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居易服務有限公司  CT 觸媒空氣淨化服務                 

 

曾使用本服務的住宅/屋苑—香港島 (
排名不分先後

)  

 

**屋苑的不同期數 (Phases)，如無別稱不會特別註明 

 

 

港島中 

 

 

中半山 

君珀 嘉慧園 蘭心閣 地利根德閣 

珀苑 恆翠園 倚雲閣 百年順大廈 

譽皇居 帝景園 嘉富麗苑 The Mayfair 

騰皇居 曉峰閣 康樂大廈  

蔚皇居 澄碧閣 崇華大廈  

 

 

中環 / 上環 / 金鐘 

豪景臺 利豐大廈 康威花園 荷李活華庭 

欣翠閣 嘉豐大廈 百麗花園 荷李活道 149號 (6層) 

麗雅苑 裕利大廈   

 

 

銅鑼灣 / 灣仔 

壹環 星域軒 加寧大廈 四寶大廈 

囍匯 匯星壹號 金碧大廈 百德大廈 

尚翹峰 國泰新宇 熙華大廈 伊利莎伯大廈 

萬信臺 修頓花園 崇蘭大廈 會展中心會景閣 

滿峰台 海濱大廈 樂滿大廈 勿地臣街 15A 

匯翠台 置安大廈 金港大廈 石水渠街 74號 

愉景樓 德業大廈 珠城大廈  

 

 

 

 

 

 

 

 

 

 



 

跑馬地 / 東半山 / 大坑 

上林 嘉雲臺 禮頓山 比華利山 

名門 東山臺 蔚雲閣 德信豪庭 

嘉苑 光明臺 大寶閣 雲暉大廈 

豪園 樂活臺 春暉 8號 恆豐大廈 

曉廬 慧景園 金山花園 永安新邨 

樂翠台 龍濤苑 名仕花園 山村臺 15號 

大坑台 蔚豪苑 龍華花園 渣甸山花園大廈 

華峰樓 慧莉苑 浣紗花園 黃泥涌道 99號 

 

   

港島東 

 

 

北角 / 炮台山 / 天后 

維峰 寶峰閣 耀星華庭 嘉信大廈 

昌苑 慧雅閣 丹拿花園 明暉大廈 

明園 永光閣 城市花園 聯和大廈 

港運城 昌輝閣 寶馬花園 仁和大廈 

慧雲峰 富家閣 健威花園 皇冠大廈 

海峰園 海和苑 百福花園 僑興大廈 

光超台 康明苑 康澤花園 五洲大廈 

景愉居 康盛苑 富雅花園 維多利大廈 

健康村 和富中心 富澤花園 北角中心大廈 

DIVA 樂嘉中心 建基大廈  

 

 

北角半山 

柏傲山 海天峰 豐林閣 峰景大廈 

威景臺 珊瑚閣 萬德閣 寶馬山花園 

飛龍臺 富豪閣 摩天大廈 賽西湖大廈 

雲景台    

 

 

鰂魚涌 / 太古 

太古城 匯豪峰 康怡花園 康景花園 

御皇臺 逸樺園 康山花園 康蕙花園 

惠安苑 逸意居 華蘭花園 Mount Parker 

Residences 

海光苑 益發大廈 南豐新邨  



 

西灣河 / 筲箕灣 

柏匯 東欣苑 樂融軒 永興大樓 

嘉亨灣 東濤苑 太富樓 筲箕灣中心 

鯉景灣 東熹苑 峻峰花園 筲箕灣廣場 

逸濤灣 東霖苑 欣景花園 麗東海景豪苑 

愛蝶灣 東駿苑 萬康大廈  

碧麗閣 東灣閣 康華大廈  

 

    

柴灣 / 小西灣 

杏花邨 山翠苑 灣景園 仁樂大廈 

康翠臺 怡翠苑 藍灣半島 華泰大廈 

樂軒臺 景翠苑 富欣花園 建業大樓 

樂翠臺 曉翠苑 富景花園 柴灣已婚警察宿舍 

高威閣 新德樓 富怡花園  

翠灣邨 峰華邨 新翠花園  

 

 

港島西 

 

   

西半山 

璈珀 寶翠園 帝豪閣 承德山莊 

敦皓 景翠園 殷榮閣 學林雅軒 

懿峰 翰庭軒 華庭閣 輝煌豪園 

瀚然 翰林軒 添寶閣 金風大廈 

珒然 嘉和苑 豐樂閣 嘉富大廈 

福苑 明珠台 香港花園 裕仁大廈 

學士臺 高士台 俊傑花園 應彪大廈 

雍景臺 駿豪閣 俊賢花園 柏道 2號 

嘉兆臺 禮賢閣 富景花園 寶如玉大廈 

樂信臺 輝鴻閣 殷樺花園 寶珊道 1號 

帝華臺 美麗閣 樂欣大廈 羅便臣道 80號 

輝煌臺 怡林閣 瑞麒大廈 Conduit 18 

 

 

 

 

 

 



 

堅尼地城 / 西營盤 

泓都 縉城峰 珍珠閣 高逸華軒 

西浦 維港峰 西寧閣 南雄大廈 

星鑽 博仕臺 文光閣 南海大廈 

浚峰 華輝閣 嘉輝花園 山市大廈 

東蔚苑 龍豐閣 怡景花園 恆陞大樓 

桃李園 翡翠閣 堅城中心 天興大廈 

翠景閣 麗賢閣 真光大廈 聯康新樓 

俊景閣 英華閣 興泰大廈 德輔道西 216號 

毓明閣 建隆樓 美暉大廈 Lexington Hill 

瑞華閣 觀龍樓 均益大廈  

 

    

港島南 

 

 

香港仔 / 鴨脷洲 

南灣 嘉隆苑 海怡半島 港麗豪園 

深灣軒 華貴邨 悅海華庭 利港中心 

海光閣 華富邨 利發大廈 香港仔中心 

漁暉苑 利東邨 金豐大廈  

漁安苑 珍寶大廈 福群大廈  

 

 

薄扶林 

碧瑤灣 置富花園 薄扶林花園 

松蔭園 翠海別墅  

 

 

赤柱 / 大潭 

浪琴園 陽明山莊 大潭道 

龍德苑 紅山半島 環角道 30號 (獨立屋) 

曼克頓花園 懲教署職員宿舍  

 

 

 

 

 

 

 

 



 

數碼港 山頂 淺水灣 深水灣 

貝沙灣 嘉樂園 詩禮花園 木苑 

 種植道 42號 (獨立屋) 南灣御苑 香島道 33號    

(獨立屋) 

 Bayview 布力徑    

(獨立屋) 

曼赫頓大廈  

 The Mount Austin  

(獨立屋) 

淺水灣道  

(獨立屋) 

 

  Fairmount Terrace   

(會所) 

 

 

 

 

 

最後更新：2017年 8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