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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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7月 31 日

樓宇名稱 樓宇類別 區 域
都爹利街 1號 商業／工業 中西區

麥當勞道 11 號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白沙道 12號至 14號 商業／工業 中西區

皇后大道中 168 號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28 Aberdeen St.*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299QRC* 商業／工業 中西區

麥當勞道 3號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羅便臣道 31號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中環德輔道中 33號 商業／工業 中西區

天匯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香島道 50號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皇后大道東 8號 商業／工業 中西區

羅便臣道八十號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羅便臣道八十號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中國農業銀行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友邦金融中心 商業／工業 中西區

譽皇居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歷山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珒然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蔚然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巴丙頓山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美國銀行大廈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中國銀行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中銀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交通銀行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樂成行 商業／工業 中西區

標華豐集團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貝沙灣第四期 (南灣 )第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貝沙灣第四期 (南灣 )第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貝沙灣第四期 (南灣 )第 5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貝沙灣第四期 (南灣 )第 6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貝沙灣第四期 (南灣 )第 7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貝沙灣第四期 (南灣 )第 8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貝沙灣第四期 (南灣 )第 9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中銀灣仔商業中心 商業／工業 中西區

東山臺 6號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Branksome Crest*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蘭心閣 AB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蘭心閣 CD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明雅園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集成中心 商業／工業 中西區

廣堅大廈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加州大廈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中國建設銀行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中建大廈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聚賢居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聚賢居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冠君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遮打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長江集團中心 商業／工業 中西區

華人行 商業／工業 中西區

中保集團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華懋荷李活中心 商業／工業 中西區

華懋莊士敦廣場 商業／工業 中西區

華懋禮頓廣場 商業／工業 中西區

華懋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春暉中心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中信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萬國寶通中心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奇峰山莊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奇峰山莊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雲嶺山莊 1A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雲嶺山莊 1B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雲嶺山莊 2C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雲嶺山莊 2D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雲嶺山莊 3E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雲嶺山莊 3F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雲嶺山莊 4G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雲嶺山莊 4H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嘉富麗苑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嘉富麗苑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招商永隆銀行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干德道 18 號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高樂花園第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高樂花園第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高樂花園第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卡佛大廈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帝納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帝景園 會所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帝景園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帝景園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帝景園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帝景園 第 4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帝景園 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東區電訊大廈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公爵行 商業／工業 中西區

英皇集團中心 商業／工業 中西區

娛樂行 商業／工業 中西區

豫苑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豫苑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寶雲山莊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富萊閣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富衛金融中心 商業／工業 中西區 

GARDENEast Serviced Apartments* 酒店 /服務式住宅 中西區

嘉景臺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告羅士打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金龍中心 商業／工業 中西區

高雲臺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Gough Hill Residences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瑧環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新紀元廣場中遠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新紀元廣場低座 商業／工業 中西區

恒隆中心 商業／工業 中西區

恆生銀行總行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曉廬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高雲山莊 洋房 1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高雲山莊 洋房 2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高雲山莊 洋房 3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高雲山莊 洋房 4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高雲山莊 洋房 5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高雲山莊 洋房 6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高雲山莊 洋房 7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曉峰閣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曉峰閣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曉峰閣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開僑商業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滙豐總行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中國工商銀行大廈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國際金融中心 商場 商業／工業 中西區

華懋中心一期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Imperial Kennedy*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無限極廣場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縉城峰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縉城峰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嘉薈軒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怡和大廈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啟德商業大廈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堅麗閣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君珀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建業榮基中心 商業／工業 中西區

觀龍樓 A 座 公屋住宅 中西區

觀龍樓 B 座 公屋住宅 中西區

觀龍樓 C 座 公屋住宅 中西區

觀龍樓 D 座 公屋住宅 中西區

觀龍樓 E 座 公屋住宅 中西區

觀龍樓 F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觀龍樓 第一座 公屋住宅 中西區

觀龍樓 第二座 公屋住宅 中西區

利園三期 商業／工業 中西區

立法會綜合大樓 公共設施 中西區 

Lexington Hill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陸海通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李寶椿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力寶中心 第一座 商業／工業 中西區

力寶中心 第二座 商業／工業 中西區 

LKF 29* 商業／工業 中西區

萬年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萬信臺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山景花園別墅 A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山景花園別墅 B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山景花園別墅 C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山景花園別墅 D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山景花園別墅 E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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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景花園別墅 F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山景花園別墅 G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山景花園別墅 H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山景花園別墅 I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山景花園別墅 J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山景花園別墅 K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Mount Nicholson*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新佳大廈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新世界大廈一期及二期 商業／工業 中西區

盈置大廈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皇后大道中九號 商業／工業 中西區

甘道 21 號 A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甘道 21 號 B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山頂道 26號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山頂道 84 號 洋房 A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山頂道 85 號 洋房 B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山頂道 86 號 洋房 C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山頂道 87 號 洋房 D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花園台 第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花園台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協成行上環中心 商業／工業 中西區

柏詩苑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安慶大廈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藝里坊 • 1號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交易廣場 一期 商業／工業 中西區

國際金融中心 一期 商業／工業 中西區

盈峰一號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太古廣場一座 商業／工業 中西區

傲璇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東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中晶商業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山頂廣場 商業／工業 中西區

寶園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太子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普頓臺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印刷行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豐盛創建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御花園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致富商業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樂信臺 第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樂信臺 第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樂信臺 第三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雍景臺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雍景臺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樂賢閣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皇朝閣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雋巒閣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律敦治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西環邨 中苑台 公屋住宅 中西區

西環邨 東苑台 公屋住宅 中西區

西環邨 北苑台 公屋住宅 中西區

西環邨 南苑台 公屋住宅 中西區



 

 

  

  

 

 

 

 

 

 

 

 

 

 

 

西環邨 西苑台 公屋住宅 中西區

上海商業銀行大廈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兆忠閣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壽臣山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西浦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聖約翰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菁英臺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渣打銀行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Star Studios I* 酒店 /服務式住宅 中西區 

Star Studios II* 酒店 /服務式住宅 中西區 

Tavistock*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騰皇居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The Babington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東亞銀行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中環中心 商業／工業 中西區

華人銀行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富臨閣 商業／工業 中西區

香港會所大廈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凌霄閣 商業／工業 中西區

柏廷坊 商業／工業 中西區

傲翔灣畔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高士台 第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高士台 第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交易廣場 三期 商業／工業 中西區

世銀花苑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本舍 Kennedy Town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東慈商業中心 商業／工業 中西區

東輝花園 福澤樓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東輝花園康寧樓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東慶閣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東盛臺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東澤臺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東耀商業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東華三院黃鳳翎紀念大樓 商業／工業 中西區

華懋中心二期 商業／工業 中西區

華懋廣場 II期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交易廣場 二期 商業／工業 中西區

國際金融中心二期 商業／工業 中西區

太古廣場二座 商業／工業 中西區

統一中心 商業／工業 中西區

翰林軒 第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翰林軒 第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維港峰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得怡坊 商業／工業 中西區

得怡坊 商業／工業 中西區

威靈頓廣場 商業／工業 中西區

西區電訊大廈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會德豐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永安集團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億利商業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約克行 商業／工業 中西區

裕新大廈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裕新大廈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英皇道 1063號 商業／工業 東區



 

 

 

   

   

   

   

   

   

   

   

   

   

   

   

   

   

 

 

 

   

   

   

   

   

 

 

 

 

 

 

 

 

 

港島 ‧東 18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英皇道 625號 商業／工業 東區

英皇道 633號 商業／工業 東區

友邦香港大樓 商業／工業 東區

南源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柏克大廈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康橋大廈 商業／工業 東區 

CASA 880*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華懋交易廣場 商業／工業 東區

城市花園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城市花園 第 10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城市花園 第 1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城市花園 第 1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城市花園 第 1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城市花園 第 14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城市花園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城市花園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城市花園 第 4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城市花園 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城市花園 第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城市花園 第 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城市花園 第 8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城市花園 第 9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太古城中心一座 商業／工業 東區

德宏大廈 商業／工業 東區

多盛大廈 商業／工業 東區

柏蔚山 第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柏蔚山 第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柏蔚山 第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嘉亨灣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嘉亨灣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嘉亨灣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嘉亨灣 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嘉亨灣 第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宏威中心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北角匯二期 商業／工業 東區

北角匯三期 商業／工業 東區

健康村一期 康智閣 公屋住宅 東區

健康村一期 康達閣 公屋住宅 東區

健康村三期 棕樹樓 公屋住宅 東區

健康村三期 紅桃樓 公屋住宅 東區

健康村三期 藍鵲樓 公屋住宅 東區

健康村三期 綠葉樓 公屋住宅 東區

健康村三期 銀杏樓 公屋住宅 東區

健康村三期 白楊樓 公屋住宅 東區

健康村三期 黃菊樓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十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十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十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十三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十五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十六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十七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十八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十九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二十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二十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二十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二十三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二十四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二十五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二十六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二十七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二十八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二十九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三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三十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三十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三十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三十三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三十四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三十五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三十六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三十七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三十八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三十九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四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四十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四十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四十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四十三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四十五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四十六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四十七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四十八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四十九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五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五十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六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七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八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九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村俱樂部 商業／工業 東區

興民邨 民澤樓 公屋住宅 東區

興民邨 民富樓 公屋住宅 東區

興民邨 民逸樓 公屋住宅 東區

興東邨 興祖樓 公屋住宅 東區

興東邨 興豐樓 公屋住宅 東區

興東邨 興康樓 公屋住宅 東區

興華 (I) 邨 卓華樓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興華 (I) 邨 興翠樓 公屋住宅 東區

興華 (I) 邨 美華樓 公屋住宅 東區

香港養和東區醫療中心 醫院 東區

香島 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香島 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香島 三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香島 五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港濤軒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港運城 商場 商業／工業 東區

嘉華國際中心 商業／工業 東區

佳翠苑 顯翠閣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佳翠苑 耀翠閣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嘉里中心 商業／工業 東區

僑華大廈 商業／工業 東區

澤鑾閣 Flat A, B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澤鑾閣 Flat C, D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Konrhill Apartment* 酒店 /服務式住宅 東區

康蘭居 酒店 /服務式住宅 東區

康怡廣場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康蕙花園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康蕙花園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慧雲峯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勵德邨 勵潔樓 公屋住宅 東區

勵德邨 德全樓 公屋住宅 東區

勵德邨 邨榮樓 公屋住宅 東區

香港珀麗尚品酒店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豪廷峯 第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豪廷峯 第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逸濤灣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逸濤灣 - 秋盈軒 (3座 )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逸濤灣 - 春瑤軒 (1座 )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逸濤灣 - 夏池軒 (2座 )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逸濤灣 - 冬和軒 (4座 )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林肯大廈 商業／工業 東區

明華大廈 A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明華大廈 B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明華大廈 C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明華大廈 D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明華大廈 E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明華大廈 F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明華大廈 G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明華大廈 H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明華大廈 I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明華大廈 J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模範邨 民祥樓 公屋住宅 東區

模範邨 民康樓 公屋住宅 東區

模範邨 民景樓 公屋住宅 東區

模範邨 民樂樓 公屋住宅 東區

模範邨 民寧樓 公屋住宅 東區

模範邨 民順樓 公屋住宅 東區

南豐新邨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南豐新邨 10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南豐新邨 11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南豐新邨 12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南豐新邨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南豐新邨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南豐新邨 4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南豐新邨 5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南豐新邨 6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南豐新邨 7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南豐新邨 8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南豐新邨 9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君豪峰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港島東中心 商業／工業 東區

太古坊一座 商業／工業 東區

濠豐大廈 商業／工業 東區

杏花新城 商業／工業 東區

栢蕙苑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栢蕙苑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栢蕙苑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栢蕙苑 4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PCCW Tower (Commercial Tower)* 商業／工業 東區

峻峰花園 A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峻峰花園 B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峻峰花園 C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峻峰花園 D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峻峰花園 E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樂嘉中心 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樂嘉中心 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香港珀麗酒店 酒店 /服務式住宅 東區

御皇臺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科匯中心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城市花園酒店 酒店 /服務式住宅 東區

逸意居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逸意居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北角煤氣大廈 商業／工業 東區

雋悅第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雋悅第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雋悅第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國貿中心 商業／工業 東區

華懋交易廣場 II期 商業／工業 東區

蔚皇居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雍藝軒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水務署 香港區大樓 公共設施 東區

耀東邨 耀昌樓 公屋住宅 東區

耀東邨 耀輝樓 公屋住宅 東區

耀東邨 耀福樓 公屋住宅 東區

耀東邨 耀富樓 公屋住宅 東區

耀東邨 耀豐樓 公屋住宅 東區

耀東邨 耀興樓 公屋住宅 東區

耀東邨 耀貴樓 公屋住宅 東區

耀東邨 耀樂樓 公屋住宅 東區

耀東邨 耀明樓 公屋住宅 東區

耀東邨 耀安樓 公屋住宅 東區

耀東邨 耀華樓 公屋住宅 東區

青年廣場 公共設施 東區

漁灣邨 漁豐樓 公屋住宅 東區

漁灣邨 漁安樓 公屋住宅 東區

漁灣邨 漁順樓 公屋住宅 東區

漁灣邨 漁泰樓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仁孚行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機場空運中心 商業／工業 離島

