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天利苑 新界大嶼山龍田街 8號 34(IS) 

離島 - 1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坪洲山頂花園
坪洲南山路10-12號 

(PCL 592 & 593) 
7(IS)

坪洲翠濤花園 
PCL 660

新界坪洲坪利路 2號 
26(IS)

坪貴花園別墅 
PCL 611

坪洲南山路 10號 
14(IS)

坪麗苑
坪洲樂坪街 2號 

PCL 663 
29(IS)

昇薈 新界大嶼山東涌迎康街 1號 36(IS)

東灣豪園 新界 PCL 656, 山頂村26A號 28(IS)

花坪山莊 CCL 1644 花屏路 17(IS)

長洲天福花園
長洲山頂道 48號 

(CCL 1610) 
11(IS)

長洲安榮中心 CCL 1676 5(IS)

長洲東堤小築 CCL 1491 10(IS)

長洲玫瑰園 長洲觀音灣路 35號 15(IS)

長洲金湖花園 
CCL 1649

長洲西灣路 3號 
12(IS)

長洲金銀灣 
CCL 1268

長洲大石口路 1號 
4(IS)

長洲海景花園 新界長洲 CCL 1712 20(IS)

長洲碧浪苑 新界長洲 CCL 1829 25(IS)

長洲碧濤軒 長洲長碩路 33號 16(IS)

長洲駿興臺 
(CCL 1769)

長洲山頂道 3號 
9(IS)

長苑第一期 新界長洲和順里 7號 22(IS) 

離島 - 2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海桐苑 新界大嶼山長富街 33號 30(IS)

海景大廈 大嶼山梅窩銀運路 1號 18(IS)

海愉花園 新界大嶼山梅窩碼頭路 19號 37(IS)

海灣樓 新界大嶼山梅窩碼頭路 13號 32(IS) 

離島 - 3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梅窩大廈 梅窩梅窩碼頭路 DD4L 689 8(IS)

梅窩中心 大嶼山梅窩銀運路 3號 21(IS)

連富苑 新界長洲山頂道 59號 38(IS) 

離島 - 4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富瑤小築 新界大嶼山梅窩銀鑛灣路 11號 27(IS) 

離島 - 5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聖家台 坪洲聖家路 9-16號 19(IS)

裕東苑 新界大嶼山東涌達東路 33號 23(IS) 

離島 - 6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嘉暉花園 (坪洲 ) 新界坪洲寶坪街 12號 33(IS)

遠東發展坪洲大廈 PCL 415 3(IS)

銀輝大廈 大嶼山梅窩 DD4L 669 2(IS)

銀寶大廈
大嶼山梅窩梅窩碼頭路 14號 

(DD4L 685) 
13(IS)

銀鑛中心大厦 新界大嶼山梅窩碼頭路 10號 31(IS) 

離島 - 7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澄碧邨 大嶼山 DD337L 178 1(IS)

蝶崗 大嶼山 DD337L 178 6(IS) 

離島 - 8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龍軒苑 新界大嶼山大澳大澳道 80號 24(IS) 

離島 - 9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CHEUNG SHA VILLAS 新界大嶼山長富街6 -8號 35(IS) 

離島 - 10



北區 - 1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上水尼斯花園

上水古洞坑頭路219號

DD94L 386 S.A - H, S.J - L & (RP), S.N, S.P - Q, 481 S.A - J, S.K -

L & (RP)
64(N)

上水名都 新界上水智昌路9號 94(N)

上水安國新邨
新界上水馬會道

DD51L 5189
1(N)

上水金誠樓 新界上水新豐路106-110號 119(N)

上水威尼斯花園 新界上水保榮路1號 84(N)

上水泰豐樓 新界上水新豐路50-52號 88(N)

上水馬會道 100-106 號 新界上水馬會道100-106號 85(N)

上水馬會道148-174號 上水馬會道148-174號 78 (N)

上水富有門花園
上水古洞坑頭路151/153-157號

DD94L 400 S.C - H, S.J - N, S.P - R & (RP)
66(N)

上水新成路 83-95 號 新界北區新成路83-95號 86(N)

上水新祥街26-28號 新界上水新祥街26-28號 97(N)

上水新健街7-9號
FSSTL 19

(新界上水新健街7-9號)
6(N)

上水新康街47-65號
DD91L 3858

(石湖墟新康街47A-65號)
67(N)

上水新康街 78-80 號 新界上水新康街78-80號 91(N)

上水新樂街1-3號 上水新樂街1-3號 74(N)

上水翠麗花園 新界上水鳳南路9號 117(N)

上水嘉芙花園 DD94L 394 S.B SS.2 - 5, 395 S.A & B, 396 S.A & B 57(N)

上水龍琛路36-42A號 新界上水龍琛路36-42A號 114(N)

上水邁爾豪園 新界上水營盤粉錦公路328號 98(N)

山翠苑﹝粉嶺﹞ 粉嶺置福圍18號 26(N)



北區 - 2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天平邨 新界上水天平路48號 36(N)

太平邨 新界上水保平路8號 56(N)



北區 - 3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民生閣 新界石湖墟民生街1-2號 51(N)

石湖墟慶豐樓慶雲樓 上水石湖墟新豐路40-48號 75(N)



北區 - 4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多利工業大廈 新界粉嶺業豐街13號 100(N)

安盛苑 新界上水天平路50號 54(N)

旭埔苑 上水彩園路10號 9(N)

百福花園﹝粉嶺﹞ 粉嶺置福圍6號 25(N)



北區 - 5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沙頭角順平街8號 新界沙頭角順平街8號 109(N)

沙頭角順隆花園 沙頭角順隆街33號 83(N)



北區 - 6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和豐閣 粉嶺和豐街8號 14(N)

和豐街50-52號合豐樓 新界粉嶺聯合墟和豐街50-52號 102(N)

昌盛苑﹝華明路﹞ 粉嶺華明路20號 40(N)

明珠華軒 新界上水新樂街9號 44(N)

欣盛苑 A至G 座 新界粉嶺華明路15號 45(N)

欣翠花園 新界粉嶺吉祥街8號 30(N)

花都廣場 新界粉嶺百和路88號 37(N)

金來樓 新界聯和墟聯盛街6-8號 120(N)

金湖居 新界上水新成路21號 60(N)



北區 - 7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建豐樓﹝粉嶺﹞ 新界粉嶺和豐街54-60B號 58(N)

美景新邨 新界粉嶺DD51L 5173 2(N)



北區 - 8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馬會道176-184號 上水馬會道176-184號 71(N)

振興臺 新界上水 DD92L 743 (RP) 5(N)

桃苑﹝古洞﹞
上水古洞路39號

DD95L 2173
23(N)

海裕苑 上水維翰路6號 15(N)

海燕花園 粉嶺新運路68號 10(N)

海禧華庭 新界上水石湖墟新成路88號 61(N)

粉嶺工貿大廈 新界粉嶺安居街21號 20(N)

粉嶺中心 粉嶺新運路33號 11(N)

粉嶺友興樓 粉嶺聯和墟聯盛街2-4號 70(N)

粉嶺五寶樓 粉嶺和隆街2-40C號 105(N)

粉嶺名都 新界粉嶺粉嶺車站路18號 35(N)

粉嶺安泰工貿中心 新界粉嶺安全街4號 90(N)

粉嶺安興工貿中心 新界粉嶺安居街18號 96(N)

粉嶺和豐唐樓 新界北區和豐街57-59號 81(N)

粉嶺花園 DD51L 5268 19(N)

粉嶺泰昌樓 新界粉嶺聯和墟和泰街55-69A號 95(N)

粉嶺聯興街25號 新界聯興街25號 115(N)

粉嶺聯興街27號 新界聯興街27號 116(N)

粉嶺龍景樓 新界粉嶺聯和墟和豐街21-25號 7(N)

粉嶺濱苑 北區聯和道75-75A號 79(N)

粉嶺錦福大廈 新界粉嶺聯昌街2A號 (前稱聯和道65-73號) 92(N)

粉嶺聯安街25-43號 新界粉嶺聯和墟聯安街25-43號 106(N)

粉嶺聯昌街1-3號 新界粉嶺聯昌街1-3號 111(N)

粉嶺聯昌街7號 新界粉嶺聯昌街7號 118(N)

粉嶺聯昌街18號寶聯樓 新界北區 DD51L 5141 89(N)

粉嶺聯和墟和泰街41-53號 新界粉嶺聯和墟和泰街41-53號 113(N)

粉嶺聯和墟和隆街1-23號 粉嶺聯和墟和隆街1-23號 77(N)

粉嶺聯和墟聯昌大樓 新界聯和墟聯昌街20/44B號 80(N)

粉嶺聯發大廈 粉嶺聯安街9號 69(N)



北區 - 9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粉嶺寶安樓 新界粉嶺聯和墟 DD51L 5140 82(N)

粉嶺聯昌街31號 新界粉嶺聯昌街31號 122(N)

粉嶺聯昌街29號 新界粉嶺聯昌街29號 123(N)



北區 - 10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彩蒲苑 新界上水彩園路2號 42(N)

得利中心 粉嶺安樂村安居街33號 16(N)

牽晴間 新界粉嶺一鳴路23號 49(N)

符興街29-39號富興樓 新界上水符興街29-39號 112(N)

祥華邨 新界粉嶺新運路38號 63(N)



北區 - 11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富好閣 粉嶺聯和墟聯安街1-7號 34(N)

富康園 粉嶺置褔圍17號 27(N)

富榮大廈 上水馬會道138號 24(N)

景盛苑 粉嶺一鳴路8號 32(N)

華明邨
FSSTL 204

新界粉嶺華明路21號
31(N)

華慧園 新界粉嶺 FSSTL 83 8(N)

順欣花園 新界上水石湖墟智昌路8號 55(N)



北區 - 12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新康街92-98號 新界上水新康街92-98號 87(N)

新景樓﹝和豐街﹞ 新界粉嶺聯和墟和豐街37-43及43A號 59(N)

新發街40號 新界上水新發街40號 101(N)

新華銀行大廈 新界粉嶺聯盛街10-16號 47(N)

新勤樓及新財樓 新界上水DD91L 3948 3(N)

新豐大廈 新界上水新豐路33號 17(N)

新豐路24及26號 新界上水石湖墟新豐路24及26號 107(N)

萬豪居 新界粉嶺裕泰路9號 103(N)

瑞栢園 DD51L 5290 粉嶺 12(N)

雍盛苑 新界粉嶺暉明路8號 38(N)

頌榮居 新界粉嶺塘亨202-203, 205-213號 93(N)

慎忠樓 新界上水石湖墟新財街1,3及5號,新勤街2,4及6號 104(N)



北區 - 13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嘉兆軒 新界粉嶺嘉兆里8號 62(N)

嘉宏中心 新界粉嶺聯和墟聯和道15/23號 52(N)

嘉和軒 新界粉嶺聯和道63號 65(N)

嘉盛苑﹝粉嶺﹞ 粉嶺百和路33號 29(N)

嘉麗山莊 上水古洞 DD92L 2537 21(N)

榮熙閣 新界粉嶺聯和墟和豐街9號 39(N)

榮福中心 新界粉嶺聯捷街1號 53(N)

榮輝中心 新界粉嶺聯和墟聯捷街2-10號 68(N)

滿華大廈﹝上水﹞ 新界上水新豐路134-140A號 48(N)

禎祥園 新界粉嶺百和路55號 76(N)

綠悠軒 新界粉嶺馬適路3號 50(N)

維也納花園 新界粉嶺吉祥街1號 46(N)

翠彤苑 新界粉嶺裕泰路3號 18(N)

翡翠園
新界古洞金錢徑1號

DD92L 2569
43(N)

豪峰嶺 新界粉嶺百福村置榮徑2號 41(N)

遠東發展沙頭角大廈 新界石涌凹沙頭角公路200號 73(N)

鳳崗花園 新界上水古洞鳳崗 DD95L 2137 4(N)



北區 - 14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廣福苑﹝粉嶺﹞ FSSTL 155 22(N)

數碼都域 新界上水粉嶺塘坑360號 99(N)

歐意花園 新界上水 DD95L 2166 28(N)

德豐樓 新界上水新豐路36及38號 108(N)

蔚翠花園 新界粉嶺吉祥街9號 33(N)



北區 - 15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錦和樓及錦興樓 新界沙頭角順隆街3-15號 110(N)

龍豐花園 上水龍琛路33號 13(N)



北區 - 16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聯和道13號 新界粉嶺聯和道13號 121(N)

聯和墟和泰樓 粉嶺聯和墟和泰街2-24號 72(N)



西貢 - 1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大環村15號 新界西貢 DD216L 825(大環村15號)A, B及C座 83(SK)



西貢 - 2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文儀新邨 西貢清水灣道 DD229L 192 S.A 43(SK)



西貢 - 3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永隆苑
新界西貢坑口永隆路12號

DD238L 559
68(SK)

甘樹小築 新界西貢白石窩甘澍路6號 71(SK)
白沙灣花園 新界西貢DD212L 364輋徑篤路17-18號 56(SK)
立德臺 西貢白沙灣 DD217L 1125 6(SK)



西貢 - 4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兆日大樓 西貢萬年街 4(SK)
匡湖居 (EX) DD210L 526 55(SK)
吉祥樓 新界西貢西貢大街41, 41A 及 42號 79(SK)
好景山莊 西貢山寮 DD216L 506 S.G 45(SK)
安寧花園 將軍澳 JBTL 11 常寧路10號 60(SK)
早禾居 新界西貢早禾路18號 73(SK)
旭輝臺 新界西貢將軍澳毓雅里1號 129(SK)
百高別墅 清水灣銀線灣 DD243L 1493 38(SK)
西沙小築﹝七六零地段﹞ 西貢 DD216L 760 26(SK)
西沙小築﹝七六二地段﹞ 西貢 DD216L 762 27(SK)
西沙小築﹝七六八地段﹞ 西貢 DD216L 768 28(SK)

西貢大廈
新界西貢福民路42-56號

DD215L 985
62(SK)

西貢志輝徑二五六約五八一及五八六段 新界西貢 DD256L 581 & 586 72(SK)

西貢定邦花園﹝第壹期﹞
新界西貢清水灣道孟公屋洪屋69-75號

(DD243L 1548, 1549, 1550, 1551, 1552, 1553, 1554)
70(SK)

西貢金寶閣 新界西貢近普通道 DD215L 939 19(SK)
西貢苑 新界西貢福民路22-40號 DD215L 986 50(SK)
西貢高勝樓 西貢 DD215L 951 15(SK)
西貢高富樓 新界西貢福民路58-72號 16(SK)
西貢御花園 新界西貢南邊圍路7號 135(SK)
西貢御庭園 新界西貢窩美150號 141(SK)
西貢紫蘭花園 西貢DD216L 796 64(SK)
西貢翠景臺 新界 DD244L 2027 西貢鹿尾村路118A號 65(SK)
西貢濤苑 西貢對面海康健路288號 132(SK)
西貢雅都花園 新界西貢大網仔鳳秀路6號雅都花園 148(SK)



西貢 - 5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君爵堡 新界西貢碧沙路23號 115(SK)



西貢 - 6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和明苑 新界西貢將軍澳銀澳路8號 94(SK)
怡康苑 新界西貢灰窰下 DD215L 1109 53(SK)
怡景別墅 九龍清水灣道銀線灣 DD243L 1509 5(SK)
松園 西貢清水灣道 9 咪半 DD229L 223 8(SK)

松濤苑
新界清水灣打鼓嶺

(DD223L 245, 247, (EX) DD223L 248, 249, 250)
82(SK)

欣明苑 新界西貢將軍澳寶琳北路100 號 103(SK)
金苑 清水灣道 DD253L 1200 40(SK)
金碧苑第一期 新界西貢清水灣銀岬路26號 119(SK)
金碧苑第二期 新界西貢 DD224L 382 銀岬路23號銀線灣 52(SK)
金豪花園 新界西貢 DD247L 859, 863-865, 867 & 883 & DD249L 765-774 96(SK)
金璧花園 DD253L 1196 西貢碧翠路1號 67(SK)
青雲閣 新界西貢 SD2L 1973 S.A 110(SK)



西貢 - 7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南苑別墅 西貢南圍 DD214L 371-6 12(SK)
南圍古堡 新界西貢南圍 DD214L 357 59(SK)
柏寧頓花園 新界西貢 DD221L 1854 竹洋路6號 84(SK)
英明苑 新界西貢將軍澳寶琳北路20號 100(SK)
飛鵝山莊 DD228L 31 西貢飛鵝山道18號 66(SK)
飛鵝花園 A1-A4 DD226L 830 A1-A4 號屋 35(SK)
飛鵝花園B座 近飛鵝山道 DD226L 831 13(SK)
飛鵝花園C座 九龍飛鵝山道 17(SK)
飛鵝花園D座 九龍飛鵝山道 DD226L 833 18(SK)
飛鵝花園﹝第三期﹞ 九龍飛鵝山道 SD2L 1976 22(SK)



西貢 - 8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唐明苑 新界西貢將軍澳唐明街15號 88(SK)
悅濤軒 西貢牛寮竹洋路 DD213L 319 51(SK)
泰湖別墅 新界西貢銀線灣碧沙路3號 78(SK)
浪濤苑 新界西貢 DD238L 542 147(SK)
海天灣 新界西貢銀線灣銀泉徑8 號 98(SK)
海洋閣 永隆路 DD238L 513 14(SK)
海逸居 新界西貢碧沙路19號 144(SK)

海寧居 新界西貢清水灣大坑口村115號 138(SK)

海濱別墅 DD243L 1518 33(SK)
海巒苑 新界西貢 SD2L 1977 74(SK)
海灣別墅 西貢銀岬路25號 DD224L 380 46(SK)
浩明苑 新界西貢將軍澳寶琳北路 91(SK)
茵怡花園 新界西貢將軍澳貿泰路 8 號 104(SK)
栢濤灣 新界西貢清水灣柏濤徑88/188號 140(SK)
栢麗灣別墅 西貢 DD214L 836 29(SK)



西貢 - 9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偉景別墅 西貢清水灣道銀線灣 DD243L 1517 25(SK)
將軍澳廣明苑 新界西貢將軍澳寶康路108號 113(SK)
康盛花園 新界西貢將軍澳寶琳北路1號 123(SK)

彩明苑
新界西貢將軍澳彩明街1, 3A, 3B, 3C, 3D, 7, 9, 11A, 11B, 11C, 11D, 11E, 11F 及
15號

112(SK)

