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科技大學鄭裕彤樓

香港教育大學 - 曹貴子基金 
 會大樓

香港教育大學 - 大埔校園 B、C
 及D座

香港教育大學 - 大埔校園E座

香港單車館

香港貿易發展局展覽服務及營
運中心

海怡半島住戶俱樂部康體大樓

海關總部大樓

消防及救護學院 - 行政大樓

消防及救護學院 - 
消防及救護教育中心暨博物館

消防及救護學院 - 教學大樓

消防及救護學院 - 駕駛訓練中心

國際金融中心1期

國際金融中心2期

現代貨箱碼頭有限公司 - 
行政大樓

終審法院大樓

創紀之城第5期東亞銀行中心

富臨閣

港燈中心

登臺酒店

超級一號貨運站 - 辦公大樓北座

陽光中心

圓洲角綜合大樓

廉政公署大樓

瑞安中心

零碳天地

數碼港1座

數碼港2座

數碼港3座

數碼港4A座

數碼港4B座

數碼港商場

調景嶺體育館

機場中央控制中心

歷山大廈

藍田綜合大樓

醫院管理局大樓

耀中國際學校(幼兒教育部)

灣仔游泳池及港灣道體育館

上水救護站

大欖女懲教所 - 多用途大樓

大欖女懲教所 - 綜合大樓

大欖女懲教所 - 還押犯大樓

小濠灣污水處理廠行政樓

工業貿易大樓

中銀大廈

中銀中心

中環廣場

元朗文化及康樂大樓

友邦大廈

友邦金融中心

天巒1期 住客會所

比華利山別墅住客會所

卡佛大廈

民航處總部

立法會綜合大樓

交易廣塲第1座

交易廣塲第2座

交易廣塲第3座

行政長官辦公室

西九龍法院大樓

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 體育館

告羅士打大廈

亞太中心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東薈城一座

油麻地警署

長沙灣道909號

青衣西南康體大樓

律政中心中座及東座

恒生管理學院(A座)

政府總部

皇府山皇府會

約克大廈

香港中文大學 - 兆龍樓

獲發「卓越級」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證書處所名單

大廈名稱 檢定位置

Ladies’ Recreation Club - May 
Road Building (此樓宇並未有提供中文名稱)

NTT Communications
香港金融數據中心 - 辦公大樓

NTT Communications
香港金融數據中心1期

NTT Communications
香港數據中心

One Midtown (此檢定樓宇並未有提供中文名稱)

九號碼頭辦公大樓

(現代貨箱碼頭有限公司)

九龍公共圖書館

九龍公園體育館

九龍旺角政府合署

九龍城法院大樓

九龍政府合署

九龍灣滙豐大廈

九龍灣體育館

入境事務大樓

土木工程拓展署大樓

土地審裁處大樓

大老山隧道有限公司行政大廈

大赤沙消防局暨救護站

大埔文娛中心

大埔政府合署

大埔體育館

大窩口體育館

大興政府合署

大欖女懲教所 - 新行政樓

大欖懲教所- 行政樓

山景社區會堂

工務中央試驗所大樓

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

中國建設銀行大廈

中銀灣仔商業中心

元朗民政事務處大廈

元朗污水處理廠 - 行政樓

元朗政府合署

元朗劇院

友邦九龍金融中心

友愛體育館

天暉路體育館

天瑞體育館

太子大廈-購物商場

太子大廈-全幢辦公大樓

屯門大會堂

屯門公共圖書館

屯門兒童及青少年院-行政樓

屯門兒童及青少年院-紅棉舍

屯門兒童及青少年院-教學樓

屯門兒童及青少年院-紫荊舍

屯門兒童及青少年院-綜合樓

屯門法院大樓

屯門政府合署

木的地酒店

水務署九龍西區大樓

水務署九龍東區大樓

水務署旺角辦事處

水務署香港區大樓

北角政府合署

北區大會堂

北區政府合署

白沙灣懲教所

石門匯豐大廈

石圍角社區會堂

石硤尾公園體育館

尖沙咀滙豐大廈

尖東救護站

西貢政府合署

西貢壁球場

西貢賽馬會大會堂

西區裁判法院

何文田政府合署

李嘉誠樓及N座

李寶椿大廈

沙田大會堂

沙田公共圖書館

沙田污水處理廠 (化驗室大樓)

沙田污水處理廠 (行政大樓)

D • PARK 愉景新城 1樓育嬰室及哺乳室

K11購物藝術館 1樓育嬰室

Ladies’ Recreation Club (此樓宇並未有提供中文名稱) Main Club House (此檢定地點並未有提供中文名稱)

Manhattan Place (此樓宇並未有提供中文名稱) 地下、低層、中層及高層升降機大堂

MegaBox (此樓宇並未有提供中文名稱) 18樓 (健身及健康中心)

One Harbour Square (此樓宇並未有提供中文名稱)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PopCorn 1 (此樓宇並未有提供中文名稱) 1樓育嬰室

PopCorn 2 (此樓宇並未有提供中文名稱) 地下育嬰室

the L.place (此樓宇並未有提供中文名稱) 11-16樓健身及健康中心

The ONE (此樓宇並未有提供中文名稱) 9-11樓健身及健康中心

The ONE (此樓宇並未有提供中文名稱)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Three Bays (此樓宇並未有提供中文名稱) 會所

V City商場 管理服務辦公室

一號九龍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九倉電訊中心 11樓辦公室 (中銀集團人壽保險有
 限公司)

九倉電訊中心 5-17樓公眾地方

九號碼頭工場大樓 (現代貨箱碼頭有限公司) 2樓工程及規劃部辦公室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 LG樓、UG樓、1樓及7-8樓

九龍貿易中心1座 L1、L2 及 L8 - L35 公眾地方

九龍貿易中心1座 8樓、27樓及28樓辦公室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九龍貿易中心2座 L1、L2 及 L8 - L33 公眾地方 

力寶中心 平台及地下之公眾地方

力寶中心1座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力寶中心2座 702室 (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

力寶中心2座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又一城商業大樓 308室及全幢商業大樓公眾地方

上水廣場 22樓 (教育局新界東區域教育服務處)

上水廣場 1813-17室 (教育局校本專業支援組)

上水廣場 19樓1901室 (上水廣場服務處)

大埔超級城 2樓管理處

大欖角機場多普勒天氣雷達站 辦公室

工業貿易大樓 4樓辦公室(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

 辦事處)

中央郵件中心 5樓辦公室

中信大廈 6-33樓公眾地方

中海日升中心 38樓及39樓辦公室(建造業議會總
 辦事處)

中區總部及分區警署 地下、6樓及7樓辦公室

中國工商銀行大廈 3-40樓公眾地方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沙田中心 14樓辦公室及15樓休息區、會議

 室、演講室及員工飯堂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深水埗中心 7樓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深水埗中心 1-6樓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系統控制中心 地下系統控制辦公室，行政辦公
 室，輸電控制室，配電控制室，
 訪客辦公室及一樓自動化組辦公
 室，運行規劃辦公室，行政人員
 培訓中心

中銀集團人壽保險大廈 6樓辦公室

中環中心 2707室 (AET Flexible Space
 (Hong Kong) Limited)
中環中心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元創方 2樓多用途會堂

公爵大廈 全幢辦公大樓

友邦九龍大樓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天文臺道8號 1701-02室 (嘉信天空)

天水圍(天業路)社區健康中心 地下物業管理辦公室，2樓社區生
 活重整訓練室及2樓評估室

天水圍醫院 全幢大廈辦公室及公眾地方

天璽 會所 (不包括室內游泳池及更衣室)

天巒2期 住客會所 公眾地方

天巒2期 住客會所 體育設施

天巒2期 住客會所 餐廳及休閒區

太古城中心1期 辦公大樓公眾地方

太古城中心3期 辦公大樓公眾地方 (不包括3-12樓)

太古城中心4期 辦公大樓公眾地方

太古廣場1座 4-40樓公眾地方

太古廣場2座 4-36樓公眾地方

太古廣場3座 LG-38樓公眾地方

屯門市廣場第1期 地下47-52號鋪 (渣打銀行 - 屯門
 市廣場分行)

世界貿易中心 28-30樓 (香港房屋協會總辦事處)

世達中心 16樓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生物資訊中心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交易廣場1期及2期 1-2樓辦公室(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
 限公司)

企業廣場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伊利沙伯醫院日間醫療中心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新翼)/ T座 

伊利莎伯大廈 4樓健身及健康中心

光大中心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光電子中心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多盛大廈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如心廣場 15-38樓辦公室

安盛金融大樓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利園1期 49樓及50樓 (希慎興業有限公司

 總寫字樓)

利園1期 辦公大樓公眾地方

宏天廣場 地下入口大堂

希慎廣場辦公大樓 辦公大樓公眾地方

杏花新城 育嬰室

杏花新城(西翼) 頂層(杏花邨會所(西翼))

杏花新城(東翼) 頂層(杏花邨會所(東翼))

貝沙灣灣畔會所 會所（泳池及水療中心除外）

尚湖樓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忠利集團大廈 地下入口升降機大堂

昇悅居 住客會所室內運動場

明愛醫院懷明樓 全幢大廈辦公室及公眾地方

東昌大廈 12樓1201室 (運輸及房屋局- 運

 輸科)

東薈城名店倉 公眾地方

林肯大廈 辦公大樓公眾地方

花園道三號 高座地下及低座地下公眾地方

長江集團中心 18樓、23樓、25樓、26樓及27
 樓辦公室(彭博)

長江集團中心 3樓及7-70樓公眾地方

長江集團中心 30樓辦公室

長江集團中心 65樓辦公室

長江集團中心 10/F 全層

青衣城 1樓顧客服務中心

青衣城 育嬰室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地下校務處、教員室、教員休息室及
 會議室

冠君大廈 22樓辦公室(彭博)

冠君大廈 50樓辦公室

冠君大廈 47樓辦公室

冠君大廈 3-50樓公眾地方

南豐大廈 1201-1207室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管理局) 

