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獲「大廈優質供水認可計劃－沖廁水」證書的樓宇名稱 
(註: *  =該大廈只有英文名稱)
截至 2019年 7月 31日

樓宇名稱 樓宇類別 區域

義德道 1 及 3 號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102 柯士甸道 商業／工業 油尖旺

英皇道1063號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淺水灣道127號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灝畋峰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17-19號亞士厘道 商業／工業 油尖旺

港島‧東 18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1881 Heritage* 商業／工業 油尖旺

永樂街235商業中心 商業／工業 中西區

軒尼詩道28號 商業／工業 中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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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匯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壽臣山道47A-49C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鴻圖道52號 商業／工業 觀塘

文咸東街64號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摩星嶺道 68 號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寶雲道 6A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鴻圖道78號 商業／工業 觀塘

赫德道8號 商業／工業 油尖旺

佐敦道 8 號 商業／工業 油尖旺

興發街 88號 商業／工業 東區

葵昌路 88 號 商業／工業 葵青

長沙灣道909號 商業／工業 深水埗

長輝路99號 商業／工業 葵青

澤豐花園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友邦金融中心 商業／工業 中西區

友邦香港大樓 商業／工業 東區

歷山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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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獲「大廈優質供水認可計劃－沖廁水」證書的樓宇名稱 
(註: *  =該大廈只有英文名稱)
截至 2019年 7月 31日

樓宇名稱 樓宇類別 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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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豐大廈 商業／工業 油尖旺

竹林苑 74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竹林苑 7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竹林苑 78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竹林苑 80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竹林苑 8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竹林苑 84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竹林苑會所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美國銀行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中銀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交通銀行大廈 商業／工業 灣仔

泓景臺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港圖灣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灣景園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標華豐集團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貝沙灣第六期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Bel-Air No.8, Club 8* 商業／工業 南區

貝沙灣第四期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Bel-Air Rise*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碧濤閣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栢克大厦 商業／工業 東區

比華利山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億京廣場 2 商業／工業 深水埗

寶樺臺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碧麗臺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中銀長沙灣大樓 商業／工業 深水埗

中銀太子大樓 商業／工業 油尖旺

中銀元朗商業中心 商業／工業 元朗

寶恆商業中心 商業／工業 中西區

蝴蝶邨蝶舞樓 公屋住宅 屯門

蝴蝶邨蝶影樓 公屋住宅 屯門

蝴蝶邨蝶聚樓 公屋住宅 屯門

蝴蝶邨蝶意樓 公屋住宅 屯門

蝴蝶邨蝶心樓 公屋住宅 屯門

蝴蝶邨蝶翎樓 公屋住宅 屯門

集成中心 商業／工業 中西區

大家樂中央產製一廠 商業／工業 大埔

廣堅大廈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加州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康橋大廈 商業／工業 東區

劍橋廣場 商業／工業 北區



 

 
   

 

 

 

 

 

 

 

 

  

   

   

 

 

 

 

 

 

 

 

 

 

 

 

 

 

 

 

 

 

 

 

 

 

 

已獲「大廈優質供水認可計劃－沖廁水」證書的樓宇名稱 
(註: *  =該大廈只有英文名稱)
截至 2019年 7月 31日

樓宇名稱 樓宇類別 區域

金馬倫廣場 商業／工業 油尖旺

資本中心 商業／工業 灣仔

君逸山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欣圖軒 (第 1 座至第 4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中國建設銀行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栢慧豪園第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栢慧豪園第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栢慧豪園第三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栢慧豪園第五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栢慧豪園第六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栢慧豪園第七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栢慧豪園第八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栢慧豪園第九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帝柏海灣 /柏景灣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中匯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中怡大廈 商業／工業 灣仔

柴灣工業城第一期 商業／工業 東區

柴灣工業城第二期 商業／工業 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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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澤安邨麗澤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澤安邨富澤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偉華中心商場 商業／工業 沙田

遮打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欣翠花園第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北區

欣翠花園第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北區

欣翠花園第三座 私人／居屋住宅 北區

欣翠花園第四座 私人／居屋住宅 北區

昌盛工業大廈 商業／工業 油尖旺

長青邨青松樓 公屋住宅 葵青

長青邨青楊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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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邨青榕樓 公屋住宅 葵青

長沙灣邨長欣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長沙灣邨長泰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長沙灣邨服務設施大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其士商業中心 商業／工業 觀塘

