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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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 (
排名不分先後

)  

 

**屋苑的不同期數 (Phases)，如無別稱不會特別註明 

 

 

九龍西 

 

 

九龍站 

天璽 凱旋門 御金‧國峰 

名鑄 君臨天下 The Austin 

漾日居 擎天半島 Grand Austin 

 

 

奧運站 / 大角咀 

瓏璽 柏景灣 帝峰‧皇殿 港灣豪庭 

君匯港 柏景灣 (帝柏海灣) 奧柏‧御峰 大同新邨 

浪澄灣 維港灣 奧朗‧御峰  

海桃灣 中英樓 一號銀海  

凱帆軒 海明閣 海康大廈  

 

 

深水埗 / 長沙灣 

喜雅 悅海軒 華仁大廈 福江大廈 

喜盈 米蘭軒 興隆大廈 新輝大廈 

喜韻 星匯居 新豪大廈 德旺大廈 

喜薈 榮昌邨 黃金大廈 太子中心 

喜漾 麗閣邨 恆富大廈 美寧中心 

丰匯 李鄭屋邨 恆興大廈 元州街 78號 

元州邨 寶豐大廈 嘉匯大廈 長沙灣消防局宿舍 

蘇屋邨 肇如大廈 昌暉大廈  

 

 

荔枝角 

泓景臺 昇悅居 一號‧西九龍 

宇晴軒 曼克頓山  

海麗邨 碧海藍天  

 

 

 



 

美孚 / 荔景 

盈暉臺 清麗苑 祖堯邨 荔景紀律部隊宿舍 

荔欣苑 賢麗苑 美孚新邨  

悅麗苑 荔景邨 荔灣花園  

 

   

九龍中 

 

 

九龍塘 / 畢架山 

逸瓏 碧麗閣 劍橋園 (獨立屋) 窩打老道 

柏園 寶能閣 雅芳園 畢架山一號 

菊園 碧華閣 雅麗園 牛津道 1號 (獨立屋) 

和域臺 美輪閣 福康園 義德道 1及 3號 

豪福苑 達運閣 愛賓花園  

 霞明閣 碧華花園  

 

 

又一村 / 石硤尾 

又一居 帝景峰 畢架山峰 畢架山花園 

嘉珀山 南山邨 郝德傑山 又一村花園 

蘭香閣 澤安邨 石硤尾邨 The Primrose 

 

 

何文田 

天鑄 帝庭園 寶雲閣 半山壹號 

雋瓏 梭椏園 文豪閣 爵士花園 

爵園 俊慧園 翠華樓 巴富花園 

毅廬 碧麗園 加多利峰 何文田山道 

君逸山 文雅閣 嘉道理道 (獨立屋) 何文田山畔 

君頤峰 太子閣 瓊林別墅 嘉多利山花園 

冠熹苑 麗豪閣 翠華大廈 督察級警察宿舍 

俊民苑 華美閣 嘉輝大廈 Dunbar Place 

嘉輝臺 太平閣 曾榕大廈 Kadoorie Hill 

愛民邨 建豐閣 恆泰大樓  

 

     

 

 

 



 

旺角 / 油麻地 

百匯軒 別樹一居 麥花臣匯 柏豐 28 

明威閣 富榮花園 新望大廈 富貴大廈 

偉基樓 駿發花園 新利大廈 廣蘭大樓 

康齡大廈 頌賢花園 順利大廈 百利達廣場 

四方大廈 長旺大廈 華樂大廈 花園街 35號 

寶寧大廈 海昇大廈 富都大廈 新填地街 155號 

 

 

尖沙咀 / 佐敦 

港景峰 嘉文花園 新利大廈 

東景台 喜利大廈 花園大廈 

漢口大廈 華寶大廈 The Austine Place 

 

 

啟德南 

 

 

紅磡 

昇御門 半島豪庭 維港．星岸 

黃埔花園 海逸豪園 紅磡灣中心 

寶威大廈 海濱南岸 萬高花園洋樓 

 

 

土瓜灣 / 九龍城 

豪門 傲雲峰 御門‧前 欣榮花園 

豪門 (御‧豪門)  翔龍灣 帝庭豪園 雅士花園 

嘉苑 港圖灣 金都豪苑 嘉景花園 

22居 海青閣 海悅豪庭 碧麗花園 

明麗園 福裕樓 旭日豪庭 樂民新邨 

高雅軒 崇仁樓 柏德豪廷 偉恆昌新邨 

博林軒 德朗邨 僑發大廈 農圃道 18號 

福安閣 家維邨 益豐大廈 龍崗道 25號 

 

 

 

 

 

 

 

 



 

九龍東 

 

 

鑽石山 / 黃大仙 / 新蒲崗 

豪苑 譽‧港灣 星河明居 帝峰豪苑 

龍蟠苑 現崇山 采頤花園 竹園北邨 

慈愛苑 匯豪山 翠竹花園 竹園南邨 

鳳禮苑 悅庭軒 宏景花園 新蒲崗廣場 

富強苑 東頭邨 新光中心 黃大仙上邨 

嘉強苑 慈樂邨 慈華大廈 黃大仙下邨 

天馬苑 鳳德邨 橫頭磡邨  

 

 

九龍灣 / 牛頭角 / 牛池灣 

峻弦 瓊山苑 德福花園 煥然壹居 

嘉峰臺 瓊麗苑 淘大花園 海港花園 

彩德邨 樂雅苑 得寶花園 威豪花園 

彩霞邨 啟泰苑 麗晶花園 牛頭角上邨 

彩雲邨 彩峰苑 曉暉花園 觀塘花園大廈 

 

    

觀塘 / 秀茂坪 

碧麗苑 協威園 金麗閣 觀月‧樺峰 

曉麗苑 金龍園 林景閣 凱德大廈 

祥和苑 海天園 翠屏邨 順利紀律部隊宿舍 

寶珮苑 安達邨 功樂大廈 秀茂坪紀律部隊宿舍 

 

    

藍田 / 油塘 

麗港城 康柏苑 鯉安苑 高怡邨 

康逸苑 油美苑 藍田邨 油麗邨 

康盈苑 油翠苑 興田邨 匯景花園 

康華苑 高翔苑 德田邨 鯉灣天下 

康雅苑 高俊苑 平田邨  

 

 

 

 

最後更新：2017年 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