機場世貿中心 商業／工業 離島

國泰航空貨運站 商業／工業 離島



 

 

 

 

 

 

 

 

 

 

 

 

  

   

   

   

   

   

 

 

 

   

   

   

   

   

   

   

   

   

   

   

   

   

   

   

   

   

   

   

   

   

   

   

 

東環 會所 商業／工業 離島

東環一號住宅大樓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東環二號住宅大樓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東環三號住宅大樓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東環 商場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東環 第 1A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東環 第 1B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東環 第 2A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東環 第 2B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東環 第 3A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東環 第 3B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東環 第 5A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東環 第 5B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東環 第 6A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東環 第 6B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東薈城名店倉 及 東薈城一座 商業／工業 離島

藍天海岸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藍天海岸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藍天海岸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藍天海岸 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藍天海岸 第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富東邨 東馬樓 公屋住宅 離島

富東邨 東埔樓 公屋住宅 離島

富東邨 東盛樓 公屋住宅 離島

富東廣場 商業／工業 離島

機場商業大樓 商業／工業 離島

機場行政大樓 商業／工業 離島

美雅花園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北衛星客運廊 商業／工業 離島

諾富特東薈城酒店 酒店 /服務式住宅 離島

珀麗灣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珀麗灣 第 10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珀麗灣 第 1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珀麗灣 第 1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珀麗灣 第 1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珀麗灣 第 1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珀麗灣 第 1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珀麗灣 第 1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珀麗灣 第 18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珀麗灣 第 19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珀麗灣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珀麗灣 第 20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珀麗灣 第 2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珀麗灣 第 2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珀麗灣 第 2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珀麗灣 第 2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珀麗灣 第 2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珀麗灣 第 2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珀麗灣 第 28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珀麗灣 第 29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珀麗灣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珀麗灣 第 30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珀麗灣 第 3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珀麗灣 第 32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珀麗灣 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珀麗灣 第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珀麗灣 第 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珀麗灣 第 8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珀麗灣 第 9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珀麗灣 藍色會所 商業／工業 離島

珀麗灣 天色會所 商業／工業 離島

珀麗灣 綠色會所 商業／工業 離島

珀麗灣 第 6 期會所 商業／工業 離島

海堤灣畔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海堤灣畔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海堤灣畔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海堤灣畔 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海天客運碼頭 商業／工業 離島

昇薈 1號屋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昇薈 2號屋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昇薈 3號屋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昇薈 6號屋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昇薈 7號屋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昇薈 8號屋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昇薈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昇薈 10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昇薈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昇薈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昇薈 5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昇薈 6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昇薈 7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昇薈 8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昇薈 9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商貿港物流中心 商業／工業 離島

東堤灣畔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東堤灣畔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東堤灣畔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東堤灣畔 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東堤灣畔 第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東堤灣畔 第 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東堤灣畔 第 8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東堤灣畔 第 9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逸東 (一 )邨 舟逸樓 公屋住宅 離島

逸東 (一 )邨 至逸樓 公屋住宅 離島

逸東 (一 )邨 清逸樓 公屋住宅 離島

逸東 (一 )邨 福逸樓 公屋住宅 離島

逸東 (一 )邨 享逸樓 公屋住宅 離島

逸東 (一 )邨 康逸樓 公屋住宅 離島

逸東 (一 )邨 祿逸樓 公屋住宅 離島

逸東 (一 )邨 平逸樓 公屋住宅 離島

逸東 (一 )邨 善逸樓 公屋住宅 離島

逸東 (一 )邨 太逸樓 公屋住宅 離島

逸東 (一 )邨 迎逸樓 公屋住宅 離島

逸東 (一 )邨 漁逸樓 公屋住宅 離島

逸東 (一 )邨 雍逸樓 公屋住宅 離島

逸東 (二 )邨 翠逸樓 公屋住宅 離島

逸東 (二 )邨 謙逸樓 公屋住宅 離島

逸東 (二 )邨 勤逸樓 公屋住宅 離島



 

 

 

 

 

 

 

 

 

 

   

  

 

  

  

     

     

     

     

     

     

     

 

 

 

 

 

 

 

 

 

 

 

 

 

 

 

 

 

 

 

 

 

 

 

 

 

 

 

 

逸東 (二 )邨 傑逸樓 公屋住宅 離島

逸東 (二 )邨 居逸樓 公屋住宅 離島

逸東 (二 )邨 美逸樓 公屋住宅 離島

逸東 (二 )邨 滿逸樓 公屋住宅 離島

逸東 (二 )邨 寶逸樓 公屋住宅 離島

逸東 (二 )邨 信逸樓 公屋住宅 離島

逸東 (二 )邨 瑞逸樓 公屋住宅 離島

逸東 (二 )邨 德逸樓 公屋住宅 離島

逸東 (二 )邨 悅逸樓 公屋住宅 離島

義德道一號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農圃道 18 號 (商場 ) 商業／工業 九龍城

義德道三號 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義德道三號 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傲名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友邦九龍金融中心 商業／工業 九龍城

建業中心 公共設施 九龍城

碧麗花園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碧麗花園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筆架山食水抽水站員工宿舍 公共設施 九龍城

京士柏山道 73 號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京士柏山道 72 號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京士柏山道 71 號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京士柏山道 70 號 第 4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京士柏山道 80 號 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京士柏山道 78 號 第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京士柏山道 76 號 第 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半山壹號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半山壹號 10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半山壹號 11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半山壹號 12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半山壹號 15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半山壹號 16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半山壹號 17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半山壹號 18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半山壹號 19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半山壹號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半山壹號 20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半山壹號 21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半山壹號 22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半山壹號 23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半山壹號 25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半山壹號 26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半山壹號 27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半山壹號 28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半山壹號 29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半山壹號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半山壹號 30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半山壹號 31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半山壹號 32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半山壹號 33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半山壹號 35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半山壹號 36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半山壹號 37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半山壹號 38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半山壹號 5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半山壹號 6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半山壹號 7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半山壹號 8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半山壹號 9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真善美村至真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真善美村至美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真善美村至善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御龍居 第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御龍居 第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又一城 商業／工業 九龍城

富高工業中心 A 座 商業／工業 九龍城

富高工業中心 B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翔龍灣 第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翔龍灣 第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翔龍灣 第三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翔龍灣 第五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翔龍灣 第六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翔龍灣廣場 商業／工業 九龍城

衞安中心 商業／工業 九龍城

維港中心第一座 商業／工業 九龍城

海名軒 會所 (B1/F 至 7/F) 商業／工業 九龍城

何文田邨 靜文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何文田邨 采文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何文田邨 景文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何文田邨 雅文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何文田邨 適文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何文田邨 恬文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何文田邨 欣文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何文田邨 逸文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何文田邨 綺文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浩文苑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香港浸信會醫院 A座 醫院 九龍城

香港浸信會醫院 B座 醫院 九龍城

香港浸信會醫院 C座 醫院 九龍城

香港浸信會醫院 D座 醫院 九龍城

香港浸信會醫院 E座 醫院 九龍城

紅磡邨一期 紅暉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紅磡邨一期 紅昇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紅磡邨二期 紅昕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紅磡邨二期 紅日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紅磡邨二期 紅曜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紅磡商業中心 A座 商業／工業 九龍城

紅磡商業中心 B座 商業／工業 九龍城

創新中心 商業／工業 九龍城

家維邨 家邦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家維邨 家興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家維邨 家禮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家維邨 家廉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家維邨 家義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葵匯工業大廈 商業／工業 九龍城

海逸豪園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海逸豪園 10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海逸豪園 11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海逸豪園 12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海逸豪園 12A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海逸豪園 15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海逸豪園 15A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海逸豪園 16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海逸豪園 17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海逸豪園 18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海逸豪園 19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海逸豪園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海逸豪園 20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海逸豪園 21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海逸豪園 22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海逸豪園 23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海逸豪園 23A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海逸豪園 25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海逸豪園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海逸豪園 4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海逸豪園 5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海逸豪園 6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海逸豪園 7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海逸豪園 8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海逸豪園 9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樂富邨 樂謙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樂富邨 樂民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樂富邨 樂泰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樂富邨 樂翠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樂富邨 樂東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樂富邨 宏康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樂富邨 宏樂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樂富邨 宏順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樂富邨 宏達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樂富邨 宏逸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樂富邨 宏旭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樂民新村 A 座 公屋住宅 九龍城

樂民新村 B 座 公屋住宅 九龍城

樂民新村 C 座 公屋住宅 九龍城

樂民新村 D 座 公屋住宅 九龍城

樂民新村 E 座 公屋住宅 九龍城

樂民新村 F 座 公屋住宅 九龍城

樂民新村 G 座 公屋住宅 九龍城

樂民新村 H 座 公屋住宅 九龍城

樂民新村 I 座 公屋住宅 九龍城

書院道 9 號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何文田山 1號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愛民邨 昭民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愛民邨 頌民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愛民邨 康民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愛民邨 嘉民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愛民邨 建民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愛民邨 禮民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愛民邨 保民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愛民邨 信民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愛民邨 新民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愛民邨 德民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愛民邨 敦民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愛民邨 衛民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星輝豪庭 A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星輝豪庭 B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香港培正小學 B座 學校 九龍城

香港培正小學 C座 學校 九龍城

香港培正小學 D座 學校 九龍城

半島豪庭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半島豪庭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半島豪庭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半島豪庭 第 4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半島豪庭 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黃埔花園第六期黃埔號 商業／工業 九龍城

傲雲峰 第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傲雲峰 第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傲雲峰 第三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傲雲峰 第五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傲雲峰 第六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傲雲峰 第七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興業工商大廈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雅士花園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雅士花園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雅士花園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陶源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海濱廣場 商業／工業 九龍城

海濱廣場 1座 商業／工業 九龍城

海濱廣場 2座 商業／工業 九龍城

馬頭角控制大廈 商業／工業 九龍城

海逸坊 商業／工業 九龍城

嘉皇臺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The Prim Rose*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晉匯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天鑄 會所 商業／工業 九龍城

天鑄 獨立屋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天鑄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天鑄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天鑄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天鑄 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天鑄 第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天鑄 第 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天鑄 第 8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天鑄 第 9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東禧閣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又一村花園 第一期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又一村花園 第二期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又一村花園 第三期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水務署 九龍東區大樓 公共設施 九龍城

黃埔花園第八期 黃埔美食坊 商業／工業 九龍城

偉恒昌新邨 偉景閣 A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偉恒昌新邨 偉景閣 B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偉恒昌新邨 偉景閣 C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偉恒昌新邨 偉景閣 D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偉恒昌新邨 偉景閣 E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偉恒昌新邨 偉景閣 F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偉恒昌新邨 偉景閣 G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偉恒昌新邨 偉景閣 H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偉恒昌新邨 偉景閣 I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耀中國際學校 (中學部 ) 學校 九龍城

葵昌路 88 號 商業／工業 葵青

長輝路 99號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亞洲物流中心 - 順豐大廈 商業／工業 葵青

亞洲貿易中心 商業／工業 葵青

偉景花園 第六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偉景花園 第七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長青邨 青松樓 公屋住宅 葵青

長青邨 青葵樓 公屋住宅 葵青

長青邨 青梅樓 公屋住宅 葵青

長青邨 青柏樓 公屋住宅 葵青

長青邨 青桃樓 公屋住宅 葵青

長青邨 青槐樓 公屋住宅 葵青

長青邨 青楊樓 公屋住宅 葵青

長青邨 青榕樓 公屋住宅 葵青

長發廣場 商業／工業 葵青

長康邨 康祥樓 公屋住宅 葵青

長康邨 康富樓 公屋住宅 葵青

長康邨 康豐樓 公屋住宅 葵青

長康邨 康貴樓 公屋住宅 葵青

長康邨 康美樓 公屋住宅 葵青

長康邨 康安樓 公屋住宅 葵青

長康邨 康平樓 公屋住宅 葵青

長康邨 康盛樓 公屋住宅 葵青

長康邨 康順樓 公屋住宅 葵青

長康邨 康泰樓 公屋住宅 葵青

長康邨 康華樓 公屋住宅 葵青

長康邨 康榮樓 公屋住宅 葵青

長康邨 康和樓 公屋住宅 葵青

祖堯邨 松齡舍 公屋住宅 葵青

祖堯邨商場 A座 商業／工業 葵青

祖堯邨商場 B座 商業／工業 葵青

祖堯邨商場 C座 商業／工業 葵青

祖堯邨商場 D座 商業／工業 葵青

祖堯邨商場 E座 商業／工業 葵青

祖堯邨商場 F座 商業／工業 葵青

祖堯邨 啟真樓 公屋住宅 葵青

祖堯邨 啟恒樓 公屋住宅 葵青

祖堯邨 啟謙樓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祖堯邨 啟敬樓 公屋住宅 葵青

祖堯邨 啟光樓 公屋住宅 葵青

祖堯邨 啟廉樓 公屋住宅 葵青

祖堯邨 啟勉樓 公屋住宅 葵青

東海工業大廈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EDGE* 商業／工業 葵青

時力工業大廈 商業／工業 葵青

永得利廣場 (1座 ) 商業／工業 葵青

永得利廣場 (2座 ) 商業／工業 葵青

橋滙 商業／工業 葵青

金龍工業中心第一期 商業／工業 葵青

金龍工業中心第二期 商業／工業 葵青



   