其士大廈 商業／工業 油尖旺

置富花園富麗苑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置富花園富暉苑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置富花園富安苑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已獲「大廈優質供水認可計劃－沖廁水」證書的樓宇名稱 
(註: *  =該大廈只有英文名稱)
截至 2019年 7月 31日

樓宇名稱 樓宇類別 區域

置富花園富景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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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富花園富仁苑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置富花園富業苑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置富花園富華苑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置富花園富恒苑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置富花園富雅苑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置富花園富昇苑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置富花園富俊苑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置富花園富嘉苑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置富花園富昌苑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置富花園富明苑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置富花園富澤苑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置富花園富榮苑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置富花園富興苑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華人行 商業／工業 中西區

中國華融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中保集團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華懋333廣場 商業／工業 深水埗

華懋金馬倫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華懋世紀廣場 商業／工業 灣仔

華懋交易廣場 商業／工業 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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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灣仔

華懋禮頓廣場 商業／工業 中西區

華懋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華懋荃灣廣場 商業／工業 荃灣

清河邨清頌樓 公屋住宅 北區

清河邨清譽樓 公屋住宅 北區

清河邨清顯樓 公屋住宅 北區

清河邨清平樓 公屋住宅 北區

清河邨清潤樓 公屋住宅 北區

清河邨清照樓 公屋住宅 北區

清河邨清朗樓 公屋住宅 北區

清河邨清澤樓 公屋住宅 北區

祖堯邨啟謙樓 公屋住宅 葵青

祖堯邨啟敬樓 公屋住宅 葵青

祖堯邨啟恆樓 公屋住宅 葵青

祖堯邨啟勉樓 公屋住宅 葵青

祖堯邨啟真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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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堯邨松齡舍 公屋住宅 葵青



 

 
   

 

 

 

 

 

 

 

 

 

 

 

 

 

 

 

 

 

 

 

  

 

 

 

 

 

 

 

 

 

 

已獲「大廈優質供水認可計劃－沖廁水」證書的樓宇名稱 
(註: *  =該大廈只有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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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宇名稱 樓宇類別 區域

彩福邨彩樂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彩福邨彩善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彩福邨彩喜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彩福邨彩歡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彩德邨彩誠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彩德邨彩信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彩德邨彩仁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彩德邨彩義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彩德邨彩俊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彩德邨彩敬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彩德邨彩亮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彩德邨彩賢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彩盈邨盈富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彩盈邨盈安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彩盈邨盈康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彩盈邨盈樂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彩盈邨盈順樓 公屋住宅 觀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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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園邨彩湖樓 公屋住宅 北區

彩園邨彩玉樓 公屋住宅 北區

彩園邨彩華樓 公屋住宅 北區

周大福商業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春暉中心 商業／工業 中西區

東薈城名店倉及東薈城一座 商業／工業 離島

太古城中心北商場 商業／工業 東區

太古城中心 1 座 商業／工業 東區

太古城中心南商場 商業／工業 東區

荃新天地 商業／工業 荃灣

荃新天地 2 商業／工業 荃灣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深水埗中心 商業／工業 深水埗

貝沙灣灣畔會所 商業／工業 南區

貝沙灣第四期會所 商業／工業 南區

招商永隆銀行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康宏廣場 商業／工業 油尖旺

干德道 18 號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會景閣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帝景灣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帝景灣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帝景灣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帝景灣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帝景灣第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帝景灣第 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帝景灣第 8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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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宇名稱 樓宇類別 區域

港利中心 商業／工業 東區

企業中心 商業／工業 沙田

商業廣場 商業／工業 觀塘

香港沙田萬怡酒店 酒店/服務式住宅 沙田

卡佛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意花園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德宏大廈 商業／工業 東區

多盛大廈 商業／工業 東區

帝景峰帝景軒 1-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帝景峰帝景臺 1-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帝景峰帝景臺 8-1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帝景峰帝景居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帝景峰帝景居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帝景峰帝景居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帝景峰帝景居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帝景峰帝景居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帝景峰會所 商業／工業 深水埗

御峰苑第 18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御峰苑第 19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御峰苑第 20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御峰苑第 2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御峰苑第 2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御峰苑第 2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東海工業大廈 商業／工業 葵青