建利大廈 地下至2樓健身及健康中心

恒福商場 1樓育嬰室

政府物料營運中心 10樓辦公室

珀麗灣 綠色會所公眾地方

美麗華廣場A座 全幢辦公大樓公眾地方

胡忠大廈 30樓及31樓 (香港貿發局)

飛利浦大廈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香港半島酒店 1樓吉士地

香港半島酒店 28樓及30樓餐廳（廚房除外）

香港半島酒店 2-6樓、17-27樓 酒店客房樓層

香港交易所數據中心 地下大堂、1樓、3樓及5樓辦公室

香港科技大學教學大樓 LG5學生會辦公室

香港科技大學綜合體育大樓 何善衡體育館

香港科學園2期生物科技中心1座 公眾地方

香港科學園2期生物科技中心2座 公眾地方

香港高爾夫及網球學院 Fivelements (水療區除外)

時代廣場1座 14-47樓公眾地方

時代廣場2座 15-39樓公眾地方

朗豪坊商場 B2 - L13 公眾地方

朗豪坊辦公大樓 全幢辦公大樓公眾地方

栢克大廈 3-28樓公眾地方

核心大樓1座及2座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浚湖樓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海港中心 全幢辦公大樓

海港城世界商業中心 5-10樓公眾地方

海港城世界商業中心 11-17樓公眾地方

海港城海洋中心 5-17樓公眾地方

海港城環球金融中心北座 5-17樓公眾地方

海港城環球金融中心南座 5-17樓公眾地方

海逸坊 UG-3樓辦公室及1樓餐廳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總部)

海趣坊 育嬰室

海濱大樓1座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海濱大樓2座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海濱廣場1座 地下至21樓公眾地方

海濱廣場2座 地下至20樓公眾地方

消防及救護學院 - 體能訓練中心 地下

荃新天地 荃新天地客戶服務中心

軒尼詩道28號 1-28樓公眾地方

沙田污水處理廠 (機械工場)

沙田法院大樓

沙田附屬大樓

沙田政府合署

沙田賽馬會公眾壁球場

沙頭角社區會堂

赤柱監獄 - 行政辦公樓

協成行灣仔中心

周亦卿樓，伍永康樓及文康大樓

和興體育館

怡和大廈

房屋委員會總部第1座和第2座

房屋委員會總部第3座

旺角滙豐大廈

昂船洲污水處理廠 - 行政大樓

東九龍政府合署

東亞銀行大廈

東區法院大樓

東華三院黃鳳翎紀念大樓

東華學院A座

花炮展覽廳

邵逸夫體育館，邵逸夫樓及方

樹泉堂

金鐘道政府合署

長沙灣政府合署

長沙灣體育館

長洲體育館

青山灣消防局

青山灣救護站

保榮路體育館

屏山鄧族文物館暨文物徑訪

客中心

帝納大廈

律敦治大廈

恒生113

恒生中心

恒生銀行總行大廈

政府化驗所- 食物安全檢測所

A座及B座

政府化驗所-食物安全檢測
所C座

政府船塢行政大樓

春暉中心

流浮山消防局暨救護站

界限街一號體育館

界限街二號體育館

紅磡理工大學第八期

美田社區會堂

美林體育館

食物安全中心

香港中央圖書館

香港公園體育館

香港文化中心 - 演藝大樓

香港文化中心行政大樓

香港文化博物館

香港仔網球及壁球中心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 荃灣評
核中心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 新蒲崗

辦事處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 校園 A, 
B, C, D座

香港國際貨櫃碼頭第1座

香港國際貨櫃碼頭第2座

香港國際貨櫃碼頭第4座

香港理工大學西九龍校園

香港理工大學紅磡灣校園

香港視覺藝術中心

香港滙豐總行大廈

香港電台教育電視中心

香港電台電視大廈

香港電台廣播大廈

香港電影資料館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南丫發電廠

行政及中央控制大樓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南丫發電廠新

控制大樓

香港歷史博物館

香港濕地公園訪客中心

香港賽馬會總部大樓

香港懲教博物館

香港警察學院下體育館

香港警察學院行政大樓

香港警察學院教職員膳堂

香港警察學院莫榮大樓

香港警察學院新教學大樓

獲發「良好級」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證書的整幢大廈名單

高山劇場新翼 辦公地方

高銀金融國際中心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商貿港物流中心 2/M 辦公室

啟德郵輪碼頭 全幢大廈辦公室及公眾地方

國際交易中心 地下至2樓公眾地方

國際金融中心2期 68-69樓及7006 - 7012室 (美國

 道富銀行)

康橋大廈 辦公大樓公眾地方

御龍山 會所 (The Palazzo Derby)
曼克頓山 會所 (不包括室內游泳池、蒸汽浴
 室及桑拿房)

深灣9號 住客會所

盛境居 地下升降機大堂、多用途活動室
 及大廈管理處

荷里活廣場 辦公室

連城廣場 育嬰室

連理街 育嬰室

創紀之城1期1座 25樓辦公室、3101-3107室及33
 樓辦公室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
 理局)

創紀之城1期1座 公眾地方

創紀之城1期2座 公眾地方

創紀之城2期 公眾地方

創紀之城3期 公眾地方

創紀之城6期 公眾地方

創貿廣場 26樓2608-09室 (豐能顧問有限公
 司)

創貿廣場 1樓大堂

富善社區會堂 地下社區會堂

富豪東方酒店 13-14樓

渣打銀行大廈 全幢辦公大樓

港威大廈第1座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港威大廈第2座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港威大廈第3座英國保誠保險大樓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港威大廈第5座永明金融大樓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港威大廈第6座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港威豪庭-聽濤閣 服務式住宅升降機大堂及公眾走廊

港威豪庭-秀棠閣 服務式住宅升降機大堂及公眾走廊

港島東中心 4103 室 - 4110室 (埃森哲有限
 公司)

港島東中心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港島東中心 18-19樓及64-65樓辦公室

港鐵紅磡大樓 地下及1樓公眾地方

無限極廣場 辦公大樓之客用升降機大堂

無線電中心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絲寶國際大廈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雅蘭中心 5-6樓健身及健康中心

集成電路開發中心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黃埔花園棕櫚苑 地下G8號舖健身及健康中心

圓方 1樓水區育嬰室

圓方 2樓火區育嬰室

奧運大樓 1樓及2樓公眾地方

愛琴海岸住客會所 兒童遊樂場

新屯門中心 2樓育嬰室

新屯門中心 L2管理處

新世紀廣場第1座 10樓公眾地方及管理處

新城市中央廣場2座 地下大堂

新科中心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新紀元廣場中遠大廈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新紀元廣場低座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新都會廣場第1座 7-46樓公眾地方

新港中心第1座辦公大樓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新港中心第2座辦公大樓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新葵興花園C座 地下 (扶康會 - 葵興職業發展中心)

新鴻基中心 全幢辦公大樓

會德豐大廈 3-24樓辦公室樓層

聖公會聖十架小學 地下校務處、教員室、教員休息

 區及會議室

萬宜大廈 23樓辦公室 (CFA Institute)
萬宜大廈 17樓1705-1708室 (NEX Group plc)
萬宜大廈 購物商場之公眾地方

萬宜大廈 辦公大樓之公眾地方

電訊盈科中心 24樓辦公室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
 限公司)

電訊盈科中心 辦公大樓公眾地方

電燈大樓 全幢裝有中央空調系統的地方

電燈中心 9樓辦公室

嘉里中心 5、22-26樓 (嘉里建設有限公司
 總部)

嘉里中心 公眾地方

嘉里中心 18樓辦公室 (美國輝瑞科研製藥有
 限公司)

嘉御山 會所

嘉華國際中心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2-4樓除外）

綠楊坊 育嬰室

維港峰 地下大堂及3/F 會所

億京中心 - A座 18樓、20樓及26樓升降機大堂

影灣園 露台餐廳

影灣園 香辣軒

影灣園 Breakers in The Club (此地點並未有提供中文名稱)

影灣園 會所

德宏大廈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德福廣場2期 五樓育嬰室

遮打大廈 地下至2樓平台

遮打大廈 全幢辦公大樓

遮打大廈 15樓辦公室 (Jane Street Asia 
 Limited)
遮打大廈 7樓及19-29樓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曉峰閣 會所

辦公大樓，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11樓及36-39樓（香港貿發局）

龍鼓灘發電廠發電業務樓 地下至2樓辦公室

彌敦道26號 全幢辦公大樓公眾地方

擎天半島 7樓會所、2樓及6樓大堂、走廊

濠豐大廈 辦公大樓公眾地方

環保園行政大樓 辦公室、接待處、訪客中心及演
 講廳

環球貿易廣場 全幢辦公大樓

環球貿易廣場 6806B-6808室(Standard & Poor’s 
 International, LLC)
環球貿易廣場 6901室及6904-08室(Standard & 
 Poor’s International, LLC)
賽馬會環保樓 1樓100, 102-104室 (香港綠色建
 築議會)

禮頓山 住客會所

瓏山1號 3樓宴會廳及5樓會所

耀中國際學校(小學部 - K11校園) 全幢

耀中國際學校(小學部 - K2校園) 地下及1樓

鷹君中心 全幢辦公大樓公眾地方

觀瀾雅軒會所 接待處及大堂

獲發「卓越級」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證書的整幢大廈名單



友邦廣場 801-804室 (環境保護署)

太古城中心 商場公眾地方

太古城中心3期 4樓及6樓辦公室 (衞生署)

太古城中心3座 12樓1204室 (建築署)

太古城中心3座 7-9樓辦公室及公眾地方 (屋宇署)

太古城中心3座 6樓601室 (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

太古城中心3座 401及403室 (教育局評估及考評
 局組/優質教育基金秘書處)

太古城中心3座 3樓辦公室及公用地方 (教育局港
 島區教育服務處)

太古城中心3座 603室 (教育局非本地課程註冊處)

太古城中心3座 602室及6樓公用地方(教育局幼稚
 園及幼兒中心聯合辦事處)

太古城中心3座 10樓公用地方、503室、1001-1002
 室、1103室(民政事務總署)

太古城中心3座 1101-1102室、1201-1203室及
 11-12樓公用地方 (勞工處)

太古城中心3座 501-526室 (社會福利署)