   

   

   

   

   

   

   

   

   

   

 

 

 

   

   

   

   

   

   

 

 

 

 

 

 

   

 

 

 

 

 

 

 

 

 

  

  

  

 

 

 

 

 

 

 

 

金龍工業中心第三期 商業／工業 葵青

金龍工業中心第四期 商業／工業 葵青

翠怡花園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翠怡花園 第 10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翠怡花園 第 1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翠怡花園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翠怡花園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翠怡花園 第 4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翠怡花園 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翠怡花園 第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翠怡花園 第 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翠怡花園 第 8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翠怡花園 第 9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恒景花園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芊紅居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芊紅居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荔景評核中心 ) 大學 /教育學院 葵青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青衣分校 ) 大學 /教育學院 葵青

香港毛紡工業大廈 商業／工業 葵青

和黃物流中心 商業／工業 葵青

瑞峰花園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瑞峰花園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瑞峰花園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瑞峰花園 第 4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瑞峰花園 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瑞峰花園 第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葵昌中心 商業／工業 葵青

葵涌邨 秋葵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葵涌邨 芊葵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葵涌邨 翠葵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葵涌邨 春葵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葵涌邨 夏葵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葵涌邨 曉葵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葵涌邨 合葵樓 及 附翼 公屋住宅 葵青

葵涌邨 綠葵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葵涌邨 雅葵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葵涌邨 百葵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葵涌邨 碧葵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葵涌邨 芷葵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葵涌邨 茵葵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葵涌邨 逸葵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葵涌邨 映葵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葵涌邨 旭葵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葵涌廣場 第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葵涌廣場 第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葵涌廣場 第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葵芳邨 葵智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葵芳邨 葵正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葵芳邨 葵歡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葵芳邨 葵喜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葵芳邨 葵健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葵芳邨 葵明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葵芳邨 葵愛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葵芳邨 葵安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葵芳邨 葵信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葵芳邨 葵泰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葵芳邨 葵德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葵芳邨 葵仁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葵盛東邨 盛富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葵盛東邨 盛豐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葵盛東邨 盛喜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葵盛東邨 盛興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葵盛東邨 盛家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葵盛東邨 盛強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葵盛東邨 盛國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葵盛東邨 盛樂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葵盛東邨 盛安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葵盛東邨 盛和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葵盛東邨 盛逸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葵盛西邨 第 1 座 公屋住宅 葵青

葵盛西邨 第 10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葵盛西邨 第 2 座 公屋住宅 葵青

葵盛西邨 第 3 座 公屋住宅 葵青

葵盛西邨 第 4 座 公屋住宅 葵青

葵盛西邨 第 5 座 公屋住宅 葵青

葵盛西邨 第 6 座 公屋住宅 葵青

葵盛西邨 第 7 座 公屋住宅 葵青

葵盛西邨 第 8 座 公屋住宅 葵青

葵盛西邨 第 9 座 公屋住宅 葵青

荔景邨 風景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荔景邨 樂景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荔景邨 明景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荔景邨 安景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荔景邨 和景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荔景邨 日景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荔景邨 仰景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荔欣苑 荔釆閣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荔欣苑 荔林閣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荔欣苑 荔影閣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麗瑤邨 富瑤樓 公屋住宅 葵青

麗瑤邨 貴瑤樓 公屋住宅 葵青

麗瑤邨 樂瑤樓 公屋住宅 葵青

麗瑤邨 華瑤樓 公屋住宅 葵青

麗瑤邨 榮瑤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萬泰中心 商業／工業 葵青

青衣城二期 商業／工業 葵青

都會坊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新都會廣場 第 1 座 商業／工業 葵青

新都會廣場 第 2 座 商業／工業 葵青

美達中心 商業／工業 葵青

曉峰園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曉峰園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曉峰園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曉峰園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曉峰園第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挪亞方舟 酒店 /服務式住宅 葵青

盈暉臺第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盈暉臺第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盈暉臺第三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安蔭邨 澤蔭樓 公屋住宅 葵青

安蔭邨 祥蔭樓 公屋住宅 葵青

安蔭邨 豐蔭樓 公屋住宅 葵青

安蔭邨 康蔭樓 公屋住宅 葵青

安蔭邨 嘉蔭樓 公屋住宅 葵青

安蔭邨 盛蔭樓 公屋住宅 葵青

安蔭邨 德蔭樓 公屋住宅 葵青

安蔭邨 耀蔭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藍澄灣 1 座 酒店 /服務式住宅 葵青

藍澄灣 2 座 酒店 /服務式住宅 葵青

藍澄灣 3 座 酒店 /服務式住宅 葵青

藍澄灣 5 座 酒店 /服務式住宅 葵青

藍澄灣 6 座 酒店 /服務式住宅 葵青

匯城集團大廈 商業／工業 葵青

石籬 (二 )邨 石祥樓 公屋住宅 葵青

石籬 (二 )邨 石福樓 公屋住宅 葵青

石籬 (二 )邨 石歡樓 公屋住宅 葵青

石籬 (二 )邨 石富樓 公屋住宅 葵青

石籬 (二 )邨 石禧樓 公屋住宅 葵青

石籬 (二 )邨 石佳樓 公屋住宅 葵青

石籬 (二 )邨 石廣樓 公屋住宅 葵青

石籬 (二 )邨 石華樓 公屋住宅 葵青

石籬 (二 )邨 石偉樓 公屋住宅 葵青

石籬 (二 )邨 石榮樓 公屋住宅 葵青

石籬 (二 )邨 石欣樓 公屋住宅 葵青

石籬 (二 )邨 石怡樓 公屋住宅 葵青

石蔭東邨 蔭恒樓 公屋住宅 葵青

石蔭東邨 蔭興樓 公屋住宅 葵青

石蔭東邨 蔭裕樓 公屋住宅 葵青

大窩口邨 富靜樓 公屋住宅 葵青

大窩口邨 富強樓 公屋住宅 葵青

大窩口邨 富貴樓 公屋住宅 葵青

大窩口邨 富國樓 公屋住宅 葵青

大窩口邨 富民樓 公屋住宅 葵青

大窩口邨 富雅樓 公屋住宅 葵青

大窩口邨 富安樓 公屋住宅 葵青

大窩口邨 富碧樓 公屋住宅 葵青

大窩口邨 富平樓 公屋住宅 葵青

大窩口邨 富邦樓 公屋住宅 葵青

大窩口邨 富秀樓 公屋住宅 葵青

大窩口邨 富泰樓 公屋住宅 葵青

大窩口邨 富德樓 公屋住宅 葵青

大窩口邨 富華樓 公屋住宅 葵青

大窩口邨 富榮樓 公屋住宅 葵青

大窩口邨 富逸樓 公屋住宅 葵青

大窩口邨 富賢樓 公屋住宅 葵青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青衣校園 ) 大學 /教育學院 葵青

雍雅軒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雍雅軒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恆亞中心 商業／工業 葵青

宏達工業中心 商業／工業 葵青

偉力工業大廈 A座 商業／工業 葵青

偉力工業大廈 B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灝景灣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灝景灣 第 10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灝景灣 第 1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灝景灣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灝景灣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灝景灣 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灝景灣 第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灝景灣 第 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灝景灣 第 8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灝景灣 第 9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灝景灣 會所 商業／工業 葵青

華豐園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屈臣氏中心 商業／工業 葵青

和豐工業中心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世和中心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偉倫中心 二期 商業／工業 葵青

偉業街 133號 商業／工業 觀塘

金米蘭中心 商業／工業 觀塘

淘大花園 A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淘大花園 B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淘大花園 C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淘大花園 D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淘大花園 E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淘大花園 F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淘大花園 G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淘大花園 H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淘大花園 I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淘大花園 J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淘大花園 K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淘大花園 L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淘大花園 M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淘大花園 N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淘大花園 O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淘大花園 P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淘大花園 Q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淘大花園 R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淘大花園 S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創貿廣場 商業／工業 觀塘 

APM* 商業／工業 觀塘

億京中心 商業／工業 觀塘

鴻貿中心 商業／工業 觀塘

富臨中心 商業／工業 觀塘

京貿中心 商業／工業 觀塘

絲寶國際大廈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中國建設銀行中心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彩頤居 A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彩頤居 B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其士商業中心 商業／工業 觀塘

華懋 333廣場 商業／工業 觀塘

彩福邨 彩歡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彩福邨 彩喜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彩福邨 彩樂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彩福邨 彩善樓 公屋住宅 觀塘

中信電訊大廈 商業／工業 觀塘



  

 

 

 

 

 

 

 

 

 

 

 

 

 

 

 

 

 

 

 

 

 

 

 

 

 

 

 

 

 

 

 

 

 

 

 

 

 

中海日升中心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機電工程署總部大樓 商業／工業 觀塘

企業廣場 3 期 商業／工業 觀塘

港貿中心 商業／工業 觀塘

恆勝中心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福康工業大廈 商業／工業 觀塘

天星中心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高銀金融國際中心 商業／工業 觀塘

萬有引力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康瑞苑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康逸苑 康景閣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康逸苑 康麗閣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康逸苑 康年閣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康逸苑 康庭閣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康逸苑 康裕閣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訊科中心 商業／工業 觀塘

國際貿易中心 商業／工業 觀塘

啟田邨 啟信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啟田邨 啟旺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啟田邨 啟仁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啟業邨 啟祥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啟業邨 啟樂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啟業邨 啟寧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啟業邨 啟盛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啟業邨 啟賢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啟業邨 啟裕樓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健力工業大廈 商業／工業 觀塘

皇廷廣場 商業／工業 觀塘

建業中心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高翔苑 高恆閣 公屋住宅 觀塘

高翔苑 高麒閣 公屋住宅 觀塘

高翔苑 高麟閣 公屋住宅 觀塘

高翔苑 高安閣 公屋住宅 觀塘

高翔苑 高瑞閣 公屋住宅 觀塘

高怡邨 高志樓 公屋住宅 觀塘

高怡邨 高盛樓 公屋住宅 觀塘

高怡邨 高遠樓 公屋住宅 觀塘

高怡邨 高悅樓 公屋住宅 觀塘 

KOHO* 商業／工業 觀塘

九龍灣國際展貿中心 商業／工業 觀塘

觀塘花園大廈 喜鵲樓 公屋住宅 觀塘

觀塘花園大廈 孔雀樓 公屋住宅 觀塘

觀塘花園大廈 玉蓮臺第一座 公屋住宅 觀塘

觀塘花園大廈 玉蓮臺第二座 公屋住宅 觀塘

觀塘花園大廈 玉蓮臺第三座 公屋住宅 觀塘

觀塘花園大廈 玉蓮臺第四座 公屋住宅 觀塘

觀塘花園大廈 百靈樓 公屋住宅 觀塘

觀塘花園大廈 畫眉樓 公屋住宅 觀塘

觀塘花園大廈 燕子樓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第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第 10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第 11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第 12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第 13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第 14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第 15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第 16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第 17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第 18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第 19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第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第 21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第 22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第 23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第 24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第 25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第 26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第 27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第 28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第 29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第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第 30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第 31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第 4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第 5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第 6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第 7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第 8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第 9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藍田邨 藍碧樓 公屋住宅 觀塘

藍田邨 藍暉樓 公屋住宅 觀塘

藍田邨 藍泰樓 公屋住宅 觀塘

藍田邨 藍蔚樓 公屋住宅 觀塘 

Landmark East 商業／工業 觀塘

寧晉中心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鯉安苑 鯉康閣 (A座 )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鯉安苑 鯉景閣 (E座 )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鯉安苑 鯉庭閣 (F座 )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鯉安苑 鯉欣閣 (C座 )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鯉安苑 鯉逸閣 (B座 )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鯉安苑 鯉怡閣 (D座 )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鯉魚門廣場 商業／工業 觀塘

樂華北邨 勤華樓 公屋住宅 觀塘

樂華北邨 立華樓 公屋住宅 觀塘

樂華北邨 寧華樓 公屋住宅 觀塘

樂華北邨 秉華樓 公屋住宅 觀塘

樂華北邨 普華樓 公屋住宅 觀塘

樂華北邨 信華樓 公屋住宅 觀塘

樂華北邨 達華樓 公屋住宅 觀塘

樂華北邨 欣華樓 公屋住宅 觀塘

振萬廣場 商業／工業 觀塘 

Manhattan Place*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宏利金融中心 商業／工業 觀塘

宏利大樓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MegaBox - 一座辦公大樓 商業／工業 觀塘

MegaBox - 二座辦公大樓 商業／工業 觀塘

MegaBox - 商場 商業／工業 觀塘

創紀之城 1期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創紀之城 1期 1座 商業／工業 觀塘

創紀之城 1期 2座 商業／工業 觀塘

創紀之城二期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創紀之城三期 商業／工業 觀塘

創紀之城五期東亞銀行中心及 APM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創紀之城 6 期 商業／工業 觀塘