公爵行 商業／工業 中西區

英皇商業中心 商業／工業 中西區

帝國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起動九龍辦事處 政府／公共設施 觀塘

雅麗閣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永得利廣場第一座 商業／工業 葵青

永得利廣場第二座 商業／工業 葵青

光大中心 商業／工業 灣仔

恆勝中心 商業／工業 觀塘

國際交易中心 商業／工業 觀塘

遠東金融中心 商業／工業 灣仔

建泉大廈 商業／工業 油尖旺

富通大廈 商業／工業 灣仔

置富嘉湖商場第一期 商業／工業 元朗

置富嘉湖商場第二期 商業／工業 元朗

置富都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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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星中心 商業／工業 觀塘

富衛金融中心 商業／工業 中西區



 

 
   

 

 

 

 

 

 

 

 

 

 

 

 

 

 

 

 

 

 

 

 

 

 

已獲「大廈優質供水認可計劃－沖廁水」證書的樓宇名稱 
(註: *  =該大廈只有英文名稱)
截至 2019年 7月 31日 

樓宇名稱 樓宇類別 區域

GardenEast Serviced Apartments*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港威豪庭秀棠閣 酒店/服務式住宅 油尖旺

橋滙 商業／工業 葵青

忠利集團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創協坊 商業／工業 南區

銀座廣場 商業／工業 油尖旺

六國酒店 酒店/服務式住宅 灣仔

告羅士打行 商業／工業 中西區

金龍中心 商業／工業 中西區

高銀金融國際中心 商業／工業 觀塘

高雲臺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Goodwood Park* 私人／居屋住宅 北區

新領域廣場 商業／工業 荃灣

御峰豪園第 2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御峰豪園第 2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御峰豪園第 2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御峰豪園第 28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御峰豪園第 29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御峰豪園第 30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御峰豪園第 3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嘉多利豪園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御庭軒第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北區

御庭軒第 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北區

御庭軒第 8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北區

宏威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偉達中心 商業／工業 沙田

翠怡花園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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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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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衞安中心 商業／工業 九龍城

愛群商業大廈 商業／工業 灣仔

恒生 113 商業／工業 油尖旺

君滙港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凱譽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海濱南岸第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海濱南岸第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海濱南岸第三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已獲「大廈優質供水認可計劃－沖廁水」證書的樓宇名稱 
(註: *  =該大廈只有英文名稱)
截至 2019年 7月 31日

樓宇名稱 樓宇類別 區域

海濱南岸第四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海濱南岸第五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海濱南岸第六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海濱南岸第七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海濱南岸會所 商業／工業 油尖旺

海名軒會所 (L1/F至 7/F) 商業／工業 九龍城

靈實醫院 醫院 西貢

杏花邨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4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8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9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10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1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1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1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1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1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1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18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19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20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2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2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2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24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2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2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2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28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29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30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3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3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3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34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3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3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3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38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39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已獲「大廈優質供水認可計劃－沖廁水」證書的樓宇名稱 
(註: *  =該大廈只有英文名稱)
截至 2019年 7月 31日

樓宇名稱 樓宇類別 區域

杏花邨第 40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4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4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4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4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4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4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48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49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杏花邨第 50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曉廬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名家滙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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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交易所數據中心 商業／工業 西貢

香港貿易發展局展覽營運中心 商業／工業 西貢

海富苑海泰閣 公屋住宅 油尖旺

海富苑海欣閣 公屋住宅 油尖旺

香港浸信會醫院 D座 醫院 油尖旺

香港浸信會醫院後勤中心 商業／工業 北區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衣) 商業／工業 九龍城

亞太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香港養和醫院 醫院 灣仔

香港毛紡工業大廈 商業／工業 葵青

康雅苑杏雅閣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康雅苑茘雅閣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康雅苑桃雅閣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合和中心 商業／工業 中西區

協成行九龍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華僑商業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和黃物流中心 商業／工業 葵青

希慎廣場 商業／工業 灣仔

光明臺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光明臺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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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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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港灣第 10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已獲「大廈優質供水認可計劃－沖廁水」證書的樓宇名稱 
(註: *  =該大廈只有英文名稱)
截至 2019年 7月 31日

樓宇名稱 樓宇類別 區域

維港灣會所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港濤軒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港運城住宅第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港運城住宅第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港運城住宅第三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港運大廈 商業／工業 東區

嘉薈軒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怡和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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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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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明邨明信樓 (高座) 公屋住宅 沙田