彩濤別墅 西貢清水灣銀巒路 DD224L 399 47(SK)
御采河堤 新界西貢南圍500號 137(SK)
清水灣大廈第一期 E-F 座 西貢清水灣道 DD253L 1109 49(SK)
清水灣大廈G-H座 西貢清水灣道 DD253L 1109 61(SK)
清水灣大廈第一期 A-D 座 西貢嘉澍路8號 41(SK)
清水灣山莊 新界西貢DD253L 1265白石窩新村路8 號 127(SK)
清水灣半島 新界西貢將軍澳蓬萊路8 號 114(SK)
清水灣道845號 新界西貢清水灣道845號 134(SK)
陶樂苑 新界西貢飛鵝山道 30(SK)
鹿峯花園 新界西貢 DD244L 2024 鹿尾村路100號 63(SK)



西貢 - 10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勝景別墅 新界西貢清水灣道DD243L 1478 89(SK)
富康花園 新界西貢將軍澳唐明街1號 95(SK)
富嘉堡 西貢銀岬路11號 DD224L 406 44(SK)
富寧花園 新界將軍澳寶寧路25號 85(SK)
景明苑 新界西貢將軍澳翠琳路2-6號 90(SK)
景林邨 新界西貢將軍澳寶琳北路38號 106(SK)

棕林苑
新界西貢清水灣坑口永隆路

D.D.238L 533
136(SK)

華富花園 銀線灣近銀線灣道 DD224L 376 58(SK)
詠濤 新界西貢坑口永隆路 DD238L 536, 537 32(SK)
雅景別墅 西貢清水灣坑口道 DD224L 330 42(SK)
雅閣苑 西貢普通道1A號 48(SK)



西貢 - 11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新界清水灣道約229地段204 DD229L 204 10(SK)
新寶城 新界西貢將軍澳銀澳路1號 116(SK)
溫莎堡 新界西貢飛鵝山道7號 102(SK)

煜明苑
新界西貢將軍澳昭信路10號

銀澳路2及6號
122(SK)

萬宜山莊 新界西貢大網仔路黃麖地14A號 54(SK)
裕明苑 新界西貢將軍澳常寧路1號 101(SK)
溱喬 新界西貢DD217L 1184 143(SK)
頌明苑 新界西貢將軍澳寶順路1 號 105(SK)



西貢 - 12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嘉林別墅 新界西貢DD227L 714 107(SK)
嘉翠苑 新界西貢大網仔 DD252L 345 早禾路11號 69(SK)

摘星台第一期
新界西貢馬游塘222, 223, 224, 229, 233, 234, 235,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號
131(SK)

滿湖花園 新界西貢銀線灣碧沙路10號 76(SK)
碧沙別墅 西貢清水灣道 DD224L 1449 & DD243L 1449 37(SK)
碧沙花園 西貢清水灣碧沙路 DD243L 1494 24(SK)
碧沙苑 西貢清水灣銀線灣 DD224L 364 23(SK)
碧浪小築 新界西貢 DD238L 516 81(SK)
碧浪別墅 西貢永隆路 DD238L 514 31(SK)
碧翠苑 西貢清水灣碧翠路29號 36(SK)
碧濤花園 九龍清水灣道銀線灣 11(SK)
綠怡花園 新界西貢 DD253L 1209 碧翠路31號 57(SK)
翠林邨 新界西貢將軍澳翠琳路11號 130(SK)
翠海花園 新界西貢碧翠路8號 97(SK)
翠麗園 新界飛鵝山道 34(SK)
翠嶺峰 新界將軍澳翠嶺路48號 146(SK)
翠巒小築 DD223L 251 2(SK)
銀星苑 清水灣近銀線灣道 DD224L 358 21(SK)
銀泉臺 新界西貢DD224L 332銀線灣銀泉徑2號 126(SK)
銀海山莊 新界西貢銀線灣銀線灣道5 號 120(SK)
銀輝別墅 新界清水灣道 DD224L 373 1(SK)
銀灣花園 新界西貢清水灣道685號 80(SK)



西貢 - 13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德惠苑 新界西貢 DD221L 1742 77(SK)
慧灡別墅 西貢清水灣11咪永隆路 7(SK)
樂濤居 新界西貢竹洋路100號 99(SK)



西貢 - 14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曉嵐閣﹝西貢﹞ 新界西貢嘉澍路11號 108(SK)
龍景別墅 新界西貢 DD221L 1834 75(SK)
龍湖別墅 新界西貢銀巒路18號 87(SK)



西貢 - 15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環翠居 新界西貢大網仔仁義路1號 93(SK)
慧安園 新界西貢將軍澳毓雅里九號 142(SK)
聲濤別墅 新界西貢銀線灣道9號 111(SK)



西貢 - 16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麗沙灣別墅 DD253L 1124 9(SK)



西貢 - 17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寶石小築 西貢近西貢公路白沙灣 DD217L 1128 39(SK)
寶明苑 新界西貢將軍澳唐明街8號 86(SK)
寶林邨 新界西貢將軍澳寶琳北路18號 124(SK)
寶珊苑 新界西貢碧翠路30號 109(SK)
寶盈花園﹝將軍澳﹞ 新界西貢將軍澳唐俊街11號 128(SK)



西貢 - 18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歡泰花園 DD223L 253 118(SK)
歡景花園 DD223L 252 117(SK)
叠翠軒 新界西貢將軍澳運亨路8號 92(SK)



西貢 - 19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顯明苑 新界西貢將軍澳昭信路6號 125(SK)



西貢 - 20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灣景小築 西貢清水灣道亞公灣路丈量229地段231 145(SK)

灣景台 坑口銀線灣 DD224L 363 20(SK)



西貢 - 21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 DD238L 560 3(SK)
     -- 新界西貢DD231L 13竹角10號 121(SK)
     -- 新界西貢南圍路1號 133(SK)

       --

新界西貢Lot Nos.1106 and 1110 in D.D.217

and the Extensions thereto

and Lot No. 1122 in D.D.217 and the Extensions thereto
139(SK)



沙田 - 1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圑編號

九肚山﹝1, 3, 5, 7﹞ 新界沙田九肚山路馬鞅徑1, 3, 5及7號 35(ST)

九肚山峰 新界沙田麗坪路39-77號 211(ST)

九肚山松柏花園 新界沙田九肚山馬樂徑12-50號 64(ST)

力堅工業大廈 新界沙田火炭禾香街9-15號 181(ST)



沙田 - 2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大生沙田倉庫中心,一期及二期名稱更改為嘉民沙田物流中心 新界沙田火炭黃竹洋街6號 92(ST)

大圍天寶樓
新界沙田大圍道94, 96, 98及100-102號

積福街102-108號
152(ST)

大圍永富樓 新界沙田大圍村南道65, 67及69號 168(ST)

大圍年豐樓 新界沙田大圍積存街82-86號 201(ST)

大圍松柏樓 新界沙田大圍道28-30號 171(ST)

大圍金輝花園
新界沙田大圍積輝街1-5 號及

美田路22-26 號
177(ST)

大圍金輝樓

新界沙田積壽里1及3號

積福街70及72號及

積福街68及74號

123(ST)

大圍美綸樓 新界沙田大圍道46/48號 158(ST)

大圍祥興樓 大圍積福街64-66號及積壽里2-6號 206(ST)

大圍道德安樓

新界沙田大圍道78, 80, 82, 84, 86, 88, 90號

積福街103, 105號及

積富街79, 81, 83, 85, 87, 89號

129(ST)

大圍愉景花園 新界沙田大圍翠田街1-3號 212(ST)

大圍慶雲樓/景星樓 新界沙田大圍積存街70-76號 160(ST)

大圍樹德樓 新界大圍大圍道74-76號 198(ST)

大圍積存街 32 號 沙田大圍積存街32號 166(ST)

大圍積存街啓源樓 新界沙田大圍積存街22號 182(ST)

大圍積善樓 新界大圍積信街77-81號及城河道5-7號 216(ST)

大圍頤萱樓 新界沙田大圍大圍道50-52號 179(ST)

大圍龍景樓 新界沙田大圍積存街6-10號 175(ST)

大圍龍華樓 新界沙田 DD180L 907 169(ST)

大圍聯發樓 大圍道32-40號 (DD180L 940) 170(ST)



沙田 - 3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戈林 新界沙田沙田嶺路8號 209(ST)

仁興中心 新界沙田火炭黃竹洋街9-13號 25(ST)

文禮閣 新界沙田大圍文禮道43-49號 71(ST)

中建電訊大廈 新界沙田禾盛街11號 203(ST)

火炭華生工業大廈 新界火炭沙田黃竹洋街14-18號 187(ST)



沙田 - 4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世界花園 新界沙田獅子山隧道公路 7(ST)

世紀工業中心 新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33-35號 28(ST)

田禾苑 新界沙田美禾圍2-8號 51(ST)

田園閣 新界沙田沙田圍路9-11號 88(ST)

立和樓 新界沙田積信街69-75號 109(ST)



沙田 - 5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交通城大廈 新界沙田大圍成運路1-7號 45(ST)

兆苑 大圍積存街12, 14, 16, 18及20號 150(ST)

全輝中心 新界沙田崗背街9-11號 46(ST)

匡怡居 新界沙田馬樂徑10號 44(ST)

好時洋樓 新界沙田大圍積福街60號 24(ST)

好運中心 新界沙田橫壆街1-15號 76(ST)

宇宙工業中心 新界沙田火炭山尾街19-25號 176(ST)

安定樓 新界大圍積富街49-55號 33(ST)

安富閣 新界大圍積存街34-36號 214(ST)

安康 / 安泰樓 新界沙田大圍積輝街11-13號 37(ST)

安盛工業大廈 新界沙田火炭禾寮坑路2-16號 7(16)ST

安華工業大廈 新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41-43號 30(ST)

安豪工業大廈 新界沙田大圍成運路17-19號 21(ST)

年景樓 新界沙田大圍積存街26-30號 125(ST)

成全工業大廈 新界沙田成運路25-27號 178(ST)



沙田 - 6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伯樂居 新界沙田九肚山道1-7號 183(ST)

利達工業中心 新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57-59號 72(ST)

村南道麗星樓 新界沙田大圍村南道77-81號 130(ST)

沙田安樂苑 沙田大圍恆樂里9號 4(ST)

沙田九肚山綠怡居 新界沙田綠怡徑6號 156(ST)

沙田小築 新界沙田馬鞍徑 17(ST)

沙田山莊 新界沙田火炭樂楓徑2-4號 70(ST)

沙田工業大廈 火炭禾穗街22-28號 165(ST)

沙田石門達利廣場 新界沙田石門安麗街18號 193(ST)

沙田安信樓 新界沙田大圍積信街31-51號 32(ST)

沙田百樂別墅 新界沙田沙田嶺路3A號 38(ST)

沙田希爾頓中心 沙田沙田正街3-9號 174(ST)

沙田松柏園 九肚山 DD171L 765 41(ST)

沙田花園 新界沙田大埔道8003號 13(ST)

沙田娛樂城 新界沙田瀝源街7號 186(ST)

沙田富豪花園 新界沙田大涌橋路51-52號 62(ST)

沙田景峰閣 新界沙田樂楓徑7號 14(ST)

沙田華威工業大廈 新界沙田火炭禾香街1-7號 15(ST)

沙田滿華樓 新界沙田大圍村南道71-75號 22(ST)

沙田翠華花園 新界沙田沙角街7-11號 191(ST)

沙田銀禧花園 新界沙田火炭樂景街2-18號 68(ST)

沙田樂恒花園 新界沙田樂園徑1-3號 84(ST)

沙田蔚林居 新界沙田九肚山道1E號 107(ST)

沙田蔚景園 新界沙田正街1號 192(ST)

沙田積德里11-13號 新界沙田大圍積德里11-13號 205(ST)

沙田嶺路樂景樓 新界沙田沙田嶺路19-23號 90(ST)

沙田嶺路御林峰 新界沙田沙田嶺路11號 173(ST)

聯邦工業大廈名稱更改為

沙田聯邦中心
新界沙田火炭禾寮坑路18-28號 27(ST)

良莊 新界沙田恆樂里12號 122(ST)



沙田 - 7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協力工業大廈 新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49-51號 86(ST)

協興工業中心 新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7-31號 53(ST)

河畔花園 新界沙田大涌橋路20-30號 63(ST)

花園城第一期 新界沙田沙角街8-12號 54(ST)

花園城第二期 新界沙田崗背街1-3號 81(ST)

花園城第三期 新界沙田崗背街13-15號 49(ST)

金鞍花園 新界沙田九肚山馬鞍徑12-20號 148(ST)

金昌樓 新界沙田大圍村南道57-59號 2(ST)

金泰別墅 新界沙田沙田嶺路33號 6(ST)

金豪工業大廈﹝第一、二期﹞ 新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14-24號 39(ST)

金禧花園
新界沙田積輝街2-12, 14-18號及

大圍道55-65號
132(ST)



沙田 - 8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南莊苑﹝九肚山﹞ 新界沙田馬樂徑2號 136(ST)

威力工業中心 新界沙田坳背灣街2-12號 180(ST)

春暉花園 新界沙田圓洲角路11號 131(ST)

柏翠小築 新界沙田樂園徑11-13號 194(ST)

盈力工業中心 新界沙田坳背灣街61-63號 190(ST)

美松苑 新界沙田大圍美田路25/35號 162(ST)

美柏苑 新界沙田碧田街2號 208(ST)

美城苑 新界沙田大圍美田路32-36號 121(ST)

美高工業大廈 新界沙田坳背灣街53-55號 188(ST)

美盈苑 新界大圍美滿里2號 207(ST)

恒安邨 新界沙田恒錦街1號 114(ST)

皇御居 新界沙田崗背街5號 197(ST)

恒峰花園 新界沙田大圍碧田街18號 111(ST)



沙田 - 9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恩安樓 新界沙田大圍道20-22號 119(ST)

悅安樓 新界沙田大圍道49-53號 36(ST)

晉名峰 沙田樂葵徑2號 172(ST)

桂園 新界沙田沙田嶺路大埔道8006號 61(ST)

峻源 新界馬鞍山落禾沙里1號 215(ST)

桃花源一期 新界沙田徑口路17號 126(ST)

桃花源二期 新界沙田徑口路21號 87(ST)

桃花源三期 新界沙田徑口路23號 101(ST)

泰安樓 新界沙田大圍村南道41-51號 3(ST)

海典居 新界馬鞍山鞍駿街8號 202(ST)

海福花園 新界沙田大圍積運街2-8號 60(ST)

海輝工業中心 新界沙田火炭禾盛街10-16號 5(ST)

益富閣﹝大圍﹞ 新界沙田大圍積富街31號 185(ST)

馬鞍山雅景臺 新界沙田馬鞍山路188號 104(ST)

馬鞍山錦豐苑 新界沙田西沙路638號 146(ST)

峯山工業大廈 新界沙田山尾街15-17號 40(ST)

峯達工業大廈 新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37-39號 22/22A(ST)



沙田 - 10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國際工業中心 新界沙田火炭桂地街2-8號 83(ST)

康林苑 新界沙田小瀝源路74-78號 138(ST)

康樂樓 新界沙田大圍積福街76-78, 80, 82-86, 88, 90-94, 96, 98-100號 142(ST)

偉華中心 新界沙田正街11-17號 199(ST)

祥雲閣 新界沙田火炭樂楓徑5號 99(ST)

祥豐大樓 新界沙田大圍積信街2-16號 11(ST)

御龍山 新界沙田樂景街28號 204(ST)



沙田 - 11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博康邨 新界沙田沙角街6號 147(ST)

喜利佳工業大廈 火炭坳背灣街45-47號 65(ST)

喜悅樓 沙田大圍積信街18-24號 56(ST)

富安花園 沙田馬鞍山恆信街2號 167(ST)

富昌中心 新界沙田火炭黃竹洋街5-7號 23(ST)

富昌樓
新界沙田大圍大圍道24-26號及

積德里4號
134(ST)

富嘉花園 新界沙田大圍美田路16號 59(ST)

富輝花園 新界沙田鞍誠街28號 80(ST)

富寶花園 新界沙田馬鞍山錦英路6號 96(ST)

富騰工業中心 新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 163(ST)

愉田苑 新界沙田銀城街11-23號 112(ST)

愉城苑 新界沙田大涌橋路12號 110(ST)

晴碧花園 新界沙田得怡街6號 106(ST)

景田苑 新界沙田翠田街12號 115(ST)

湖景花園 新界沙田悠安街21號 89(ST)

皓朗山莊 沙田九肚山馬樂徑52號 153(ST)

華美樓 新界沙田大圍道66-72號 100(ST)

華莊 新界沙田徑口路19號 50(ST)

華翠園﹝沙田﹞ 新界沙田穗禾路28號 55(ST)

華樂工業中心 新界沙田山尾街31-41號 85(ST)

華聯工業中心 黃竹洋街15-21號 57(ST)

華麗工業中心 新界沙田桂地街10-14號 103(ST)

雅仕閣 新界沙田火炭樂林路21號 75(ST)

雅苑 新界沙田銅鑼灣山 42(ST)

雲疊花園 STTL 313 47(ST)



沙田 - 12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新界沙田大圍金山樓 新界沙田大圍大圍道7及29號 1(ST)

瑞峰花園 沙田 STTL 167 34(ST)

瑞豐大樓 新界沙田大圍積信街1-15號 10(ST)

群力工業大廈 新界沙田大圍成運路21-23號 20(ST)

葵偉大樓 新界沙田大圍積存街46-56號 43(ST)

裕昌中心 新界沙田 STTL 79 26(ST)

滙貿中心 新界沙田安心街19號 154(ST)

福安花園 新界沙田鞍駿街11號 97(ST)

福來別墅 新界沙田沙田嶺路39-41號 29(ST)



沙田 - 13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大生沙田倉庫中心,一期及二期名稱更改為嘉民沙田物流中心 新界沙田火炭黃竹洋街6號 92(ST)

嘉田苑﹝A 至 F 座﹞ 新界沙田顯田街1-3, 4-10號 127(ST)

嘉全樓 新界沙田大圍積存街38-44號 48(ST)

嘉美花園 新界沙田樂楓徑3號 91(ST)

嘉華星濤灣 新界沙田保泰街8 號 164(ST)

嘉順苑 新界沙田顯田街11號 210(ST)

嘉御山 新界沙田銅鑼灣山路8號 200(ST)

嘉寶樓 新界沙田大圍道42-44號 16(ST)

碧濤花園第一期 新界沙田安景街19-21號 105(ST)

碧濤花園第二期 新界沙田安景街23號 195(ST)

碧霞花園 新界沙田火炭穗禾路16號 58(ST)

綠怡小築 新界沙田馬鞅徑8-12號 116(ST)

翠谷 新界沙田樂園徑15 號 102(ST)

翠湖花園 新界沙田安景街11-17號 77(ST)

翠擁華庭 新界馬鞍山沙安街9號 189(ST)

翠嶺山莊 新界沙田沙田嶺路1及3號 73(ST)

翠麗花園 新界沙田圓洲角路15-17號 74(ST)