萬泰利廣場 商業／工業 觀塘

港鐵總部大樓 商業／工業 觀塘

南豐商業中心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南洋廣場 商業／工業 觀塘

綠景 NEO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鴻圖道一號 商業／工業 觀塘

傲騰廣場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世運貨倉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安泰邨 智泰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安泰邨 豐泰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安泰邨 恒泰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安泰邨 錦泰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安泰邨 景泰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安泰邨 居泰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安泰邨 明泰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安泰邨 盛泰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安泰邨 德泰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安泰邨 和泰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安泰邨 勇泰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安達邨 正達樓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安達邨 俊達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安達邨 孝達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安達邨 謙達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安達邨 禮達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安達邨 愛達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安達邨 誠達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安達邨 善達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安達邨 賢達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安達邨 智達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安達邨 仁達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安田邨 安健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安田邨 安麗樓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One Harbour Square* 商業／工業 觀塘

啟德一號 (I) 低座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啟德一號 (I) 低座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啟德一號 (I) 低座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啟德一號 (I) 低座 5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啟德一號 (I) 低座 6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啟德一號 (I) 低座 7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啟德一號 (I) 大廈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啟德一號 (I) 大廈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啟德一號 (II) 低座 10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啟德一號 (II) 低座 11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啟德一號 (II) 低座 12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啟德一號 (II) 低座 15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啟德一號 (II) 低座 16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啟德一號 (II) 低座 8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啟德一號 (II) 低座 9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啟德一號 (II) 大廈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啟德一號 (II) 大廈 5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一號九龍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保華企業中心 商業／工業 觀塘

坪石邨 紅石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坪石邨 金石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坪石邨 藍石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坪石邨 鑽石樓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坪石邨 翠石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坪石邨 黃石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坪石邨 玉石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平田邨 服務設施大樓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平田邨 平真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平田邨 平美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平田邨 平誠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平田邨 平信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平田邨 平善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平田邨 平旺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平田邨 平仁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建生廣場 商業／工業 觀塘

鴻力工業中心 A座 商業／工業 觀塘

鴻力工業中心 B座 商業／工業 觀塘

麗晶花園 第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晶花園 第十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晶花園 第十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晶花園 第十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晶花園 第十三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晶花園 第十四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晶花園 第十五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晶花園 第十六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晶花園 第十七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晶花園 第十八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晶花園 第十九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晶花園 第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晶花園 第二十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晶花園 第二十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晶花園 第二十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晶花園 第三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晶花園 第四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晶花園 第五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晶花園 第六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晶花園 第七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晶花園 第八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晶花園 第九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華基中心 商業／工業 觀塘

宏基資本大廈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秀茂坪邨 服務設施大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秀茂坪邨 秀緻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秀茂坪邨 秀程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秀茂坪邨 秀暉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秀茂坪邨 秀富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秀茂坪邨 秀康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秀茂坪邨 秀景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秀茂坪邨 秀樂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秀茂坪邨 秀明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秀茂坪邨 秀雅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秀茂坪邨 秀安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秀茂坪邨 秀華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秀茂坪邨 秀慧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秀茂坪邨 秀和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秀茂坪邨 秀逸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秀茂坪邨 秀義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秀茂坪邨 秀賢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秀茂坪邨 秀裕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秀茂坪邨 秀潤樓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秀茂坪商場 商業／工業 觀塘

滙景花園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滙景花園 第 10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滙景花園 第 1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滙景花園 第 1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滙景花園 第 1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滙景花園 第 14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滙景花園 第 1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滙景花園 第 1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滙景花園 第 1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滙景花園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滙景花園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滙景花園 第 4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滙景花園 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滙景花園 第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滙景花園 第 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滙景花園 第 8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滙景花園 第 9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順天邨 天池樓 公屋住宅 觀塘

順天邨 天柱樓 公屋住宅 觀塘

順天邨 天暉樓 公屋住宅 觀塘

順天邨 天衡樓 公屋住宅 觀塘

順天邨 天琴樓 公屋住宅 觀塘

順天邨 天璣樓 公屋住宅 觀塘

順天邨 天權樓 公屋住宅 觀塘

順天邨 天樂樓 公屋住宅 觀塘

順天邨 天韻樓 公屋住宅 觀塘

順天邨 天榮樓 公屋住宅 觀塘

順天邨 天瑤樓 公屋住宅 觀塘

時代中心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電訊一代廣場 商業／工業 觀塘

泰豐工業大廈 商業／工業 觀塘

德福花園 A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A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B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B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C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C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D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D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E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E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F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F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G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G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H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H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I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I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J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J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K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K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L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M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M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N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N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O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O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P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P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Q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Q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R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R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S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S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T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T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U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U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大廈 商業／工業 觀塘

德福廣場二期 商業／工業 觀塘

海濱匯 商業／工業 觀塘

嘉賢居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The Wave*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同力工業中心 A座 商業／工業 觀塘

同力工業中心 B座 商業／工業 觀塘

華寶中心 商業／工業 觀塘 

Two Harbour Square* 商業／工業 觀塘

世達中心 商業／工業 觀塘

逸東商場 商業／工業 觀塘

油麗邨 碧麗樓 公屋住宅 觀塘

油麗邨 卓麗樓 公屋住宅 觀塘

油麗邨 智麗樓 公屋住宅 觀塘

油麗邨 豐麗樓 公屋住宅 觀塘

油麗邨 康麗樓 公屋住宅 觀塘

油麗邨 雅麗樓 公屋住宅 觀塘

油麗邨 秀麗樓 公屋住宅 觀塘

油麗邨 信麗樓 公屋住宅 觀塘

油麗邨 翠麗樓 公屋住宅 觀塘

油麗邨 仁麗樓 公屋住宅 觀塘

油麗邨 逸麗樓 公屋住宅 觀塘

油麗邨 頤麗樓 公屋住宅 觀塘

油麗邨 盈麗樓 公屋住宅 觀塘



 

 

 

 

 

 

 

 

 

 

 

   

   

   

 

 

 

 

 

 

   

   

   

   

   

   

   

   

   

   

   

   

   

   

   

   

   

   

   

   

   

油麗邨 雍麗樓 公屋住宅 觀塘

有利中心 商業／工業 觀塘

恩浩國際中心 商業／工業 觀塘

御景峰 私人／居屋住宅 北區

佛教李莊月明護養院 安老院舍 北區

基力工業大廈 商業／工業 北區

彩園邨 彩珠樓 公屋住宅 北區

彩園邨 彩麗樓 公屋住宅 北區

彩園邨 彩屏樓 公屋住宅 北區

彩園邨 彩華樓 公屋住宅 北區

彩園邨 彩湖樓 公屋住宅 北區

彩園邨 彩玉樓 公屋住宅 北區

彩園廣場 商業／工業 北區

牽晴間購物廣場 商業／工業 北區

粉嶺中心購物商場 商業／工業 北區

逸峯廣場 商業／工業 北區

香港浸信會醫院後勤中心 醫院 北區

嘉福邨 福樂樓 公屋住宅 北區

嘉福邨 福安樓 公屋住宅 北區

嘉福邨 福泰樓 公屋住宅 北區

上水廣場 商業／工業 北區

龍豐花園 A座 私人／居屋住宅 北區

龍豐花園 B座 私人／居屋住宅 北區

龍豐花園 C座 私人／居屋住宅 北區

新都廣場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北區

新都廣場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北區

新都廣場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北區

寶石湖邨 碧玉樓 公屋住宅 北區

寶石湖邨 珊瑚樓 公屋住宅 北區

寶石湖邨 紫晶樓 公屋住宅 北區

御皇庭 第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北區

御皇庭 第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北區

御皇庭 第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1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10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11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12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13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14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15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16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17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18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19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2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20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21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22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23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24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25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26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27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28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29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3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30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31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32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33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34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35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36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37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38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39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4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40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41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42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43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44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45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46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47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48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49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5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50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5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6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7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8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第 9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沙頭角邨 迎海樓 公屋住宅 北區

歌賦嶺 私人／居屋住宅 北區

天巒 I期會所 商業／工業 北區

天巒 II期會所 私人／居屋住宅 北區

華心邨 華冠樓 公屋住宅 北區

華心邨 華勉樓 公屋住宅 北區

奕翠園 第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北區

奕翠園 第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北區

奕翠園 第三座 私人／居屋住宅 北區

奕翠園 第四座 私人／居屋住宅 北區

奕翠園 第五座 私人／居屋住宅 北區

奕翠園 第六座 私人／居屋住宅 北區

奕翠園 第七座 私人／居屋住宅 北區

奕翠園 第十座 私人／居屋住宅 北區 

CAPRI Place* 商業／工業 西貢

詩禮花園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將軍澳豪庭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中國移動環球網絡中心 商業／工業 西貢

彩明苑 彩松閣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彩明苑 彩富閣 公屋住宅 西貢

彩明苑 彩貴閣 公屋住宅 西貢

彩明苑 彩柳閣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彩明苑 彩梅閣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彩明苑 彩柏閣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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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明苑 彩桃閣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彩明苑 彩榮閣 公屋住宅 西貢

彩明苑 彩楊閣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彩明苑 彩耀閣 公屋住宅 西貢

東港城 第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東港城 第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東港城 第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東港城 第 5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東港城 第 6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東港城 第 7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東港城 第 8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福慧大廈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厚德邨 德澤樓 公屋住宅 西貢

厚德邨 德志樓 公屋住宅 西貢

厚德邨 德富樓 公屋住宅 西貢

厚德邨 德康樓 公屋住宅 西貢

厚德邨 德安樓 公屋住宅 西貢

厚德邨 德裕樓 公屋住宅 西貢

香港交易所數據中心 商業／工業 西貢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大學 /教育學院 西貢

香港貿易發展局 展覽營運中心 商業／工業 西貢

將軍澳滙豐大廈 商業／工業 西貢

樂頤居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新寶城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新寶城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新寶城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新寶城 第 4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新寶城 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新寶城 第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翠塘花園第 1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匡湖購物中心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新都城中心二期商場 商業／工業 西貢

新都城中心三期商場 商業／工業 西貢

新都城第一期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新都城第一期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新都城第一期三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新都城第一期四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新都城第一期五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新都城第一期六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新都城二期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新都城二期 10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新都城二期 11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新都城二期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新都城二期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新都城二期 4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新都城二期 5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新都城二期 6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新都城二期 7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新都城二期 8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新都城二期 9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都會駅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MONTEREY Place* 商業／工業 西貢 

NTT Communications Hong Kong Financial Data Cen商業／工業 西貢 

NTT Communications Hong Kong Financial Data Cen商業／工業 西貢



    

    

    

    

    

    

 

 

 

   

   

   

   

   

   

 

 

 

 

 

 

 

 

 

 

   

   

   

   

 

   

   

   

  

  

   

   

   

   

   

   

   

   

   

   

 

   

   

   

   

 

安寧花園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安寧花園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安寧花園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安寧花園 第 4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安寧花園 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安寧花園 第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將軍澳中心 (商場 ) 商業／工業 西貢 

PopCorn 1* 商業／工業 西貢 

PopCorn 2* 商業／工業 西貢

蔚藍灣畔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蔚藍灣畔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蔚藍灣畔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蔚藍灣畔 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蔚藍灣畔 第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蔚藍灣畔 第 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SAVANNAH Place* 商業／工業 西貢

尚德邨 尚智樓 公屋住宅 西貢

尚德邨 尚真樓 公屋住宅 西貢

尚德邨 尚禮樓 公屋住宅 西貢

尚德邨 尚美樓 公屋住宅 西貢

尚德邨 尚明樓 公屋住宅 西貢

尚德邨 尚廉樓 公屋住宅 西貢

尚德邨 尚信樓 公屋住宅 西貢

尚德邨 尚仁樓 公屋住宅 西貢

尚德邨 尚義樓 公屋住宅 西貢

溱喬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連理街 商業／工業 西貢

叠翠軒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叠翠軒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叠翠軒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叠翠軒 第 4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天晉 會所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天晉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天晉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天晉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天晉 第 6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天晉 第 7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天晉 第 8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厚德商場 商業／工業 西貢

領都 第 十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領都 第 十一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領都 第 六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領都 第 七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領都 第 八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領都 第 九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將軍澳廣場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將軍澳廣場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將軍澳廣場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將軍澳廣場 第 3A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將軍澳廣場 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將軍澳廣場 第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將軍澳廣場 第 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將軍澳廣場 第 8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茵怡花園 第 7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長沙灣道 909號 商業／工業 深水埗

泓景臺 第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泓景臺 第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泓景臺 第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泓景臺 第 5座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泓景臺 第 6座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泓景臺 第 7座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泓景臺 第 8座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億京廣場 商業／工業 深水埗

億京廣場 2 商業／工業 深水埗

明愛醫院 懷明樓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明愛醫院 懷愛樓 醫院 深水埗

明愛醫院 懷順樓 醫院 深水埗

明愛醫院 懷義樓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澤安邨 富澤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澤安邨 麗澤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澤安邨 華澤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澤安邨 榮澤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長沙灣邨 長泰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長沙灣邨 長欣樓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中國船舶大廈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 深水埗中心 商業／工業 深水埗