乙明邨明信樓 (低座) 公屋住宅 沙田

渣華道 108 號商業中心 商業／工業 東區 

K11 Art Mall* 商業／工業 油尖旺 

K11 Atelier* 商業／工業 油尖旺

啟晴邨康晴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啟晴邨樂晴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啟晴邨欣晴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啟晴邨賞晴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啟晴邨滿晴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啟晴邨悅晴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啟田邨啟仁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啟田邨啟旺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啟田邨啟信樓 公屋住宅 觀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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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騏利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堅麗閣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健力工業大廈 商業／工業 觀塘

嘉里中心 商業／工業 東區

健明邨健華樓 公屋住宅 西貢

健明邨健暉樓 公屋住宅 西貢

健明邨健晴樓 公屋住宅 西貢

健明邨健曦樓 公屋住宅 西貢

健明邨明宇樓 公屋住宅 西貢

健明邨明宙樓 公屋住宅 西貢

健明邨明星樓 公屋住宅 西貢

健明邨明域樓 公屋住宅 西貢

健明邨明日樓 公屋住宅 西貢

健明邨明月樓 公屋住宅 西貢

興力工業中心 商業／工業 觀塘

景盛苑歡景閣 私人／居屋住宅 北區

景盛苑俊景閣 私人／居屋住宅 北區



 

 
   

 

 

  

  

  

  

  

  

  

  

  

  

  

  

  

  

  

  

  

  

  

  

 

 

 

 

 

 

 

 

 

 

 

 

 

 

 

 

 

 

 

 

 

已獲「大廈優質供水認可計劃－沖廁水」證書的樓宇名稱 
(註: *  =該大廈只有英文名稱)
截至 2019年 7月 31日

樓宇名稱 樓宇類別 區域

景盛苑欣景閣 私人／居屋住宅 北區

景盛苑賢景閣 私人／居屋住宅 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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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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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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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湖山莊麗湖居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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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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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翔苑高靜閣 公屋住宅 觀塘

高翔苑高康閣 公屋住宅 觀塘

高翔苑高鳳閣 公屋住宅 觀塘

高翔苑高飛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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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怡邨高悅樓 公屋住宅 觀塘

高怡邨高遠樓 公屋住宅 觀塘 

KOHO* 商業／工業 觀塘

金帝行 商業／工業 油尖旺

葵盛西邨第 1 座 公屋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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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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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盛西邨第 9 座 公屋住宅 葵青

葵盛西邨第 10 座 公屋住宅 葵青

葵匯工業大廈 商業／工業 葵青

廣田邨廣靖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廣田邨廣軒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廣田邨廣雅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廣田邨廣逸樓 公屋住宅 觀塘

觀龍樓 A 座 公屋住宅 南區

觀龍樓 B 座 公屋住宅 南區

觀龍樓 C 座 公屋住宅 南區

觀龍樓 D座 公屋住宅 南區

觀龍樓 E 座 公屋住宅 南區

觀龍樓 F 座 公屋住宅 南區

觀龍樓第一座 公屋住宅 南區

觀龍樓第二座 公屋住宅 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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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塘碼頭廣場 商業／工業 觀塘

觀塘廣場 商業／工業 觀塘

麗港城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4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5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6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7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8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9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10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11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12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13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14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15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16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17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18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19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20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21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22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23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24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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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港城 25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26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27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28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29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30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麗港城 31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荔景邨風景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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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荔景邨明景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荔景邨仰景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荔景邨安景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荔景邨樂景樓 公屋住宅 葵青

荔欣苑荔影閣 私人／居屋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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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田邨藍暉樓 公屋住宅 觀塘

藍田邨藍泰樓 公屋住宅 觀塘

藍田邨藍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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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水廣場 商業／工業 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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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安邨利豐樓 公屋住宅 沙田

利安邨利盛樓 公屋住宅 沙田

利安邨利興樓 公屋住宅 沙田

利安邨利華樓 公屋住宅 沙田

利安邨利榮樓 公屋住宅 沙田

利舞臺廣場 商業／工業 灣仔

鯉魚門邨鯉生樓 公屋住宅 觀塘

鯉魚門邨鯉意樓 公屋住宅 觀塘

鯉魚門邨鯉興樓 公屋住宅 觀塘

鯉魚門邨鯉隆樓 公屋住宅 觀塘

鯉魚門邨鯉旺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禮頓中心 商業／工業 灣仔

陸海通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麗都花園第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麗都花園第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麗都花園第三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麗都花園第四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麗都花園第五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利亨中心 商業／工業 北區

林肯大廈 商業／工業 東區



 

 
   

 

 

 

 

 

 