聚龍居 新界沙田顯泰街8號 95(ST)



沙田 - 14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廣林苑 新界沙田小瀝源路62-66號 140(ST)

廣源邨 新界沙田小瀝源路68號 137(ST)

樂山別墅 新界沙田沙田嶺路5-9號 67(ST)

  樂怡小築   新界沙田樂林路1-19號 196(ST)

樂林園 新界沙田樂園徑5-9號 82(ST)

樂園徑松翠小築 新界沙田樂園徑4-14號 98(ST)

蔚麗山莊 新界沙田馬鈴徑81號 93(ST)



沙田 - 15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曉峯灣畔 新界沙田馬鞍山沃泰街8號 151(ST)

曉翠山莊 新界沙田百樂徑18號 94(ST)

曉廬 新界沙田火炭樂楓徑1號 12(ST)

積信樓 新界大圍積信街59-67號 157(ST)

積健樓 大圍積富街35-47號 159(ST)

積康樓 新界大圍積富街33號 79(ST)

積富樓 新界沙田大圍積富街57-69號 52(ST)

積達樓 新界沙田大圍積德里10-22號 18(ST)

興盛洋樓 新界沙田積輝街7-9號 31(ST)

錦英苑﹝一期﹞ 新界沙田馬鞍山錦英路9號 144(ST)

錦英苑﹝二期﹞ 新界沙田馬鞍山錦英路9號 143(ST)

錦泰苑 新界沙田馬鞍山寧泰路33號 145(ST)

錦鞍苑 新界沙田馬鞍山恒錦街20號 135(ST)

錦龍苑 新界沙田錦英路1號 149(ST)

錦禧苑 新界沙田 STTL 292 128(ST)



沙田 - 16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勵城花園 新界沙田沙田圍路1-7號 78(ST)

濱景花園 新界沙田安景街1-3號 155(ST)

穗禾苑 新界沙田42A區穗禾路5-19號 118(ST)

聯邦工業大廈名稱更改為

沙田聯邦中心
新界沙田火炭禾寮坑路18-28號 27(ST)



沙田 - 17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圑編號

豐盛苑 新界沙田豐石街2-6號 117(ST)

豐景花園 沙田穗禾路21-29號第A, B, C 及 D座 66(ST)



沙田 - 18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圑編號

麗明樓 新界沙田大圍大圍道54-58號 141(ST)

麗峰花園 新界沙田火炭麗禾里2-4號 120(ST)



沙田 - 19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圑編號

寶栢苑第一期 新界沙田九肚山馬鈴徑2-88號 69(ST)

寶柏苑第二期 新界沙田馬樂徑1號 161(ST)

寶翠小築一期 新界沙田馬影徑2-10號 108(ST)

寶翠小築二期 新界沙田九肚山馬樂徑3號 184(ST)

耀安邨 新界沙田馬鞍山恒康街2號 113(ST)

耀寶大廈 新界沙田大圍道37-47號 15B(ST)



沙田 - 20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圑編號

聽濤雅苑 新界沙田恆明街2號 139(ST)



沙田 - 21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圑編號

顯徑邨 新界沙田車公廟路69號 124(ST)



沙田 - 22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圑編號

觀瀾雅軒 新界沙田恆明街8號 133(ST)



沙田 - 23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圑編號

8623 Tai Po Road 新界沙田大埔公路沙田嶺段8623號 213(ST)



屯門 - 1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力生大厦
屯門井財街8-12號 TMTL 126

(井財街7號)
74(TM)



屯門 - 2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山景邨 新界屯門鳴琴路1號 172(TM)



屯門 - 3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友德工業大廈 新界屯門新安街21號 121(TM)

天匯工業大廈 屯門興旺街3號CPTL 64 46(TM)

屯門大興花園第一期 屯門震寰路11號 99(TM)

屯門大興花園第二期
新界屯門河興街1-11號

(河興街1號)
130(TM)

屯門工業中心
新界屯門青山公路 TMTL 76

(新平街2號)
23(TM)

屯門中心大廈
新界屯門仁政圍 CPTL 57

(仁政街13及31號)
8(TM)

屯門中央廣場 新界屯門海榮路22號 208(TM)

屯門仁愛大廈 新界屯門井財街11號 25(TM)

屯門世紀城市工業大廈 屯門青楊街1號 101(TM)

屯門四寶大廈
新界屯門新墟青山公路TMTL 177

(青柏徑5號)
61(TM)

屯門永發工業大廈
新界屯門 TMTL 87

(建群街3號)
70(TM)

屯門市廣場(屯門市地段209)名稱更改為屯門市廣場第一期
新界屯門屯盛街1號及

屯順街1號
192(TM)

屯門巿廣場第1-2座 新界屯門屯隆街3號 202(TM)

屯門市廣場第8座 新界屯門屯仁街2號 189(TM)

屯門兆邦苑 屯門田景路38號 100(TM)

屯門好勝大廈
新界屯門TMTL 166

(青山公路新墟段199號)
89(TM)

屯門好景工業大廈 屯門建發街11號 104(TM)

屯門好運洋樓
新界屯門 TMTL 91

(青山公路新墟段107號)
16(TM)

屯門利源樓
新界屯門河傍街150及152號

屯門鄉事會路113及115 號
195(TM)

屯門利寶大廈 新界屯門青河坊3號 87(TM)

屯門金麗樓 新界屯門仁政街1,3 & 5號及啟民徑1-13號 205(TM)

屯門幸福樓

新界屯門青山公路新墟段45-77號

麒麟徑1-27號

仁愛堂街60-64號
187(TM)



屯門 - 4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屯門怡華工業大廈 新界屯門新安街18號 24(TM)

屯門怡樂花園 屯門 TMTL 264 景峰徑4-8號 91(TM)

屯門明偉樓 新界屯門屯門鄉事會路4-26號 105(TM)

屯門玫瑰花園 新界屯門青山公路新墟段133號 124(TM)

屯門花園 屯門青海街6號 TMTL 153 96(TM)

屯門金安大廈 新界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387號 147(TM)

屯門金滿閣 新界屯門仁愛堂街50號 21(TM)

屯門青山村良樂園 新界屯門青山村139A號 198(TM)

屯門建榮工業大廈 新界屯門建榮街33號 141(TM)

屯門恒威工業中心 新界屯門建泰街6號 190(TM)

屯門時代廣場
新界屯門屯隆街2號及

屯合街2號
107(TM)

屯門泰興大樓 新界屯門屯門郷事會路64-66號 212(TM)

屯門栢麗廣場 新界屯門屯喜路2號 201(TM)

屯門偉景花園 新界屯門景峰徑3號 113(TM)

屯門康德花園 屯門石排頭路11號 92(TM)

屯門康麗花園 屯門屯門鄉事會路117-157號 95(TM)

屯門順利樓 新界屯門鄉事會路40-50號 206(TM)

屯門富恆樓
新界屯門仁政街38號

(仁政街26-40號及啟發徑21-23號)
103(TM)

屯門富華大廈 屯門仁政街26A號 98(TM)

屯門富澤花園 新界屯門青磚圍300號 128(TM)

屯門富麗大廈
新界屯門新墟青山公路TMTL 199

(青菱徑6號)
62(TM)

屯門華利大廈
屯門 TMTL 248

(青菱徑9號)
59(TM)

屯門華都花園 新界屯門屯利街1號 182(TM)

屯門新青街泰康樓 新界屯門新青街3號 183(TM)

屯門新都大廈
屯門屯發路

(屯利街2號)
93(TM)

屯門新景樓 新界屯門明藝街16號 196(TM)



屯門 - 5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屯門萬寶樓 新界屯門新青街11號 210(TM)

屯門萬祥樓 新界屯門鄉事會路52-62號 213(TM)

屯門萬寶大廈 新界屯門青海圍2號 111(TM)

屯門嘉華大廈 屯門青山公路新墟段11-17號 94(TM)

屯門閣
新界 TMTL 189

(青榕街2號)
31(TM)

屯門鳴發工業中心 屯門建發街1號 102(TM)

屯門慧景閣 新界屯門育康街8號 200(TM)

屯門樓 屯門屯門鄉事會路76/88號 161(TM)

屯門興發大廈 新界屯門啟民徑49號 125(TM)

屯門鴻昌工業中心第一期 屯門青揚街12號TMTL 157 78(TM)

屯門麗日閣
新界屯門屯門道TMTL 186

(仁愛堂街1-43號)
65(TM)

屯門麗寶大廈 屯門青河坊2號 84(TM)

屯景大廈
新界屯門 TMTL 154

(青海圍8號)
29(TM)

文翔大廈
新界屯門第4B區TMTL 181

(青桃徑5號)
50(TM)



屯門 - 6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永善工業大廈 新界屯門新合里2號 CPTL 52 20(TM)

田氏中心第九座名稱更改為民生物流中心 屯門洪祥路3號 27(TM)

田景邨 新界屯門田景路10號 134(TM)



屯門 - 7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兆山苑 新界屯門湖山路2/26號 132(TM)

兆安苑 新界屯門屯興路2號 110(TM)

兆軒苑 新界屯門良運街1號 155(TM)

兆康苑(1,2期) 新界屯門兆康路2/22號 133(TM)

兆康苑(第三,四期) 新界屯門兆康路2/22號 137(TM)

兆畦苑 新界屯門田景路2號 140(TM)

兆隆苑 新界屯門田景路33號 122(TM)

兆禧苑 新界屯門湖翠路201號 135(TM)

兆麟苑 新界屯門兆興里3號 143(TM)

同德工業大廈
新界屯門第9區 TMTL 188

(建發街17號)
41(TM)

多寶大廈 新界屯門青翠徑9號 109(TM)

好發大廈 屯門青棉徑6號TMTL 125 77(TM)

安麗大廈
新界屯門 TMTL 200

(青桃徑3號)
28(TM)

成安工業大厦 新界屯門新安街14號 169(TM)

百勝工業大廈 新界屯門新安街16號 33(TM)

竹苑 屯門青山公路新墟段87號 5(TM)



屯門 - 8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利通工業大廈
新界屯門建旺街 TMTL 139

(建旺街4號)
12(TM)

宏昌工業大廈
新界屯門第九區TMTL 162

(青楊街6號)
48(TM)

良景邨 新界屯門田景路31號 158(TM)



屯門 - 9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協邦大廈
新界屯門第4B區 TMTL 176

(井財街21號)
36(TM)

怡成工業大廈 新界屯門建發街7號 TMTL 85 17(TM)

怡廬
屯門藍地 DD130L 2785

(青山公路藍地段12號)
54(TM)

東威閣
TMTL 182 & 184

(青菱徑3號)
63(TM)

松苑 新界屯門德政圍3-29號 3(TM)

松園(第一座至第四座) 新界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118及118A號 145(TM)

金邦大廈
TMTL 127

(青翠徑7號)
57(TM)

金銘大廈
屯門第4B區 TMTL 179 & 180

(井財街15號)
55(TM)

金寶大廈
新界屯門第4B區 TMTL 124

(青棉徑5號)
35(TM)

金蘭閣
新界屯門 TMTL98 啟民徑

(鹿苑街3號)
22(TM)

青山年旺樓
新界屯門 德政圍2-14號,

仁政街2-4號
199(TM)

青山別墅
新界青山公路 DD381L 987

(樂翠街19號)
14(TM)

青榕臺 屯門青榕街8號 66(TM)

青磚圍鴻運花園 新界屯門青磚圍188號 126(TM)

青麗灣別墅 屯門DD381L 996 & 997 樂翠街6-18號 17 咪半 67(TM)



屯門 - 10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冠峰園
新界屯門TMTL 297

(青山公路青山灣段350號)
75(TM)

冠峰臺 屯門小欖 DD381L 1001-1009 85(TM)

冠華鏡廠第六工業大厦 新界屯門河田街7-9號 180(TM)

南光樓
新界屯門第4B區 TMTL 173

(井財街11A號)
45(TM)

南浪海灣 新界屯門恒富街23號 156(TM)

南海小築
屯門 DD381L 990 青山公路 17咪

(青泰路26號)
42(TM)

南豐工業城 新界屯門天后路18號 203(TM)

建生邨 新界屯門良運街3號 115(TM)

建榮商業大廈 新界屯門建榮街24-30號 114(TM)

恆順園 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362-388號 83(TM)

恒豐園 新界屯門榮發里1號 118(TM)

春和海景花園 新界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33號 76(TM)

柏苑
新界屯門新市鎮啓發徑17號 CPTL 31

(啟發徑17號及德政圍35號)
2(TM)

盈溢居 新界屯門桃園圍111, 112,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及 128號 173(TM)

盈溢居二期 新界屯門桃園圍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3, 114及129號 179(TM)

盈溢居三期 新界屯門桃園圍116, 117, 118及119號 185(TM)

盈豐園 新界屯門良德街9號 152(TM)

美恒大樓 新界屯門啟民徑15/45號 139(TM)

美基樓
新界屯門 CPTL 42 河傍街128號

(河傍街128及142號)
4(TM)

美滿工業大廈, 美基工業大廈
新界屯門天后路3號及

新合里5號
176(TM)

恒福花園 新界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333號 148(TM)



屯門 - 11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容龍居 屯門 TMTL 324 青霞里9號 80(TM)

悅湖山莊 新界屯門湖秀街2號 194(TM)

桃苑大廈 新界屯門 (CPTL 25) 德政圍66號 6(TM)

海盈花園 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91號 181(TM)

海景花園
新界屯門第20區 TMTL 185

(青榕街1號)
56(TM)

海詩別墅 屯門大欖樂翠街5號 97(TM)

海翠花園
新界屯門湖翠路TMTL 291

(湖翠路168-236號)
82(TM)

海慧花園 新界屯門青茵街8號 171(TM)

海澄軒 新界屯門青發街8號 163(TM)

海麗花園 (良德街) 屯門良德街12號 193(TM)

海譽 新界屯門青榕街3號 204(TM)



屯門 - 12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偉邦工業大廈 新界屯門建榮里2號 CPTL 56 116(TM)

偉昌工業中心
屯門TMTL 170

(石排頭路5號)
51(TM)

堅基工業大廈 新界屯門新安街9號 123(TM)

康利中心 新界屯門屯門鄉事會路94-110號 159(TM)

康景花園(屯門) 新界屯門青善街4-28, 38-70號 138(TM)

彩華花園 新界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351號 131(TM)

彩暉花園 屯門青山公路新墟段250號 81(TM)

得利工業中心
新界屯門青楊街TMTL 163

(青揚街8號)
68(TM)

啟豐園 新界屯門湖翠路138號 146(TM)

祥隆大廈
新界屯門第4B區 TMTL 175

(井財街23號)
40(TM)

通明工業大廈
新界屯門 CPTL 7

(新益里3號)
18(TM)

鹿苑
新界屯門第4B區TMTL 172

(青柏徑6號)
47(TM)



屯門 - 13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凱昌工業大廈 新界屯門 TMTL 110 河田街4號 11(TM)

凱德花園
新界屯門榮發里13號

(榮發里13-17號)
108(TM)

富安居
新界青山公路17咪 DD381L 978

(青泰路28號)
19(TM)

富盈軒 新界屯門環山路8號 178(TM)

富益商業大廈 新界屯門新安街2號 209(TM)

富健花園 新界屯門龍門路45號 164(TM)

愉翠園 新界屯門新慶村200號 112(TM)

景峰花園 新界屯門景峰徑2號 120(TM)

景峰豪庭 新界屯門景峰徑10號 142(TM)

棕月灣 新界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28號 154(TM)

植園 新界屯門藍地屯門新村180號 127(TM)

紫翠花園 新界屯門青山公路洪水橋段180號 DD124L 7020 106(TM)

華泰工業大廈 屯門新安街11號 (CPTL 48) 39(TM)

華運工業大廈 新界屯門建發里2號 15(TM)

華樂大廈
新界屯門 TMTL 152

(青山坊2號)
37(TM)

華興大廈
屯門第4B區TMTL 198

(青菱徑7號)
53(TM)

詠柏苑 屯門屯子圍500號 175(TM)

雅都花園

新界屯門河傍街155-165號

新青街12-24號

青賢街2-10號

屯門鄉事會路112-140 號

167(TM)

雅翠苑
屯門 TMTL 169

(青榕街4號)
34(TM)

雅德苑 新界屯門青榕街6號 88(TM)

雅麗花園
新界屯門TMTL 183

(青翠徑11號)
69(TM)



屯門 - 14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匯恒工業大廈
屯門 CPTL 22

(新安街17號)
1(TM)

慎成大廈
新界屯門仁政圍 CPTL 19

(仁政街16號)
7(TM)

新屯門中心
新界屯門龍門路TMTL 289

(龍門路55-65號)
86(TM)

新圍苑 新界屯門田景路23號 129(TM)

新興工業大廈
新界屯門青揚街

(建發街22號)
60(TM)

瑜翠園 新界屯門瑜翠街9號 136(TM)

萬成大廈
新界屯門啟發徑 CPTL 32

(啓發徑7號)
9(TM)

置樂花園
新界屯門青山公路 TMTL 156

(青海圍18號)
26(TM)

叠茵庭 新界屯門屯安里1號 168(TM)



屯門 - 15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嘉悅半島 新界屯門恒貴街1號 165(TM)

嘉喜利大廈 新界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385號 191(TM)

嘉熙大廈
新界屯門第4B區 TMTL 174-178

(井財街19號)
44(TM)

漣山 新界屯門青發里9號 170(TM)

碧翠花園 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107號 90(TM)

綠怡居 新界屯門福亨村路138號 144(TM)

翠林花園 屯門石排頭路15號 79(TM)

翠景花園 屯門青泰路20號 174(TM)

翠寧花園 新界屯門豐安街2號 153(TM)

翠鳴臺 新界屯門鳴琴路3號 214(TM)

翠濤居 新界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168號 166(TM)

愛琴灣(青發街) 新界屯門青發街2號 188(TM)

聚康山莊 新界屯門屯貴路18號 184(TM)

蒙地卡羅別墅
屯門青山公路18 咪半 TMTL 121

(青山公路青山灣段25號)
49(TM)

遠東發展屯門大廈
青山公路新墟段21-43號

仁愛堂街2及4號
64(TM)

遠東發展屯門中心大廈
屯門達仁坊11號 (TMTL 90)

(達仁坊1-29號)
38(TM)



屯門 - 16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億利樓 新界屯門利發徑2號 150(TM)

德雅工業中心
新界屯門TMTL 164

(石排頭路7號)
71(TM)

德榮工業大廈 新界屯門震寰路3號 119(TM)

慧豐園 新界屯門湖翠路280號 207(TM)



屯門 - 17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憶兆工業大廈 新界屯門新安街1號 177(TM)

曉巒 (青山) 新界屯門青山村165 號 186(TM)

澤豐花園 新界屯門青松觀路33號 151(TM)