太古城中心3座 502室及5樓公用地方 (社會福利署)

太古城中心第4座 1601-05室，1613-14室及Pt.06室

太古廣場 商場公眾地方

太古廣場2座 地庫1樓及地庫2樓升降機大堂

太古廣場3座 19樓、28樓、34至38樓辦公室
 (法國興業銀行)

太平洋廣場 1樓升降機大堂

太安樓 地下A-B鋪及1樓160-161號鋪
 (渣打銀行 - 太安樓分行)

世界貿易中心 34樓辦公室 (AmorePacific 香港有
 限公司)

世界貿易中心 14-37樓公眾地方

世貿中心 商場公眾地方

北角中心 地下G2號舖 (渣打銀行 - 北角中
 心分行)

北角公共圖書館 北角街市大廈地下

永安集團大廈 地下大堂

永隆銀行大廈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石塘咀公共圖書館 石塘咀市政大廈3樓及4樓

石塘咀體育館 石塘咀市政大廈5樓及6樓

交易廣場 平台公眾地方

交通銀行大廈 3樓大堂

交通銀行大廈 地下大堂

伊利沙伯體育館 辦公室

伊利沙伯體育館 全幢(不包括辦公室)

光大中心 23樓 (CA (Hong Kong) Ltd.)
合和中心 3402-09室 (環境保護署)

合和中心 18-31樓、33-44樓、46-57樓、
 59-60樓及63-64樓辦公室

好景洋樓 地下A、B及C舖及低層地下膳食
 地方(麥當勞有限公司)

安慶大廈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竹林苑 會所

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 2樓辦公室

西營盤郵政局大廈 地下 (西營盤郵政局)

西灣河體育館 西灣河綜合大樓2樓

余道生行 地庫膳食地方 (麥當勞有限公司)

利園1期 B1樓-5樓商場公眾地方

利園2期 商場公眾地方

利園2期 辦公大樓公眾地方

利園2期 15-16樓 (雅虎香港有限公司)

利園5期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利園6期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利舞臺廣場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利臨大廈 6樓 (佳能香港有限公司)

希慎道壹號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不包括出租樓
 層的升降機大堂)

希慎廣場 商場公眾地方

杏花邨-杏花新城 中翼公眾地方

杏花邨-杏花新城 東翼及西翼公眾地方

杏花邨俱樂部 地下至1樓會所

杏花邨郵政局 地下郵政局

赤柱市政大廈 LG (赤柱社區會堂)

赤柱公共圖書館 赤柱市政大廈地面上層

赤柱體育館 赤柱市政大廈地面上層及1樓

赤柱監獄 B區 (綜合樓)

赤柱監獄及白沙灣懲教所A座 職員會所及飯堂

協成行中心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和記大廈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和富薈 地庫及地下公眾地方

忠意保險大廈 4-18樓

怡和大廈 地庫至1樓平台

東昌大廈 2301室 (律政司)

東昌大廈 23-25樓辦公室 (投資推廣署)

東昌大廈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東昌大廈 26樓公務員敍用委員會辦公室

東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鰂魚涌市政大廈3樓

東貿廣場 29樓A-C室 (教育局 - 幼稚園校本
 支援組)

東達中心 2-3樓 (柯尼卡美能達商業系統
 (香港)有限公司)
林士街多層停車場大廈 閣樓、9樓及10樓

油街實現 地下公眾地方及1樓辦公室

泓富產業千禧廣場 公眾地方及服務中心

金朝陽中心 5樓、9-12樓、15樓、19樓、23
 樓及30-32樓升降機大堂

金朝陽中心 地下升降機大堂

金朝陽中心2期 地下大堂

金龍中心 1-27樓公眾地方

金豐大廈 地下 (香港仔郵政局)

金鐘滙中心 地下大堂

長江集團中心 42樓辦公室

長江集團中心 37-40樓、52-53樓、55樓辦公室
 (美林(亞太)有限公司)

青年廣場 Y 旅舍

青年廣場 零售和寫字樓的公眾地方、表演
 場地及多用途區

信和廣場 3-33樓公眾地方

信和廣場 商場公眾地方

信德中心西座 25樓 2501-03室 (香港申訴專員
 公署辦公室)

信德中心西座 3801室及39樓

信德中心招商局大廈 30樓 (香港申訴專員公署辦公室)

前西區裁判大樓 2樓 (多用途活動室及會議室)

南豐大廈 地下升降機大堂

南豐大廈 25樓電梯大堂

威靈頓廣場 地下入口大堂

恒生北角大廈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恒生銅鑼灣大廈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恒生灣仔大廈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政府物料營運中心 閣樓 (政府物流服務署)

政府總部 - 西翼 20樓 (創新及科技局)

星域軒1座 地下入口大堂

星域軒2座 地下入口大堂

皇后大道中九號 辦公大樓公眾地方

皇后大道中九號 嘉軒廣場公眾地方

皇后大道中九號 8樓804-805室 (S&P Global)
盈置大廈 1702室及18-19樓辦公室

盈置大廈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紅山廣場 地下及一樓公眾地方

美利道多層停車場大廈 地下、閣樓、6樓、8-10樓

美國銀行中心 地下、5-7樓、 9-13樓、15-20
 樓、22樓、24-26樓、28-29樓、
 31-35樓及37樓公眾地方

胡忠大廈  17-18樓、21樓辦公室及2201、
 2202、2203B、2210B及2550
 室(衞生署)

胡忠大廈 地下、2樓及7-16樓

胡忠大廈 17樓-38樓公眾走廊及客用升降機大堂

胡忠大廈 24樓辦公室及25樓部分地方
 （知識產權署辦公室）

胡忠大廈 20樓及29樓辦公室、2502室及
 26樓部份地方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
 公室) 

胡忠大廈 19樓辦公室

英皇集團中心 17樓、20樓、23-29樓辦公室及
 602、603-604、606、802、
 901-902、1103-1104、1802-
 1803及2101-2102室

英皇集團中心 地下及6-21樓公眾地方
 (不包括13-14樓)

英皇道1063號 6-30樓公眾地方

英皇道1063號 13樓1303-05室 (柯尼卡美能達商
 業系統(香港)有限公司)

英皇道625號 地下大堂

香港大球場 香港大球場辦事處

香港大會堂低座 全幢 (不包括餐廳範圍)

香港大會堂高座 地下升降機大堂，7樓及8樓

香港中華煤氣總部大樓 地下升降機大堂及13-25樓

香港仔中心商場第5期 地下至1樓公眾地方

香港仔中心第2期商場 地下至2樓公眾地方

香港仔中心第3期商場 地下公眾地方

香港仔中心第5期 地下4A鋪及1樓1號鋪 (渣打銀行- 
 香港仔分行)

香港仔巿政大廈 4樓 (南區環境衞生辦事處)

香港仔公共圖書館 香港仔市政大廈3樓

香港仔體育館 香港仔市政大廈5樓及6樓

香港仔體育館 香港仔市政大廈5樓舞蹈室(大)及
 健身室

香港仔消防局暨救護站 閣樓辦公室

香港仔消防局暨救護站 地下、1樓及2樓

香港柏寧酒店 全幢 (不包括商店範圍)

香港區音樂中心 香港藝術中心9樓及11樓

香港會所大廈 7-22樓

香港會展廣場辦公大樓 地下及11-50樓公眾地方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行政中心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行政辦公室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4樓 (薈景餐廳)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5樓辦公室 (會展管理公司設施規
 劃及營運部)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1-9、11及13室 (香港貿發局)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地下及閣樓 (香港貿發局中小企服
 務中心)

香港遊艇會會所 (銅鑼灣) 1樓兒童遊戲室及健身室

香港壁球中心 壁球場及觀望台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賽馬會大樓 4樓辦公室 (衞生署)

香港蘇豪智選假日酒店 全幢 (不包括餐廳範圍)

香港警察學院新教學大樓 1樓 (模擬法庭)

倚巒 會所

凌霄閣 商場公眾地方

夏愨大廈 地下、3-6樓、10-21樓及24樓公
 眾地方

娛樂行 全幢大廈升降機大堂及公眾走廊

峻峰花園D座 1樓辦公室 (衞生署)

時代廣場 商場公眾地方

朗峰會所 會所 (不包括室內泳池)

柴灣巿政大廈 6樓至7樓 (食物環境衞生署)

柴灣公共圖書館 柴灣市政大廈4樓及5樓

柴灣市政大廈 3樓 (東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海天閣 地下入口大堂

海安商業中心 8樓 (俊和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海怡社區中心 地下至1樓

海富中心1座 4-32樓公眾地方

海富中心2座 4-26樓公眾地方

國際金融中心商場 商場公眾地方

堅尼地城社區綜合大樓 地下至2樓、11樓及10樓、12-13
 樓升降機大堂

堅尼地城社區綜合大樓 地下 (堅尼地城郵政局)

堅尼地城游泳池 1樓控制室、急救室及救生員室

康蘭居 9樓會所

梅道一號 地下、 3樓及5樓

深水灣51-55號 會所

深灣遊艇會 1樓辦公室

淺水灣道127號 會所

莊士敦道211號 富薈灣仔酒店

莊氏大廈 地下高層及地下低層膳食地方

 (麥當勞有限公司)

都爹利街1號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創協坊 地下至4樓公眾地方及會所

富匯豪庭 地下大堂及8樓會所

富豪香港酒店 31-34樓

富衛金融中心 全幢大廈客用升降機大堂

惠安苑 地庫及地下(渣打銀行-鰂魚涌分行)

普頓臺 健身室

渣華道體育館 渣華道市政大廈3樓至5樓

港島東中心 6樓-16樓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港島東中心 47-48樓及50-54樓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港島東中心 33-34樓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港島東中心 2401室，25樓至27樓辦公室

港島東體育館 地下及2樓至5樓

港運大廈 地下及6樓公眾地方

港運大廈 9樓、22樓及23樓公眾地方

無限極廣場 27樓2706室 (渣打銀行-上環企
 業特快中心)

華人行 公眾走廊及升降機大堂

華威大廈 全幢大廈升降機大堂及公眾走廊

華貴社區中心 1樓至3樓

華滙中心 18樓 (北角職安健訓練中心)