  

 

 

 

 

 

 

 

 

 

 

 

 

 

 

 

 

已獲「大廈優質供水認可計劃－沖廁水」證書的樓宇名稱 
(註: *  =該大廈只有英文名稱)
截至 2019年 7月 31日

樓宇名稱 樓宇類別 區域

力寶中心 商業／工業 中西區

溢財中心 商業／工業 觀塘

樂安排海水抽水站 政府／公共設施 屯門

朗晴邨青朗樓 公屋住宅 元朗

朗晴邨日朗樓 公屋住宅 元朗

逸瓏灣I第8至第18低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振萬廣場 商業／工業 觀塘

六國中心 商業／工業 灣仔

馬坑邨駿馬樓 公屋住宅 南區

馬坑邨健馬樓 公屋住宅 南區

馬坑邨觀馬樓 公屋住宅 南區

馬坑邨良馬樓 公屋住宅 南區

馬坑邨迎馬樓 公屋住宅 南區

馬頭圍邨 商業／工業 九龍城

御匯會所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御匯 -住宅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帝庭豪園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帝庭豪園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帝庭豪園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帝庭豪園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宏利金融中心 商業／工業 觀塘

深灣 9 號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海悅豪園第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海悅豪園第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萬廸廣場 商業／工業 黃大仙

麥仕維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逸瓏灣II 洋房 1 至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逸瓏灣II 低座 1 至 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逸瓏灣II 大廈 5 至 1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美羅中心 商業／工業 觀塘

美羅中心二期 商業／工業 觀塘

港灣豪庭廣場 商業／工業 油尖旺

都會坊 商業／工業 葵青

新都會廣場商場 商業／工業 葵青

新都會廣場第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新都會廣場第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創紀之城二期 商業／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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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工業 觀塘

明德邨明覺樓 公屋住宅 西貢

明德邨明道樓 公屋住宅 西貢

美麗華廣場一期 商業／工業 油尖旺

美麗華廣場A座 商業／工業 油尖旺

畢架山峰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畢架山峰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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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架山峰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畢架山峰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畢架山峰第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畢架山峰洋房區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港鐵總部大樓 商業／工業 觀塘

萬能閣 商業／工業 屯門

彌敦商務大廈 商業／工業 油尖旺

如心廣場 商業／工業 荃灣

花園臺 1 號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牛津道2號 A屋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牛津道2號 B屋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鴻圖道 1 號 商業／工業 觀塘

永新工業中心 商業／工業 深水埗 

NTT Communications香港金融數據中心一期 商業／工業 西貢 

NTT Communications香港金融數據中心二期 商業／工業 西貢

華海廣場 商業／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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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典軒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海典軒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會展廣場 -辦公大樓 商業／工業 灣仔

歐美廣場 商業／工業 油尖旺

安慶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安田邨安健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安田邨安麗樓 公屋住宅 觀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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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屋住宅 屯門

交易廣場一期 商業／工業 中西區 

One Harbour Square* 商業／工業 觀塘

希慎道 1 號 商業／工業 灣仔

港島東中心 商業／工業 東區 

One Island South* 商業／工業 南區

一號九龍 商業／工業 觀塘

逸瓏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逸瓏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逸瓏 3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逸瓏 5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逸瓏 6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逸瓏 7座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One Midtown* 商業／工業 荃灣

天一商城 商業／工業 元朗



 

 
   

 

 

 

 

 

 

 

 

 

 

 

 

 

 

 

 

 

 

 

 

 

 

 

 

 

 

 

 

 

 

 

 

 

 

 

 

 

 

 

已獲「大廈優質供水認可計劃－沖廁水」證書的樓宇名稱 
(註: *  =該大廈只有英文名稱)
截至 2019年 7月 31日

樓宇名稱 樓宇類別 區域

傲璇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濠豐大廈 商業／工業 東區

寶馬山花園第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寶馬山花園第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寶馬山花園第三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寶馬山花園第五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寶馬山花園第六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寶馬山花園第七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寶馬山花園第八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寶馬山花園第九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寶馬山花園第十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寶馬山花園第十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寶馬山花園第十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寶馬山花園第十五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寶馬山花園第十六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寶馬山花園第十七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太古廣場 商業／工業 中西區

太古廣場栢舍 酒店/服務式住宅 中西區

白田邨昌田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白田邨盛田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白田邨瑞田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悅來酒店 酒店/服務式住宅 荃灣