興泰大廈
屯門青山公路 TMTL 187

(仁愛堂街45號)
30(TM)

錦發大廈
新界屯門 TMTL 129

(井財街9號)
32(TM)

錦暉花園 新界屯門華發街6號 117(TM)

龍成花園 新界屯門 TMTL 409 青山公路青山灣段345號 162(TM)

龍門居 新界屯門龍門路43號 149(TM)

龍珠花園
屯門龍珠島DD379L 48

(青龍路7號)
72(TM)

龍珠島別墅F1至F7座
新界青山公路 17 咪半

(青龍路9號, 青山公路17 咪半)
10(TM)

龍珠島東座別墅
新界屯門青山公路17 咪半

(青龍路5號)
43(TM)

龍珠島花園 新界屯門青龍路11號 73(TM)

龍騰花園 新界屯門青山灣青霞里7號 58(TM)



屯門 - 18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鴻昌工業中心(第二期)
屯門TMTL 165

(青揚街10號)
52(TM)



屯門 - 19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蟠龍半島 新界屯門大欖瑜翠街2號 160(TM)

豐景園(海珠路) 屯門海珠路7號 157(TM)



屯門 - 20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麒麟豪苑

屯門紫田邨31-34號及

麒麟圍 200-203, 205-206, 211-213, 215-217, 221-223, 225-233, 235-

240 & 242 號
197(TM)



屯門 - 21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蘭苑 新界屯門仁愛堂街32號 TMTL 96 & 97 13(TM)



屯門 - 22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18逸品 新界屯門富盛街18號 211(TM)



大埔 - 1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八號花園 新界大埔安慈路2號 184(TP)



大埔 - 2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大埔大廈 新界大埔大埔墟廣福道26-50號 33(TP)
大埔山景閣 新界大埔富善街3號 55(TP)
大埔子莊樓 新界大埔懷仁街3-13號 229(TP)
大埔文華樓 新界大埔廣福道135號 236(TP)
大埔六和樓 新界大埔靖遠街25-27號 173(TP)
大埔太和中心 新界大埔太和路15號 29(TP)

大埔平安樓﹝大光里﹞

新界大埔鄉事會街33/39號

鄉事會坊43, 45, 47號及

大光里5, 7 及 9號
156(TP)

大埔北盛街15-19號 新界大埔北盛街15-19號 220(TP)
大埔永和樓 新界大埔運頭街75-87號及運頭坊22-34號 204(TP)
大埔永富大廈 新界大埔富善街46-52號 30(TP)
大埔永誠樓 新界大埔廣福道149-155號 127(TP)

大埔玉華閣
新界大埔大光里17及19號

鄉事會坊35-37號
185(TP)

大埔同福樓 新界大埔廣福道148-150號 212(TP)
大埔光裕樓 新界大埔懷仁街20及22號 155(TP)
大埔安迪大廈 新界大埔懷仁街15-21號 183(TP)
大埔安富道1-5號 新界大埔安富道1, 1A, 3 及5號 147(TP)
大埔安樂樓 新界大埔美新里1號 150(TP)
大埔宏基大廈 新界大埔仁興街35-41號 152(TP)
大埔育賢樓 新界大埔富善街65A-67號 167(TP)
大埔昌發樓 新界大埔富善街69及71號 203(TP)
大埔昌興樓 新界大埔仁興街32-34號 126(TP)
大埔昌慶大廈 大埔仁興街53-61號 20(TP)
大埔金輝樓 新界大埔懷仁街24號 213(TP)

大埔明月樓
新界大埔戲院街4/14號及

人和里1, 3, 7 及 9號
142(TP)

大埔東昌街4號 新界大埔東昌街4號 216(TP)
大埔東昌街2號 新界大埔東昌街2號 217(TP)



大埔 - 3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大埔東樂樓
新界大埔廣福里13/15號及

寶鄉坊14 號 136(TP)

大埔松苑 新界大埔公路大埔滘段4233號 31(TP)
大埔花園 新界大埔梅樹坑路1號 50(TP)

大埔金柏樓
新界大埔廣褔道86-92號及

廣褔里35-37號
143(TP)

大埔金福樓
新界大埔大明里29-39號及

廣褔坊16, 24, 26號
139(TP)

大埔建亨樓 新界大埔富善街63-65號 221(TP)
大埔美利大廈 新界大埔舊墟直街30號 24(TP)
大埔美昌大廈 新界大埔仁興街43-51號 187(TP)
大埔美華大廈 大埔運頭街12-18號 17(TP)
大埔美新大廈 新界大埔舊墟直街4-20號 12(TP)

大埔美雲樓
新界大埔鄉事會坊4/6號及

寶鄉街46/52號
128(TP)

大埔美榮樓 新界大埔廣福里25-31號 140(TP)
大埔南盛街4號 新界大埔南盛街4號 222(TP)
大埔南盛街6號 新界大埔南盛街6號 223(TP)
大埔哲華樓 新界大埔靖遠街43號 215(TP)
大埔家安樓 新界大埔富善街58-60號 237(TP)
大埔國雄樓 新界大埔靖遠街4,4A,4B及6號 195(TP)

大埔培錦樓
新界大埔廣褔道106/112號及

廣福坊29/31號
138(TP)

大埔康裕樓 新界大埔靖遠街11-13號 170(TP)

大埔康樂樓
大埔廣福里5-11號

大榮里21/27號
95(TP)

大埔開利樓 新界大埔懷仁街26-28號 214(TP)
大埔開錦樓 新界大埔懷仁街27-33號 202(TP)
大埔常安樓 新界大埔汀角路15號 158(TP)
大埔啟昌樓 新界大埔汀角路11-13號 149(TP)
大埔彩威閣 新界大埔靖遠街37-39號 209(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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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大埔集鑣樓 新界大埔安富道11-19號 218(TP)
大埔富邦樓 新界大埔仁興街22, 24 及26號 164(TP)
大埔富景大廈 新界大埔運頭角里4號 38(TP)
大埔富景樓 新界大埔安富道14/16號 60(TP)
大埔富善大廈 新界大埔富善街72-74號 159(TP)
大埔富善街23號新康樓 新界大埔富善街23號 153(TP)
大埔富善街25號新康樓 新界大埔富善街25號 154(TP)
大埔富善街永恒樓 新界大埔富善街66及68號 174(TP)
大埔富雅花園 新界大埔南運路1-7號 35(TP)
大埔富榮樓 新界大埔富善街15-17號 168(TP)
大埔富蔭樓 新界大埔富善街43-45號 146(TP)
大埔富興樓 新界大埔仁興街19-21號 201(TP)
大埔順景樓 新界大埔舊墟直街22-28號 22(TP)

大埔瑞祥大樓
新界大埔戲院街1-7號及

瑞安街17-23號 190(TP)

大埔新發樓 新界大埔富善街16/22號 157(TP)
大埔新麗花園 新界大埔新屋家131-138, 141-145, 147, 151, 155-156及161號 175(TP)

大埔運頭街同樂樓
大埔廣福道140-142號及

運頭街30-34號
141(TP)

大埔靖安樓 新界大埔靖遠街5-7號 178(TP)
大埔靖遠街29號 新界大埔靖遠街29號 160(TP)
大埔靖遠街31號 新界大埔靖遠街31號 176(TP)
大埔靖遠街33-35號 新界大埔靖遠街33-35號 226(TP)

大埔萬興樓
新界大埔鄉事會街3-7號

寶鄉街32/34號
165(TP)

大埔福安樓

新界大埔鄉事會街41-49號

運頭街51-73號

運頭坊2C-2O號及

大光里6-8號

116(TP)

大埔福昌樓
新界大埔廣褔里12/14號及

廣褔坊3, 5, 7, 9, 15 及 19號
144(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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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大埔銀輝樓 新界大埔靖遠街53-55號 235(TP)
大埔嘉豪大樓 新界大埔富善街30,32,34,36,38,40,42及44號 196(TP)
大埔榮暉花園 新界大埔汀角路29-35號 34(TP)
大埔豪門 新界大埔坪朗201, 202, 203, 205, 207, 208, 209及210號 166(TP)
大埔廣場 新界大埔安泰路1號 45(TP)
大埔廣福道84號 新界大埔廣福道84號 227(TP)
大埔廣福道141-145號 大埔廣褔道141-145號 132(TP)
大埔廣福道147號 新界大埔廣福道147號 124(TP)

大埔廣福道廣福大樓
新界大埔廣福道114-124號及

廣福坊31B/31C,33A/33B,33/37及39/41號
130(TP)

大埔德信大厦 新界大埔寶鄉街76, 78/86號 131(TP)
大埔德康樓 新界大埔廣褔道80-82號 135(TP)
大埔錦麗園 新界大埔汀麗路23號 194(TP)
大埔錦興樓 新界大埔安富道22-24號 206(TP)

大埔龍騰閣
新界大埔運頭街89/93號及

大明里22-28號
90(TP)

大埔鴻昌樓 新界大埔南盛街11-13號 163(TP)
大埔懷仁街4號 新界大埔懷仁街4號 219(TP)
大埔懷仁街35,37及39號 新界大埔懷仁街35,37及39號 225(TP)
大埔懷義街錦明樓 新界大埔懷義街10-12號 148(TP)

大埔麗珍樓
新界大埔鄉事會街17-19號及

鄉事會坊16號
151(TP)

大埔寶香樓 新界大埔寶鄉街36/42 及 44號 145(TP)
大埔寶馬山 新界大埔山賢路8號 123(TP)
大埔寶基樓 新界大埔廣福道102-104號 211(TP)

大埔寶盛樓
新界大埔寶鄉街59-63號及

南盛街25-29號
192(TP)

大埔寶華樓 新界大埔大明里1-27號 200(TP)
大埔寶蓮樓名稱更改為寶蓮樓 新界大埔鄉事會街9-15號 162(TP)
大埔寶豐樓 新界大埔大明里 4/10 號/大光里 44 號 188(TP)
大埔鴻發大樓 新界大埔廣福里26號 231(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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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歡樂樓
新界大埔大榮里12, 14, 16/22, 24 及 26 號，

鄉事會坊 9 號(第 6 約第 1766 號地段) 189(TP)

大埔觀南樓 新界大埔仁興街23-25號 177(TP)

大運大廈
新界大埔大光里18號

(DD6L 1804) 2(TP)

大埔行樂樓業主立案法團 新界大埔寶鄉街54-56號及大榮里2及4號 186(TP)
山頂花園 86, 93 號 新界大埔半山洲 172(TP)
山頂花園105, 106, 107, 112, 113, 115 及 116號 新界大埔半山洲 182(TP)
山頂花園 192, 193 & 195 號 新界大埔半山洲192, 193 及 195號 118(TP)
山頂花園 201-208 號 新界大埔半山洲 169(TP)
山頂花園 209-217 號 新界大埔半山洲209-217號 119(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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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嘉閣 新界大埔廣福道51-59號 94(TP)
太平工業中心第一座 新界大埔汀角路57號 44(TP)
太平工業中心第三座 新界大埔汀角路53號 191(TP)
太平工業中心第四座 新界大埔汀角路51A號 137(TP)

太平樓
大埔汀角路

DD6L 1211 S.H 14(TP)

太和邨 新界大埔太和路12號 84(TP)
太湖山莊(第1, 3至5,15至18, 23A, 30, 32及48座) 新界大埔大埔頭 63(TP)
太湖山莊(第2, 7, 15A, 21, 26, 28, 33A, 35, 41, 43, 43A, 46至47及49座) 新界大埔大埔頭 62(TP)
太湖山莊(第50, 51, 52, 53, 53A, 55, 56, 57座) 新界大埔大埔頭 72(TP)
太湖山莊(第6, 20, 22至23, 25, 27, 29, 31, 33, 36至40, 42及45座) 新界大埔大埔頭 61(TP)
太湖山莊(8, 9, 10, 11, 12 及13座) 新界大埔大埔頭 70(TP)
日榮花園第II期34至45座 新界大埔石古壟 67(TP)
日榮花園第I期(第1至15座) 新界大埔錦山 64(TP)
日榮花園第I期(第17至31座) 新界大埔錦山 65(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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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昌樓
新界大埔大光里11-15號

(DD6L 1795) 3(TP)

永祥大廈 新界大埔富善街6-14號 77(TP)
正發樓 新界大埔廣福里17-19號,21-23號及寶鄉坊16-18號,20-22號 228(TP)
汀角樓 新界大埔汀角路17號 106(TP)
汀雅苑 新界大埔汀角路6號 74(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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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沙豪園
新界大埔 DD167L 1105, 1106, 1107, 1108, 1109, 1110, 1111, 892 S.A SS.7, 892
S.B SS.7 & SS.8 171(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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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達大廈 大埔仁興街46號 28(TP)
宏福苑 新界大埔大埔公路元洲仔段3821號 47(TP)
育才樓 新界大埔富善街31及33號 69(TP)
伯祥閣 大埔富善街54-56號 224(TP)
邦興大廈 新界大埔瑞安街6-20號 10(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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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怡雅苑 新界大埔安埔路15號 107(TP)
怡園 新界大埔錦山村 DD6L 1853 8(TP)
泓山 新界大埔逸遙路3號 238(TP)
昌運中心 新界大埔安慈路4號 57(TP)
明雅苑(A,B,C座) 新界大埔安埔里7, 9及11號 86(TP)
東昌閣 大埔東昌街6-16號 27(TP)

金明樓
新界大埔鄉事會街21/23號及

鄉事會坊18-20號 197(TP)

金松樓

新界大埔廣福道126, 130/138號

廣福坊43/49號及

運頭街105/107號
92(TP)

金富樓 新界大埔安富道2-8號 5(TP)
長江雅苑 新界大埔安富道18號 181(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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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苑 新界大埔大埔公路大埔滘段4211號 13(TP)
南盛大廈 新界大埔南盛街16號 54(TP)
南盛街9號 新界大埔南盛街9號 210(TP)
南盛街14號 新界大埔南盛街14號 234(TP)
南盛街15號 新界大埔南盛街15號 232(TP)
南盛街17號 新界大埔南盛街17號 233(TP)
南盛閣 新界大埔南盛街21號 80(TP)
帝欣苑第一期 新界大埔水圍梅樹坑路8號 52(TP)
帝欣苑第二期 新界大埔水圍梅樹坑路3號 51(TP)
帝琴灣 - 凱弦居 新界西貢西沙路530號 110(TP)
映月灣 新界大埔汀角路111號 101(TP)
盈峰翠邸 新界大埔山塘路23號 71(TP)
省躬 新界大埔墟汀角路 DD6L 1211 (RP) 1(TP)
美盛大廈 新界大埔瑞安街3-11號 73(TP)
美發大廈 新界大埔大榮里40號 6(TP)
美菱居 新界大埔美新里5號 120(TP)

美楓大廈
DD6L 1913
(大埔大埔墟運頭角里6號) 19(TP)

美德大廈 新界大埔廣褔道33號 7(TP)
美豐花園 大埔翠樂街11號 41(TP)
美麗大廈 新界大埔運頭角里10號 21(TP)
美馨大廈 新界大埔仁興街1-17號 109(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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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輝樓 新界大埔崇德街7號 208(TP)
倚龍山莊 新界大埔露輝路31號 66(TP)
庭峰居(二期) 新界大埔新屋家120-123, 125-126, 128-129號 179(TP)

泰和樓
新界大埔懷仁街41/53號及

寶鄉街73及75號
91(TP)

海景山莊 新界大埔大埔滘燕子里18號 46(TP)
海寶花園 新界大埔安慈路1號 36(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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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然山莊 新界大埔山賢路9號 111(TP)
淺月灣一期 新界大埔露輝路28號 180(TP)
淺月灣二期 新界大埔露屏路1號 115(TP)
康城樓 新界大埔瑞安街13-15號 207(TP)
鹿茵山莊 新界大埔大埔公路大埔滘段第4699號 113(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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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琴居 新界西貢西沙路533號 161(TP)
富亨邨 新界大埔頌雅路6號 81(TP)
富盛大廈 新界大埔富善街7-13號 114(TP)
富善花園 新界大埔汀角路19號 48(TP)
富善邨 新界大埔安埔路12號 133(TP)
富萊花園(第一期) 新界大埔翠樂街8號 68(TP)
富萊花園 第二期 (玉桂閣) 新界大埔舊墟直街23號 88(TP)
景雅苑 新界大埔曉運路6號 83(TP)
華安樓 新界大埔美新里3號 108(TP)
逸雅苑 TPTL 105 32(TP)
開連樓 新界大埔懷仁街23-25號 199(TP)
雅景花園 大埔汀角路72號 26(TP)
順安樓 大埔安富道10-12號 18(TP)
順景大廈 大埔運頭角里8號 15(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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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仁興樓 新界大埔仁興街28-30號 58(TP)
新達廣場 新界大埔南運路9號 99(TP)
新翠山莊 新界大埔優景里20號 112(TP)
新興花園 大埔安埔里2號 42(TP)
暉曜花園 新界大埔三門仔路101號 104(TP)
瑞安街1號瑞安樓 新界大埔瑞安街1號 125(TP)
粵發大廈 新界大埔舊墟直街9號 16(TP)
運頭塘邨 新界大埔曉運路10號 59(TP)
雍怡小築 新界大埔下黃宜坳93-107號 193(TP)
雍怡雅苑 新界大埔雍宜路1號 98(TP)
頌雅苑 新界大埔頌雅路8號 82(TP)
叠翠豪庭 新界大埔大埔公路大埔滘段第4188號 121(TP)
福平樓 新界大埔廣福道54-58號 129(TP)
福榮樓(廣褔道) 新界大埔廣褔道52號 76(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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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賢閣 新界大埔仁興街4-10號 56(TP)
嘉豐花園 新界大埔露輝路33號 53(TP)
榮明花園 新界大埔舊墟直街8號 37(TP)
榮麗苑 新界大埔舊墟直街28號 96(TP)
翠怡花園 新界大埔翠怡街3號 75(TP)
翠林閣 新界大埔大埔舊墟翠樂街9號 39(TP)
翠河花園 新界大埔北盛街9號 100(TP)
翠屏花園 新界大埔安慈路3號 85(TP)
翠樺園 新界大埔錦山村12-27號 9(TP)
聚豪天下 新界大埔露輝路38號 97(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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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安大廈 新界大埔運頭街20-26號 78(TP)
廣福華庭 新界大埔廣福道8號 79(TP)
德基大廈 新界大埔仁興街48-52號 93(TP)
德雅苑 新界大埔曉運路2號 105(TP)
樂賢居 新界大埔汀角路61號 49(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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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綉臺 新界大埔錦山 11(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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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金閣 新界大埔大明里12-20號 117(TP)

聯豐大廈
新界大埔大榮里1-19號及

寶鄉街3-5, 62-70號
122(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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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年樓 新界大埔大榮里28-32號 102(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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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懷安樓
新界大埔懷仁街2號