華滙中心 19樓 (職業安全健康局總辦事處)

華潤大廈 全幢辦公大樓

華懋交易廣埸 16樓至17樓部分辦公室 (環境保
 護署)

華懋交易廣埸 8樓 (環境保護署)

華懋交易廣埸 401室 (勞工及福利局社區投資共
 享基金秘書處)

華懋交易廣場 11樓辦公室 (衞生署)

華懋交易廣場 2樓、3樓、部份5樓及部份6樓之
 辦公室（環境保護署）

華懋交易廣場2期 1201-05室辦公室

郵政總局 地下、1樓櫃位範圍及1M樓郵政
 信箱大堂

郵政總局 地下至4樓 (不包括地下、1樓櫃位
 範圍及1M樓郵政信箱大堂)

雅賓利大廈 會所

集成中心 辦公大樓公眾地方

集成中心 商場公眾地方

順豐國際中心 1樓及2樓辦公室 (衞生署)

黃泥涌公共圖書館 黃泥涌市政大廈3樓

黃泥涌體育館 黃泥涌市政大廈4樓至6樓

愛秩序灣社區會堂 地下 (愛秩序灣社區會堂)

愛群商業大廈 13樓辦公室 (衞生署)

愛群商業大廈 10樓辦公室 (衞生署)

愛群商業大廈 1201室 (環境保護署)

愛群閣 地下至3樓 (食物環境衞生署)

新世界大廈1期 28樓辦公室（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

新世界大廈2座 地下至23樓公眾地方

新世界大廈第1座 1-41樓公眾地方

新世界大廈第1期 9樓 (新世界中國地產有限公司)

新世界第一巴士有限公司創富道 5-7樓辦公室
永久車廠 

新翠花園 第3層辦公室及第4層部份地方(柴
 灣社會保障辦事處) 及第4層部份
 地方 (西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新翠商場 地下101及145號鋪 (渣打銀行- 
 新翠花園分行)

新鴻基中心 29樓 (L’Oréal Travel Retail Asia 
 Pacific)
新鴻基中心 33樓 (L’Oréal Travel Retail Asia 
 Pacific)
新鴻基中心 商場公眾地方

會展廣場 閣樓及3樓之公眾地方

會景閣 地庫、地下及11-46樓公眾地方

筲箕灣郵政局 地下郵政局

粵海投資大廈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置地廣場中庭 商場

萬年大廈 全幢辦公大樓公眾地方

萬國寶通中心 9-11樓 (香港旅遊發展局)

萬國寶通中心 地下入口大堂

雋悅 6-9樓 (雋康天地)

電氣道148號 1樓大堂

電氣道公共圖書館 電氣道市政大廈2樓

電訊大廈 10樓、11樓、13樓、14樓及19
 樓辦公室 (Telstra International 
 Limited)
電燈中心 全幢裝有中央空調系統的地方

嘉亨灣 會所公眾地方

嘉華國際中心 7樓711室 (地政總署-漁民特惠
 津貼評估組)

嘉薈軒 41樓及42樓會所

漁灣社區會堂 地下社區會堂

種植道56號 會所

維壹 8樓會所 (不包括室內游泳池及桑
 拿房)

遠東金融中心 地下及高層地下公眾地方

遠東金融中心 地下高層C號鋪 (渣打銀行-金鐘
 分行)

銀河廣場 地下公眾地方

銅鑼灣社區中心 1樓會議室及3樓社區中心禮堂及
 等候室

德輔道中33號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摩理臣山郵政局 地下郵政局

樂嘉中心 地庫膳食地方 (麥當勞有限公司)

資訊科技辦事處 駱克道市政大廈3樓、6樓及9樓辦
 公室

曉廬 會所

興偉中心 1609-1612室 (Hanlun Exercise 
 Research Laboratory)
駱克道市政大廈 7-9樓 (食物環境衞生署)

香港警察學院戰術訓練大樓

香港警察總部第3期

香港警察總部警政大樓東翼

城中薈

修頓中心

唐炳源樓，陳大河樓，呂志和樓，
陳瑞槐樓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樓

唐溫金美樓，何鴻燊樓及GH翼

展城館

海底隧道行政大樓

海港政府大樓

粉嶺法院大樓

茶具文物館

荃景圍體育館

荃灣大會堂

荃灣西約體育館

荃灣政府合署及荃灣公共圖書館

荔枝角公園體育館

荔枝角政府合署

荔景體育館

馬鞍山公共圖書館

馬鞍山分區警署暨沙田區警察

總部

馬鞍山體育館

高山劇場

高等法院大樓

商界環保協會總部- 賽馬會

環保樓

啟德消防局

啟歷學校

將軍澳公共圖書館

將軍澳匯豐大廈

將軍澳體育館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總部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梅窩政府合署

深水埗警區總部及長沙灣分區
警署

祥華社區會堂

備用航空交通管制大樓

創興銀行中心

勞資審裁處

博康社區會堂

富薈上環酒店

富薈炮台山酒店

富薈馬頭圍酒店

港島西廢物轉運站行政大樓

港鐵錦田大樓

稅務大樓

超級一號貨運站 - 辦公大樓南座

黃竹坑體育館

新城市中央廣場2座

源禾路體育館

滙豐中心

葵青劇院

葵涌海關大樓

電視廣播城-1號電力站

電視廣播城-工場大樓

電視廣播城-新聞及停車場大樓

電視廣播城-綜藝錄影廠大樓

電視廣播城-廣播大廈

歌和老街壁球及乒乓球中心

歌賦嶺

漁光道體育館

翠林社區會堂

翠林體育館

蒙民偉樓及陳麗玲樓

蒲崗村道體育館

廣源社區中心

蔡繼有樓及陳鮑雪瑩樓

調景嶺公共圖書館

機電工程署總部

機電工程署總部，汽車接待處

歷山大廈

興華社區會堂

蕙荃體育館

衛生教育展覽及資料中心

龍琛路體育館

龍翔辦公大樓

嶺南大學-何善衡樓

嶺南大學-李運強教學大樓

嶺南大學-林炳炎樓

嶺南大學-梁銶琚樓

嶺南大學-郭少明伉儷樓

嶺南大學-黃氏行政大樓

嶺南大學-黃玉蘭樓

嶺南大學-新教學大樓

嶺南大學-綜合運動大樓

嶺南大學-學生活動中心

賽馬會屯門蝴蝶灣體育館

賽馬會創新樓

賽馬會綜藝館

職安局職安健學院

藍田(南)體育館

醫療輔助隊新界東總區辦事處

醫療輔助隊總部大樓

懲教署官員會所

懲教署職員訓練院

懲教署職員會所

瀝源社區會堂

麗閣社區會堂

警察總部警政大樓西翼

灣仔政府大樓

觀塘法院大樓

獲發「良好級」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證書處所名單 (港島區)

8號商業廣場 2701-12室

ac4 (此樓宇並未有提供中文名稱) 地下至1樓公眾地方

Bowen’s Lookout (此樓宇並未有提供中文名稱) 地下及7樓

Club 8 (此樓宇並未有提供中文名稱) 會所

Cluny Park (此樓宇並未提供中文名稱) 會所

GARDENEast Serviced Apartments 地下大堂及3樓
(此樓宇並未有提供中文名稱) 

Shouson Peak (此樓宇並未提供中文名稱) 會所

The Hennessy (此樓宇並未有提供中文名稱) 地下高層升降機大堂

W50 (此樓宇並未有提供中文名稱)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力寶中心1座 2302室、24樓、3601室、4201
 室及4301室

力寶中心2座 701室 (公務及司法人員薪俸及服
 務條件諮詢委員會聯合秘書處)

力寶中心2座 703室 (公務及司法人員薪俸及服

 務條件諮詢委員會聯合秘書處)

力寶中心2座 2305-07室、3001室、3706室
 及3809室

上林 6樓及7樓會所

上環巿政大廈 10樓 (食物環境衞生署)

上環文娛中心 上環市政大廈地下及4樓至8樓

上環體育館 上環市政大廈11樓至13樓

士美非路公共圖書館 士美非路市政大廈3樓

士美非路體育館 士美非路市政大廈4樓至7樓

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大會堂高座2樓至6樓及8樓至11樓

大潭峽懲教所 行政大樓

小西灣綜合大樓 地下 (小西灣社區會堂)

小西灣綜合大樓 全幢 (不包括公共圖書館, 室內游
 泳池及社區會堂範圍)

小西灣公共圖書館 小西灣綜合大樓地下

山頂廣場 商場公眾地方

中央廣場 高層地下公眾位置及1樓入口
 大堂

中保集團大廈 15樓 (地政總署-市區重建組)

中區政府碼頭 1樓及2樓

中國太平大廈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中國恆大中心 G-4樓、6樓、9-11樓、13樓、

 14樓、16樓、17樓、19-22樓及

 24樓公眾地方

中國農業銀行大廈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中國銀行大廈 LG-11樓

中港大廈 地下升降機大堂

中遠大廈 26-28樓（市區重建局）

中環中心 10樓、11樓、16-18樓及73樓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仁孚工業大廈 4樓 (太古資源有限公司)

友邦香港大樓 11樓辦公室 (衞生署)

大廈名稱 檢定位置



駱克道市政大廈 3樓及6樓 (食物環境衞生署)

駱克道公共圖書館 駱克道市政大廈3樓至5樓

駱克道體育館 駱克道市政大廈10樓至12樓

鴨脷洲公共圖書館 鴨脷洲市政大廈5樓

鴨脷洲體育館 鴨脷洲市政大廈1樓至4樓 

龍暉花園 地下8-12號舖 (渣打銀行-石塘咀
 分行)

龍濤苑 地下及2樓 (香港房屋協會區域辦
 事處)

戴麟趾夫人訓練中心 1樓辦公室及210室 (選舉事務處)

環球大廈 商場公眾地方

環球大廈 地下及4樓至27樓升降機大堂及走廊

環翠商場 商場公眾地方

禮頓中心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不包括出租樓
 層的升降機大堂)

禮頓中心 地庫B02舖膳食地方 (麥當勞有限
 公司)