將軍澳中心(商場) 商業／工業 西貢

珀麗灣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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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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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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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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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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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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期(第32、33、35座)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珀麗灣藍色會所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珀麗灣綠色會所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珀麗灣天色會所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珀麗灣第 6 期會所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百利中心 商業／工業 屯門

保華企業中心 商業／工業 觀塘 

PCCW Tower* 商業／工業 東區 

PEAKCASTLE* 商業／工業 深水埗

松蔭園1座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平田邨平信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平田邨平誠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平田邨平仁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平田邨平旺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平田邨平真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平田邨平善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平田邨平美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平田邨服務設施大樓 公屋住宅 觀塘

荷里活廣場 商業／工業 黃大仙

寶鄉邨 公屋住宅 大埔

寶利中心 商業／工業 北區

總統商業大廈 商業／工業 油尖旺

縉庭山第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縉庭山第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縉庭山第三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太子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豐盛創建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英國保誠保險大樓 商業／工業 油尖旺

利來中心 商業／工業 北區

匯城集團大廈 商業／工業 葵青

富匯豪庭1及2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貝沙灣第 I期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貝沙灣第 II 期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海名軒第一座住宅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海名軒第二座住宅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海名軒第三座住宅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采頤花園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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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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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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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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基中心 商業／工業 觀塘

富時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麗斯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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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cky Bank House 1*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Rocky Bank House 2*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Rocky Bank House 3*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Rocky Bank House 4*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Rocky Bank House 5*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Rocky Bank House 6*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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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皇臺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雋巒閣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宏基資本大廈 商業／工業 觀塘

西環邨 公屋住宅 東區

秀好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秀茂坪邨秀裕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秀茂坪邨秀景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秀茂坪邨秀緻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秀茂坪邨秀慧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秀茂坪邨秀程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秀茂坪邨秀賢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秀茂坪邨秀康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秀茂坪邨秀樂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秀茂坪邨秀暉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秀茂坪邨秀雅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秀茂坪邨秀義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秀茂坪邨秀富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秀茂坪邨秀安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秀茂坪邨秀和樓 公屋住宅 觀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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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宇名稱 樓宇類別 區域

秀茂坪邨秀逸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秀茂坪邨秀華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秀茂坪邨秀明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秀茂坪邨服務設施大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秀美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秀德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秀善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秀旺樓 公屋住宅 觀塘

曉暉花園第三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四季名園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上林第 1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上林第 2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沙角邨金鶯樓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沙角邨魚鷹樓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沙角邨美雁樓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沙角邨雲雀樓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沙角邨綠鷺樓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沙角邨銀鷗樓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沙角邨沙燕樓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沙頭角邨 (第 1 座至第 51 座) 公屋住宅 北區

上海商業銀行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石籬(一)邨石秀樓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石籬(一)邨石俊樓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石籬(一)邨石逸樓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石籬(一)邨石泰樓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石籬(一)邨石安樓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石籬(一)邨石寧樓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石籬(一)邨石興樓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善明邨善智樓 公屋住宅 西貢

善明邨善禮樓 公屋住宅 西貢

會展廣場 -商場 商業／工業 灣仔

時代廣場 -商場 商業／工業 灣仔

瑞安中心 商業／工業 灣仔

信和工商中心 商業／工業 觀塘

信和廣場 商業／工業 灣仔 

Sitoy Tower* 商業／工業 觀塘

海天峰第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海天峰第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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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擎天半島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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擎天半島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擎天半島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擎天半島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擎天半島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擎天半島會所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南益商業中心 商業／工業 觀塘 

St. Andrews Place* 私人／居屋住宅 北區

菁英臺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Star Studios I*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Star Studios II*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永明金融大樓 商業／工業 油尖旺

陽光中心 商業／工業 灣仔

新港城二期 C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新港城二期 D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新港城三期 N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新港城三期 P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新港城三期 Q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新港城三期 R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瑞信集團大廈 商業／工業 油尖旺

泰豐工業大廈 商業／工業 觀塘

大元邨 公屋住宅 大埔

德朗邨德瑜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德朗邨德珮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德朗邨德珊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德朗邨德琦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德朗邨德瑞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德朗邨德璋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德朗邨德塋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德朗邨德瓏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德朗邨德瑤樓 公屋住宅 九龍城

德朗邨停車場 商業／工業 九龍城

德朗邨幼稚園 商業／工業 九龍城

德田邨德康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德田邨德欣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得利中心 商業／工業 北區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青衣) 商業／工業 九龍城