經達廣場 商業／工業 深水埗

福源廣場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富昌邨 富凱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富昌邨 富良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富昌邨 富萊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富昌邨 富誠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富昌邨 富韻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富昌邨 富旺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富昌邨 富怡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富昌邨 富盈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富昌邨 富悅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富昌邨 富潤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好運工業中心 商業／工業 深水埗

興迅廣場 商業／工業 深水埗

菁盈雅軒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曉悅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海盈邨 盈昌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海盈邨 盈輝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香港紗廠工業大廈第五期 商業／工業 深水埗

匯豐中心 1座 商業／工業 深水埗

匯豐中心 2座 商業／工業 深水埗

匯豐中心 3座 商業／工業 深水埗

賽馬會環保樓 商業／工業 深水埗

麗閣邨 麗芙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麗閣邨 麗荷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麗閣邨 麗萱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麗閣邨 麗菊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麗閣邨 麗葵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麗閣邨 麗蘭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麗閣邨 麗蘿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麗閣邨 麗薇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羅氏商業廣場 商業／工業 深水埗



 

 

 

 

 

 

 

 

 

 

 

 

 

 

 

 

 

 

 

 

   

   

   

   

   

   

   

   

   

 

 

 

 

 

 

 

 

 

 

 

 

 

 

 

 

 

 

昇悅居 第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昇悅居 第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昇悅居 第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昇悅居 第 5座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昇悅居 第 6座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昇悅居 第 7座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昇悅居 第 8座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昇悅居 會所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昇悅居 商場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曼克頓山 (住宅 -第 1座 )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曼克頓山 (住宅 -第 2座 )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明德中心 商業／工業 深水埗

南山邨 南豐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南山邨 南樂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南山邨 南明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南山邨 南安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南山邨 南泰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南山邨 南偉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南山邨 南逸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南山邨 南堯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永新工業大廈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奧海城 2期 商業／工業 深水埗

順寧苑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PeakCastle*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Peninsula Tower* 商業／工業 深水埗

時豐中心 商業／工業 深水埗

石硤尾邨 第 十九 座 公屋住宅 深水埗

石硤尾邨 第 二十 座 公屋住宅 深水埗

石硤尾邨 第 二十一 座 公屋住宅 深水埗

石硤尾邨 第 二十二 座 公屋住宅 深水埗

石硤尾邨 第 二十三 座 公屋住宅 深水埗

石硤尾邨 第 二十四 座 公屋住宅 深水埗

石硤尾邨 第 四十二 座 公屋住宅 深水埗

石硤尾邨 第 四十三 座 公屋住宅 深水埗

石硤尾邨 第 四十四 座 公屋住宅 深水埗

石硤尾邨 美菖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石硤尾邨 美禧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石硤尾邨 美葵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石硤尾邨 美亮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石硤尾邨 美柏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石硤尾邨 美笙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石硤尾邨 美盛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石硤尾邨 美薈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石硤尾邨 美益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石硤尾邨 美賢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石硤尾邨 美映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石硤尾邨 美如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嘉運大廈 商業／工業 深水埗

蘇屋邨 杜鵑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蘇屋邨 海棠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蘇屋邨 茶花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蘇屋邨 石竹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蘇屋邨 金松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蘇屋邨 櫻桃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蘇屋邨 劍蘭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蘇屋邨 彩雀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蘇屋邨 百合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蘇屋邨 荷花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蘇屋邨 壽菊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蘇屋邨 蘭花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蘇屋邨 牡丹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蘇屋邨 綠柳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大坑東邨 東輝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大坑東邨 東海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大坑東邨 東健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大坑東邨 東龍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大坑東邨 東滿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大坑東邨 東成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大坑東邨 東旺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大坑東邨 東怡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大坑東邨 東裕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宇晴軒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宇晴軒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宇晴軒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宇晴軒 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宇晴軒 第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宇晴軒 第 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時代中心 商業／工業 深水埗

田氏企業中心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肇如大廈 商業／工業 深水埗 

W668* 商業／工業 深水埗

華荔邨 喜荔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華荔邨 賞荔樓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水務署 九龍西區大樓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恩福中心 商業／工業 深水埗

海栢花園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海栢花園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海栢花園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海栢花園 第 4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海栢花園 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海栢花園 第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秦石邨 石暉樓 公屋住宅 沙田

秦石邨 石晶樓 公屋住宅 沙田

秦石邨 石瑩樓 公屋住宅 沙田

秦石邨 石玉樓 公屋住宅 沙田

頌安邨 頌智樓 公屋住宅 沙田

頌安邨 頌群樓 公屋住宅 沙田

頌安邨 頌平樓 公屋住宅 沙田

頌安邨 頌德樓 公屋住宅 沙田

頌安邨 頌和樓 公屋住宅 沙田

連城廣場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香港沙田萬怡酒店 酒店 /服務式住宅 沙田

迎海薈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玖瓏山 日瓏閣 第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玖瓏山 日瓏閣 第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玖瓏山 月瓏閣 第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玖瓏山 月瓏閣 第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玖瓏山 月瓏閣 第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玖瓏山 傲瓏閣 第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玖瓏山 傲瓏閣 第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玖瓏山 傲瓏閣 第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玖瓏山 天瓏閣 第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玖瓏山 天瓏閣 第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永得利大廈 商業／工業 沙田

永得利大廈 (第三期 ) 商業／工業 沙田

永得利大廈 第三座 商業／工業 沙田

永得利中心 商業／工業 沙田

金禧商場 商業／工業 沙田

偉達中心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協力工業大廈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名家滙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名家滙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名家滙 洋房 1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名家滙 洋房 2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名家滙 洋房 3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名家滙 洋房 5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顯耀邨 顯耀樓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Hong Kong Science Park - Building 10W* 商業／工業 沙田 

Hong Kong Science Park - Building 11W* 商業／工業 沙田 

Hong Kong Science Park - Building 12E* 商業／工業 沙田 

Hong Kong Science Park - Building 12W* 商業／工業 沙田 

Hong Kong Science Park - Building 13W* 商業／工業 沙田 

Hong Kong Science Park - Building 15W* 商業／工業 沙田 

Hong Kong Science Park - Building 16E* 商業／工業 沙田 

Hong Kong Science Park - Building 16W*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Hong Kong Science Park - Building 1E* 商業／工業 沙田 

Hong Kong Science Park - Building 1W* 商業／工業 沙田 

Hong Kong Science Park - Building 20E* 商業／工業 沙田 

Hong Kong Science Park - Building 22E* 商業／工業 沙田 

Hong Kong Science Park - Building 2E* 商業／工業 沙田 

Hong Kong Science Park - Building 2W* 商業／工業 沙田 

Hong Kong Science Park - Building 3E* 商業／工業 沙田 

Hong Kong Science Park - Building 3W* 商業／工業 沙田 

Hong Kong Science Park - Building 5E* 商業／工業 沙田 

Hong Kong Science Park - Building 5W* 商業／工業 沙田 

Hong Kong Science Park - Building 6E* 商業／工業 沙田 

Hong Kong Science Park - Building 6W* 商業／工業 沙田 

Hong Kong Science Park - Building 7W* 商業／工業 沙田 

Hong Kong Science Park - Building 8W* 商業／工業 沙田 

Hong Kong Science Park - Building 9W* 商業／工業 沙田 

Hong Kong Science Park - Bulding 18E* 商業／工業 沙田

香港體育學院 大學 /教育學院 沙田

石門匯豐大廈 商業／工業 沙田

乙明邨明信樓 (高座 ) 公屋住宅 沙田

乙明邨明信樓 (低座 ) 公屋住宅 沙田

乙明邨明恩樓 (高座 ) 公屋住宅 沙田

乙明邨明恩樓 (低座 ) 公屋住宅 沙田

乙明邨明耀樓 (高座 ) 公屋住宅 沙田

乙明邨明耀樓 (低座 ) 公屋住宅 沙田

尚珩 花園複式洋房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尚珩 1號洋房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尚珩 10號洋房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尚珩 11號洋房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尚珩 12號洋房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尚珩 16號洋房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尚珩 17號洋房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尚珩 18號洋房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尚珩 2號洋房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尚珩 3號洋房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尚珩 6號洋房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尚珩 7號洋房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尚珩 8號洋房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尚珩 9號洋房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尚珩 第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尚珩 第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尚珩 第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銀湖 ‧天峰皇殿會所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銀湖 ‧天峰第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銀湖 ‧天峰第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銀湖 ‧天峰第三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銀湖 ‧天峰第五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銀湖 ‧天峰第六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銀湖 ‧天峰第七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銀湖 ‧天峰第八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湖景花園 第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湖景花園 第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湖景花園 第三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湖景花園 第四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湖景花園 第五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瀝源邨 福海樓 公屋住宅 沙田

瀝源邨 富裕樓 公屋住宅 沙田

瀝源邨 貴和樓 公屋住宅 沙田

瀝源邨 祿泉樓 公屋住宅 沙田

瀝源邨 壽全樓 公屋住宅 沙田

瀝源邨 華豐樓 公屋住宅 沙田

瀝源邨 榮瑞樓 公屋住宅 沙田

馬鞍山中心 第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馬鞍山中心 第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馬鞍山中心 第三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馬鞍山中心 第四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美松苑 富松閣 (A座 )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美松苑 興松閣 (C座 )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美松苑 康松閣 (E座 )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美松苑 麗松閣 (B座 )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美松苑 樂松閣 (F座 )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美松苑 盛松閣 (D座 )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翠擁華庭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翠擁華庭第 10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翠擁華庭第 1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翠擁華庭第 1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翠擁華庭第 1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翠擁華庭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翠擁華庭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翠擁華庭 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翠擁華庭 第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翠擁華庭 第 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翠擁華庭第 8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翠擁華庭 第 9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新港城中心 (第四期 )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新港城中心 (第五期 )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新港城中心大街 (第三期 ) 商業／工業 沙田

碧濤花園三期 峯景閣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碧濤花園三期 雅芝閣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碧濤花園三期 翠柏閣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駿景廣場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Prima Villa Block 1*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Prima Villa Block 2*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Prima Villa Block 3*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Prima Villa Block 5*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濱景花園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濱景花園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濱景花園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濱景花園 第 4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濱景花園 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麗豪酒店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富寶花園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富寶花園 第 10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富寶花園 第 1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富寶花園 第 1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富寶花園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富寶花園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富寶花園 第 4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富寶花園 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富寶花園 第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富寶花園 第 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富寶花園 第 8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富寶花園 第 9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嵐岸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嵐岸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嵐岸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嵐岸 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嵐岸 第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嵐岸 第 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蔚景園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蔚景園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沙角邨 美雁樓 公屋住宅 沙田

沙角邨 綠鷺樓 公屋住宅 沙田

沙角邨 銀鷗樓 公屋住宅 沙田

沙角邨 金鶯樓 公屋住宅 沙田

沙角邨 魚鷹樓 公屋住宅 沙田

沙角邨 沙燕樓 公屋住宅 沙田

沙角邨 雲雀樓 公屋住宅 沙田

沙田中心商場 商業／工業 沙田

沙田商業中心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沙田廣場購物中心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水泉澳邨 清泉樓 公屋住宅 沙田

水泉澳邨 竹泉樓 公屋住宅 沙田

水泉澳邨 喜泉樓 公屋住宅 沙田

水泉澳邨 河泉樓 公屋住宅 沙田

水泉澳邨 林泉樓 公屋住宅 沙田



 

 

 

 

 

 

 

 

 

 

 

 

 

 

 

 

 

 

 

 

 

 

 

 

 

 

 

 

 

 

 

 

 

 

 

 

 

 

 

 

 

 

 

 

 

 

 

 

 

  

  

  

  