豐盛創建大廈 7樓及8樓辦公室 (新世界建築有限
 公司)

豐盛創建大廈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豐樂商業大廈 1樓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

鯉魚門公園-第4座 食堂用膳區

羅桂祥茶藝館 1樓

寶馬山花園 主會所6樓平台

寶馬山消防局暨救護站 全幢大廈辦公室範圍

寶翠園 管理處

寶樺臺 會所

曦巒 會所

耀東商場 商場公眾地方

鰂魚涌公共圖書館 鰂魚涌市政大廈4樓及5樓

鰂魚涌社區會堂 地下社區會堂及辦公室

囍寓 地庫膳食地方 (麥當勞有限公司)

鷹君中心 1樓113-120號鋪 (渣打銀行-灣
 仔鷹君分行)

灣仔東基本污水處理廠 1樓辦公室

灣仔街市 1樓 (食物環境衞生署)

灣仔街市 地下低層 (灣仔活動中心)

灣仔郵政局及灣仔派遞局 地下及2樓郵政局

永隆銀行中心 6樓至23樓公眾地方

田氏企業中心 1樓公眾地方

石硤尾公共圖書館 石硤尾邨服務設施大樓7樓

石硤尾邨服務設施大樓 6樓6B等侯區 (石硤尾社會保障辦
 事處)

石硤尾社區會堂 地下社區會堂

企業廣場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企業廣場3期 全幢大廈之公眾地方

企業廣場5期第2座 25樓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

企業廣場5期第2座 27樓

企業廣場第1，2及3座 15樓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

企業廣場第3座 19樓1905-1909室及20樓 (創興

 銀行有限公司)

好望角大廈 地庫B-1舖膳食地方 (麥當勞有限
 公司)

安盛金融大樓 9樓905室 (衞生署)

尖沙咀中心 LG樓、5樓及11-12樓辦公室

尖沙咀中心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尖沙咀中心東翼 9樓912-913室

尖沙咀公共圖書館 康宏廣場1樓

尖東消防局 地下至3樓

百誠大廈 地庫膳食地方 (麥當勞有限公司)

竹園社區中心 地下多用途禮堂

何文田體育館 全幢 (不包括室內泳池範圍)

利登中心 19-21樓公眾地方

利達行 地庫膳食地方 (麥當勞有限公司)

宏天廣場 1702室 (教育局語文教育及語常會
 事務組)

宏利金融中心 2樓2室 (教育局學位分配組)

宏利金融中心 A座8樓 804B-807A室 (教育局學
 位分配組)

宏利金融中心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宏利金融中心 A座5-6樓及704B-705室

宏昌大廈 地下至2樓、4樓、5樓、7樓及9樓

 辦公室

宏基資本大廈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李兆基樓 地下至9樓 (7樓除外)

秀茂坪公共圖書館 秀明樓地下，104-109 號

迅達工業大廈 1樓A室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

迅達工業大廈 地下高層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

京士柏曲棍球場 1樓辦公室及2樓會議室

其士商業中心 11樓辦公室（協興建築有限公司/
 惠保(香港)有限公司）

協成行九龍中心 全幢大廈之公眾地方

協成行太子中心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周大福商業中心 17-20樓 (屋宇署)

始創中心 1101-1102室、1132室、12-18
 樓辦公室、2101-2106室、2113-
 2122室、2131室、2222室、
 2225-2226室、2235-2236室
 (屋宇署)

官涌市政大廈 3-4樓 (油尖區食物環境衞生署)

官涌體育館 官涌市政大廈5樓至6樓

佛光街體育館 房屋署總部大樓9樓至10樓

旺角中心第1座 7-20樓公眾地方

旺角道壹號商業中心 16樓 -19樓辦公室

旺角道壹號商業中心 7樓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辦事處
 辦公室)

旺角道壹號商業中心 12樓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辦事處)

旺角道壹號商業中心 6樓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辦事處辦
 公室)

旺角綜合大樓 2樓 (旺角社區會堂)

旺角警署 地下至2樓及9樓

昂船洲污水處理廠-化學劑調 寫字樓及控制室
控設施 

昂船洲污水處理廠-污泥脫水 地下電腦控制中心、1樓控制室及
大樓 1樓伺服器室

昂船洲污水處理廠-泵房主樓 2樓總控制室

東華學院B座 全幢 (不包括15-18樓)

東頭社區中心 地下社區會堂

松亭閣 地下及1樓A3舖 (渣打銀行-窩打老
 道分行)

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九龍公園辦事處1樓

油麻地停車場大廈 地下、閣樓、9樓及10樓辦公室

油麻地戲院 戲院及公眾地方

油塘社區會堂 地下社區會堂

油蔴地公共圖書館 油蔴地停車場大廈地下及閣樓

泓富廣場 公眾地方及服務中心

泓景臺 地下 (荔枝角社區會堂)

花園街市政大廈 8樓801-824室 (食物安全中心傳
 達資源小組)

花園街市政大廈 6樓全層及7樓部份地方 (旺角環境
 衞生處)

花園街市政大廈 2樓 (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物進/出口
 組及食物監察及投訴組)

花園街公共圖書館 花園街市政大廈4樓及5樓 

花園街體育館 花園街市政大廈10樓至13樓

金冠大廈 地庫至2樓B1號鋪 (渣打銀行-彌
 敦道68號分行)

金冠大廈 1樓 (渣打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金冠大廈 2樓 (渣打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金冠大廈 3樓 (渣打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金馬倫廣場 11樓及18樓公眾地方

金馬倫廣場 地下及1樓公眾地方

長沙灣社區中心 1樓社區會堂

長沙灣社區中心 地下 (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
 (深水埗)及荔枝角社會保障辦事處)、
 1樓(荔枝角社會保障辦事處)

長沙灣副食品批發巿場 1樓辦公室

長沙灣副食品批發市場2座 閣樓T216室及地下W1室 (食物環境
 衞生署食物進/出口組海旁辦事處)

長沙灣廣場第二期 10樓1001-9室 (市區重建局)

青州街海關人員宿舍 地下升降機大堂、控制室、1樓
 升降機大堂及23樓多用途室

保安道公共圖書館 保安道巿政大廈2樓

保安道體育館 保安道市政大廈2至3樓

南昌社區中心 1樓社區會堂

南洋中心第1座 2樓辦公室 (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

南洋中心第2座 2樓12室 (土木工程拓展署九龍拓
 展處)

南豐商業中心 507-522室 (環境保護署)

南豐商業中心 1208-1217室 及13樓辦公室 (路
 政署市區(九龍)辦事處)

南豐商業中心 5樓502室 (臨床心理服務課(1)及
 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觀塘))及
 17樓16-19室(牛頭角社會保障辦
 事處)

城景國際 地庫1樓工程部辦公室

城景國際 地庫1樓房務部辦公室

城景國際 地庫1樓餐飲部辦公室

威利廣場 18樓、20樓及21樓客用升降機大堂

威登中心 21-23樓客用升降機大堂

帝峯‧皇殿 會所

帝國中心 3樓（土木工程拓展署南拓展處）

帝國中心 7樓701A室 (土木工程拓展署九龍
 拓展處)

帝國中心 7樓 (土木工程拓展署)

帝國中心 辦公大樓公眾地方

帝國中心 商場公眾地方及連接尖沙咀中心
 和帝國中心之行人天橋

建造業議會九龍灣訓練中心 地下(建造業創新及科技應用中心)

建業中心 全幢大廈辦公室範圍

恒生尖沙咀大廈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恒生旺角大廈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恒生青山道大廈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恒成大廈 地庫膳食地方 (麥當勞有限公司) 

政府船塢J座 地下辦公室 (土木工程拓展署) 

政府船塢PM座 地下辦公室 (土木工程拓展署) 

星光行 地庫A舖膳食地方 (麥當勞有限公司)

柏豐28 會所

皇廷廣場 地下升降機大堂

盈暉薈 商場公眾地方

盈豐商業大廈 地下及4樓公眾地方

盈豐商業大廈 5樓及15樓公眾地方

紅磚屋 地下

紅磡公共圖書館 紅磡市政大廈6樓

紅磡市政大廈體育館 紅磡市政大廈3樓至5樓

紅磡商業中心 地下33-37號鋪 (渣打銀行-紅磡
 商業中心分行)

紅磡商業中心 地下45-47號鋪 (渣打銀行-紅磡
 商業中心優先理財服務中心分行)

紅磡灣郵政局 地下郵政局

美孚政府綜合大樓 1-2樓 (美孚社區會堂)

美羅中心2期 地下入口大堂

美麗華大廈 1607-1611、1613單位 (樂高有
 限公司)

美麗華廣場A座 1201室及1210-1218室(星展銀
 行(香港)有限公司)

美麗華廣場1期 地庫至5樓公眾地方

美麗華廣場2期 商場之公眾地方

香港九龍諾富特酒店 1樓 (餐飲服務範圍)

香港九龍諾富特酒店 地下、1樓及4-15樓公眾地方

香港天文台總部 (1883大樓) 全幢裝有中央空調系統的地方

香港天文台總部 (百週年紀念大樓) 全幢裝有中央空調系統的地方

香港半島酒店 地下、M2、7樓及9樓酒店公眾地
 方及設施

香港半島酒店 1樓所有餐廳 (吉地士除外)

香港半島酒店 2-6樓 後勤區域

香港半島酒店 半島購物商場公眾地方

香港房屋委員會客務中心 1-4 樓
香港紗廠工業大廈六期 9樓A及B室 (建業建榮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理工大學-酒店及旅遊業管 地庫2樓 (實驗室除外)，3樓-8樓
理學院 

香港藝術館 觀點中心1705-1706室

香港藝術館 觀點中心1901-1906室 

香港體育館 表演場範圍

香港體育館 辦公室

容鳳書紀念中心 6樓 (防治蟲鼠事務諮詢組)

峻弦 2樓會所接待處

恩浩國際中心 地下大堂

恩福中心 18樓禮堂

恩福中心 2樓及3樓禮堂

振華苑 地下至4樓 (東九龍區域物業管理
 辦事處)

海名軒 7樓兒童遊戲室

海名軒 3樓 (香港理工大學)