達利廣場 商業／工業 沙田

科匯中心 商業／工業 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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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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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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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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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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1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福花園 N2座 私人／居屋住宅 觀塘

德褔大廈 商業／工業 觀塘

紀雲峰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凱旋門摩天閣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凱旋門朝日閣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凱旋門映月閣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凱旋門觀星閣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囍匯一期及二期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承峰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承峰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承峰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The Cameron* 商業／工業 油尖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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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中心 商業／工業 中西區

中央廣場 商業／工業 中西區

華人銀行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御金‧國峯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御金‧國峯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御金‧國峯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御金‧國峯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御金‧國峯第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御金‧國峯第 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御凱第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御凱第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御凱會所 商業／工業 荃灣

交易廣場富臨閣 商業／工業 中西區

港威大厦一及二座 商業／工業 油尖旺

港威大厦六座 商業／工業 油尖旺

海濱廣場 商業／工業 九龍城 

The Hennessy* 商業／工業 灣仔

帝峯．皇殿會所 商業／工業 油尖旺

帝峯．皇殿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帝峯．皇殿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帝峯．皇殿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帝峯．皇殿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帝峯．皇殿 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帝峯．皇殿 8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馬頭角控制大廈 商業／工業 九龍城

北角煤氣大廈 商業／工業 東區

浚峯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The Icon* 商業／工業 觀塘

藍馬豪庭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The Lily* 酒店/服務式住宅 南區

浪澄灣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梅道一號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都會軒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都會軒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嘉達環球中心 商業／工業 荃灣

香港公開大學賽馬會校園 學校 油尖旺

香港公開大學何文田校園一期 (A座及 B座) 學校 九龍城

香港公開大學何文田校園二期 (C座) 學校 九龍城

匯賢閣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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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獲「大廈優質供水認可計劃－沖廁水」證書的樓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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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宇名稱 樓宇類別 區域

叠翠軒第 1 座 公屋住宅 西貢

叠翠軒第 2 座 公屋住宅 西貢

叠翠軒第 3 座 公屋住宅 西貢

叠翠軒第 4 座 公屋住宅 西貢

御林皇府 私人／居屋住宅 北區

高士台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高士台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御峰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天鑄1座 公屋住宅 九龍城

天鑄2座 公屋住宅 九龍城

天鑄3座 公屋住宅 九龍城

天鑄5座 公屋住宅 九龍城

天鑄6座 公屋住宅 九龍城

天鑄7座 公屋住宅 九龍城

天鑄8座 公屋住宅 九龍城

天鑄獨立屋 公屋住宅 九龍城

天鑄會所 公屋住宅 九龍城

雅濤居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雅濤居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The Wave* 商業／工業 觀塘

黃埔花園第六期黃埔號 商業／工業 九龍城

尚翹峰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尚翹峰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尚翹峰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灣仔

交易廣場三期 商業／工業 中西區

太古廣場三期 商業／工業 中西區

盈翠半島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盈翠半島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盈翠半島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盈翠半島第 3A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盈翠半島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盈翠半島第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盈翠半島第 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盈翠半島第 8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盈翠半島第 9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盈翠半島第 10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盈翠半島第 1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盈翠半島第 1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葵青

盈翠半島會所 商業／工業 葵青

時代廣場一座 商業／工業 灣仔

時代廣場二座 商業／工業 灣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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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華邨華悅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已獲「大廈優質供水認可計劃－沖廁水」證書的樓宇名稱 
(註: *  =該大廈只有英文名稱)
截至 2019年 7月 31日

樓宇名稱 樓宇類別 區域

天華邨華逸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華邨華祐樓 公屋住宅 元朗

天華邨服務設施大樓 公屋住宅 元朗

田灣邨田麗樓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田灣邨田澤樓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田灣邨田健樓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田灣邨田康樓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田灣邨長者住屋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田氏企業中心 商業／工業 深水埗

大連排道(132號) 商業／工業 葵青 

TML 廣場 商業／工業 荃灣

逸瓏灣I第1至第3座, 第20至第21座及第7至15洋房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逸瓏灣I第16至第19座 私人／居屋住宅 大埔

雅景臺第一座至第四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一號銀海第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一號銀海第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一號銀海第三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一號銀海第五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一號銀海第六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一號銀海第七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一號銀海第八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油尖旺 