水泉澳邨 嶺泉樓 公屋住宅 沙田

水泉澳邨 樂泉樓 公屋住宅 沙田

水泉澳邨 朗泉樓 公屋住宅 沙田

水泉澳邨 茂泉樓 公屋住宅 沙田

水泉澳邨 明泉樓 公屋住宅 沙田

水泉澳邨 山泉樓 公屋住宅 沙田

水泉澳邨 城泉樓 公屋住宅 沙田

水泉澳邨 修泉樓 公屋住宅 沙田

水泉澳邨 崇泉樓 公屋住宅 沙田

水泉澳邨 峻泉樓 公屋住宅 沙田

水泉澳邨 欣泉樓 公屋住宅 沙田

水泉澳邨 映泉樓 公屋住宅 沙田

水泉澳邨 月泉樓 公屋住宅 沙田

雲端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新翠邨 新俊樓 公屋住宅 沙田

新翠邨 新芳樓 公屋住宅 沙田

新翠邨 新學樓 公屋住宅 沙田

新翠邨 新傑樓 公屋住宅 沙田

新翠邨 新明樓 公屋住宅 沙田

新翠邨 新偉樓 公屋住宅 沙田

新翠邨 新儀樓 公屋住宅 沙田

新翠邨 新月樓 公屋住宅 沙田

新田圍邨 富圍樓 公屋住宅 沙田

新田圍邨 福圍樓 公屋住宅 沙田

新田圍邨 豐圍樓 公屋住宅 沙田

新田圍邨 康圍樓 公屋住宅 沙田

新田圍邨 盛圍樓 公屋住宅 沙田

新田圍邨 榮圍樓 公屋住宅 沙田

新田圍邨 欣圍樓 公屋住宅 沙田

新田圍邨 裕圍樓 公屋住宅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范克廉樓 大學 /教育學院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崇基學院行政樓 大學 /教育學院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牟路思怡圖書館 大學 /教育學院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利黃瑤璧樓 大學 /教育學院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何善衡工程學大樓 大學 /教育學院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何添樓 大學 /教育學院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許讓成樓 大學 /教育學院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 大學 /教育學院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富爾敦樓 大學 /教育學院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汾陽樓 大學 /教育學院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梁銶琚樓 大學 /教育學院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碧秋樓 大學 /教育學院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逸夫科學大樓 大學 /教育學院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科學館北座 大學 /教育學院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科學館南座 大學 /教育學院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大學行政樓 大學 /教育學院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大學保健醫療中心 大學 /教育學院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大學圖書館 大學 /教育學院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蒙民偉工程學大樓 大學 /教育學院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潤昌堂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晉名峰 A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晉名峰 B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晉名峰 C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晉名峰 D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晉名峰 E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嘉御山 第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嘉御山 第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嘉御山 第三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嘉御山 一至九號洋房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御龍山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御龍山 10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御龍山 11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御龍山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御龍山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御龍山 5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御龍山 6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御龍山 7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御龍山 8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御龍山 9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對面海邨 海昌樓 公屋住宅 沙田

對面海邨 海富樓 公屋住宅 沙田

對面海邨 海寧樓 公屋住宅 沙田

對面海邨 海泰樓 公屋住宅 沙田

仁安醫院 醫院 沙田

聽濤雅苑 第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聽濤雅苑 第十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聽濤雅苑 第十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聽濤雅苑 第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聽濤雅苑 第三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聽濤雅苑 第四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聽濤雅苑 第五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聽濤雅苑 第六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聽濤雅苑 第七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聽濤雅苑 第八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聽濤雅苑 第九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白石單車場 商業／工業 沙田

禾輋邨 智和樓 公屋住宅 沙田

禾輋邨 富和樓 公屋住宅 沙田

禾輋邨 豐和樓 公屋住宅 沙田

禾輋邨 厚和樓 公屋住宅 沙田

禾輋邨 協和樓 公屋住宅 沙田

禾輋邨 康和樓 公屋住宅 沙田

禾輋邨 景和樓 公屋住宅 沙田

禾輋邨 民和樓 公屋住宅 沙田

禾輋邨 美和樓 公屋住宅 沙田

禾輋邨 順和樓 公屋住宅 沙田

禾輋邨 泰和樓 公屋住宅 沙田

禾輋邨 德和樓 公屋住宅 沙田

禾輋邨 欣和樓 公屋住宅 沙田

港泰閣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港榮閣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利南道 111號 商業／工業 南區

赤柱村道 32號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淺水灣道 36A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摩星嶺道 68 號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深水灣徑 8號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鴨脷洲邨 利澤樓 C1 座 公屋住宅 南區

鴨脷洲邨 利澤樓 C2 座 公屋住宅 南區



   

 

 

 

 

 

 

 

  

  

  

  

  

  

  

  

    

 

  

  

  

 

 

 

 

 

 

 

 

 

 

 

 

 

 

 

 

 

 

 

 

     

     

鴨脷洲邨 利澤樓 C3 座 公屋住宅 南區

鴨脷洲邨 利福樓高座 公屋住宅 南區

鴨脷洲邨 利福樓低座 公屋住宅 南區

鴨脷洲邨 利滿樓高座 公屋住宅 南區

鴨脷洲邨 利滿樓低座 公屋住宅 南區

鴨脷洲邨 利寧樓 公屋住宅 南區

鴨脷洲邨 利添樓 公屋住宅 南區

鴨脷洲邨 利怡樓 公屋住宅 南區

安盛匯 商業／工業 南區

貝沙灣第四期 (南灣 )第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貝沙灣 第六期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貝沙灣 第六期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貝沙灣 第六期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貝沙灣 第六期 5座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貝沙灣 第六期 6座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貝沙灣 第六期 7座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貝沙灣 第六期 8A座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貝沙灣 第六期 8B座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Bel-Air No. 8, Club 8*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Bel-Air Rise*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Belgravia*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CARMELIA (Management Office)*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百年大樓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百年大樓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賽詩閣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置富花園 富澤苑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置富花園 富昌苑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置富花園 富俊苑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置富花園 富暉苑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置富花園 富恒苑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置富花園 富興苑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置富花園 富豪苑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置富花園 富嘉苑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置富花園 富景苑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置富花園 富麗苑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置富花園 富明苑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置富花園 富安苑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置富花園 富昇苑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置富花園 富華苑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置富花園 富榮苑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置富花園 富仁苑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置富花園 富雅苑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置富花園 富逸苑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置富花園 富怡苑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置富花園 富業苑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置富南區廣場 商業／工業 南區

貝沙灣灣畔會所 商業／工業 南區

貝沙灣朗峰會所 商業／工業 南區

數碼港一座 商業／工業 南區

數碼港二座 商業／工業 南區

數碼港三座 A 區 - F 區 商業／工業 南區

數碼港四座 A 區 及 B 區 商業／工業 南區

創協坊 商業／工業 南區



 

 

 

 

 

  

  

  

  

  

  

  

  

  

 

  

 

 

 

 

 

  

  

  

  

   

   

   

 

 

 

 

 

環匯廣場 商業／工業 南區

華景園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華景園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華景園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喜蓮苑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香港仔中心海珠閣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香港仔中心海珍閣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海龍閣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香港仔中心海珊閣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海天閣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海晶閣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香港仔中心海瑚閣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海瑩閣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金豐大廈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明德山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港昌閣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港富閣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港興閣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港盛閣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南灣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南灣 10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南灣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南灣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南灣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南灣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南灣 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南灣 8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南灣 9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南灣 會所 商業／工業 南區

南山別墅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加列山道 7-15號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One Island South* 商業／工業 南區

浪琴園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浪琴園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浪琴園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浪琴園 5座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浪琴園 6座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松蔭園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新加坡國際學校 (香港 ) - 幼稚園及小學部 學校 南區

淺水灣花園大廈 A座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淺水灣花園大廈 B座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淺水灣花園大廈 C座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淺水灣花園大廈 D座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貝沙灣 I 期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貝沙灣 II 期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新加坡國際學校 (香港 ) - 中學部 學校 南區

深灣軒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深灣軒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深灣軒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石排灣邨 碧輝樓 公屋住宅 南區

石排灣邨 碧朗樓 公屋住宅 南區

石排灣邨 碧綠樓 公屋住宅 南區

石排灣邨 碧銀樓 公屋住宅 南區

石排灣邨 碧山樓 公屋住宅 南區



 

 

 

   

  

 

   

   

   

   

  

 

 

 

 

 

 

 

 

 

 

 

 

 

 

 

 

 

 

 

 

 

  

  

  

  

  

  

 

 

 

 

 

石排灣邨 碧蔚樓 公屋住宅 南區

石排灣邨 碧園樓 公屋住宅 南區

石排灣邨 碧月樓 公屋住宅 南區 

South Island Place * 商業／工業 南區

南津 •迎岸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數碼港商場 商業／工業 南區

弘立書院 (A, C及 G座 ) 學校 南區

弘立書院 B座及 R座 學校 南區 

The Lily Tower 1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The Lily Tower 2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The Lily Tower 3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The Lily Tower 4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影灣園 de Ricou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影灣園 Harston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影灣園 Nicholson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影灣園 Taggart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田灣邨 長者住屋 公屋住宅 南區

田灣邨 田澤樓 公屋住宅 南區

田灣邨 田康樓 公屋住宅 南區

田灣邨 田健樓 公屋住宅 南區

田灣邨 田麗樓 公屋住宅 南區

東銘閣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貝沙灣 第五期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華富 (一 )邨 華清樓 公屋住宅 南區

華富 (一 )邨 華珍樓 公屋住宅 南區

華富 (一 )邨 華康樓 公屋住宅 南區

華富 (一 )邨 華基樓 公屋住宅 南區

華富 (一 )邨 華建樓 公屋住宅 南區

華富 (一 )邨 華光樓 公屋住宅 南區

華富 (一 )邨 華樂樓 公屋住宅 南區

華富 (一 )邨 華美樓 公屋住宅 南區

華富 (一 )邨 華明樓 公屋住宅 南區

華富 (一 )邨 華安樓 公屋住宅 南區

華富 (一 )邨 華信樓 公屋住宅 南區

華富 (一 )邨 華裕樓 公屋住宅 南區

華富 (二 )邨 華昌樓 公屋住宅 南區

華富 (二 )邨 華翠樓 公屋住宅 南區

華富 (二 )邨 華興樓 公屋住宅 南區

華富 (二 )邨 華景樓 公屋住宅 南區

華富 (二 )邨 華生樓 公屋住宅 南區

華富 (二 )邨 華泰樓 公屋住宅 南區

匯賢大厦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甄沾記大廈 商業／工業 南區

漁光村 靜海樓 公屋住宅 南區

漁光村 海鷗樓 公屋住宅 南區

漁光村 海港樓 公屋住宅 南區

漁光村 白沙樓 公屋住宅 南區

漁光村 順風樓 公屋住宅 南區

大家樂中央產製一廠 商業／工業 大埔

淺月灣一期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淺月灣二期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雍怡雅苑會所 商業／工業 大埔

康樂園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美心西餅麵包廠 商業／工業 大埔



 

   

   

   

   

   

   

   

   

  

  

   

   

   

   

   

   

   

   

   

   

   

   

   

   

   

   

   

   

  

  

  

  

  

  

  

  

  

  

  

  

 

 

 

   

   

   

   

美心食品廠 商業／工業 大埔

嵐山 會所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嵐山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嵐山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嵐山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嵐山 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嵐山 第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嵐山 第 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嵐山 第 8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嵐山 第 9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NTT 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 商業／工業 大埔

天賦海灣 洋房 1-3, 5-8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天賦海灣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天賦海灣 第 10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天賦海灣 第 1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天賦海灣 第 1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天賦海灣 第 1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天賦海灣 第 1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天賦海灣 第 1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天賦海灣 第 18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天賦海灣 第 19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天賦海灣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天賦海灣 第 20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天賦海灣 第 2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天賦海灣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天賦海灣 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天賦海灣 第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天賦海灣 第 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天賦海灣 第 8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天賦海灣 第 9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太湖花園第一期 第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太湖花園第一期 第 10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太湖花園第一期 第 11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太湖花園第一期 第 12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太湖花園第一期 第 15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太湖花園第一期 第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太湖花園第一期 第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太湖花園第一期 第 5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太湖花園第一期 第 6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太湖花園第一期 第 7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太湖花園第一期 第 8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太湖花園第一期 第 9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太平工業中心 第一座 商業／工業 大埔

太平工業中心第二座 商業／工業 大埔

比華利山別墅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香港教育大學 (大埔校園 ) 大學 /教育學院 大埔

香港青年協會青年宿舍 PH2 商業／工業 大埔

德士古道 100號 商業／工業 荃灣

五方集團中心 商業／工業 荃灣

碧堤坊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碧堤半島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碧堤半島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碧堤半島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碧堤半島 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碧堤半島 第 6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碧堤半島 第 7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碧堤半島 第 8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碧堤半島 第 9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麗城薈二期 商業／工業 荃灣

麗城薈三期 商業／工業 荃灣

寶石大廈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有線電視大樓 商業／工業 荃灣

長豐工業大廈 商業／工業 荃灣

象山邨 樂山樓 公屋住宅 荃灣

象山邨 秀山樓 公屋住宅 荃灣

象山邨 翠山樓 公屋住宅 荃灣

華懋荃灣廣場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祈德尊新邨 C 座 公屋住宅 荃灣

福來邨 永昌樓 公屋住宅 荃灣

福來邨 永興樓 公屋住宅 荃灣

福來邨 永康樓 公屋住宅 荃灣

福來邨 永嘉樓 公屋住宅 荃灣

福來邨 永樂樓 公屋住宅 荃灣

福來邨 永隆樓 公屋住宅 荃灣

福來邨 永寧樓 公屋住宅 荃灣

福來邨 永泰樓 公屋住宅 荃灣

福來邨 永定樓 公屋住宅 荃灣

新領域廣場 商業／工業 荃灣

恆麗園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恆麗園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恆麗園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恆麗園 4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恆麗園 5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恆麗園 6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恆麗園 7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港安醫院 -荃灣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達貿中心 商業／工業 荃灣

錦豐園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錦豐園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荃灣千色匯 I 商業／工業 荃灣