海富商場 商場公眾地方

海港巡邏組主樓 全幢大廈辦公室範圍

海港巡邏組附屬樓 全幢大廈辦公室範圍

海港城 商場公眾地方

海逸豪園 服務中心

海逸豪園會所 兒童遊戲室、舞蹈室及1號乒乓球室

海濱南岸 會所 (不包括室內泳池範圍)

訊科中心 地下入口大堂

馬頭角控制中心 地下及5-7樓辦公室

高山劇場新翼 公眾地方

康宏廣場 地下及1樓入口大堂

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 1樓多用途禮堂及3樓廂座

深水埗郵政局 地下郵政局

荷里活廣場 1-3樓公眾地方

都會大廈 10樓服務中心

都會大廈 7樓、11-28樓 公眾地方

凱譽 平台會所

創紀之城1期-第1座 901-910室 (地政總署-測繪處訓練
 學校，土地信息中心(數碼地圖組)，
 土地及植物合約管理組- 觀塘辦
 事處)

創紀之城第1期 - 渣打銀行中心 2315-2318室 (中小企業支援與諮
 詢中心)

創紀之城2期 29樓 (屋宇署)

創紀之城第5期 20樓至22樓辦公室 (蓋璞採購有

 限公司)

創紀之城6期 8樓、15樓1502室及23樓2301-
 03室(選舉事務處)

創紀之城6期 9樓、11-13樓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
 公司)

創業街9號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創業街9號 10樓辦公室 (地政總署-九龍, 荃
 灣及葵青寮屋管制辦事處)

創興廣場 1-19樓公眾地方

善美工業大廈 地下A號鋪 (渣打銀行-新蒲崗分行)

喜韻 1樓 (香港房屋協會-物業保養組
 辦公室)

壹亞太中心 地下及1樓 (渣打銀行-觀塘道414
 號分行)

振華道體育館 樂雅苑停車場頂樓

富山公共圖書館 富仁樓地庫1樓1-4號單位

富利廣場 21-23樓客用升降機大堂 

富登中心 20、21及23樓公眾地方

富豪九龍酒店 3樓盧森堡廳

富豪九龍酒店 3樓凡爾賽廳

富豪九龍酒店 3樓露華廊廳

富豪九龍酒店 3樓芊妍廳

富豪九龍酒店 2樓蒙百樂廳

富豪九龍酒店 4-15樓

富豪東方酒店 2-12樓

港景峯 9樓會所健身室

港鐵總部大樓 “Tower I : L2, L7 to L12, L15 to L23 ; 
 Tower II : L8 to L10, L23”
 (此檢定地點並未有提供中文名稱)

港灣豪庭廣場 商場公眾地方

翔龍灣 會所 (不包括水療及更衣室)

翔龍灣廣場 地下及1樓公眾地方

華海廣場 地下及2樓公眾地方

華海廣場 17樓及23樓公眾地方

華懋廣場 1207、1209、1213 及 1215室 
 (土木工程拓展署)

順利邨公共圖書館 順利邨體育館3樓

順利邨體育館 地下至2樓

順利社區中心 地下社區會堂

黃大仙社區中心 2樓 (黃大仙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及
 3樓 (保護家庭及兒童課(黃大仙及
 西貢))

黃大仙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牛池灣市政大廈4樓

黃大仙區總部及分區警署 地庫至1樓

黃埔花園紫荊苑 聚寶坊之公眾地方

黃埔花園黃埔廣場 黃埔美食坊之公眾地方

黃埔花園銀竹苑 家居庭之公眾地方

黃埔花園錦桃苑 時尚坊之公眾地方

傲雲峰 會所 (不包括桑拿室及蒸氣浴室)

傲雲峰 3樓服務中心

匯景花園 服務中心

匯景花園會所 L4乒乓球室及大堂、L5健身室、

 舞蹈室及櫃臺大堂

圓方 地下至2樓公眾地方

奧柏．御峯 商場公眾地方

奧柏．御峯 7樓會所

奧朗 . 御峯 25樓會所

慈雲山公共圖書館 慈雲山中心7樓701-702號鋪位

新文華中心 地下1D號鋪及1樓100號鋪 (渣打
 銀行 - 尖東分行)

新文華中心A座 11樓1107至1108室 (土木工程拓
 展署新界東拓展署)

新文華中心A座 4-13樓公眾地方

新文華中心B座 4-13樓公眾地方

新世紀廣場第1座 1201-1207室、1212-1220室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新世紀廣場第1座 19樓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新世紀廣場第1座 公眾地方

新世紀廣場第2座 公眾地方

新東海商業中心 14樓及15樓

新科技廣場 高層地下之升降機大堂

新望大廈 地庫膳食地方 (麥當勞有限公司)

新港中心 商場公眾地方

新蒲崗公共圖書館 新蒲崗廣場3樓

新聲大廈 地庫膳食地方 (麥當勞有限公司)

滙景廣場 2樓 (地政總署 - 樹木組)

瑞和街市政大廈 7樓

瑞和街公共圖書館 瑞和街市政大廈5樓及6樓

瑞和街體育館 瑞和街市政大廈8樓至9樓

置富都會 商場之公眾地方

萬泰利廣場 地下大堂

葉傑全樓，滙信樓及何耀光樓/ 葉傑全樓全幢、滙信樓及何耀光
工業中心 樓/工業中心之辦公室範圍

寧晉中心 1樓大堂

窩打老道8號 住客會所

綠化教育資源中心 1樓 (動物園及園藝教育組與綠化
 教育資源中心)

維港中心第2座 1006A室 (日島工程有限公司)

銀城廣場 7-25樓升降機大堂及走廊

鳳德社區中心 地下多用途禮堂

億京廣場2期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不包括1-7樓)

德福廣場1期 商場公眾地方

德福廣場2期 商場公眾地方

樂富公共圖書館 樂富廣場3樓112號

樂歡樓 底層2樓 (慈雲山社區會堂) 

歐美廣場 12樓及23樓公眾地方

歐美廣場 地下及3樓之公眾地方

潮流工貿中心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曉暉花園會所 入口大堂

衞生防護中心 地下至4樓 (衞生署)

龍興公共圖書館 龍興樓地下北翼

彌敦道617-623號 地下、1樓及2樓B號舖（渣打銀

 行-旺角分行)

聯業大廈 4樓 (聯業製衣有限公司)

鍾士元樓 蔣震劇院

1881 公眾走廊

1881 展覽館

The Cameron (此樓宇並未有提供中文名稱) 1樓大堂

APM (此樓宇並未有提供中文名稱) 商場公眾地方

D2 Place 1期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K11購物藝術館 公眾地方

KOHO (此樓宇並未有提供中文名稱) 7樓及8樓辦公室 (新世界建築有限公司)

KOHO (此樓宇並未有提供中文名稱) 1樓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KOHO

 辦事處)

Mikiki（此樓宇並未有提供中文名稱） 地下入口大堂

One Harbour Square (此樓宇並未有提供中文名稱) 9-10樓及17-19樓辦公室 (在職家

 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PeakCastle (此樓宇並未有提供中文名稱) 地下電梯大堂與入口大堂

The Palace Mall (此檢定樓宇並未有提供中文名稱) 地庫3樓地盤辦公室 (新世界建築

 有限公司)

九龍公園游泳池 全幢 (不包括室內泳池範圍)

九龍城公共圖書館 九龍城市政大廈3樓

九龍城體育館 九龍城市政大廈1樓及2 樓

九龍動物管理中心 地下辦公室

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7樓辦公室 (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13樓 (選舉事務處)

力寶太陽廣場 新太陽廣場公眾地方

力寶太陽廣場 辦公大樓公眾地方

又一城 商場公眾地方

又一城商業大樓 3樓310室 (奧雅納工程顧問)

又一城商業大樓 3樓303室 (奧雅納工程顧問)

又一城商業大樓 5樓502、503、505、507 室及

 6樓 (奧雅納工程顧問)

又一城商業大樓 3樓301B及302室 (奧雅納工程顧問)

土瓜灣政府合署 2-11樓

大成街街市大樓 3樓辦公室 (黃大仙區環境衞生辦
 事處)

大角咀公共圖書館 大角咀市政大廈3樓

大角咀體育館 大角咀市政大廈4樓至7樓 (不包括
 室內游泳池)

中央郵件中心 地下至4樓

中國建設銀行中心 地下公眾地方

中港城第1座 平台升降機大堂

中港城第3座 11樓1110室 (中港城物業管理有
 限公司)

中港城第6座 平台升降機大堂

中華電力 - 東西區，慈雲山運作 地下，1-2樓
中心行政樓 

中華電力油麻地運作中心 1-2 樓辦公室

中華電力黃大仙運作中心 地下至UG樓辦公室

元州街市政大廈 8-10樓

元州街公共圖書館 元州街市政大廈1樓及2樓

公共衞生檢測中心 4樓西翼

友邦九龍大樓 11樓 (屋宇署)

友邦九龍大樓 11樓(1101室)及16樓辦公室(衞生署)

友邦九龍大樓 35樓辦公室 (香港蜆殼有限公司)

天文臺道8號 地下大堂

水務署龍翔道機電工場-C座 裝有中央空調系統的地方

牛池灣文娛中心 牛池灣市政大廈1樓至3樓

牛池灣公共圖書館 牛池灣市政大廈5樓及6樓

牛池灣體育館 牛池灣市政大廈1樓

牛頭角公共圖書館 牛頭角市政大廈2樓及3樓

牛頭角道體育館 牛頭角市政大廈2樓至4樓

加威中心 地下至1樓 (渣打銀行-尖沙咀分行)

北京道一號 12A樓、17樓及19樓公眾地方

北河街市政大廈 3樓辦公室及4樓 (深水埗區食物
 環境衛生署)

半島豪庭 會所

獲發「良好級」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證書處所名單 (九龍區)
大廈名稱 檢定位置



皇璧 3樓會所

盈翠半島 盈翠會

食物環境衞生署運輸組大埔車廠 地下及1樓辦公室

首都 地下 (康城社區會堂)

首都 會所 (不包括室內泳池範圍)