(DD6L 831 S.A) 4(TP)

懷義街 5, 7, 9, 9A 新界大埔懷義街5, 7, 9, 9A 230(TP)
懷義街8號 新界大埔懷義街8號 198(TP)
麗和閣 新界大埔翠和里5號 43(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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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寶仁樓 大埔懷仁街32,34及36號, 寶鄉街65,67及69號 205(TP)
寶康大廈 大埔廣福道70-78號 25(TP)
寶鄉街寶康大廈 新界大埔寶鄉街35-39號 134(TP)
寶湖花園 新界大埔寶湖道3號 40(TP)
寶雅苑(A,B,C座) 新界大埔大埔太和路2號 87(TP)
寶樂樓 新界大埔寶鄉街41-45號 103(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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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廣場 新界大埔寶鄉街88號 89(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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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二陂坊21號 新界荃灣 DD449L 2025 S.A 422(TW)
二陂坊23號 DD449L 2025 S.B 423(TW)
二陂坊25號 荃灣二陂坊25號 465(TW)
二陂坊27,29,31及33號 新界荃灣二陂坊27-33號 456(TW)
二陂坊大樓 新界荃灣二陂坊2, 4, 6, 8 及 8A號 466(TW)
力豐工業大廈 葵涌工業街2-8號 239(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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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三和樓 荃灣眾安街14-24號 198(TW)
千里台 新界荃灣荃景圍200號 503(TW)
千龍大廈 新界荃灣川龍街69-77號 349(TW)
大仁樓 荃灣海壩街16-20號 372(TW)
大鴻輝(荃灣)中心 荃灣眾安街55號 547(TW)
大東工業大廈 葵涌藍田街7-13號 208(TW)
大德工業大廈 葵涌葵發路2-12號 203(TW)
川龍街5號 新界荃灣川龍街5號 425(TW)
川龍街7號 新界荃灣川龍街7號 429(TW)
川龍街93 及95號 荃灣川龍街93及95號 462(TW)
川龍街97,99及99A號 荃灣川龍街97, 99 及 99A號 453(TW)



荃灣 - 3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中南工業大廈 葵涌國瑞路152-160號 112(TW)
中僑貨倉大廈 葵涌梨木道63-71號 50(TW)
仁信大廈 新界荃灣三陂坊2-12號 261(TW)
仁蕙苑 荃灣享成街24號 9(TW)
仁雅大廈 葵涌大廈街5-17號 200(TW)
友成大樓 葵涌青山公路葵涌段501/503及507/511號 517(TW)
友明大廈 荃灣葵涌大隴街89-101號 15(TW)
友聯大樓(荃灣) 荃灣河背街71-81號 381(TW)
友聯唐樓

新界荃灣沙咀道146-188號

圓墩圍71-73號
274(TW)

天安樓 新界葵涌石蔭路76-96號 258(TW)
天保大樓 荃灣鱟地坊74號 172(TW)
文成樓 (荃灣) 荃灣曹公坊17-35號 370(TW)
月波樓 新界下葵涌信芳街16號 197(TW)
牛津工業大廈 荃灣橫龍街42-46號 226(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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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島工業大廈 荃灣德士古道250-254號 98(TW)
正好工業大廈 荃灣橫龍街78-84號 49(TW)
禾塘咀街錦華樓 新界葵涌禾塘咀街127-133號 459(TW)
永如工業大廈 新界荃灣橫窩仔街10-14號 262(TW)
永昇工業大廈 葵涌永基路26-30號 58(TW)
永恒工業大廈 葵涌葵喜街13-29號 173(TW)
永健工業大廈 葵涌永建路4-6號 92(TW)
永康工業大廈 葵涌葵豐街18-26號 128(TW)
永祥工業大廈 葵涌葵昌路58-70號 29(TW)
永得利廣場 葵涌貨櫃碼頭路88號 514(TW)
永華工業大廈 新界荃灣楊屋道137-143號 37(TW)
永華臺 新界荃灣老圍路 DD451L 1364 217(TW)
永業工業大廈 葵涌永業街21-27號 86(TW)
永豐工業大廈 葵涌永業街22-26號 103(TW)
汀九別墅

新界荃灣青山公路汀九段 DD399L 437

(新界青山公路汀九段335號)
143(TW)

生昌工業大廈 葵涌嘉慶路11-13號 89(TW)
生記工業大廈 葵涌葵定路18-30號 176(TW)
生興工業大廈 葵涌打磚坪街81-83號 61(TW)
立坊 荃灣場屋道118號 512(TW)
立泰工業中心 荃灣德士古道188-202號 228(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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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合興工業大廈(葵涌) 葵涌葵榮路40-44號 182(TW)
光明大廈( 沙咀道 ) 新界荃灣沙咀道120-130號 311(TW)
光輝大廈 葵涌光輝圍7號 69(TW)
光輝圍昌利樓 新界葵涌光輝圍11-15號 427(TW)
光輝圍萬成樓 新界葵涌光輝圍45號 189(TW)
光輝樓 ( 石蔭路 ) 新界葵涌石蔭路85-99號 322(TW)
兆和街30號 新界荃灣兆和街30號 417(TW)
兆和街32號 新界荃灣兆和街32號 418(TW)
兆和街34號 新界荃灣兆和街34號 396(TW)
兆和街36號 新界荃灣兆和街36號 397(TW)
全發商業大廈 新界荃灣沙咀道358-362號 297(TW)
名堂大樓

葵涌青山道444/448號,

屏富徑3-15號
124(TW)

名逸居 新界荃灣沙咀道363號 355(TW)
名德大樓

葵涌青山公路葵涌段438-442號及

屏富徑4-16號
196(TW)

名賢大樓

新界葵涌青山公路葵涌段450-454號

屏麗徑4-6號及

打磚坪街41-43號

286(TW)

合眾大廈 新界荃灣眾安街26-40號 270(TW)
好景樓(享和街) 荃灣享和街24-64號 357(TW)
好運樓(沙咀道) 荃灣沙咀道105-129號 368(TW)
安康大廈 荃灣大壩街37號 24(TW)
安盛大廈 葵涌大白田街19-31號 16(TW)
安富大廈

路德圍26-42號及

荃興徑25-31號
28(TW)

安發工業大廈 葵涌葵榮路12-18號 195(TW)
安裕大廈

荃灣荃灣街市街120-140號及

仁濟街1-5號
11(TW)

安達工業大廈 葵涌華星街2-6號 230(TW)
安福工業大廈 葵涌葵豐街41-45號 169(TW)
安豐大廈 荃灣享和街80-98號 1(TW)
成城大廈 葵涌和宜合道102號 70(TW)
成美工業大廈 葵涌葵榮路29-37號 66(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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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工業貨倉大廈 葵涌打磚坪街16-24號 211(TW)
百萬行 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189號 TWTL 255 171(TW)
西樓閣 荃灣西樓街15-17號 113(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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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和大廈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124/136號 437(TW)

宏華大廈

荃灣德士古道57-65號

大廈街1號及

大窩口道1-9號

158(TW)

宏福花園 新界青衣青敬路75號 542(TW)
宏龍工業大厦

新界荃灣龍德街11號及

橫龍街48/56號
446(TW)

沙咀道230及232號 荃灣沙咀道230-232號 513(TW)
沙咀道234號

荃灣沙咀道234號

(DD449L 2140 S.A)
443(TW)

沙咀道236號
荃灣沙咀道236號

(DD449L 2140 S.B)
444(TW)

沙咀道271號 新界荃灣沙咀道271號 502(TW)
芊紅居 新界荃灣興盛路91號 296(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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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華工業貨倉大廈第二期 荃灣德士古道216-218號 167(TW)
京寶大廈 葵涌盛芳街19號 85(TW)
協德大廈 葵涌智芳街1號 118(TW)

卓明大廈

荃灣鱟地坊2-20號

海壩街102號及

大河道57-75號

201(TW)

和記新邨 葵涌青山公路葵涌段482號 109(TW)
和盛樓(荃灣)

新界荃灣兆和街6-22號及

川龍街3號
362(TW)

屈臣氏大廈 更改爲和富大廈(荃灣) 新界荃灣德士古道204-210號 306(TW)
周氏大廈 荃灣兆和街4號 35(TW)
周合成大廈 新界荃灣眾安街2-8號 214(TW)
宜和樓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74-88號及

石蔭路2號
315(TW)

和富大廈荃灣 新界荃灣德士古道204-210號 306(TW)
怡峰苑 新界葵涌寶梨街8號 317(TW)
怡勝花園 葵涌大隴街153號 209(TW)
怡景園 荃灣蕙荃路53-61號 207(TW)
庚發樓 新界荃灣大壩街49/51號 390(TW)
昇柏山 新界荃灣葵涌油麻磡路63號 508(TW)
昌平樓 葵涌石文徑2-6號 56(TW)
昌安大廈 荃灣西樓角路186-200號 185(TW)
昌年大廈 新界葵涌葵涌道1013-1033號 303(TW)
昌宏大廈及昌偉大廈

昌宏大廈:葵涌青山公路葵涌段539號

昌偉大廈:葵涌光輝圍39A號
96(TW)

昌泰大廈 荃灣大河道36號 10(TW)
昌泰工業大廈 荃灣灰窰角街50-56號 105(TW)
昌盛樓 葵涌大隴街113-127號 51(TW)
昌發大廈 葵涌光輝圍21號 149(TW)
昌隆樓 荃灣西樓角 DD449L 2087 38(TW)
昌榮樓 新界葵涌大隴街103-109號 27(TW)
昌樂大廈 新界荃灣西樓角 (TWTL 212) 43(TW)
昌禧大廈 荃灣海壩街107號 68(TW)
昌鴻大廈 葵涌美芳街8號 60(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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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華工業大廈 荃灣橫龍街17-33號 123(TW)
東方工業大廈(荃灣) 葵涌葵定路42/50號 421(TW)
東亞工業大廈 葵涌打磚坪街63-75號 23(TW)

東亞花園

新界荃灣德士古道36-60號

荃富街1-47號

荃華街2-24號

荃榮街2-38號

253(TW)

東聯工業大廈 葵涌業成街1-4號 65(TW)
河背街45號

荃灣河背街45, 47, 49, 51, 53號及

川龍街125-127號
439(TW)

河背街47及49號,川龍街125及127號 新界荃灣河背街45-53號及川龍街125-127號 506(TW)
河背街50及52號 荃灣河背街50及52號 470(TW)
河背街51及 53號

新界荃灣河背街45, 47, 49, 51, 53號及

川龍街125-127號
441(TW)

河背街54號 荃灣河背街54號 436(TW)
河背街55號 荃灣河背街55號 410(TW)
河背街56號 荃灣河背街56號 440(TW)
河背街57號 荃灣河背街57號 409(TW)
河背街58號 荃灣河背街58號 407(TW)
河背街59號 荃灣河背街59號 367(TW)
河背街60號 新界荃灣河背街60號 414(TW)
河背街61號 新界荃灣河背街61號 359(TW)
河背街62號 新界荃灣河背街62號 403(TW)
河背街63號 荃灣河背街63號 383(TW)
河背街64號 荃灣河背街64號 413(TW)
河背街65號 荃灣河背街65號 384(TW)
芙蓉樓(13-17號芙蓉街)

荃灣芙蓉街13-17號及

大壩街3號
391(TW)

芬記工業大廈名稱更改為豐盛中心 新界荃灣灰窰角街42-44號 347(TW)
金石樓 葵涌石蔭路48-62號 104(TW)
金城大樓 荃灣享和街33號 20(TW)
金城工業大廈 葵涌葵榮路1-11號 44(TW)
金威工業大廈(第一，二期)

葵涌和宜合道167-171號及

和宜合道173-175號
53(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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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星工業大廈 葵涌大連排道45號 4(TW)
金恒樓

荃灣和宜合道66-72號及

大白田街13-15號
22(TW)

金珮樓 葵涌石文徑14號 184(TW)
金荃大廈 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407-411號 26(TW)
金基工業大廈 新界葵涌大連排道35-41號 287(TW)
金富工業大廈 葵涌打磚坪街97-103號 130(TW)
金發工業大廈 葵涌葵喜街26-32號 147(TW)
金祿樓 新界葵涌石蔭路61-83號 415(TW)
金葵，金涌工業大廈 葵涌藍田街30-38號 220(TW)
金運工業大廈第一座及第二座 葵涌梨木道32-50號 102(TW)
金德工業大廈 新界葵涌葵德街16-26號 285(TW)
金龍工業中心第一座 葵涌大連排道152-160號 71(TW)
金龍工業中心第二期 荃灣大連排道162-170號 74(TW)
金龍工業中心第三，四期 葵涌大連排道172-190號第三及四座 84(TW)
金豐工業大廈 葵涌大連排道144-150號 91(TW)
金豐閣

新界荃灣大屋街18號及

禾笛街19號
326(TW)

金麗苑(汀九) 新界荃灣青山公路汀九段200號 283(TW)
長安邨 新界青衣担杆山路1號 288(TW)
長發邨 青衣担杆山路6號 394(TW)
長榮工廠大廈 葵涌和宜合道109-115號 12(TW)
青衣邨 新界青衣楓樹窩路10號 330(TW)
青衣翠怡花園 青衣楓樹窩路1 號 468(TW)
青衣美景花園 新界青衣細山路2-16號 510(TW)
青宏苑 青衣牙鷹洲街1號 327(TW)
青怡花園 新界青衣青綠街7-19號 298(TW)
青俊苑 新界青衣青康路2B號 524(TW)
青泰苑 新界青衣担杆山路8號 312(TW)
青盛苑 新界青衣青康路10號 320(TW)
青華苑 新界青衣青芊街22號 314(TW)
青雅苑 新界青衣牙鷹洲街3號 332(TW)
青龍頭怡龍別墅 新界青龍頭39號 DD387L 125 162(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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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豐工業大廈 荃灣德士古道88-96號 153(TW)
保盈工業大廈 葵涌華星街16-18號 42(TW)
保基大樓 葵涌和宜合道2-20號 39(TW)
南山大廈 荃灣眾安街74-78號 190(TW)
南豐中心

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264-298號及

西樓角路64-98號
342(TW)

厚豐工業大廈 葵涌永建路1-5號 254(TW)
城市工業中心 葵涌國瑞路116-122號 116(TW)
建華工業大廈 新界葵涌大連排道136-138號 281(TW)
建興工業大廈 葵涌石建街17-23號 132(TW)
柏廬 新界荃灣荃錦公路99號 328(TW)
珍寶大樓 新界葵涌葵涌道1009-1011號 290(TW)
皇璧 新界荃灣悠麗路2A號 483(TW)
盈業大廈 葵涌葵豐街1-15號 227(TW)
祈德尊新邨 新界荃灣海盛路22-30號 291(TW)
紅棉大廈 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123號 215(TW)
泉基工業大廈 新界葵涌建康街15-23號 549(TW)
美安工業大廈 葵涌工業街17-21號 152(TW)
美和工業大廈 葵涌葵昌路90-98號 72(TW)
美基工業大廈 葵涌永基路30-40號 KCTL 275 164(TW)
美華工業大廈 葵涌華星街1-7號 146(TW)
美順工業大廈 葵涌葵昌路18-24號 64(TW)
美葵大廈及美涌大廈 葵涌禾塘咀街87-89號 45(TW)
美寜大廈 葵涌美芳街3號 108(TW)
美達中心 新界葵涌青山公路552-566號 504(TW)
美適工業大廈 葵涌葵定路1-11號 19(TW)
美聯工業大廈 葵涌工業街23-31號 170(TW)
美豐大廈 葵涌仁芳街8號 48(TW)
美羅工業大廈 (此業主立案法團已經清盤) 葵涌大圓街2-10號 225(TW)
致華工業大廈 葵涌健康街1-7號 46(TW)
香和大廈 荃灣享和街72號 106(TW)
香城大廈 荃灣享成街10號 122(TW)
恒利中心(葵涌)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131號 393(TW)
恒麗園 新界荃灣悠麗路18-19及22-23號 268(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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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雲大廈 新界荃灣海壩街148-150及眾安街27-33號 551(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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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興大廈
新界荃灣荃景圍 TWTL 310

(荃灣荃景圍202號)
222(TW)

悅龍大廈 葵涌信芳街41號 75(TW)
悅麗苑 新界葵涌麗祖路51-57號 307(TW)
時貿中心 新界荃灣美環街1-6號 344(TW)
朗逸峯 新界荃灣荃錦公路108號 399(TW)
根德工業大廈 新界葵涌梨木道57-61號 348(TW)
海昌樓 葵涌和宜合道222號 161(TW)
海濤花園 新界荃灣汀九青山公路103號 550(TW)
海峰花園 新界葵涌華景山路3號 248(TW)
海悅花園 新界青衣青敬路77號 336(TW)
海暉中心 新界葵涌梨木道73號 546(TW)
海晴軒 新界荃灣兆和街23號 316(TW)
海韻花園 新界荃灣青山公路深井段38號 310(TW)
海壩樓 荃灣海壩街2-14號 373(TW)
浩景臺 新界葵涌荔崗街11號 473(TW)
珠寶大樓 新界葵涌禾塘咀街117-125號 387(TW)
祐建樓 荃灣鱟地坊64-68號 101(TW)
祐強樓及祐建樓(D.D. 449 LOT NO.2162s.A) 荃灣鱟地坊38-68號 442(TW)
荔欣苑 新界葵涌荔景山路278號 337(TW)
荔灣花園 九龍 SD4L 3336 52(TW)
荃好景大廈

荃灣海壩街83-93號及

荃興徑3-5號
206(TW)

荃安樓 新界荃灣路德圍20-24號 295(TW)
荃威花園

荃灣荃景圍187-195號及

安逸街2-22號
273(TW)

荃勝大廈(青山公路185及187號) 新界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185及187號 335(TW)
荃景花園第一期 新界荃灣荃景圍73,75,77,79,81,83及85號 497(TW)
荃發大廈 荃灣荃興徑19號 121(TW)
荃運工業中心( 第二期 ) 荃灣沙咀道57號 67(TW)
荃運樓二期

新界荃灣海壩街77/81號及

路德圍2及6號
424(TW)

荃碧大廈
荃灣鱟地坊1-3號及

海壩街108-114號
191(TW)