荃灣千色匯 I 商業／工業 荃灣

荃灣千色匯 II 商業／工業 荃灣

立泰工業中心第一座 商業／工業 荃灣

立泰工業中心第二座 商業／工業 荃灣

綠楊坊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滿樂大廈從心樓 公屋住宅 荃灣

滿樂大廈福至樓 公屋住宅 荃灣

滿樂大廈康樂樓 公屋住宅 荃灣

滿樂大廈安寧樓 公屋住宅 荃灣

南豐中心 商業／工業 荃灣

荃灣西如心酒店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如心廣場 商業／工業 荃灣 

One Midtown* 商業／工業 荃灣

悅來酒店 酒店 /服務式住宅 荃灣

悅來坊商場 商業／工業 荃灣

珀麗灣 第 3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珀麗灣 第 3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海濱花園第 6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帝華軒 第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帝華軒 第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石圍角邨 石芳樓 公屋住宅 荃灣

石圍角邨 石荷樓 公屋住宅 荃灣

石圍角邨 石菊樓 公屋住宅 荃灣

石圍角邨 石葵樓 公屋住宅 荃灣

石圍角邨 石蘭樓 公屋住宅 荃灣

石圍角邨 石蓮樓 公屋住宅 荃灣

石圍角邨 石桃樓 公屋住宅 荃灣

石圍角邨 石翠樓 公屋住宅 荃灣

灣景廣場 商業／工業 荃灣

東南工業大廈 商業／工業 荃灣

翠豐臺會所 商業／工業 荃灣

翠豐臺第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翠豐臺第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翠豐臺第三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翠豐臺第五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新豐中心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大鴻輝 (荃灣 )中心 商業／工業 荃灣

南豐紗廠 商業／工業 荃灣

嘉達環球中心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柏傲灣 1A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柏傲灣 1B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柏傲灣 2A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柏傲灣 2B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TML廣場 商業／工業 荃灣

荃豐中心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荃灣廣場 (商場 ) 商業／工業 荃灣

匯利工業中心 商業／工業 荃灣

愛琴海岸 第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愛琴海岸 第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愛琴海岸 第三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愛琴海岸 第五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愛琴海岸 第六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愛琴海岸 第七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愛琴海岸 第八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澤豐花園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蝴蝶邨 蝶聚樓 公屋住宅 屯門

蝴蝶邨 蝶翎樓 公屋住宅 屯門

蝴蝶邨 蝶舞樓 公屋住宅 屯門

蝴蝶邨 蝶心樓 公屋住宅 屯門

蝴蝶邨 蝶意樓 公屋住宅 屯門

蝴蝶邨 蝶影樓 公屋住宅 屯門

蝴蝶廣場 商業／工業 屯門

瓏門 Charter Club 商業／工業 屯門

瓏門 第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瓏門 第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瓏門 第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瓏門 第 5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瓏門 第 6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瓏門 第 7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瓏門 第 8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卓爾廣場 商業／工業 屯門



 

 

 

 

   

   

   

   

 

 

  

 

 

 

 

 

 

 

 

 

 

 

 

 

 

 

 

 

 

 

 

 

 

 

 

 

 

 

 

 

 

 

珀御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恒福商場 商業／工業 屯門

香港黃金海岸酒店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建生邨 康生樓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建生邨 樂生樓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建生邨 泰生樓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建生邨 裕生樓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景新臺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景新臺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景新臺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景新臺 第 4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錦薈坊 商業／工業 屯門

嶺南大學 南邊宿舍 AB座 大學 /教育學院 屯門

嶺南大學忠信堂 大學 /教育學院 屯門

嶺南大學林護堂 大學 /教育學院 屯門

嶺南大學 賽馬會博雅堂 大學 /教育學院 屯門

嶺南大學 黃浩川堂及伍絜宜堂 大學 /教育學院 屯門

嶺南大學逸民堂 大學 /教育學院 屯門

樂安排海水抽水站 公共設施 屯門

萬能閣 商業／工業 屯門 

NAPA*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海趣坊 商業／工業 屯門

安定邨 定祥樓 公屋住宅 屯門

安定邨 定福樓 公屋住宅 屯門

安定邨 定康樓 公屋住宅 屯門

安定邨 定龍樓 公屋住宅 屯門

安定邨 定泰樓 公屋住宅 屯門

安定邨 定德樓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豐連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豐連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寶田邨 第一座 公屋住宅 屯門

寶田邨 第二座 公屋住宅 屯門

寶田邨 第三座 公屋住宅 屯門

寶田邨 第四座 公屋住宅 屯門

寶田邨 第五座 公屋住宅 屯門

寶田邨 第六座 公屋住宅 屯門

寶田邨 第七座 公屋住宅 屯門

寶田邨 第八座 公屋住宅 屯門

寶田邨 第九座 公屋住宅 屯門

三聖邨 進漁樓 公屋住宅 屯門

三聖邨 豐漁樓 公屋住宅 屯門

三聖邨 滿漁樓 公屋住宅 屯門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學校 屯門

兆麟苑 輝麟閣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兆麟苑 富麟閣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兆麟苑 嘉麟閣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兆麟苑 貴麟閣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兆麟苑 銀麟閣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兆麟苑 寶麟閣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兆麟苑 瑞麟閣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兆麟苑 翠麟閣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兆麟苑 華麟閣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兆麟苑 詠麟閣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兆麟苑 耀麟閣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兆麟苑 旭麟閣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新屯門商場 商業／工業 屯門

大興邨 興昌樓 公屋住宅 屯門

大興邨 興輝樓 公屋住宅 屯門

大興邨 興平樓 公屋住宅 屯門

大興邨 興盛樓 公屋住宅 屯門

大興邨 興泰樓 公屋住宅 屯門

大興邨 興偉樓 公屋住宅 屯門

大興邨 興耀樓 公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山庭洋房 1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山庭洋房 10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山庭洋房 11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山庭洋房 12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山庭洋房 15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山庭洋房 16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山庭洋房 17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山庭洋房 18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山庭洋房 19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山庭洋房 2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山庭洋房 20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山庭洋房 21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山庭洋房 22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山庭洋房 23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山庭洋房 25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山庭洋房 26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山庭洋房 27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山庭洋房 28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山庭洋房 29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山庭洋房 3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山庭洋房 30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山庭洋房 31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山庭洋房 32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山庭洋房 33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山庭洋房 35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山庭洋房 36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山庭洋房 37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山庭洋房 38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山庭洋房 39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山庭洋房 5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山庭洋房 6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山庭洋房 7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山庭洋房 8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山庭洋房 9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滿庭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滿庭 10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滿庭 11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滿庭 12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滿庭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滿庭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滿庭 5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滿庭 6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滿庭 7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滿庭 8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滿庭 9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會所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洋房 1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洋房 10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洋房 2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洋房 3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洋房 5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洋房 6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洋房 7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洋房 8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洋房 9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名庭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名庭 10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名庭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名庭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名庭 5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名庭 6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名庭 7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名庭 8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滿名山 - 名庭 9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賽馬會堂 商業／工業 屯門

豫豐花園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豫豐花園 10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豫豐花園 11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豫豐花園 12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豫豐花園 13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豫豐花園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豫豐花園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豫豐花園 5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豫豐花園 6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豫豐花園 7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豫豐花園 8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豫豐花園 9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屯門市廣場一期 (商場 ) 商業／工業 屯門 

Vcity* 商業／工業 屯門

湖景邨 湖畔樓 公屋住宅 屯門

湖景邨 湖暉樓 公屋住宅 屯門

湖景邨 湖光樓 公屋住宅 屯門

湖景邨 湖碧樓 公屋住宅 屯門

湖景邨 湖翠樓 公屋住宅 屯門

湖景邨 湖月樓 公屋住宅 屯門

欣田邨 俊田樓 公屋住宅 屯門

欣田邨 喜田樓 公屋住宅 屯門

欣田邨 綠田樓 公屋住宅 屯門

欣田邨 逸田樓 公屋住宅 屯門

欣田邨 悅田樓 公屋住宅 屯門

友愛邨 愛智樓 公屋住宅 屯門

友愛邨 愛暉樓 公屋住宅 屯門

友愛邨 愛曦樓 公屋住宅 屯門

友愛邨 愛禮樓 公屋住宅 屯門

友愛邨 愛廉樓 公屋住宅 屯門



 

 

 

 

 

 

    

    

 

 

 

   

   

   

   

   

   

   

   

   

   

   

   

   

   

   

  

  

  

  

  

  

  

  

  

  

友愛邨 愛樂樓 公屋住宅 屯門

友愛邨 愛明樓 公屋住宅 屯門

友愛邨 愛信樓 公屋住宅 屯門

友愛邨 愛德樓 公屋住宅 屯門

友愛邨 愛義樓 公屋住宅 屯門

友愛邨 愛勇樓 公屋住宅 屯門

吉田大廈 商業／工業 屯門 

YKK Building - Phase II* 商業／工業 屯門 

YKK Building - Phase III* 商業／工業 屯門

吉田大廈 1期 商業／工業 屯門

吉田大廈 2期 商業／工業 屯門

吉田大廈 3期 商業／工業 屯門

悅湖山莊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悅湖山莊 第 10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悅湖山莊 第 1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悅湖山莊 第 1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悅湖山莊 第 1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悅湖山莊 第 14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悅湖山莊 第 1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悅湖山莊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悅湖山莊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悅湖山莊 第 4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悅湖山莊 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悅湖山莊 第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悅湖山莊 第 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悅湖山莊 第 8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悅湖山莊 第 9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軒尼詩道 28號 商業／工業 灣仔

月街 5號 商業／工業 灣仔

竹林苑 74 座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竹林苑 7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竹林苑 78 座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竹林苑 80 座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竹林苑 8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竹林苑 84 座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竹林苑會所 商業／工業 灣仔

優悠台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資本中心 商業／工業 灣仔

銅鑼灣廣場一期 商業／工業 灣仔

灣景中心大廈 B 座 商業／工業 灣仔

灣景中心大廈 C 座 商業／工業 灣仔

蔚雲閣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政府總部 公共設施 灣仔

中環廣場 商業／工業 灣仔

肇輝臺 6號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行政長官辦公室 公共設施 灣仔

中國華融大廈 商業／工業 灣仔

中國太平大廈 商業／工業 灣仔

華懋世紀廣場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會展廣場 - 辦公大樓 商業／工業 灣仔

會展廣場 - 商場 商業／工業 灣仔

會景閣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會展廣場辦公大樓 商業／工業 灣仔

怡明閣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Everbright Centre*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富通大廈 商業／工業 灣仔

鷹君中心 商業／工業 灣仔

海港中心 商業／工業 灣仔

協成行灣仔中心 商業／工業 灣仔

香港會展廣場商場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香港養和醫院 醫院 灣仔

合和中心 商業／工業 灣仔

希慎廣埸 商業／工業 灣仔 

Lee Garden Apartments* 酒店 /服務式住宅 灣仔

利園五期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利園一期 商業／工業 灣仔

利園六期 商業／工業 灣仔 

Lee Gardens Apartments*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利園二期 商業／工業 灣仔

利舞臺廣場 商業／工業 灣仔

禮頓中心 商業／工業 灣仔

灣仔薈賢居 酒店 /服務式住宅 灣仔

六國中心 商業／工業 灣仔

六國酒店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壹嘉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美國萬通大廈 商業／工業 灣仔

匯星壹號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One Hennessy*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希慎道 1 號 商業／工業 灣仔

寶業大廈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珠城大廈 A 座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珠城大廈 B 座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珠城大廈 C 座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二千年廣場 商業／工業 灣仔 

QRE Plaza* 商業／工業 灣仔 

Resiglow (Happy Valley)*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上林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上林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時代廣場 - 商場 商業／工業 灣仔

瑞安中心 商業／工業 灣仔

星域軒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星域軒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新鴻基中心 商業／工業 灣仔

紀雲峰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The Hampton*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維峰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禮頓山 第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禮頓山 第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禮頓山 第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禮頓山 第 5座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禮頓山 第 6座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禮頓山 第 7座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禮頓山 第 8座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禮頓山 第 9座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楹寓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駿逸峰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御峯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太古廣場三座 商業／工業 灣仔



 

 

 

  

 

  

    

    

    

    

    

 

 

 

 

 

 

 

 

 

 

 

  

  

  

  

  

  

  

  

  

  

  

  

  

  

  

  

 

 

 

   

   

   

天輝中心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時代廣場 一座 商業／工業 灣仔

時代廣場 二座 商業／工業 灣仔 

Tower 535* 商業／工業 灣仔

東超商業中心 商業／工業 灣仔

皇室堡 商業／工業 灣仔

雲暉大廈 A 座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雲暉大廈 B座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永祥大廈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運盛大廈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峻弦 - 會所 商業／工業 黃大仙