香港科技大學-李兆基圖書館 LG4至1樓 (李兆基圖書館)

香港科技大學教學大樓 LG7 飯堂

香港科技大學學術大樓 演講廳A-K

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大樓CT9 地下電梯大堂及2樓、5-7樓辦公室

香港國際貨櫃碼頭第3座 1-2樓及4-6樓

香港國際機場一號客運大樓 抵港層禁區

香港國際機場一號客運大樓 旅客登記及接機大堂公眾地方

香港國際機場一號客運大樓 離港層禁區

香港國際機場二號客運大樓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香港國際機場中場客運廊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香港濕地公園售票處 售票處

峻瀅 平台優閒天地

朗屏社區會堂 地下社區會堂

海天客運碼頭 公眾地方

海栢花園 海栢花園會所活動室 I

海傍街體育館 長洲市政大廈1樓及2樓

海趣坊 商場公眾地方

海灣花園 商場公眾地方

秦石商場 地下 (秦石社區會堂)

粉嶺公共圖書館 聯和墟市政大廈2樓

粉嶺南公共圖書館 牽晴間購物廣場地下G15及G16號
 舖位

粉嶺南政府綜合大樓 地下 (和興社區會堂)

荃新天地 地下至1樓公眾地方

荃新天地2期 商場公眾地方

荃錦中心 商場公眾地方

荃薈 商場公眾地方

荃灣千色匯 I 全幢辦公大樓公眾地方

荃灣千色匯 I 商場公眾地方

荃灣多層停車場大樓 1樓，2樓，10樓及11樓

荃灣西郵政局 地下郵政局

荃灣花園二期商業中心 1樓及2樓 (香港賽馬會荃灣電話
 投注中心)

荃灣廣場 商場公眾地方

荃灣警署 全幢裝有中央空調系統的地方

荔景社區會堂 地下禮堂

馬鞍山利安社區服務大樓 地下多用途禮堂及1樓會議室

馬鞍山廣場 L2及L3公眾地方

商貿港物流中心 餐廳

商貿港物流中心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不包括1樓和
 2樓客運大堂)

國泰航空貨運站 東南座4樓辦公室及辦公室大樓
 6樓

國泰航空貨運站 5樓辦公室

國泰航空貨運站 G座707室及717室

國泰航空貨運站 B座229室

國泰航空貨運站 B座439室

國泰航空貨運站 G座405室

國泰航空飲食服務 1樓辦公室

國泰港龍大廈及中航(集團)大樓 國泰港龍大廈1-5樓辦公室

國泰港龍大廈及中航(集團)大樓 自助食堂、康樂中心、公眾電梯
 大堂和走廊

將軍澳中心會所 會所大堂及電梯大堂

彩明商場擴展部分 6樓 (健彩社區會堂)

御庭軒政府綜合大樓 2樓粉嶺環境資源中心

御凱 會所大堂

御凱 高層地下升降機大堂

梅窩市政大廈 3樓 (食物環境衞生署)

梅窩公共圖書館 梅窩市政大廈地下

梅窩體育館 梅窩巿政大廈1樓及2樓

梨木樹社區會堂 地下多用途禮堂

深井污水處理廠-行政樓 1樓

貨倉大廈1期 12樓操作部控制中心
(現代貨箱碼頭有限公司)

貨倉大廈2期 頂層辦公室
(現代貨箱碼頭有限公司)

連城廣場 商場之公眾地方

連理街 商場公眾地方

都會坊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都會駅 商場公眾地方

壹號雲頂 會所

富亨鄰里社區中心 地下升降機大堂、多用途禮堂及
 2 樓會議室

富華大廈 地下F, G, H 及I 號鋪 (渣打銀行- 
 屯門分行)

富豪機場酒店 2-12樓

富豪機場酒店 1樓

嵐山會所 兒童遊戲室

嵐岸 會所兒童遊戲室

愉景灣社區會堂 地下社區會堂

景林鄰里社區中心 地下社區會堂

華心商場 商場公眾地方

華景山莊 商場公眾地方

華懋荃灣廣場 6樓及7樓（環境保護署辦公室）

瀝源圖書館 貴和樓101至110號地下

超級一號貨運站 3樓及4樓散貨處理(工作台)區域

隆亨社區中心 地下多用途禮堂

雅麗珊社區中心 地下多用途禮堂

雅麗珊社區中心 2樓 (西荃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及
 3樓 (荃灣及葵青區福利辦事處)

雲頂峰 地下及天台會所

匯城集團大廈 地下升降機大堂

廈村污水抽水站 新寫字樓、控制室及廠長室

新屯門中心 商場公眾地方

新田圍商場 5樓 (新田圍社區會堂)

新城市中央廣場1座 1樓、18-22樓升降機大堂及7-17
 樓全層

新城市中央廣場第1座 18-22樓辦公室 (JPMorgan Chase  
(JPMorgan Tower)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新城市商業大廈 6樓602-605室 （新城市廣場一期、
 三期及新城市商業大廈服務處)

新城市廣場一期 2樓222及223號舖 (渣打銀行 - 
 沙田新城市廣場分行)

新界北總區警察總部 地下至6樓及9-11樓

新界南動物管理中心 全幢 (不包括1樓)

新界南總區警察總部 地下至2樓、6樓及9-15樓

新時代中城 會所(不包括室內游泳池、桑拿
 室、蒸氣室及更衣室)

新都城二期 會所地下及1樓 (游泳池, 水療及桑

 拿地方除外)

新都城中心1期 地下及2樓公眾地方

新都城中心2期商場 天幕廣場

新都城中心3期商場 天幕廣場

新都會廣場第1座 1607-12、1620-24、3501-11、
 3520-25、4101-11 及 4123-25
 室 (屋宇署)

新都會廣場第1座 3901-3913室、3924B室、3925
 室 (屋宇署)

新都會廣場第1座 15樓1501室、1516-1525室及8
 樓813-819室

新都會廣場第1座 2901-02室及2915-25室 (威信停
 車場管理(控股)有限公司)

新都會廣場第2座 公眾地方

新都廣場 商場公眾地方

新港城中心 天幕大廳

新港城第3期 地下公眾地方

新港城廣場 2樓公眾地方

新達廣場 L1 天幕廣場

新領域廣場 商場公眾地方

楊屋道市政大廈 3樓辦公室

楊屋道體育館 楊屋道市政大廈4樓及5樓

置富第一城 商場公眾地方

置富第一城．樂薈 商場公眾地方

萬金中心 地下購物商場公眾地方

萬景峯 平台會所大堂

萬景峯第1座 3樓住宅升降機大堂

萬景峯第2座 3樓住宅升降機大堂

萬景峯第3座 3樓住宅升降機大堂

萬景峯第5座 3樓住宅升降機大堂

萬景峯第6座 3樓住宅升降機大堂

萬象工業大廈 1樓辦公室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

葵青警區總部暨青衣分區警署 地下至7樓及15-16樓

葵涌分區警署 1樓、2樓及4樓辦公室

葵興政府合署 2樓、4-10樓

蜆殼大廈 地下、3樓辦公室及2樓培訓室

運頭塘鄰里社區中心 地下升降機大堂、多用途禮堂及2
 樓會議室

達貿中心 全幢大廈辦公樓層 - 升降機大堂

雍雅軒 L1會所舞蹈室

電視廣播城-聯匯大樓 全幢

嘉華星濤灣 會所地下休憩地方

碧堤半島 2樓會所

綠楊坊 商場公眾地方

翡翠廣場 地下及1樓C號鋪 (渣打銀行 - 荃
 灣分行)

銀湖。天峰 皇殿會所2樓入口

銀禧薈 商場公眾地方

廣福社區會堂 地下社區會堂

蝴蝶灣社區中心 地下多用途禮堂

蝴蝶邨公共圖書館 蝶聚樓地下123-130號

機場世貿中心 地下1號室 (機場幼兒園)

龍逸社區會堂 地下至1樓 (龍逸社區會堂)

龍鼓灘發電廠行政樓 1-2樓辦公室

龍鼓灘發電廠控制樓 2樓辦公室及中央控制室

龍鼓灘發電廠項目大樓 地下商務部辦公室

嶺南大學-康樂樓 AMG01及AM101餐廳用餐區範圍

嶺南大學-康樂樓 全幢（不包括餐廳範圍）

聯和墟市政大廈 地下 (聯和墟社區會堂)

聯和墟體育館 聯和墟市政大廈3樓

駿景園 會所 (不包括室內游泳池範圍)

駿景廣場 育嬰室

駿景廣場 商場公眾地方

藍澄會 L5 及 L6會所

藍澄灣商場 商場公眾地方

羅湖懲教所 職員大樓

羅湖懲教所-運作大樓 全幢辦公大樓

麗豪酒店 地下 (味房居食屋)

麗豪酒店 地下 (月光光)

麗豪酒店 地下 (意廊)

麗豪酒店 地下 (河夢)

麗豪酒店 地下 (仙吧)

麗豪酒店 1樓(沙田廳及麗豪廳)

麗豪酒店 1樓嘉年華吧

麗豪酒店 1樓(龍門客棧)

麗豪酒店 1樓管理處

麗豪酒店 1樓聚賢廳

麗豪酒店 2樓大埔廳

麗豪酒店 2樓(富豪坊及富豪軒)

麗豪酒店 2樓健身中心及3樓休閒區

麗豪酒店 3樓紫荊廳

麗豪酒店 3樓濠餐廳

麗豪酒店 地下至3樓公眾地方

麗豪酒店 15-17樓

麗豪酒店 4-14樓

寶林商場 3樓1D室 (社會福利署-將軍澳社會
 保障辦事處)

寶康大廈 地庫及地下 A、 D及E舖膳食地方 
 (麥當勞有限公司)

顯徑鄰里社區中心 地下多用途禮堂及2樓會議室

天暉路社區會堂 地下及1樓

天耀社區中心 地下多用途禮堂

太平工業中心第1期 22樓C及D室及23-24樓辦公室 

太和廣場 商場公眾地方

太和鄰里社區中心 地下升降機大堂、多用途禮堂
 及2樓會議室

太和體育館 地下及1樓

屯門中央廣場 18樓1-7及21-28室 (地政總署- 
 元朗地政處)

