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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偉業街 建業中心 安泰邨 恒泰樓
創貿廣場 高翔苑 高恆閣 安泰邨 錦泰樓
富臨中心 高翔苑 高麒閣 安泰邨 景泰樓
京貿中心 高翔苑 高麟閣 安泰邨 居泰樓
新明大廈 高翔苑 高安閣 安泰邨 明泰樓
彩頤居 A座 高翔苑 高瑞閣 安泰邨 盛泰樓
彩頤居 B座 高怡邨 高志樓 安泰邨 德泰樓
彩福邨 彩歡樓 高怡邨 高盛樓 安泰邨 和泰樓
彩福邨 彩喜樓 高怡邨 高遠樓 安泰邨 勇泰樓
彩福邨 彩樂樓 高怡邨 高悅樓 安達邨 智達樓
彩福邨 彩善樓 KOHO* 安達邨 正達樓
彩德邨 彩俊樓 廣田邨 廣靖樓 安達邨 俊達樓
彩德邨 彩敬樓 廣田邨 廣軒樓 安達邨 孝達樓
彩德邨 彩亮樓 廣田邨 廣雅樓 安達邨 謙達樓
彩德邨 彩誠樓 廣田邨 廣逸樓 安達邨 禮達樓
彩德邨 彩信樓 觀塘紀律部隊宿舍 1座 安達邨 愛達樓
彩德邨 彩仁樓 觀塘紀律部隊宿舍 2座 安達邨 安達商場北翼
彩德邨 彩義樓 藍田綜合大樓 安達邨 安達商場南翼
彩德邨 彩賢樓 藍田邨 藍碧樓 安達邨 誠達樓
彩盈邨 盈富樓 藍田邨 藍暉樓 安達邨 善達樓
彩盈邨 盈康樓 藍田邨 藍泰樓 安達邨 仁達樓
彩盈邨 盈樂樓 藍田邨 藍蔚樓 安達邨 賢達樓
彩盈邨 盈安樓 鯉魚門邨 鯉興樓 安田邨 安健樓
彩盈邨 盈順樓 鯉魚門邨 鯉隆樓 安田邨 安麗樓
港貿中心 鯉魚門邨 鯉生樓 啟德㇐號(I) 低座1座
毅力工業中心 鯉魚門邨 鯉旺樓 啟德㇐號(I) 低座2座
國際交易中心 鯉魚門邨 鯉意樓 啟德㇐號(I) 低座3座
福康工業大廈 鯉魚門廣場 啟德㇐號(I) 低座5座
佳貿中心 樂華北邨 勤華樓 啟德㇐號(I) 低座6座
富華閣 樂華北邨 立華樓 啟德㇐號(I) 低座7座
天星中心 樂華北邨 寧華樓 啟德㇐號(I) 大廈1座
高銀金融國際中心 樂華北邨 秉華樓 啟德㇐號(I) 大廈2座
啟匯 樂華北邨 普華樓 啟德㇐號(II) 低座10座
曉華大廈 樂華北邨 信華樓 啟德㇐號(II) 低座11座
康逸苑 康景閣 樂華北邨 達華樓 啟德㇐號(II) 低座12座
康逸苑 康麗閣 樂華北邨 欣華樓 啟德㇐號(II) 低座15座
康逸苑 康年閣 樂華南邨 展華樓 啟德㇐號(II) 低座16座
康逸苑 康庭閣 樂華南邨 輝華樓 啟德㇐號(II) 低座8座
康逸苑 康裕閣 樂華南邨 喜華樓 啟德㇐號(II) 低座9座
國際貿易中心 樂華南邨 敏華樓 啟德㇐號(II) 大廈3座
嘉匯 1座 樂華南邨 安華樓 啟德㇐號(II) 大廈5座
嘉匯 2座 樂華南邨 奐華樓 觀月樺峰
嘉匯 3座 牛頭角下邨 貴輝樓 坪石邨 紅石樓
嘉匯 5座 牛頭角下邨 貴顯樓 坪石邨 金石樓
嘉匯 6座 牛頭角下邨 貴亮樓 坪石邨 藍石樓
嘉匯 7座 牛頭角下邨 貴新樓 坪石邨 鑽石樓
嘉匯 8座 牛頭角下邨 貴華樓 坪石邨 翠石樓
嘉匯 9座 牛頭角下邨 貴月樓 坪石邨 黃石樓
啟田邨 啟信樓 Manhattan Place* 坪石邨 玉石樓
啟田邨 啟旺樓 宏利大樓 平田邨 服務設施大樓
啟田邨 啟仁樓 創紀之城二期 平田邨 平真樓
啓田商場 創紀之城三期 平田邨 平美樓
啟業邨 啟祥樓 創紀之城六期 平田邨 平誠樓
啟業邨 啟樂樓 萬泰利廣場 平田邨 平信樓
啟業邨 啟寧樓 南豐商業中心 平田邨 平善樓
啟業邨 啟盛樓 綠景 NEO 平田邨 平旺樓