峻弦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黃大仙

峻弦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黃大仙

峻弦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黃大仙

峻弦 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黃大仙

峻弦 第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黃大仙

彩虹邨 紫薇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彩虹邨 翠瓊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彩虹邨 紅萼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彩虹邨 金漢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彩虹邨 金碧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彩虹邨 金華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彩虹邨 錦雲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彩虹邨 綠晶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彩虹邨 白雪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彩虹邨 碧海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彩虹邨 丹鳳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彩雲 (一 )邨 伴月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彩雲 (一 )邨 長波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彩雲 (一 )邨 紫宵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彩雲 (一 )邨 飛鳳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彩雲 (一 )邨 甘霖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彩雲 (一 )邨 景新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彩雲 (一 )邨 觀日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彩雲 (一 )邨 銀河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彩雲 (一 )邨 白鳳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彩雲 (一 )邨 白虹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彩雲 (一 )邨 繡文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彩雲 (一 )邨 星辰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彩雲 (一 )邨 時雨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彩雲 (一 )邨 日月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彩雲 (一 )邨 游龍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彩雲 (一 )邨 玉麟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富山邨 富禮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富山邨 富信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富山邨 富仁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萬廸廣場 商業／工業 黃大仙 

Mikiki* 商業／工業 黃大仙

新科技廣場 商業／工業 黃大仙

荷里活廣場 私人／居屋住宅 黃大仙

爵祿街 33號 商業／工業 黃大仙

采頤花園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黃大仙

采頤花園 第 10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黃大仙

采頤花園 第 1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黃大仙



   

   

   

   

   

   

   

   

   

 

 

 

 

 

 

 

 

 

 

 

 

 

 

 

 

 

 

 

 

 

 

 

 

 

 

 

 

 

 

 

  

 

  

采頤花園 第 1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黃大仙

采頤花園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黃大仙

采頤花園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黃大仙

采頤花園 第 4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黃大仙

采頤花園 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黃大仙

采頤花園 第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黃大仙

采頤花園 第 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黃大仙

采頤花園 第 8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黃大仙

采頤花園 第 9 座 私人／居屋住宅 黃大仙

新蒲崗廣場 私人／居屋住宅 黃大仙

曉暉花園 第三座 私人／居屋住宅 黃大仙

嗇色園社會服務大樓 安老院舍 黃大仙

慈正邨 服務設施大樓 商業／工業 黃大仙

慈正邨 正暉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慈正邨 正康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慈正邨 正明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慈正邨 正安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慈正邨 正泰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慈正邨 正德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慈正邨 正和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慈正邨 正怡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慈正邨 正遠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慈正邨 正旭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慈樂邨 服務設施大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慈樂邨 樂祥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慈樂邨 樂歡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慈樂邨 樂合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慈樂邨 樂滿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慈樂邨 樂安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慈樂邨 樂誠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慈樂邨 樂信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慈樂邨 樂天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慈樂邨 樂旺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慈樂邨 樂仁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黃大仙上邨 倡善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黃大仙上邨 昭善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黃大仙上邨 啟善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黃大仙上邨 普善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黃大仙上邨 達善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黃大仙上邨 詠善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黃大仙上邨 溢善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黃大仙上邨 耀善樓 公屋住宅 黃大仙

威達工貿商業中心 商業／工業 黃大仙

匯達商業中心 商業／工業 黃大仙

宏基中心 商業／工業 黃大仙

102 柯士甸道 商業／工業 油尖旺

灝畋峰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亞士厘道 17-19號 商業／工業 油尖旺 

1881 Heritage*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彌敦道 26號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柯士甸道 29 號 商業／工業 油尖旺

上海街 618號 商業／工業 油尖旺

赫德道 8號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佐敦道 8號 商業／工業 油尖旺



   

   

  

  

  

  

 

 

 

  

  

   

   

   

   

  

  

 

天文臺道 8號 商業／工業 油尖旺

窩打老道 8 號 第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窩打老道 8 號 第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旺角中心第一座 商業／工業 油尖旺

好兆年行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安達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中銀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國際商業信貸銀行大廈 商業／工業 油尖旺

柏豐 28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帝柏海灣 / 柏景灣第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帝柏海灣 / 柏景灣第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帝柏海灣 / 柏景灣第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帝柏海灣 / 柏景灣第 5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中港城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中國人壽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中國五礦大廈 商業／工業 油尖旺

華懋金馬倫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華懋廣場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周大福商業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賽馬會大樓 商業／工業 油尖旺

永隆銀行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康宏廣埸 商業／工業 油尖旺

圓方商場 商業／工業 油尖旺

帝國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幸福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海桃灣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海桃灣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海桃灣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置富都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家樂坊 商業／工業 油尖旺

港威豪庭 - 秀棠閣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銀城廣場 商業／工業 油尖旺 

Grand Austin Clubhouse*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Grand Austin Tower 1*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Grand Austin Tower 2*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Grand Austin Tower 3*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Grand Austin Tower 5*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格蘭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新世紀廣場 1 座 商業／工業 油尖旺

新世紀廣場 2 座 商業／工業 油尖旺

恒福商業中心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恒生 113 商業／工業 油尖旺

凱譽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荷李活商業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亞太中心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香港紅十字會總部邵逸夫樓 商業／工業 油尖旺

九龍灣滙豐大廈 商業／工業 油尖旺

旺角滙豐大廈 商業／工業 油尖旺

尖沙咀滙豐大廈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華僑商業中心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瓏璽會所 商業／工業 油尖旺

瓏璽第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瓏璽第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瓏璽第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瓏璽第 6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瓏璽第 8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環球貿易廣場 商業／工業 油尖旺

維港灣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維港灣 第 10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維港灣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維港灣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維港灣 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維港灣 第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維港灣 第 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維港灣 第 8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維港灣 第 9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維港灣 會所 商業／工業 油尖旺 

K11 Art Mall* 商業／工業 油尖旺 

K11 Atelier* 商業／工業 油尖旺 

Kadooria Block A*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Kadooria Block B*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Kadooria Block C*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Kadooria Block D*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嘉芙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瓊華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金帝行 商業／工業 油尖旺

朗豪坊辦公大樓 商業／工業 油尖旺

朗豪坊商場 商業／工業 油尖旺

力寶太陽廣場 商業／工業 油尖旺

旺角薈賢居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麥花臣匯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麥花臣匯 (A座 )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麥花臣匯 (B座 )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麥仕維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港灣豪庭廣場 商業／工業 油尖旺

港灣豪庭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港灣豪庭 10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港灣豪庭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港灣豪庭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港灣豪庭 4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港灣豪庭 5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港灣豪庭 6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港灣豪庭 7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港灣豪庭 8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港灣豪庭 9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港灣豪庭 會所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國都大廈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美麗華廣場一期 / A座 商業／工業 油尖旺

美麗華廣場一期 /A座 商業／工業 油尖旺

彌敦商務大廈 商業／工業 油尖旺

彌敦道 225號 商業／工業 油尖旺

佐敦道 8號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海洋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海運大厦 商業／工業 油尖旺

協成行太子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雅蘭中心一期 商業／工業 油尖旺

雅蘭中心二期 商業／工業 油尖旺

協成行旺角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安利大廈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北京道一號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百寶利商業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百利達廣場 商業／工業 油尖旺

雋瓏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百利金商業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始創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駿發花園第 5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港威英國保誠保險大樓 商業／工業 油尖旺

富豪九龍酒店 酒店 /服務式住宅 油尖旺

九龍珀麗酒店 酒店 /服務式住宅 油尖旺

常樂邨 常樂樓 公屋住宅 油尖旺

亮賢居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科興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寶光商業中心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永明金融大樓 商業／工業 油尖旺

瑞信集團大廈 商業／工業 油尖旺

聯發大廈 商業／工業 油尖旺 

The Cameron*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港威 1 座 商業／工業 油尖旺

港威 2 座 商業／工業 油尖旺

港威 6 座 商業／工業 油尖旺

藍馬商業大廈 商業／工業 油尖旺

浪澄灣 第三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浪澄灣 第五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浪澄灣 第六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浪澄灣 第 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浪澄灣 第 8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浪澄灣 第 9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名鑄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香港公開大學賽馬會校園 大學 /教育學院 油尖旺

匯萃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金國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皇家太平洋酒店 酒店 /服務式住宅 油尖旺

尖沙咀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東寶閣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栢宜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奧城 ‧西岸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廣發商業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九倉電訊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永安廣場 商業／工業 油尖旺

世界商業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環球金融中心 (北座 ) 商業／工業 油尖旺

環球金融中心 (南座 ) 商業／工業 油尖旺

衛理苑 A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衛理苑 B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衛理苑 C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衛理苑 D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衛理苑 E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麗晶中心 A座 商業／工業 元朗

麗晶中心 B座 商業／工業 元朗

雅珊園商場 商業／工業 元朗

栢慧豪園 第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栢慧豪園 第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栢慧豪園 第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栢慧豪園 第 5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栢慧豪園 第 6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栢慧豪園 第 7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栢慧豪園 第 8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栢慧豪園 第 9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Club Arno* 商業／工業 元朗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學校 元朗 

Grand YOHO Block 1*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Grand YOHO Block 10*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Grand YOHO Block 2*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Grand YOHO Block 3*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Grand YOHO Block 5*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Grand YOHO Block 8*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Grand YOHO Block 9*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元朗匯豐大廈 商業／工業 元朗

嘉湖山莊景湖居第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景湖居第 10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景湖居第 11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景湖居第 12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景湖居第 13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景湖居第 14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景湖居第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景湖居第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景湖居第 4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景湖居第 5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景湖居第 6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景湖居第 7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景湖居第 8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景湖居第 9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 樂湖居 第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 樂湖居 第 10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 樂湖居 第 11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 樂湖居 第 12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 樂湖居 第 13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 樂湖居 第 14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 樂湖居 第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 樂湖居 第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 樂湖居 第 4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 樂湖居 第 5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 樂湖居 第 6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 樂湖居 第 7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 樂湖居 第 8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 樂湖居 第 9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 麗湖居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 麗湖居 第 10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 麗湖居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 麗湖居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 麗湖居 第 4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 麗湖居 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 麗湖居 第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 麗湖居 第 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 麗湖居 第 8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 麗湖居 第 9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 美湖居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 美湖居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 美湖居 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 美湖居 第 4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 美湖居 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 美湖居 第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 美湖居 第 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 美湖居 第 8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賞湖居第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賞湖居第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賞湖居第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賞湖居第 4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賞湖居第 5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嘉湖山莊賞湖居第 6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元朗千色匯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美冬大道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泉薈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泉薈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御豪山莊 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御豪山莊 第 10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御豪山莊 第 1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御豪山莊 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水邊圍邨 碧水樓 公屋住宅 元朗

水邊圍邨 泉水樓 公屋住宅 元朗

水邊圍邨 疊水樓 公屋住宅 元朗

水邊圍邨 康水樓 公屋住宅 元朗

水邊圍邨 山水樓 公屋住宅 元朗

水邊圍邨 湖水樓 公屋住宅 元朗

水邊圍邨 盈水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尚悅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悅 10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悅 11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悅 12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悅 13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悅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悅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悅 5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悅 6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悅 7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悅 8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悅 9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葡萄園 美冬大道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天澤商場 商業／工業 元朗

天恒邨 恒卓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恒邨 恒智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恒邨 恒翠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恒邨 恒俊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恒邨 恒輝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恒邨 恒富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恒邨 恒健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恒邨 恒貴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恒邨 恒麗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恒邨 恒樂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恒邨 恒滿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恒邨 恒通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恒邨 恒運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恒邨 恒欣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盛商場 商業／工業 元朗

天瑞商場 商業／工業 元朗

天慈邨 慈輝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慈邨 慈屏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慈邨 慈心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慈邨 慈恩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華邨 服務設施大樓 商業／工業 元朗

天華邨 華彩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華邨 華朗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華邨 華萃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華邨 華逸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華邨 華佑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華邨 華悅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耀 (一 )邨 耀富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耀 (一 )邨 耀興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耀 (一 )邨 耀康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耀 (一 )邨 耀民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耀 (一 )邨 耀盛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耀 (一 )邨 耀逸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耀 (二 )邨 耀澤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耀 (二 )邨 耀昌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耀 (二 )邨 耀豐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耀 (二 )邨 耀隆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耀 (二 )邨 耀泰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耀 (二 )邨 耀華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耀廣場 商業／工業 元朗

天悅邨 服務設施大樓 商業／工業 元朗

天悅邨 悅富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悅邨 悅貴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悅邨 悅泰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悅邨 悅華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悅邨 悅榮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尚城 洋房 1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城 洋房 10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城 洋房 11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城 洋房 12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城 洋房 15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城 洋房 16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城 洋房 17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城 洋房 18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城 洋房 19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城 洋房 2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城 洋房 20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城 洋房 21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城 洋房 22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城 洋房 23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城 洋房 25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城 洋房 26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城 洋房 27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城 洋房 28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城 洋房 29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城 洋房 3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城 洋房 30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城 洋房 31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城 洋房 32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城 洋房 33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城 洋房 35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城 洋房 36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城 洋房 37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城 洋房 38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城 洋房 5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城 洋房 6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城 洋房 7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城 洋房 8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城 洋房 9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城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城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城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城 5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城 6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城 7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尚城 8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慧景軒 第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慧景軒 第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慧景軒 第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水務署天水圍大樓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永興工業大廈 商業／工業 元朗

形點 I 商業／工業 元朗

形點 I - 伸延部份 商業／工業 元朗

世宙 第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世宙 第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世宙 第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世宙 第 5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開心廣場 商業／工業 元朗

元朗廣埸 商業／工業 元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