Tower 535* 商業／工業 灣仔

尖沙咀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翠屏(南)邨翠松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翠屏(南)邨翠桐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翠屏(南)邨翠榮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翠屏(南)邨翠杏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翠屏(南)邨翠杭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翠屏(南)邨翠樂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翠屏(南)邨翠櫻樓 公屋住宅 觀塘

屯門市廣場一期第三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屯門市廣場一期第四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屯門市廣場一期第五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屯門市廣場一期第六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屯門市廣場一期第七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屯門市廣場二期第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屯門市廣場二期第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屯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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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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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宇名稱 樓宇類別 區域

東堤灣畔住客會所 私人／居屋住宅 離島

華懋交易廣場 II 期 商業／工業 東區

華懋廣場 II 期 商業／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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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學苑 商業／工業 深水埗

栢宜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翰林苑 私人／居屋住宅 九龍城

翰林軒第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翰林軒第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牛頭角上邨常逸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牛頭角上邨常悅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牛頭角上邨常滿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牛頭角上邨常興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牛頭角上邨常盛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牛頭角上邨常富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牛頭角上邨常榮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牛頭角上邨常康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牛頭角上邨常泰樓 公屋住宅 觀塘

維港峰 私人／居屋住宅 中西區

尚城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宏達工業中心 商業／工業 葵青

嘉尚匯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慧景軒第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慧景軒第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慧景軒第三座 私人／居屋住宅 元朗

域多利花園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滬江維多利亞學校 學校 南區

貝沙灣第五期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爾登華庭第一至三座 , 第五至八座 私人／居屋住宅 深水埗

雍藝軒 私人／居屋住宅 東區

海典居第 1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海典居第 2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海典居第 3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海典居第 5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海典居第 6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海典居第 7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海典居第 8 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麗峰花園麗苑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麗峰花園慧苑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麗峰花園明苑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麗峰花園瑩苑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麗峰花園德苑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麗峰花園珀苑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麗峰花園會所 商業／工業 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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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宇名稱 樓宇類別 區域

麗峰花園停車場 商業／工業 沙田

萬景峯第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萬景峯第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萬景峯第三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萬景峯第五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萬景峯第六座 私人／居屋住宅 荃灣

萬景峯會所 商業／工業 荃灣

得怡坊 商業／工業 中西區

華心邨華冠樓 公屋住宅 北區

華心邨華勉樓 公屋住宅 北區

惠豐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偉華中心第一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偉華中心第二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偉華中心第三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偉華中心第四座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雲漢邨漢松樓 公屋住宅 觀塘

雲漢邨漢柏樓 公屋住宅 觀塘

水務署九龍東區大樓 政府／公共設施 九龍城

匯賢大厦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黃埔花園第八期商場，黃埔美食坊 商業／工業 油尖旺

九倉電訊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會德豐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寶松苑 私人／居屋住宅 沙田

盈豐商業大廈 商業／工業 油尖旺

榮昌邨榮俊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榮昌邨榮傑樓 公屋住宅 深水埗

永隆銀行中心 商業／工業 油尖旺

永安集團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宏基中心 商業／工業 黃大仙

華威大廈 商業／工業 中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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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達中心 商業／工業 觀塘

甄沾記大廈 商業／工業 南區

雅緻洋房 L1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雅緻洋房 L2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雅緻洋房 L3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雅緻洋房 L4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雅緻洋房 L5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雅緻洋房 L6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雅緻洋房 L7 私人／居屋住宅 南區

有利中心 商業／工業 觀塘

油美苑澤美閣 公屋住宅 觀塘

油美苑潤美閣 公屋住宅 觀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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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宇名稱 樓宇類別 區域

油美苑淑美閣 公屋住宅 觀塘

油美苑灝美閣 公屋住宅 觀塘

油美苑瀅美閣 公屋住宅 觀塘

油美苑淮美閣 公屋住宅 觀塘

油美苑濤美閣 公屋住宅 觀塘

油塘工業城 A 座 商業／工業 觀塘

油塘工業城 B 座 商業／工業 觀塘

耀中國際學校 (中學部) 學校 九龍城

恩浩國際中心 商業／工業 觀塘

形點 I 商業／工業 元朗

約克行 商業／工業 中西區

漁光村白沙樓 公屋住宅 南區

漁光村順風樓 公屋住宅 南區

漁光村海港樓 公屋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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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煜明苑煒明閣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煜明苑焜明閣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煜明苑熹明閣 私人／居屋住宅 西貢

總共 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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