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水埗 - 藍證書大廈

億京廣場 2 昇悅居 第2座 石硤尾邨 美薈樓
澤安邨 富澤樓 昇悅居 第3座 石硤尾邨 美益樓
澤安邨 麗澤樓 昇悅居 第5座 石硤尾邨 美賢樓
澤安邨 華澤樓 昇悅居 第6座 石硤尾邨 美映樓
澤安邨 榮澤樓 昇悅居 第7座 石硤尾邨 美如樓
⾧沙灣社區服務中心 昇悅居 第8座 石硤尾健康院
⾧沙灣邨 ⾧泰樓 昇悅居 會所 石硤尾職員宿舍高座
⾧沙灣邨 ⾧欣樓 昇悅居 商場 石硤尾職員宿舍低座
中國船舶大廈 曼克頓山 (住宅-第1座) 蘇屋邨 杜鵑樓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深水埗中心 曼克頓山 (住宅-第2座) 蘇屋邨 海棠樓
經達廣場 南昌社區中心 蘇屋邨 茶花樓
幸福邨 福明樓 南昌邨 昌哲樓 蘇屋邨 石竹樓
幸福邨 福日樓 南昌邨 昌頌樓 蘇屋邨 金松樓
幸福邨 福月樓 南昌邨 昌謙樓 蘇屋邨 櫻桃樓
富昌邨 富凱樓 南昌邨 昌安樓 蘇屋邨 劍蘭樓
富昌邨 富良樓 南昌邨 昌遜樓 蘇屋邨 彩雀樓
富昌邨 富萊樓 南昌邨 昌逸樓 蘇屋邨 百合樓
富昌邨 富誠樓 南昌邨 昌賢樓 蘇屋邨 荷花樓
富昌邨 富韻樓 南昌薈 蘇屋邨 壽菊樓
富昌邨 富旺樓 南山邨 南豐樓 蘇屋邨 蘭花樓
富昌邨 富怡樓 南山邨 南樂樓 蘇屋邨 牡丹樓
富昌邨 富盈樓 南山邨 南明樓 蘇屋邨 綠柳樓
富昌邨 富悅樓 南山邨 南安樓 大坑東邨 東輝樓
富昌邨 富潤樓 南山邨 南泰樓 大坑東邨 東海樓
菁盈雅軒 南山邨 南偉樓 大坑東邨 東健樓
海麗邨 海智樓 南山邨 南逸樓 大坑東邨 東龍樓
海麗邨 海睛樓 南山邨 南堯樓 大坑東邨 東滿樓
海麗邨 海暉樓 白田邨 澤田樓 大坑東邨 東成樓
海麗邨 海禧樓 白田邨 昌田樓 大坑東邨 東旺樓
海麗邨 海健樓 白田邨 富田樓 大坑東邨 東怡樓
海麗邨 海明樓 白田邨 麗田樓 大坑東邨 東裕樓
海麗邨 海雅樓 白田邨 安田樓 喜遇
海麗邨 海瑞樓 白田邨 盛田樓 星匯居 1座
海麗邨 海信樓 白田邨 瑞田樓 星匯居 2座
海麗邨 海慧樓 白田邨 太田樓 肇如大廈
海麗邨 海和樓 白田邨 翠田樓 元州邨 元智樓
海麗邨 海賢樓 白田邨 運田樓 元州邨 元豐樓
海麗邨 商場 白田邨 裕田樓 元州邨 元禧樓
海盈邨 盈昌樓 白田邨 潤田樓 元州邨 元康樓
海盈邨 盈輝樓 順寧苑 元州邨 元健樓
入境事務處李鄭屋職員宿舍 PeakCastle* 元州邨 元樂樓
金百盛中心 Peninsula Tower* 元州邨 元滿樓
麗閣邨 麗芙樓 時豐中心 元州邨 元雅樓
麗閣邨 麗荷樓 石硤尾邨 第 十九 座 元州邨 元盛樓
麗閣邨 麗萱樓 石硤尾邨 第 二十 座 元州邨 元泰樓
麗閣邨 麗菊樓 石硤尾邨 第 二十㇐ 座 元州邨 元慧樓
麗閣邨 麗葵樓 石硤尾邨 第 二十二 座 元州邨 元和樓
麗閣邨 麗蘭樓 石硤尾邨 第 二十三 座 元州邨 元逸樓
麗閣邨 麗蘿樓 石硤尾邨 第 二十四 座 V Walk*
麗閣邨 麗薇樓 石硤尾邨 第 四十二 座 西港都會中心
麗安邨 麗正樓 石硤尾邨 第 四十三 座 榮昌邨 榮俊樓
麗安邨 麗廉樓 石硤尾邨 第 四十四 座 榮昌邨 榮傑樓
麗安邨 麗平樓 石硤尾邨 美菖樓 恩福中心
麗安邨 麗德樓 石硤尾邨 美禧樓
麗安邨 麗榮樓 石硤尾邨 美葵樓
麗翠苑 麗柏閣 石硤尾邨 美亮樓
麗翠苑 麗楊閣 石硤尾邨 美柏樓
羅氏商業廣場 石硤尾邨 美笙樓
昇悅居 第1座 石硤尾邨 美盛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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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