荃灣 - 14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荃德花園 新界荃灣荃景圍208 號 467(TW)
荃樂大廈 荃灣荃樂街1-17號 183(TW)
荃興工業大廈 荃灣灰窰角街36-40號 13(TW)
荃錦中心 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300-350號 420(TW)
荃灣二陂坊1及3號 新界荃灣二陂坊1及3號 532(TW)
荃灣二陂坊5號 新界荃灣二陂坊5號 541(TW)
荃灣二陂坊10號 新界荃灣二陂坊10號 525(TW)
荃灣二陂坊12號 新界荃灣二陂坊12號 518(TW)
荃灣大苑樓 新界荃灣大壩街 77, 79, 81 及 83 號及圓墩圍 59 及 61號 488(TW)
荃灣大廈街十七號A 新界荃灣大廈街17A號 324(TW)
荃灣三陂坊28及30號 新界荃灣三陂坊28及30號 516(TW)
荃灣川龍樓 新界荃灣川龍街35,37及39號 496(TW)
荃灣川龍街83及85號 新界荃灣川龍街83及85號 528(TW)
荃灣川龍街107號 新界荃灣川龍街107號 526(TW)
荃灣川龍街109號 新界荃灣川龍街109號 531(TW)
荃灣工業大廈 荃灣橫龍街59-71號 166(TW)
荃灣工業中心 荃灣德士古道220-248號 87(TW)
荃灣天華樓 荃灣川龍街38-44號 533(TW)
荃灣中心第一期 新界荃灣荃景圍86, 87, 89, 91, 93, 95, 97, 99, 101, 103 及 105號 279(TW)
荃灣中心第二期 新界荃灣荃景圍86-102號第11-19座 271(TW)
荃灣仁愛樓 新界荃灣沙嘴道237號及川龍街87及89號 495(TW)

荃灣平愛大廈

荃灣禾笛街21及21A號

大屋街22號及

新村街33-39號

263(TW)

荃灣禾笛街23號 新界荃灣禾笛街23號 544(TW)
荃灣禾笛街25號 新界荃灣禾笛街25號 545(TW)
荃灣禾笛街27號 荃灣禾笛街2７號 464(TW)
荃灣禾笛街29號 荃灣禾笛街29號 461(TW)
荃灣同仁樓 荃灣曹公坊37號 457(TW)
荃灣安安樓 新界荃灣三陂坊14-18號 507(TW)
荃灣安樂樓

新界荃灣川龍街31-33號及

海霸街120, 120A及120B號
491(TW)

荃灣快樂樓
新界荃灣曹公坊2/4號及

曹公街4-6號
445(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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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沙咀道132號 荃灣沙咀道132號 405(TW)
荃灣沙咀道136, 138, 142 及 144號 荃灣沙咀道136, 138, 142及144號 392(TW)
荃灣沙咀道238號 荃灣沙咀道238號 380(TW)
荃灣沙咀道239-241號 荃灣沙咀道239-241號 350(TW)
荃灣沙咀道243號 荃灣沙咀道243號 522(TW)
荃灣沙咀道244號 荃灣沙咀道244號 377(TW)
荃灣沙咀道245號 荃灣沙咀道245號 523(TW)
荃灣沙咀道273及275號 荃灣沙咀道273及275號 543(TW)
荃灣沙咀道292號 新界荃灣沙咀道292號 548(TW)
荃灣沙咀道343號華興樓 荃灣沙咀道341, 343 及 345號 479(TW)
荃灣卓英樓

荃灣大河道53-55號及

海壩街103號
449(TW)

荃灣坤成樓 荃灣荃灣街市街142/166號 404(TW)

荃灣昌華大廈

新界荃灣路德圍51-63號

富華街4-8號

建明街7號及

青山公路荃灣段289-301號

299(TW)

荃灣昌寧大廈 荃灣西樓角路202-216號 186(TW)
荃灣昌耀大廈 荃灣青山公路167-173號 155(TW)
荃灣河背街44號

新界荃灣河背街44號及

川龍街129-131號
452(TW)

荃灣河背街46 及48號 新界荃灣河背街46-48號 451(TW)
荃灣芙蓉大廈 荃灣芙蓉街3號 95(TW)
荃灣花園

新界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15-23號及

德士古道12-18號
260(TW)

荃灣思源樓 新界荃灣沙咀道247-255號 469(TW)
荃灣城市廣場 荃灣荃灣街市街67-95號 481(TW)
荃灣美華樓

新界荃灣享成街2-4號及

沙咀道106-110號
408(TW)

荃灣泰華大廈 荃灣大陂坊19號 131(TW)
荃灣荃豐大廈 荃灣街市街41號 129(TW)
荃灣連平樓

新界荃灣川龍街14, 16及18號及

荃灣街巿街15-19號
490(TW)

荃灣曹公坊11,13,15號 新界荃灣曹公坊11,13,15號 482(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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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曹公坊德仁樓一期 荃灣曹公坊1, 3, 5, 7號 406(TW)
荃灣眾安街35號 新界荃灣眾安街35號 492(TW)
荃灣眾安街73號 新界荃灣眾安街73號 530(TW)
荃灣眾安街79號 新界荃灣眾安街79號 536(TW)
荃灣眾安街81號 新界荃灣眾安街81號 537(TW)
荃灣眾安街83號 新界荃灣眾安街83號 535(TW)
荃灣眾安街85號 新界荃灣眾安街85號 431(TW)
荃灣眾安街87號 新界荃灣眾安街87號 430(TW)
荃灣眾安街110號 荃灣眾安街110號 463(TW)
荃灣眾安街112號 新界荃灣眾安街112號 447(TW)
荃灣眾安街114號 新界荃灣眾安街114號 450(TW)
荃灣眾安街118號 荃灣眾安街118號 471(TW)
荃灣眾安街120號 荃灣眾安街120號 472(TW)
荃灣富華樓 荃灣鱟地坊32-36號 460(TW)
荃灣富源工業大廈 荃灣灰窰角街18-22號 194(TW)
荃灣富貴樓 荃灣川龍街12號 416(TW)
荃灣富裕樓 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263-275號 93(TW)

荃灣富榮大廈

荃灣昌泰街1-5號

安榮街2-6號及

荃興徑10-18號

246(TW)

荃灣富麗花園 新界荃灣德士古道20-34號 235(TW)
荃灣華達樓 荃灣海壩街22-32號 180(TW)
荃灣雅緻樓 荃灣四陂坊9, 10, 11, 12, 13 及 14號 434(TW)
荃灣街市街45號 荃灣荃灣街市街45號 374(TW)
荃灣街市街47號 荃灣荃灣街市街47號 375(TW)
荃灣街市街卓明樓

荃灣川龍街22-26號及

荃灣街市街10, 14, 16, 20 及 22號
402(TW)

荃灣楊屋道67號 新界荃灣楊屋道67號 539(TW)
荃灣楊屋道69號 新界荃灣楊屋道69號 540(TW)
荃灣楊屋道71 和73 號 新界荃灣楊屋道71及73號 257(TW)
荃灣楊屋道75 - 77 號 新界荃灣楊屋道75-77號 269(TW)
荃灣獅子樓 新界葵涌石蔭路113-117號 249(TW)
荃灣榮發樓

新界荃灣海壩街122, 124, 124A, 126, 128, 130, 132及132A號及

大陂坊7號
438(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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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翠濤閣 新界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644-654號 256(TW)
荃灣廣益大廈 荃灣沙咀道315-323號 353(TW)
荃灣廣發大樓

荃灣沙咀道347,349A,349B,351,353 & 355號及

關門口街74,76,78A,78B及78C號
448(TW)

荃灣德士古道49號 荃灣德士古道49號 480(TW)
荃灣德仁樓16期 新界荃灣大壩街53-75號 454(TW)

   荃灣德豐工業中心 新界荃灣德士古道168號 478(TW)
荃灣德寶大廈 荃灣大陂坊2-24號 135(TW)
荃灣濶大樓 新界荃灣曹公坊9號 511(TW)
荃灣錦發樓

新界荃灣沙咀道112, 112A, 114, 116 及 118號及

享成街3號
308(TW)

荃灣联合大廈 荃灣荃灣街市街55號 193(TW)
荃灣鹹田街44-50號成安樓 新界荃灣鹹田街44-50號 494(TW)
荃灣寶石大廈 新界荃灣沙咀道328號 487(TW)
恭誠樓 葵涌和宜合道58-64號 500(TW)
高芳唐樓 新界葵涌高芳街27, 29, 29A & 29B號 499(TW)
高威工業中心 葵涌永建路16-20號 267(TW)
高惠樓 荃灣德華街38-60號 354(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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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賢樓 葵涌青山公路432號 125(TW)
國寶樓 新界葵涌石蔭路101-111號 339(TW)
康睦庭園(第一座) 新界荃灣鹹田街89號 318(TW)
康睦庭園(第二座) 新界荃灣聯仁街28號 313(TW)
捷聯工業大廈 葵涌工業街30-32號 174(TW)
啟志樓 新界荃灣路德圍8-12號 358(TW)
眾安大廈 荃灣沙咀道305 號 73(TW)
眾安街89-99號 新界荃灣眾安街89-99號 364(TW)

眾安街103-117號

新界荃灣河背街66號

眾安街103-115號及

楊屋道79號

DD449L 2032

294(TW)

眾安街108號 新界荃灣眾安街108號 398(TW)
眾安街荃運樓 新界荃灣眾安街37,37A,39及41號 515(TW)
連輝樓 新界荃灣海壩街116-118號及川龍街32-34號 505(TW)
連興樓 新界荃灣荃興徑7,9及11號 498(TW)
連豐中心 荃灣德士古道184-186號 238(TW)
都城大廈 荃灣享和街43-59號 219(TW)
曹公街榮安樓

荃灣曹公街28及30號及

沙咀道139號
432(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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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工業大廈 葵涌和宜合道151-157號 6(TW)
勝華大廈 葵涌盛芳街31號 30(TW)
富利工業大廈

新界荃灣橫龍街77-87號

楊屋道144-146號
304(TW)

富明樓
荃灣享成街5-9號及

享和街9-23號
241(TW)

富都工業大廈 新界葵涌葵昌路78-84號 341(TW)
富華工業大廈 荃灣半山街10-16號 231(TW)
富華中心 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210 號 142(TW)
富源工業大廈 葵涌藍田街21-23號 150(TW)
登發大廈 荃灣大河道18號 79(TW)
華成樓A座(荃灣) 新界荃灣沙咀道207-211號 284(TW)
華成樓B座(荃灣) 荃灣鱟地坊80-84號 376(TW)
華星工業大廈 葵涌華星街12-14號 218(TW)
華員邨

新界葵涌華景山路6, 8 及 12號及

華員徑1-2號
266(TW)

華偉工業大廈 荃灣白田壩街53-61號 188(TW)
華健樓 新界荃灣青山公路209-221號 363(TW)
華基工業大廈 葵涌打磚坪街49-53號 175(TW)

華祥樓

地下: 荃灣川龍街28/30號

海壩街117號

上層: 荃灣海壩街115號

229(TW)

華都中心 荃灣西樓角路170-184號 213(TW)
華景樓(荃灣) 新界荃灣川龍街64-68號 385(TW)
華發工業大廈 葵涌工業街10-14號 156(TW)
華隆工業大廈 荃灣橫龍街49-53號 133(TW)
華業大廈 葵涌葵豐街17-31號 90(TW)
華達工業中心 新界葵涌華星街8號 255(TW)
華榮工業大廈 葵涌永業街14-20號 141(TW)
華福工業大廈

葵涌葵樂街9-11號及

葵喜街14-16號
157(TW)

華興工業大廈 荃灣馬角街2-6號 138(TW)
華豐工業中心 葵涌葵豐街33-39號 145(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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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宝工業大廈
葵涌和宜合道

KCTL 158
7(TW)

貴生樓 新界荃灣川龍街70-76號 455(TW)
貴盛工業大廈第一，二期

第1期:葵涌大連排道36-40號

第2期:葵涌大連排道42-46號
57(TW)

貴豐工業大廈 葵涌葵昌路9-15號 63(TW)
鈞益工業大廈 荃灣德士古道126-140號 8(TW)
隆盛工廠大廈 荃灣德士古道142-148號 76(TW)
順興樓 (荃灣) 荃灣川龍街55-61號 369(TW)
馮敬工業大廈 葵涌藍田街24-28號 160(TW)
黃金樓 荃灣享和街1-3號 223(TW)
逸璟‧龍灣 荃灣青山公路青龍頭段108號 552(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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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德樓
荃灣香車街23-25號及

曹公坊14-36號
379(TW)

傳耀樓
新界荃灣眾安街21-23號及

荃灣街市街57-59號
366(TW)

傳耀臺 荃灣老圍路 DD451L 1363 204(TW)
新界荃灣德士古道47號 新界荃灣德士古道47號 476(TW)
新界葵涌嘉宝大樓 新界葵涌青山公路499號 14(TW)
新青大廈 新界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201-207號 509(TW)

新華大廈

新界葵涌石宜路1-11號

和宜合道及石蔭路

(新界葵涌石宜路1-11號及和宜合道122號)

272(TW)

新豐工業大廈 荃灣馬角街8-12號 80(TW)
新麗苑 新界青山公路汀九段218-240號 134(TW)
毓光工業大廈 新界荃灣灰窰角街34號 245(TW)
瑞生樓

新界荃灣眾安街13-19號

兆和街38-40號
302(TW)

瑞康工業大廈 葵涌青山公路葵涌段543-549號 192(TW)
瑞景大樓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172號 33(TW)
瑞森工業大廈 葵涌葵秀路8-10號 82(TW)
瑞榮工業大廈 葵涌太原街12-22號 55(TW)
萬美達工業大厦 新界葵涌梨木道58-64號 489(TW)
萬象工業大廈 新界荃灣沙咀道364-366號 243(TW)
葵和大廈 葵涌禾塘咀街85號 181(TW)
葵芳閣 新界葵涌葵義路15號 276(TW)
葵芳商業中心 新界葵涌盛芳街7號 529(TW)
葵星中心

新界葵涌青山公路葵涌段412-416號及

和宜合道1-3號
232(TW)

葵英大廈 葵涌石文徑3號 221(TW)
葵涌大廈 葵涌石貝街18-20號 178(TW)
葵涌工業大廈 新界葵涌藍田街15-19號 25(TW)
葵涌中心 葵涌葵興路100-102號 168(TW)
葵涌守運樓 葵涌榮芳街1-5號 151(TW)
葵涌志昌樓 葵涌大隴街14-24號 36(TW)
葵涌和豐工業中心 新界葵涌打磚坪街68 號 486(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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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涌花園 葵涌和宜合道50-56號 187(TW)
葵涌青山道531–535號 新界葵涌 DD450L 744 401(TW)
葵涌南華工業大廈 新界荃灣葵涌圳邊街1號 252(TW)
葵涌建明樓 新界葵涌打磚坪街29A-33號 400(TW)
葵涌業豐工業大廈 新界葵涌葵豐街28-36號 300(TW)
葵涌萬成大廈 葵涌禾塘咀街113號 114(TW)
葵涌萬利工業大廈

新界葵涌健康街 KCTL 216

(葵涌健全街10至14號及健康街13號)
136(TW)

葵涌福蔭大廈

新界葵涌梨木道118號

石蔭道151號及

童子街2及4號

292(TW)

葵涌廣場 新界葵涌葵富道7-11號 289(TW)
葵康苑 新界葵涌大窩口道150號 333(TW)
葵俊苑 新界葵涌葵興路93-97號 534(TW)
葵祥大廈 葵涌榮芳路103號 137(TW)
葵都大廈 葵涌大隴街139號 179(TW)
葵富大廈 葵涌和宜合道230號 107(TW)

葵景大廈

葵涌光輝圍27-39號

禾塘咀街79-83號及

耀榮街4-6號

199(TW)

葵發大廈 葵涌石蔭路98-112號 127(TW)
葵華大廈 葵涌大隴街11-19號 210(TW)
葵順工業中心 葵涌貨櫃碼頭路51-63號 77(TW)
葵福大廈 葵涌禮芳街15號 99(TW)
葵德工業中心第一座及第二座 葵涌葵德街15-33號 94(TW)
葵樂大廈 葵涌榮芳路79 號 117(TW)
葵賢苑 新界葵涌大廈街43號 334(TW)
葵興工業大廈 新界葵涌圳邊街10-18號 18(TW)
葵興邨

新界葵涌禾葵里2號

葵興路103號
338(TW)

葵龍大廈 葵涌大隴街53-73號 165(TW)
葵豐樓 葵涌屏麗徑5-11號 111(TW)
葵麗大廈 葵涌石蔭路29-45號 177(TW)
葵寶大廈 葵涌梨木道102-116號 100(TW)



荃灣 - 23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葵灣工業大廈 (已清盤) 葵涌永建路2號 119(TW)
裕林工業大廈 荃灣葵涌葵定路32-40號 17(TW)
裕林第二工業大廈 葵涌嘉定路8, 10, 12 及 14號 458(TW)
裕林第三工業大廈 新界葵涌健全街6-8號 305(TW)
裕豐工業大廈 荃灣柴灣角街35-45號 426(TW)
運昌樓 新界荃灣沙咀道131/137號 412(TW)
運芳洋樓 葵涌興芳路180號 40(TW)
運盛樓

新界荃灣芙蓉街9-12號及

享和街2-6號
293(TW)

運通洋樓 新界荃灣運通街8號 5(TW)
運興樓 荃灣兆和街24-28號 352(TW)
達利中心 葵涌梨木道88號 329(TW)
達明工業大廈 新界葵涌打磚坪街44-52號 277(TW)



荃灣 - 24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僑光工業大廈 葵涌嘉慶路6-10號 144(TW)
嘉御龍庭 新界荃灣青山公路汀九段321號 360(TW)
嘉富閣 九龍荔枝角鐘山臺14A-B號 205(TW)
嘉華樓(荃灣)

新界荃灣享成街11-17號及

享和街16-22號
386(TW)

嘉新大樓 新界荃灣路德圍52號 34(TW)
壽幸工業中心名稱更改為TCL工業中心 新界荃灣大涌道8號 265(TW)
寧峰苑 新界葵涌梨木道99號 331(TW)
榮安大廈 荃灣大河道26號 224(TW)
榮亞工業大廈 荃灣沙咀道381-391號 88(TW)
榮來工業大廈 葵涌永立街8-14號 78(TW)
禎昌工業大廈 葵涌葵昌路1-7號 97(TW)
維京科技商業中心 A 座及 B 座 新界葵涌打磚坪街93號 474(TW)
翠瑤苑 新界葵涌荔枝嶺路1號 309(TW)
翠景臺 新界荃灣青山公路汀九段6號 538(TW)
翡翠廣場(荃灣) 荃灣沙咀道298號 382(TW)
豪勝閣 下葵涌信芳街30-42號 154(TW)
豪景花園 新界青山公路青龍頭段100號 321(TW)
豪華工業大廈 葵涌葵昌路26-38號 148(TW)
豪華閣 荃灣上葵涌大白田街41號 54(TW)
豪輝花園第一座 荃灣西樓角路218-220號 240(TW)
豪輝花園第二座 荃灣西樓角路222-224號 237(TW)
遠東第一大樓 新界荃灣三陂坊20-26號 419(TW)
銀行大廈 葵涌大隴街23-51號 47(TW)