啟業邨 啟賢樓 九龍東如心酒店 平田邨 平仁樓
啟業邨 啟裕樓 安泰邨 智泰樓 寶達邨 達祥樓
皇廷廣場 安泰邨 豐泰樓 寶達邨 達翠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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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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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達邨 達富樓 德田邨 德樂樓 油塘邨 榮塘樓
寶達邨 達峰樓 德田邨 德隆樓
寶達邨 達喜樓 德田邨 德盛樓
寶達邨 達顯樓 德田邨 德瑞樓
寶達邨 達康樓 德田邨 德義樓
寶達邨 達佳樓 海濱匯
寶達邨 達貴樓 嘉賢居
寶達邨 達安樓 同力工業中心A座
寶達邨 達信樓 同力工業中心B座
寶達邨 達欣樓 華寶中心
寶達邨 達怡樓 翠屏(南)邨 翠松樓
鴻力工業中心A座 翠屏(南)邨 翠杏樓
鴻力工業中心B座 翠屏(南)邨 翠杭樓
華基中心 翠屏(南)邨 翠樂樓
秀茂坪南邨 秀好樓 翠屏(南)邨 翠桐樓
秀茂坪南邨 秀美樓 翠屏(南)邨 翠榮樓
秀茂坪南邨 秀善樓 翠屏(南)邨 翠櫻樓
秀茂坪南邨 秀德樓 Two Harbour Square*
秀茂坪南邨 秀旺樓 牛頭角上邨 常富樓
秀茂坪邨 服務設施大樓 牛頭角上邨 常興樓
秀茂坪邨 秀緻樓 牛頭角上邨 常康樓
秀茂坪邨 秀程樓 牛頭角上邨 常滿樓
秀茂坪邨 秀暉樓 牛頭角上邨 常盛樓
秀茂坪邨 秀富樓 牛頭角上邨 常泰樓
秀茂坪邨 秀康樓 牛頭角上邨 常榮樓
秀茂坪邨 秀景樓 牛頭角上邨 常逸樓
秀茂坪邨 秀樂樓 牛頭角上邨 常悅樓
秀茂坪邨 秀明樓 牛頭角上邨 上牛頭角商埸
秀茂坪邨 秀雅樓 雲漢邨 漢松樓
秀茂坪邨 秀安樓 雲漢邨 漢柏樓
秀茂坪邨 秀華樓 和樂邨 ⾧安樓
秀茂坪邨 秀慧樓 和樂邨 富安樓
秀茂坪邨 秀和樓 和樂邨 恆安樓
秀茂坪邨 秀逸樓 和樂邨 興安樓
秀茂坪邨 秀義樓 和樂邨 建安樓
秀茂坪邨 秀賢樓 和樂邨 居安樓
秀茂坪邨 秀裕樓 和樂邨 民安樓
秀茂坪邨 秀潤樓 和樂邨 平安樓
秀茂坪商場 和樂邨 新安樓
順利邨 利祥樓 和樂邨 泰安樓
順利邨 利富樓 和樂邨 義安樓
順利邨 利恒樓 逸東商場
順利邨 利康樓 油麗邨 碧麗樓
順利邨 利明樓 油麗邨 卓麗樓
順利邨 利溢樓 油麗邨 智麗樓
順利邨 利業樓 油麗邨 豐麗樓
順天邨 天池樓 油麗邨 康麗樓
順天邨 天柱樓 油麗邨 雅麗樓
順天邨 天暉樓 油麗邨 秀麗樓
順天邨 天衡樓 油麗邨 信麗樓
順天邨 天琴樓 油麗邨 翠麗樓
順天邨 天璣樓 油麗邨 仁麗樓
順天邨 天權樓 油麗邨 逸麗樓
順天邨 天樂樓 油麗邨 頤麗樓
順天邨 天韻樓 油麗邨 盈麗樓
順天邨 天榮樓 油麗邨 雍麗樓
順天邨 天瑤樓 油塘邨 富塘樓
泰豐工業大廈 油塘邨 貴塘樓
德田邨 德敬樓 油塘邨 美塘樓
德田邨 德禮樓 油塘邨 華塘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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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