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居易服務有限公司  除 VOC/甲醛 空氣淨化服務 – CT觸媒/草本                

 

成功個案：住宅/屋苑—新界 (
排名不分先後

)  

 

 

新界東 

 

 

將軍澳 / 調景嶺 / 坑口 / 寶琳 / 康城 

天晉  海翩匯 帝景灣 寶盈花園 

天晉 (海天晉) 藍塘傲 君傲灣 海悅豪園 

嘉悅 都會駅 摘星台 (馬游塘村) 維景灣畔 

峻瀅 都會駅 (城中駅) 日出康城 (首都) 蔚藍灣畔 

新都城 疊翠軒 日出康城 (領都) 南豐廣場 

新都城 (都會豪庭) 旭輝臺 日出康城 (領峰) 將軍澳村 

新寶城 怡心園 日出康城 (領凱) 清水灣半島 

東港城 慧安園 日出康城 (緻藍天) 將軍澳廣場 

英明苑 景琳邨 富寧花園 將軍澳中心 

頌明苑 翠林邨 富康花園 Capri 

廣明苑 尚德邨 富麗花園 Monterey 

彩明苑 厚德邨 茵怡花園 Savannah 

欣明苑 怡明邨 安寧花園 The Parkside  

煜明苑 健明邨 康盛花園  

 

 

西貢 / 清水灣 

溱喬 (獨立屋) 白石臺 帝湖居 偉景別墅 

傲瀧 璟瓏軒 翠塘花園 白沙灣立德台(獨立屋) 

檳榔灣 壁屋村 綠怡花園 壁屋監獄已婚主任   

職員宿舍 

君爵堡 圍心村 蠔涌新村 Bougainvillea Gardens 

 

 

沙田 

帝堡城 蔚景園 碧濤花園 翠湖花園 

花園城 欣廷軒 濱景花園 河畔花園 

愉翠苑 廣源邨 富豪花園 曉翠山莊 

愉田苑 博康邨 翠麗花園 赤泥坪村 

愉城苑 沙田廣場 晴碧花園 新城市廣場 

康林苑 沙田中心 春暉花園 沙田第一城 

廣林苑 好運中心 水泉澳邨 插桅桿新村 



 

火炭 / 沙田半山 / 九肚山 

玖瓏山 蔚林居 銀禧花園 松翠小築 

御龍山 駿寶居 怡翠花園 綠怡小築 (獨立屋) 

駿景園 美柏苑 松柏花園 黃竹洋村 

榕翠園 寶松苑 瑞峰花園 樂楓徑 10號 

華翠園 穗禾苑 艷霞花園 沙田渣甸山花園 

晉名峰 豐景花園 金鞍花園 (獨立屋) Mount Vienna 

 

 

大圍 

名城 聚龍居 壹號雲頂 雲疊花園 

名城 (盛薈) 美松苑 壹號雲頂 (雲頂峰) 翠景花園 

名城 (盛世) 美城苑 溱岸 8號 世界花園 

名家匯 美盈苑 富嘉花園 大圍新村 

文禮閣 嘉田苑 金禧花園 下徑口村 

新翠邨 嘉徑苑 金獅花園 新田圍邨 

顯徑邨 嘉順苑 恆峰花園  

美田邨 景田苑 海福花園  

顯田村 豐盛苑 愉景花園  

 

 

馬鞍山 

迎海 天宇海 雅景臺 銀湖‧天峰 

迎海 (迎海‧星灣) 帝琴灣 (凱弦居) 錦豐苑 翠擁華庭 

迎海 (迎海‧星灣御) 帝琴灣 (凱琴居) 錦禧苑 海柏花園 

迎海 (迎海．御峰) 海典灣 錦英苑 富寶花園 

薈晴 新港城 錦龍苑 富安花園 

薈朗 新港城 (海濤居) 錦泰苑 福安花園 

嵐岸 利安邨 錦鞍苑 馬鞍山中心 

海典居 耀安邨 曉峰灣畔 嘉華星濤灣 

雅典居 恆安邨 聽濤雅苑  

雅濤居 官坑村 觀瀾雅軒  

 

 

 

 

 

 

 

 

 



 

大埔 / 大埔半山 / 太和 

嵐山 逸瓏灣 天賦海灣 鹿茵山莊 

康樂園 帝欣苑 天賦海灣 (溋玥) 悠然山莊 

宏福苑 泮涌村 天賦海灣 (海鑽) 倚龍山莊 

逸雅苑 泰亨村 新峰花園 錦石新村 

德雅苑 雍怡雅苑 (獨立屋) 新峰花園 (御峰豪園) 蘆慈田村 

怡雅苑 盈峰翠邸 大埔中心 大埔寶馬山 

明雅苑 翡翠花園 昌運中心 泰亨祠堂村 

頌雅苑 太湖花園 大埔廣場 大菴 19號 

樂賢居 大埔花園 新達廣場 新圍仔村屋 

富善邨 美豐花園 寶湖花園 下黃宜坳村 (獨立屋) 

廣福邨 富萊花園 新興花園 比華利山別墅 

太和邨 富雅花園 運頭塘邨 半山洲山頂花園    

(獨立屋) 

大南樓 江庫花園 大尾篤村  

 

    

新界北 

 

 

粉嶺 

逸峰 歌賦嶺 (獨立屋) 粉嶺名都 瓏山一號 

帝庭軒 (御庭軒) 華明邨 粉嶺中心 碧湖花園 

牽晴間 九龍坑 (新圍) 榮福中心 欣翠花園 

景盛苑 嶺仔村 榮輝中心  

欣盛苑 坪輋村 花都廣場  

嘉盛苑 獅頭嶺村 數碼都域  

 