荃灣 - 25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億萬工業中心 葵涌梨木道4-30號 59(TW)
寬德大廈 新界葵涌盛芳街40號 32(TW)
廣發大廈( 第一期 ) 荃灣沙咀道268號 2(TW)
廣發大廈( 第二期 ) 新界荃灣沙咀道268號 3(TW)
德士古道23號 新界荃灣德士古道23號 433(TW)
德士古道25號 新界荃灣德士古道25號 428(TW)
德士古道53號 新界荃灣德士古道53號 521(TW)
德大閣 葵涌德大徑3號 242(TW)
德仁樓(第二期) 新界荃灣沙咀道333-335號 388(TW)
德仁樓第四期 新界荃灣街市街21-25號及川龍街9-13號 501(TW)
德仁樓五期 新界荃灣眾安街43-45號 493(TW)
德仁樓六期 新界荃灣沙咀道325-331號 212(TW)
德仁樓(第七期) 新界荃灣沙咀道337-339號 365(TW)
德仁樓第八期 新界荃灣街市街27-37號 519(TW)
德仁樓第九期 新界荃灣曹公坊12號 477(TW)
德仁樓十四期 新界荃灣路德圍14-18號 435(TW)
德仁樓第十五期 新界荃灣大壩街19-27號 371(TW)
德昌大廈 新界葵涌葵涌道1001號 31(TW)
德昌樓 荃灣川龍街41-47號 340(TW)
德泰大廈 荃灣德士古道35-43號 139(TW)
德華街30及32號 荃灣德華街30及32號 395(TW)
德華樓 荃灣德華街62-72號 202(TW)
德範樓 荃灣德華街2-20號 159(TW)

慶興樓

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223-227號

兆和街1-17號

大河道1-17號

247(TW)

樂悠居 新界荃灣楊屋道138號 485(TW)
樂園( 荔景山路 ) 葵涌荔景山路280號 411(TW)
緯興工業大廈 新界葵涌藍田街37-41號 475(TW)
蔚景花園 新界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520號 301(TW)
誼發大廈 葵涌和宜合道186-218號 41(TW)
賢麗苑 新界葵涌荔景山路180號 323(TW)
滙利工業中心 荃灣荃景圍30-38號 115(TW)



荃灣 - 26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曉峰居第一期 新界葵涌鐘山臺2及3號 275(TW)
曉峰居第二期 新界葵涌鐘山臺6/6A號 282(TW)
曉峯居第三期 新界葵涌鐘山臺25及26號 278(TW)
曉峰豪園 新界葵涌鐘山臺28號 280(TW)
興芳路葵豐大廈 葵涌興芳路196號 126(TW)
錦華大廈 葵涌石蔭路21號 83(TW)
錦濱工業大廈

新界葵涌葵榮路13-19號及

葵涌道26號
21(TW)

錦豐園 新界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458-466號 319(TW)
龍華樓

新界荃灣川龍街46-62號

鱟地坊15-27號
345(TW)

龍騰閣 青山公路青龍頭段88-90號 TLTL 61 163(TW)



荃灣 - 27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爵悅庭 新界荃灣楊屋道100 號 484(TW)
聯和大樓 荃灣海壩街140-146號 378(TW)
聯發工業第三大厦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123-129號 520(TW)
鍾山台24號 九龍荔枝角鐘山臺24號 234(TW)
鍾意恒勝中心

新界葵涌葵豐街2-16號及

貨櫃碼頭路71-75號
343(TW)



荃灣 - 28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芬記工業大廈名稱更改為豐盛中心 新界荃灣灰窰角街42-44號 347(TW)



荃灣 - 29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羅氏美光發展大廈 葵涌葵定路10-16號 110(TW)
麗城花園(第一期) 新界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530-590號 259(TW)
麗城花園第二期 新界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620號 250(TW)
麗城花園 第三期 新界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625號 236(TW)
麗海別墅 新界青山公路11咪半 62(TW)
麗晶中心 葵涌和宜合道63號及打磚坪街70號麗晶中心 527(TW)



荃灣 - 30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寶成大樓

荃灣大河道77-85號

鱟地坊24-30號及

鱟地坊70-72號

216(TW)

寶星中心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5-27號及

打磚坪街1-25號
356(TW)

寶雲匯 新界荃灣荃錦公路98號 361(TW)

寶業大廈
荃灣德士古道62-70號及

沙咀道391-407號
120(TW)

蘇濤工商中心 新界葵涌葵秀路11-15號 251(TW)
蘊崇大廈

新界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117-121號

荃灣街市街115-119號
264(TW)

鐘山台10 及11 號 荃灣鐘山臺10及11號 325(TW)
鐘山臺21至22號 新界荃灣鐘山臺21-22號 389(TW)



荃灣 - 31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疊翠苑 新界青山公路汀九段242號 233(TW)



荃灣 - 32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灝景灣 新界青衣牙鷹洲街8號 351(TW)



荃灣 - 33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灣景花園 新界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633號 244(TW)



荃灣 - 34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 新界荃灣 DD451L 1362 346(TW)
壽幸工業中心名稱更改為TCL工業中心 新界荃灣大涌道8號 265(TW)



元朗 - 1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三號花園 元朗錦上路24A-D大窩 334(YL)
大夫第花園(第一期) 新界元朗新田永平村131號 (DD102L 3449) 253(YL)
大夫第花園(第二期) 新界元朗新田永平村131號 (DD102L 3463) 254(YL)
大棠路安福大樓 新界元朗大棠路48-72號 296(YL)

大棠樓
新界元朗牡丹街31/37號及

大棠路29/33號
243(YL)

大福大廈 新界元朗建德街69號 76(YL)
大福中心 新界元朗建德街9-33號 123(YL)
大興大廈 泰衡街 (YLTL 261) 16(YL)



元朗 - 2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丹桂花園 新界元朗洪水橋 DD124L 4175 39(YL)
仁義大廈 新界元朗建業街 YLTL 295 42(YL)
仁翠苑 元朗安寧路76-98號 5(YL)
元岡圍怡康花園 新界元朗 DD106L 1546 S.A-H, J-N, P-U & (RP), DD106L 1565 S.B-H, J-L & (RP) 124(YL)
元朗大棠路好景樓 新界元朗大棠道61-67號 174(YL)
元朗大廈 元朗青山公路元朗段196-202號 15(YL)
元朗小珠樓 新界元朗水車館里11號 340(YL)
元朗丹桂軒 新界元朗洪水橋丹桂村50號 294(YL)
元朗元新大廈 新界元朗又新街13號 100(YL)
元朗天盛苑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晴街3號 180(YL)
元朗文丞樓 新界元朗教育路132/138號 277(YL)
元朗民祐樓 新界元朗元朗安寧路37/39 號 360(YL)
元朗民康大廈 新界元朗西裕街17號 264(YL)
元朗永泰樓 新界元朗元朗安興街6/10號 275(YL)
元朗永富閣 元朗鳳攸北街2/6號 94(YL)
元朗永興大廈 YLTL 127 38(YL)
元朗玉成大廈 新界元朗YLTL 270 32(YL)
元朗百宜樓 新界元朗教育路26/34號 389(YL)
元朗安寧路福安樓 新界元朗安寧路65-79號 382(YL)
元朗光明樓 新界元朗新街34-36號 380(YL)
元朗光華中心 新界元朗阜財街34-46號 315(YL)
元朗兆豐樓 新界元朗教育路68號 237(YL)
元朗吉祥樓 新界元朗元朗安寧路51-53號 181(YL)
元朗同昌樓 新界元朗元朗安寧路59號 B 363(YL)
元朗同福大樓 新界元朗大馬路186-194號 35(YL)
元朗同盛樓 新界元朗橋樂坊6號 306(YL)

元朗同樂街鴻福樓
新界元朗同樂街25/29號及

福德街38/42號
335(YL)

元朗合益有限公司大樓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元朗段25號 213(YL)
元朗安利大樓 新界元朗元朗安寧路100-108號 282(YL)



元朗 - 3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元朗安定樓
新界元朗元朗安寧路41/45號及

同樂街24號
206(YL)

元朗安泰樓 新界元朗安興街59-67號 395(YL)
元朗安榮樓 新界元朗安寧路5-9號及元朗炮仗坊2-6號 391(YL)
元朗安基大廈 新界元朗俊賢坊28號 24(YL)

元朗安康樓
新界元朗安康路7-19號及

安興街69-71號
242(YL)

元朗安寧大廈 新界元朗馬田路 (YLTL 239) 20(YL)
元朗安寧路大利樓 新界元朗元朗安寧路63號 298(YL)
元朗安寧路安寧樓 新界元朗安寧路170,172,174及176-190號及媽廟路2號 385(YL)

元朗安寧路利群樓
元朗安寧路20-24號及

橫洲路2-10號
97(YL)

元朗安樂樓 新界元朗安寧路47/49號及同樂街31號 366(YL)
元朗安輝樓 新界元朗元朗安興街30-40B號 179(YL)
元朗安興街祥康樓 新界元朗元朗安興街82-90號 249(YL)
元朗安景樓安名樓文德樓 新界元朗合益路81-97號 378(YL)
元朗利景樓 新界元朗康景街9號 27(YL)
元朗利群樓 元朗安樂路35/47號 17(YL)
元朗宏豐大廈 元朗阜財街14號 72(YL)

元朗牡丹樓
新界元朗牡丹街25/29號及

紅棉圍26/30號
226(YL)

元朗良材大樓一期
新界元朗屏輝徑2-44號及

屏昌徑5-11號
287(YL)

元朗良材大樓二期 新界元朗屏昌徑17號 400(YL)
元朗京華閣 新界元朗馬田路14-18號 401(YL)
元朗泰祥街7號 新界元朗元朗泰祥街7號 394(YL)
元朗京城閣 新界元朗元朗安興街24-28號 375(YL)
元朗東堤街東昇樓 新界元朗東堤街8A-8B號 399(YL)
元朗怡安苑(第10-13, 15-23, 25-27, 30-33, 35-41座) 新界元朗新圍村85及86號 343(YL)
元朗怡安樓 新界元朗阜財街51-53號 345(YL)
元朗怡康大廈 元朗安駿里2號 YLTL 446 111(YL)
元朗怡景樓 新界元朗新街14-16號 317(YL)



元朗 - 4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元朗怡豐大廈 新界元朗又新街31, 31A-31F, 33, 33A-33D, 35及35A號 120(YL)
元朗怡豐花園 元朗馬田路38號 95(YL)
元朗昌威大廈 新界元朗鳳攸北街9A號 (YLTL 433) 113(YL)
元朗昌盛大廈 元朗宏發徑3號 30(YL)
元朗昌盛徑元通樓 新界元朗昌盛徑18號 313(YL)
元朗昌發大廈 新界元朗大棠路48A-K號 131(YL)
元朗明珠樓 元朗安樂路YLTL 95 11(YL)

元朗金城樓第一座第二座
新界元朗屏會街1-5號及

元朗安寧路162A,162B,164-168號
297(YL)

元朗金馬大廈
新界元朗鳳祥路45-67號及

鳳香街24-32號
119(YL)

元朗金堂樓 新界元朗合益路65-71號 283(YL)
元朗金華樓 新界元朗同樂街10/16號 156(YL)
元朗金輪樓 新界元朗元朗泰祥街9-15號 229(YL)
元朗金豐大廈 新界元朗YLTL 422元朗大馬路39號 79(YL)
元朗金寶大廈 元朗擊壤路9號 (YLTL 88) 3(YL)
元朗金寶樓 新界元朗同樂街2-8號 154(YL)
元朗信發大廈 新界元朗水車館街38-60號 337(YL)
元朗保安樓 青山公路元朗段2號 14(YL)
元朗保定樓 新界元朗元朗炮仗坊13/25號 279(YL)
元朗保輝樓 新界元朗元朗安寧路70/74號 285(YL)
元朗冠豐大廈 新界元朗鳳翔路70號 286(YL)
元朗南天大廈 元朗教育路37號 104(YL)

元朗建成樓
新界元朗合財街22-24號及

牡丹街1,3,5及7號
268(YL)

元朗建輝大廈 新界元朗鳳祥路69號 136(YL)
元朗炮仗坊14-28號 新界元朗元朗炮仗坊14-28號 (DD120L 3676) 212(YL)

元朗炮仗坊順興樓

新界元朗炮仗坊1/9號,
西堤街19/27號,
元朗安寧路1/3號

351(YL)

元朗珍寶樓
新界元朗元朗炮仗坊11-11B號及

西堤街3-5號
173(YL)



元朗 - 5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元朗美滿樓 新界元朗合益路50/68號 319(YL)
元朗恒昌大廈 元朗炮仗坊48號 66(YL)
元朗恒富大廈 元朗又新街38號 115(YL)

元朗恒隆大廈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元朗段96號及

大棠道7號
207(YL)

元朗恒暉大廈 新界元朗西堤街2號 265(YL)

元朗泰祥大廈
新界元朗元朗泰祥街23-29號及

元朗東堤街2, 4, 6及8號
184(YL)

元朗泰豐街1-5 號遠東樓 新界元朗泰豐街1-5號 223(YL)
元朗益發大廈 元朗鳳攸北街11-15號 (YLTL 321) 107(YL)
元朗商業中心 新界元朗教育路18-24號 (YLTL 269) 103(YL)
元朗國華大廈 新界元朗元朗大馬路142-148號 12(YL)
元朗基業大樓 新界元朗元朗安興街5-9號 205(YL)
元朗康德閣 新界元朗牡丹街23號 284(YL)
元朗教育路快活樓 新界元朗教育路43-49號 320(YL)
元朗教育路紫荊樓(第一期) 新界元朗教育路51/61號 311(YL)

元朗教育路鴻運樓
新界元朗教育路101/121號及

安康路1號
288(YL)

元朗祥發大廈 新界元朗裕景坊14, 14A, 14B,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32A, 32B及32C號 236(YL)
元朗順興大樓 新界元朗合益路55-63B號及建德街2-8號 383(YL)
元朗傑文樓A座 新界元朗谷亭街1號 321(YL)
元朗傑文樓B座 新界元朗谷亭街3號 322(YL)
元朗傑文樓C座 新界元朗谷亭街5號 323(YL)
元朗傑文樓D座 新界元朗谷亭街7號 324(YL)
元朗傑文樓E座 新界元朗谷亭街9號 325(YL)
元朗傑文樓F座 新界元朗谷亭街11號 326(YL)
元朗傑文樓G座 新界元朗谷亭街13號 327(YL)
元朗傑文樓H座 新界元朗谷亭街15號 328(YL)
元朗傑文樓I座 新界元朗谷亭街17號 329(YL)
元朗傑文樓J座 新界元朗谷亭街19號 330(YL)
元朗凱旋樓 新界元朗合益路92-100號 182(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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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元朗喜利大廈
元朗青山公路211-223號及

擊壤路2-10號
23(YL)

元朗富安大廈 元朗建德街18號 67(YL)
元朗富盛大廈 元朗西菁街9號 99(YL)
元朗富景樓 新界元朗合益路78-84號 308(YL)
元朗富麗花園 新界元朗唐人新村路112號 195(YL)
元朗華安苑 新界元朗新田新圍村138號 302(YL)
元朗華恩樓 元朗康景街23號 273(YL)
元朗華健大廈 元朗達輝徑3號 88(YL)
元朗貿易中心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99-109號 168(YL)
元朗鈞樂新邨(一期) 新界元朗十八鄉 318(YL)
元朗鈞樂新邨(二期) 新界元朗十八鄉 331(YL)
元朗運興樓 新界元朗合益路38、40號, 又新街61、63、65號及建業街65、67號 404(YL)
元朗順好樓 新界元朗合財街36-44號 280(YL)
元朗順通樓 新界元朗紅棉圍7-13號 304(YL)
元朗順豐大廈 元朗鳳攸北街5/9號 274(YL)
元朗新景樓 新界元朗合益路72號 169(YL)
元朗新裕樓 新界元朗福德街44/54號 358(YL)
元朗新榮樓 新界元朗元朗安寧路61號 197(YL)
元朗福興樓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232-232B號 374(YL)
元朗萬昌樓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元朗段239-247及247A號 248(YL)
元朗新基樓 新界元朗教育路25-29號 396(YL)
元朗萬華大樓 新界元朗炮仗坊27-37號 346(YL)
元朗裕景坊興發樓 新界元朗裕景坊11號 339(YL)
元朗裕發大樓 元朗安興街60-80號 53(YL)

元朗嘉好大廈
新界元朗康樂路27-29及31號及

康景街25-31號
125(YL)

元朗嘉利園 元朗坳頭 DD60L 118 93(YL)
元朗榮光大廈 新界青山公路元朗段68-76 號 356(YL)
元朗榮發樓 新界元朗安樂路49/57號 368(YL)
元朗榮豐大廈 新界元朗YLTL 439又新街40號 81(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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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元朗碧豪苑第三期 新界元朗第六街28-32, 36-38, 42, 46-52號 228(YL)
元朗維園山莊 新界元朗福順街33號 316(YL)
元朗福來樓 新界元朗安寧路11/17號 292(YL)
元朗福昌樓 新界元朗媽橫路21-43號 204(YL)
元朗福星樓 新界元朗大陂頭徑14-24號 305(YL)
元朗壽富街5號 新界元朗第120約地段3675號F分段餘段 347(YL)
元朗慶年大樓 元朗合益路30-36號 370(YL)
元朗德祥大樓 新界元朗洪水橋DD124L 4177 40(YL)
元朗樂富大廈 新界元朗福田徑2-16號 21(YL)
元朗興旺大廈 新界元朗水車館街70, 72, 74, 76, 78, 80, 82, 84, 86及88號 134(YL)
元朗興旺樓 元朗YLTL 285西菁街 62(YL)
元朗興隆樓 新界元朗紅棉圍2-14號及合財街26-28號 372(YL)

元朗錦安花園
新界元朗錦田錦上路

DD109L 370-376 & DD106L 532 (RP) 117(YL)

元朗錦華樓(泰豐街) 新界元朗泰豐街17-25號 (YLTL 190 & 192) 158(YL)
元朗頤景居 新界元朗洪水橋大街63號 357(YL)
元朗龍珠樓 新界元朗元朗安興街12-18號 235(YL)

  元朗建安樓   新界元朗安樂路77/81號及元朗東堤街1/5號 367(YL)

元朗聯勝樓
新界元朗安樂路83/87號及

東堤街7/11號
160(YL)

元朗聯發樓
新界元朗媽橫路11-13號及

屏昌徑14-48號
188(YL)

元朗鴻運樓 新界元朗元朗安寧路21/35號 177(YL)

元朗豐年樓
新界元朗大陂頭徑26-36號及

豐年路7號
295(YL)