屯門政府合署 地下及平台 (屯門中央郵政局)

屯門政府貯物中心 11樓

屯門時代廣場 北翼地下公眾地方

屯門第44區聯用綜合大樓 M層至1樓 (湖山路社區會堂)

屯門警署 全幢裝有中央空調系統的地方

文錦渡食品管制辦事處 - 本區 辦公室

文錦渡食品管制辦事處 - 新翼B區 辦公室

文錦渡食品管制辦事處 - 新翼C區 辦公室

比華利山別墅 物業服務處

比華利山別墅 控制室

火炭鐵路大樓 全幢

北大嶼山醫院 全幢大廈辦公室及公眾地方

北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石湖墟市政大廈4樓部份地方

北葵涌公共圖書館 北葵涌街市及圖書館3樓及4樓

北衛星客運廊 公眾地方

永得利廣場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良田體育館 田景邨停車場4樓至5樓

石圍角公共圖書館 石芳樓215-219號

石湖墟市政大廈 4樓部份地方 (食物環境衞生署北
 區環境衞生辦事處)

石湖墟污水處理廠 - 行政大樓 地下及1樓

石湖墟郵政局 地下郵政局

石籬社區會堂 地下 (石籬社區會堂)

禾輋廣場 3樓 (禾輋社區會堂)

吉田大廈3期 1樓 (管理處)

名家匯 會所 (不包括宴會廳、水療室及室
 內游泳池)

安定 / 友愛社區中心 1樓多用途禮堂

有線電視大樓 28至40樓

西貢將軍澳政府綜合大樓 地下 (民政諮詢中心及社區會堂)、
 3-6樓

西貢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西貢將軍澳政府綜合大樓9樓至10樓

坑口體育館 西貢將軍澳政府綜合大樓1樓至3樓

李達三葉耀珍伉儷李本俊會議大樓 2-7樓公眾地方

李達三葉耀珍伉儷李本俊會議大樓 餐飲服務範圍

沙田商業中心 地下 (火炭郵政局)

沙田商業中心 1樓10號舖 (渣打銀行-火炭優先
 理財服務中心)

沙田商業中心 1樓3號舖 (渣打銀行-火炭分行)

沙田商業中心 1樓5號舖 (渣打銀行-火炭優先
 理財服務中心)

沙田綜合大樓 地下升降機大堂及6-10樓

沙田廣場 地下8號鋪 (渣打銀行-沙田廣場
 優先理財服務中心)

沙角商場 1樓 (沙角社區會堂)

沙角商場 商場公眾地方

良景社區中心 地下多用途禮堂

亞洲國際博覽館 全幢 (展館除外)

亞洲國際博覽館 展館1-3及5-11號

和合石火葬場 地下入口大堂及辦公室

和合石橋頭路靈灰安置所 辦公室

和黃物流中心 M1樓大堂

坪洲市政大廈 地下及1-2樓辦公室 (食物環境衞
 生署)

坪洲公共圖書館 坪洲市政大廈地下

坪洲體育館 坪洲巿政大廈地下及1樓

尚美樓 1樓 (尚德社區會堂)

屈臣氏中心 8-9樓辦公室

東涌市政大樓 1樓辦公室 (食物環境衞生署)

東涌市政大樓 地下至1樓 (東涌社區會堂)

東涌文東路體育館 東涌市政大樓地下至2樓

東涌公共圖書館 東涌市政大樓地下及1樓

東涌游泳池 全幢 (不包括室內游泳池)

東涌郵政局 地下郵政局

東港城 商場公眾地方

林德港氧有限公司 (大埔) 2樓辨公室

欣廷軒 3樓會所

空郵中心 地下及1樓

迎海薈商場 地下天幕廣場

采葉庭會所 會所（泳池及羽毛球場除外）

長洲市政大廈 1-2樓 (食物環境衞生署)

長洲市政大廈 地下 (長洲郵政局)

長洲公共圖書館 長洲市政大廈2樓

長發邨社區中心 地下禮堂

長發廣場 商場公眾地方

青山發電廠Ａ廠行政樓 1-2樓辦公室

青山發電廠Ａ廠控制樓 地下至2樓、4樓辦公室及中央控
 制室

青山發電廠B廠行政樓 地下、2樓及3樓辦公室

青山發電廠B廠控制樓 地下、1樓、5樓辦公室及中央控
 制室

青衣公共圖書館 青衣市政大廈1樓

青衣城 地下至3樓公眾地方

青怡花園第5座 地下 (香港賽馬會青衣電話投注
 中心)

南豐中心 2-3樓公眾地方

厚德邨商場東翼 地下37-40號鋪 (渣打銀行-將軍
 澳分行)

奕翠園 住客會所 I

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屏山天水圍文化康樂大樓高座

帝堡城會所 L6、L5及L3
建生社區會堂 地下多用途禮堂

恆安社區中心 地下多用途禮堂

恆福商場 地下至1樓公眾地方

恒生荃灣大廈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映灣薈 商場公眾地方

鍾士元樓, BC翼及A座 全幢 (蔣震劇院除外)

鴻貿中心 地下電梯大堂

鴻圖道52號 大廈公眾地方

鴻圖道78號 大廈公眾地方

藍泰樓 地下 (房屋署藍田邨辦事處)

豐盛居 會所

豐順商業大廈 5-11樓及14-16樓 (創興銀行有
 限公司)

醫院管理局大樓 1樓辦公室 (衞生署)

騏生商業中心 15樓 (黃開基測計師行有限公司)

鯉魚門公共圖書館 鯉魚門市政大廈1樓 

鯉魚門體育館 鯉魚門市政大廈2樓至5樓

瓊林大廈 地庫膳食地方 (麥當勞有限公司)

麗斯中心 地下及2樓公眾地方

麗斯中心 15樓及20樓公眾地方

麗晶花園商場 地下至2樓公眾地方

麗港城(第1, 2及4期)住客會所 閱讀室

麗港城商場 B1樓、地下、1樓及2樓公眾地方

麗閣商場 商場公眾地方

寶光商業中心 9樓辦公室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寶光商業中心 全幢大廈公眾地方

瓏壐 會所入口及接待處

譽‧港灣 住宅升降機大堂及會所（泳池及
 水療中心除外)

觀月‧樺峯 1樓會所

觀塘游泳池 地下辦公室、1樓控制室及1樓
 急救室

觀塘碼頭廣場 地下及1樓之公眾地方

觀塘碼頭廣場 15樓及16樓之公眾地方

觀點中心 1001-1003室、1101-1103室及
 26-27樓辦公室 (屋宇署)

觀點中心 1201室、23樓及25樓 (土木工程
 拓展署)

鱷魚恤中心 1702室 (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
 (香港)組)

鱷魚恤中心 1602室 (教育局質素保證及校本
 支援分部質素保證組)

鱷魚恤中心 15樓 (教育局質素保證及校本支
 援分部質素保證組)

99長輝路商業大樓 20樓高層區

99長輝路商業大樓 5、7樓高層區、10樓、15樓、
 18-19樓高層區

99長輝路商業大樓 地下入口大堂

D • PARK 愉景新城 1樓童趣森林

NTT Communications香港金融數據 2樓
中心2期 

PopCorn 1 商場公眾地方

PopCorn 2 商場公眾地方

TML廣場 地下大堂

九龍貿易中心2座 18-21樓 及 22樓1-9室

三棟屋博物館 展覽廳、博物館辦公室及演講室

上水中心購物商場 1-2樓商場公眾地方

上水公共圖書館 石湖墟市政大廈3樓

上水廣場 21樓2101, 22-23A室 (教育局教
 育心理服務組)

上水廣場 6-22樓公眾地方

上水廣場 15樓1501-1510室 (地政總署- 
 工程項目組)

上水廣場 19樓1903-1923A室 (地政總署- 
 鐵路發展組 (總辦事處)及鐵路發
 展測量小組)

上水廣場 13樓1301室 (地政總署-北區地
 政處(上水分處)) 

上水廣場 18樓1818-1819室 (地政總署-  
 工程項目測量小組)

上水廣場購物商場 2-5樓公眾地方

大元社區會堂 地下社區會堂

大埔社區中心 1樓多用途禮堂

大埔社區中心 1樓及4樓 (南大埔綜合家庭服務中
 心)

大埔公共圖書館 大埔綜合大樓5樓

大埔綜合大樓 3樓及4樓

大埔墟體育館 大埔綜合大樓6樓及7樓

大興公共圖書館 商場二樓80號

大興社區會堂 地下多用途禮堂

大鴻輝(荃灣)中心 地下公眾地方

大欖懲教所 地下探訪室及辦公室

小濠灣污水處理廠污泥脫水樓 控掣室

小瀝源路遊樂場 小瀝源路遊樂場-壁球場

小欖醫院 地下及1樓訓練室

中國染廠大廈 12樓1-6室 (遵理集團)

中華電力上水運作中心 主樓1樓及南翼

中華電力屯門運作中心 1樓辦公室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 沙田中心 13樓 (客務熱線中心)

中華電力沙田運作中心 1-3樓辦公室

中華電力青衣中心 地下辦公室

中華電力荃灣運作中心 1-2樓辦公室

井財街政府服務大樓 1樓多用途室，2樓舞台會議室，

 4樓活動室及會議室

元朗千色匯 地下、1樓及2樓公眾地方

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環境保護署 1-4樓辦公室

行政大樓 

天水圍北公共圖書館 天澤商場313號舖位

天宇海 會所大堂

天宇海 會所健身房

天恆邨停車場大樓 5樓 (香港賽馬會天水圍義工及培
 訓中心)

天恒邨停車場大樓 1樓及2樓 (香港賽馬會天水圍電話投
 注中心)

天晉II-會所 地下多用途房、宴會廳、中轉大
 堂及3樓兒童遊戲室

天晴社區會堂 地下社區會堂

天晴社區綜合服務大樓 401室 (勞工處就業一站)

獲發「良好級」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證書處所名單 (新界區及離島)
大廈名稱 檢定位置

以上名單所列之機構持有於2017-2018年有效之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