座 安蔭邨 耀蔭樓
高盛臺 第㇐座 葵盛西邨 第 4 座 石籬(㇐)邨 石俊樓
高盛臺 第二座 葵盛西邨 第 5 座 石籬(㇐)邨 石興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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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籬(㇐)邨 石寧樓
石籬(㇐)邨 石安樓
石籬(㇐)邨 石秀樓
石籬(㇐)邨 石泰樓
石籬(㇐)邨 石逸樓
石籬(二)邨 石祥樓
石籬(二)邨 石福樓
石籬(二)邨 石歡樓
石籬(二)邨 石富樓
石籬(二)邨 石禧樓
石籬(二)邨 石佳樓
石籬(二)邨 石廣樓
石籬(二)邨 石華樓
石籬(二)邨 石偉樓
石籬(二)邨 石榮樓
石籬(二)邨 石欣樓
石籬(二)邨 石怡樓
石蔭東邨 蔭恒樓
石蔭東邨 蔭興樓
石蔭東邨 蔭裕樓
石蔭邨 智石樓
石蔭邨 禮石樓
石蔭邨 仁石樓
石蔭邨 勇石樓
大窩口邨 富靜樓
大窩口邨 富強樓
大窩口邨 富貴樓
大窩口邨 富國樓
大窩口邨 富民樓
大窩口邨 富雅樓
大窩口邨 富安樓
大窩口邨 富碧樓
大窩口邨 富平樓
大窩口邨 富邦樓
大窩口邨 富秀樓
大窩口邨 富泰樓
大窩口邨 富德樓
大窩口邨 富華樓
大窩口邨 富榮樓
大窩口邨 富逸樓
大窩口邨 富賢樓
雍雅軒 (1 座)
雍雅軒 (2 座)
九龍貿易中心 第㇐座
九龍貿易中心 第二座
恒亞中心
青衣已婚警察宿舍 A座
青衣已婚警察宿舍 B座
偉力工業大廈A座
偉力工業大廈B座
華荔邨 喜荔樓
華荔邨 賞荔樓
華榮工業大廈
屈臣氏中心
和豐工業中心
世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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