元朗豐財樓富財樓

新界元朗合財街2-10號,
新街2-12號及

阜財街45-49號
314(YL)

元朗豐裕樓 新界元朗教育路70-86號 309(YL)

元朗豐興樓
元朗康樂路33-35 號及

元朗教育路36-42號
332(YL)

元朗麗珍樓 元朗安寧路111/113號 398(YL)
元朗麗珊園 新界元朗洪堤路3號 209(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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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元朗麗豪軒 新界元朗 DD115L 1507 152(YL)
元朗寶威大廈 新界元朗德業街6-14號 189(YL)

元朗寶發大廈
元朗大棠路22A及22B, 24, 26-30號

裕景坊1-5, 7A-7E號
89(YL)

元朗寶豐大廈 新界元朗元朗安寧路59A號 144(YL)
元朗寶益樓 新界元朗安良里7號 349(YL)

元朗艷虹樓
新界元朗東堤街13號及

元朗安樂路89-93號
301(YL)

元祥樓
新界元朗元朗安興街1及3號及

馬田路8-12號 178(YL)

元達樓 新界元朗教育路81,83,83A,85,85A,85B及85C號 364(YL)
天祐苑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盛路1號 201(YL)
天富苑 新界天水圍天秀路15號 262(YL)
天愛苑 新界元朗天水圍市(TSWTL 13) 222(YL)
天麗苑 新界元朗 TSWTL 21 139(YL)
文業樓 新界元朗元朗安寧路81/91號及撃壤路20/22號 362(YL)
文裕大廈 新界元朗泰豐街2-14號 148(YL)
日新大廈 元朗日新街5號 87(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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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四季雅苑 新界元朗錦田公路233號 310(YL)
四季豪園 新界元朗錦上路157號 336(YL)
永發大樓 元朗媽廟路12-42號 52(YL)
玉桂園 洪水橋丹桂村路80號 70(YL)
玉龍樓 新界元朗鳳琴街18號 121(YL)
田心居 新界元朗洪水橋大街21號 220(YL)
88 石埗路 新界元朗石埗路88號 341(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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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兆日樓 新界元朗俊賢坊8號 211(YL)
吉慶花園 新界元朗錦上路 DD109L 349 S.A - N & (RP) 105(YL)
同益大廈 新界元朗裕景坊8號 127(YL)
同發大廈 元朗屏會街9號 (YLTL 81 & 119) 18(YL)
名御 新界元朗大棠路101號 338(YL)
合益大廈 新界元朗又新街60號 31(YL)
合益商業中心及合益樓 元朗合財街33號 YLTL 292 92(YL)
合益路好景洋樓 新界元朗合益路16號 25(YL)
合益廣場A座 新界元朗牡丹街20號 157(YL)
合益廣場B座 新界元朗牡丹街2號 281(YL)
好利洋樓 新界元朗壽富街YLTL 202 34(YL)
好旺洋樓 新界元朗裕榮徑11號 122(YL)
好悅洋樓 新界元朗安良里5號 90(YL)
好彩洋樓 元朗安興街50號 YLTL 286 44(YL)
好盛洋樓 元朗錦輝徑28號 98(YL)
好景樓 元朗安寧路YLTL 139 8(YL)
好發洋樓 元朗西裕街18號 46(YL)
好順利大廈 新界元朗鳳攸南街9號 77(YL)
好順泰大廈 新界元朗西菁街10號 312(YL)
好順景大廈 新界元朗鳳攸南街3號 73(YL)
好順意大廈 元朗鳳攸東街9號 64(YL)
好順福大廈 元朗壽富街60號 271(YL)
安勁工業大廈 新界元朗宏業東街22號 218(YL)
安樂工業大廈 元朗安樂路109及111號 28(YL)
年旺樓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161號 (YLTL 58) 151(YL)
年發大廈 新界元朗鳳群街2號 (YLTL No. 331) 112(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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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利發大樓 新界元朗康樂路 YLTL 284 22(YL)
君逸軒 新界元朗十八鄉田寮村228號 348(YL)
均華樓 新界元朗合財街46-62號 176(YL)
宏富苑 新界元朗宏業西街29號 393(YL)
宏發大廈 新界元朗宏發徑8號 142(YL)
宏業工貿中心 新界元朗宏業東街18號 407(YL)
足彬大廈 元朗達輝徑 YLTL 300 36(YL)
沙井路19號啓欣軒二期 新界元朗沙井路19號 353(YL)

芊逸居
新界元朗吉慶圍330號

錦上路9號
200(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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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京都閣 新界元朗教育路71/79號 172(YL)
卓雅花園 新界元朗洪水橋丹桂村路7號 47(YL)
定福花園 元朗橫洲 71(YL)
尚悅‧嶺 新界元朗大棠路99A號 408 (YL)
尚豪庭 新界元朗寶業街18號 365(YL)
幸福樓一期 新界元朗媽廟路 (YLTL 120) 202(YL)
幸福樓四期 新界元朗媽橫路69-89號 (YLTL 195) 163(YL)

幸福樓多福樓百福樓洪福樓

幸福樓 新界元朗洪水橋盈福街5號

多福樓 新界元朗洪水橋盈福街7號

百福樓 新界元朗洪水橋盈福街9號

洪福樓 新界元朗洪水橋盈福街11號

333(YL)

昌裕大廈 元朗青山公路143-151號 7(YL)
明雲閣 新界元朗金祥坊2號 359(YL)
芙蓉園 新界元朗屏山屏興里1號 289(YL)
采茵軒 新界元朗唐人新村路118號 225(YL)
金倫大廈 新界元朗康樂路裕景坊31號 49(YL)
金朗大廈 新界元朗大棠道41-59號 2(YL)
金莎花園 新界元朗沙井路33號 215(YL)
金源大廈

元朗青山道22-26號
元朗青山公路22-26號 61(YL)

金碧花園 新界元朗唐人新村 DD121L 2030 96(YL)
金福閣 新界元朗西裕街5-11號 263(YL)
金豪大廈 元朗大馬路 YLTL 263 45(YL)
金閣豪園 新界元朗洪水橋洪水橋大街23號 166(YL)
金龍樓 新界元朗鳳琴街22號 126(YL)
金爵花園一期(新翼) 元朗八鄉上村601-605號 269(YL)
金爵花園一期(舊翼) 元朗八鄉上村600號 270(YL)

金禧樓及金輝大廈

(即金禧樓B座)

新界元朗錦輝徑33-41號及

裕榮徑3-5號及

新界元朗錦輝徑1-31號及

西裕街4-12號

(YLTL 130)

106(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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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冠煌樓 元朗安寧路2-18號 68(YL)
南祥大廈 元朗泰祥街17-21號 58(YL)
厚德樓 新界元朗紅棉圍3號 167(YL)
威王花園 DD109L 363 S.B, S.D, S.F, S.G, S.H, S.I, S.J, S.M, S.N, S.O, S.P, S.Q, S.R & S.T 245(YL)
屏山花園 新界元朗 DD122L 1705 199(YL)
屏康居 新界元朗屏山屏康里8號 128(YL)
屏湖花園 DD122PSSL 2 & 4 244(YL)
帝庭居(第二期) 新界元朗屏山屏竹里1號 251(YL)
帝庭居(第一期) 新界元朗屏山屏竹里8號 252(YL)
建威大廈 元朗又新街27, 27A-27B, 29A-29J 及29號 84(YL)
建益樓 新界元朗合益路86-90號 217(YL)
建德樓 新界元朗建德街10-16號 41(YL)

柏雨花園

元朗翠柏路1-16號

甘雨路1-2號

瓊園路1-2號

百花路1-9號

299(YL)

柏麗豪園 新界元朗公園南路23號 361(YL)
洪水橋丹桂苑 DD124L 3963 6(YL)
洪水橋翠珊園一至九座 元朗洪水橋青山公路DD124L 4212 & 4213 56(YL)
洪水橋翠珊園十至十四座 新界元朗洪水橋青山公路DD124L 4212 & 4213 57(YL)
洪水橋德慶大樓 新界元朗洪水橋 (DD124L 4178) 258(YL)
流浮山深灣畔 新界元朗流浮山深灣路233號 293(YL)
珍珠樓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元朗段1號 219(YL)

皇冠花園 (新圍)
新界元朗 DD125L 644 S.C SS.1-22, 644 S.C SS.24 & S.C (RP), 644 S.D SS.1-46 &
S.D (RP), 652 S.A-H, J-N, P-V & (RP) 149(YL)

紅棉洋樓 新界元朗大棠道35/39號 175(YL)
紀業樓 新界元朗合益路9-15號 130(YL)
恒發樓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12號 135(YL)
恒運樓 新界元朗俊賢坊2號 165(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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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威夷豪園 新界元朗新潭路83號 276(YL)
家安花園 新界元朗庸園路1號 224(YL)

振輝花園
新界元朗木橋頭村132號

DD119L 1998 S.B-H, J-N, P-U 150(YL)

振興新村 元朗 DD120L 3875 80(YL)
振聲花園 新界元朗楊屋村91A號 170(YL)
時益大廈 元朗壽富街65號 51(YL)
時景花園 新界元朗建德街45號 255(YL)
原築 新界元朗十八鄉路83號 381(YL)
娉廷 新界元朗屏山屏葵路28號 403(YL)
彩虹軒 新界元朗唐人新村屏山里9號 390(YL)
朗月軒 新界元朗橫台山河瀝背79號 239(YL)
朗怡居 新界元朗鳳翔路99號 234(YL)
朗屏邨 新界元朗朗屏路1號 266(YL)
朗峰園 新界元朗洪順道9號 210(YL)
朗景臺 新界元朗馬田路50 號 231(YL)
朗逸豪園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屏山段128號 208(YL)
泰來花園 新界元朗逢吉鄉301號 247(YL)
泰豐街翠華樓 元朗泰豐街7/11號 272(YL)
海棠花園 元朗八鄉蓮花地234號 83(YL)
海錦花園 新界元朗錦綉花園大道8號 138(YL)
海錦豪園 新界元朗錦綉花園大道9號 221(YL)
海外信託銀行元朗大廈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元朗段95-97號 405(YL)
益利大廈 元朗建德街26號 129(YL)
益群樓 元朗泰豐街16-18號 377(YL)
益輝大廈 新界元朗西菁街20號 203(YL)

馬寶花園
元朗唐人新村沙井路25號

DD121L 2018 101(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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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景園 新界元朗丹桂村路63號 (DD124L 4272) 108(YL)
意花園 新界元朗新潭路75號 402(YL)

基達花園第一期
元朗屏山屏唐西街11號

DD121L 1807 (RP) 102(YL)

啓欣軒一期 新界元朗沙井路23號 388(YL)
康屏花園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133號 (DD122L 1602 (RP)) 216(YL)
康苑 新界元朗屏山沙井路28號 118(YL)

康寧樓(康景街1號)
新界元朗元朗康樂路7-11號及

康景街1號
241(YL)

康樂廣場 新界元朗元朗康樂路8號 141(YL)
御景園 新界元朗公園南路25號 186(YL)
御豪山莊 新界元朗公園北路38號 171(YL)

捷榮樓
新界元朗大棠路32/34 號及

教育路2/6 號 232(YL)

教育路永興樓 新界元朗教育路104-126號 303(YL)
教育路安樂樓 新界元朗教育路128-130號 386(YL)
教育路福照樓 新界元朗教育路63/69號 307(YL)

盛發大廈
元朗水車館街41及43號及

元朗泰祥街10-30號
290(YL)

連勝大廈 元朗水車館街1A-1F, 1, 3, 5, 7, 9, 11, 13號 82(YL)



元朗 - 16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喜業工廠大廈 新界元朗喜業街2號 116(YL)
富好大樓 新界元朗教育路3-7號 260(YL)
富來花園 媽橫路7號 YLTL 427 114(YL)
富怡花園 新界元朗廈村市29E 140(YL)
富怡花園二期 新界元朗廈村市30號 198(YL)
富祐閣 新界元朗又新街37-51, 51A-N及51P號 230(YL)
富祥樓 新界元朗元朗安寧路93號 (YLTL 115 & 143) 162(YL)
富華工業大廈 元朗喜業街/ 宏業街 YLTL 358 48(YL)
富達廣場 新界元朗西菁街23號 246(YL)
富寧樓 新界元朗元朗安寧路55/57號 196(YL)

富銀花園
新界元朗 DD106L 1885 S.A-H, 1885 (RP), 1886 S.A-B, 1886 (RP), 1482, 1483,
1484 S.A (RP), 1484 S.B (RP), 1884 (RP), 244 (RP), 1480 (RP) & 1481 (RP) 145(YL)

富興大廈 青山公路元朗段224號 13(YL)

富麗山莊

新界元朗流浮山鰲磡123號

DD129L 2535 S.A SS.2, 2535 S.A (RP), 2535 S.B-C & (RP), 2560 S.A SS.1-3 &
(RP), 2560 S.B-D & (RP), 2562 S.A-C, 2562 S.D (RP), 2563 (RP), 2564 (RP), 2565
(RP), 2566 S.A-E & (RP) & 2567 (RP)

153(YL)

普利樓 新界元朗泰豐街20-24號 193(YL)
港威豪園(八鄉) 新界元朗八鄉田心村706-740號 350(YL)
紫荊樓二期 新界元朗元朗安寧路138/160及160A號 161(YL)
菁雅居 新界元朗洪水橋丹桂村路60號 (DD124L 4285) 109(YL)
菁雅居第2期 新界元朗丹桂村路60號 (DD124L 4290) 227(YL)

華昌樓華盛樓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元朗段206-216號及

大陂頭徑2-12號
291(YL)

華翠豪園 新界元朗馬田路88號 159(YL)
逸林首府 新界元朗公庵路328號 397(YL)
逸翠軒 新界元朗沙井路38 號 233(YL)

鈞德樓
元朗康樂路13-25號及

康景街2-20號 85(YL)

雅妍花苑 新界元朗上攸田村70號 240(YL)
雅珊園 新界元朗洪水橋洪堤路8號 257(YL)
雅樂花園 新界元朗洪水橋丹桂村6號 60(YL)



元朗 - 17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順發大樓 新界元朗教育路YLTL 283 74(YL)
順發樓 元朗擊壤路17號 19(YL)



元朗 - 18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勤業樓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225/237號

擊壤路1-5號 (YLTL 53) 155(YL)

溱林 新界元朗洪順路18號 369(YL)
福德街18-36號及同樂街22號 新界元朗福德街18-36號及同樂街22號 387(YL)
新元朗中心 新界元朗朗日路8號 278(YL)
新界元朗康城寶城大廈 元朗教育路88號 1(YL)
新基大廈 元朗青山公路56-60號 54(YL)
新圍新麗花園 新界元朗新圍301-304,306-312號 379(YL)
瑞豐華庭 新界元朗洪水橋(DD124L 4295) 250(YL)
萬豐大廈 元朗鳳群街11-15號 37(YL)
置富中心 新界元朗又新街56號 147(YL)
葡萄園 新界元朗牛潭尾路23 號 352(YL)
裕豐洋樓 元朗安寧路59號 69(YL)
鉅發大廈 新界元朗合財街19號 259(YL)
雍翠豪園 新界元朗鳳琴街1號 191(YL)



元朗 - 19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嘉城大廈 新界元朗教育路15, 17及19號 194(YL)
嘉華工業大廈 新界元朗喜業街7-11A號及良業街8,10-12A號 406(YL)
榮興閣 新界元朗水車館街90號 267(YL)
榮禧苑 新界元朗楊屋村96號 (DD60L 116) 256(YL)

滿利大廈
新界元朗建業街96-104號及

又新街53-59號
190(YL)

碧豪苑第一期 新界元朗米埔青山公路80號 55(YL)
碧豪苑第二期 元朗青山公路80號米埔段 75(YL)

福順樓
新界元朗媽橫路45-67號及

屏會街23-25號
261(YL)

福業樓 元朗擊壤路12號 50(YL)
福達工業大廈及姚達之工業大廈 新界元朗橫洲路16號 63(YL)
精英大廈 新界元朗福德街56號 29(YL)
翠峰 元朗唐人新村孖峰嶺路23號 342(YL)
翠巒 新界元朗牛潭尾新潭路93號 384(YL)
綠悅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屏山段131號 392(YL)
翠逸豪園 新界元朗 DD105L 2087 187(YL)
翠韻華庭 新界元朗公園南路1號 214(YL)
豪景富居 新界元朗錦田錦上路 DD109L 2040 吉慶圍250號 164(YL)
遠東發展元朗大廈 元朗安樂路 YLTL 128 65(YL)
遠景花園第1至11座(元朗) 新界元朗廈村錫降圍111號 354(YL)
遠景花園第12至13座(元朗) 新界元朗廈村錫降圍111號 355(YL)
銀田花園 元朗馬田村400號 344(YL)
銀禧花園 元朗洪水橋丹桂村路8號 43(YL)
鳳庭苑 新界元朗鳳祥路8號 192(YL)

鳳翔大廈
元朗鳳祥路33-43及

鳳香街20-22號
86(YL)



元朗 - 20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蔚林 新界元朗洪水橋青山公路512及516號 373(YL)
樂成大廈 新界元朗教育路10號 33(YL)
樂家居 元朗唐人新村屏康里10號 91(YL)

樂福小築
新界元朗屏山屏山里

(DD122L 1709 (RP)) 238(YL)



元朗 - 21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曉峰花園(2-3及5-8座) 新界元朗大棠村397-402號 300(YL)
興發大樓 新界元朗教育路9-13號 143(YL)
興隆中心 新界元朗壽富街29號 132(YL)
興業樓 元朗教育路140-146號 10(YL)
錦榮大廈 元朗水車館街 YLTL 470 59(YL)



元朗 - 22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聯昇樓 新界元朗元朗大馬路162-168號 4(YL)
聯發洋樓 新界元朗建業街56-60, 62, 64-86號 26(YL)
鴻發大樓 元朗教育路87-93號 9(YL)

鴻運中心

新界元朗鳳祥路17-31號,
鳳香街2-18號,
鳳琴街15, 17, 19及21號

146(YL)

鴻福樓(元朗) 新界元朗擊壤路7號 376(YL)



元朗 - 23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翹翠峰 新界元朗十八鄉路138號 371(YL)



元朗 - 24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藝典居 新界元朗公園南路9號 183(YL)
麗安花園第一期 新界元朗福順街8號 137(YL)
麗昌花園(第1-30屋號)及

約份120地段號碼1385餘段
新界元朗馬田村272A-G, 280-309號 110(YL)

麗虹花園 新界元朗丹桂村路1號 133(YL)



元朗 - 25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寶豐大廈 新界元朗合益路1-7號 78(YL)



元朗 - 26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名 稱 建築物地址 法團編號

權益大樓 新界元朗俊賢坊18號 185(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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