 

上水 

顯峰 御皇庭 上水名都 維也納花園 

天巒 (獨立屋) 御景峰 上水中心 新豐路 67號 

皇府山 太平邨 順欣花園 坑頭路 608號 

旭埔苑 天平邨 翠麗花園 上水紀律部隊宿舍 

奕翠園 清河邨 龍豐花園 上水已婚警察宿舍 

古洞村 (獨立屋) 新都廣場 古洞金錢村  

 

 

 

 



 

新界西 

 

 

荃灣 

立坊 縉庭山 荃灣花園 愉景新城 

柏傲灣 昇柏山 荃威花園 環宇海灣 

樂悠居 尚翠苑 荃景花園 海天豪苑 

名逸居 爵悅庭 荃德花園 綠楊新邨 

韻濤居 翠豐臺 麗城花園 大窩口邨 

朗逸峰 寶雲匯 海濤花園 三棟屋村 

萬景峰 象山邨 海濱花園 荃好景大廈 

怡景園 荃灣中心 海灣花園 祈德尊新邨 

恆麗園 荃昌中心 灣景花園  

翠濤閣 荃灣廣場 蔚景花園  

圓墩村 灣景廣場 康睦庭園  

 

    

葵涌 

雍雅軒 浩景臺 芊紅居 梨木樹邨 

嘉翠園 葵涌邨 華景山莊 石籬二邨 

葵芳閣 葵興邨 葵星中心 葵盛東邨 

葵康苑 石籬邨 寶星中心 新葵芳花園 

葵蓉苑 石蔭邨 葵涌大廈 新葵興花園 

葵馥苑 金恆樓 葵寶大廈  

 

 

深井 

珀居 浪翠園 縉皇居 麗都花園 

逸海 浪濤灣 (獨立屋) 愛琴海岸 豪景花園 

帝華軒 深井村 碧堤半島 海韻花園 

 

 

青衣 

灝景灣 曉峰園 青怡花園 盈翠半島 

藍澄灣 青衣邨 翠怡花園 綠悠雅苑 

青俊苑 長發邨 偉景花園 大王下村 

青盛苑 長安邨 美景花園 楓樹窩村 

青雅苑 長宏邨 海悅花園  

青華苑 長青邨 海欣花園  

青泰苑 長康邨 宏福花園  



 

元朗 

爾巒 朗景臺 朗善邨 朗屏 8號 

峻巒 / Park Yoho 朗庭園 朗晴邨 御豪山莊 

世宙 朗峰園 朗屏邨 翠韻華庭 

尚城 瑋珊園 洪福邨 悅富豪苑 

尚悅 御景園 美滿樓 伊甸雅苑 

溱柏 意花園 (獨立屋) 加州花園 (獨立屋) 昌威大廈 

原築 葡萄園 錦繡花園 (獨立屋) 安寧大廈 

蔚林 帝庭居 四季名園 (獨立屋) 黃泥墩村 

曉門 朗怡居 加多利園 (獨立屋) 西邊圍村 

縉瑤 菁雅居 加州豪園 木橋頭村 

柏� 碧豪苑 紫翠花園 新元朗中心 

映御 宏富苑 幸福花園 好順意大廈 

尚豪庭 竹柏苑 富來花園 八鄉河背村 

采葉庭 馬田村 錦安花園 Grand Yoho 

翹翠峰 山下村 怡豐花園 Yoho Town 

蝶翠峰 田寮村 建庭花園 Yoho Town                   

(Yoho Midtown) 

翠安閣 黃屋村 翠逸雅園  

 

 

天水圍 

天頌苑 天恆邨 慧景軒 嘉湖山莊 

天富苑 天逸邨 屏欣苑 柏慧豪園 

天盛苑 天悅邨 天耀邨 柏慧豪園 (柏慧豪廷) 

天愛苑 天瑞邨   

 

 

 

 

 

 

 

 

 

 

 

 

 

 

 



 

屯門 

瓏門 帝濤灣 滿名山 倚嶺南庭 

星堤 恆豐園 海典軒 嘉悅半島 

琨崙 啟豐園 悅湖山莊 蟠龍半島 

疊茵庭 慧豐園 聚康山莊 大興花園 

景新臺 豐景園 南浪海灣 豫豐花園 

龍門居 冠峰園 時代廣場 澤豐花園 

卓爾居 怡峰園 海景花園 玫瑰花園 

名賢居 恆順園 華都花園 寶怡花園 

綠怡居 屯門閣 碧翠花園 翠寧花園 

兆禧苑 龍逸邨 海翠花園 康利中心 

兆康苑 安定邨 怡樂花園 新屯門中心 

兆麟苑 良景邨 美樂花園 屯門市廣場 

兆安苑 田景邨 富健花園 邁亞美海灣 

兆畦苑 山景邨 凱德花園 香港黃金海岸 

兆山苑 建生邨 恆福花園 嘉和海景別墅 

兆邦苑 富泰邨 彩華花園 屯門中心大廈 

新圍苑 寶田邨 彩暉花園 屯門鄉事會路 8號 

新墟村 欣田邨 錦華花園 屯門湖康警察宿舍 

小坑村 友愛邨 錦輝花園 Napa 

 

 

離島 

 

 

東涌 

昇薈 富東邨 映灣園 東堤灣畔 

東環 迎東邨 藍天海岸 海堤灣畔 

裕東苑    

 

 

馬灣 大嶼山 南丫島 

珀麗灣 愉景灣 榕樹灣澳仔 (獨立屋) 

 金灣海岸  

 貝澳新圍村  

 

 

 

 

最後更新：2019年 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