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 2022 新入伙私人屋苑及公居屋住戶優惠名單 

 

私人屋苑 

九龍區 香港區 新界區 

優惠期至 30/06/2022    

[紅磡] 啟岸 The Vantage [西半山] 半山捌號 [馬鞍山] 泓碧 Altissimo 

[馬頭角] 瑧尚 Artisan Garden [北角] 海璇2B 2期 及 3期 [大埔] 天鑽 The Regent 

 [西半山] 波老道21號 [元朗] 瑧頤 Atrium House 

 

 

[元朗] 山水盈 

 

 

[天水圍] Wetland Seasons 

Park I 

 

 

[屯門] 恆大‧珺瓏灣 EMERALD 

BAY 1 - 2 

 

 

[屯門] 瑧譽 Villa La Plage 

 

 

[屯門] 御海灣第1-2期 Regency 

Bay Phase 1-2 

 

 

[屯門] OMA OMA 
  

[大埔] 逸瓏灣8 MAYFAIR by 

the sea 8 

優惠期至 31/12/2022 

[長沙灣] 家壹 The Addition [西營盤] 15 WESTERN STREET [天水圍] Wetland Seasons 

Park II 

[長沙灣] 營盤街 The Campton [西半山] 西半山The Richmond [將軍澳] MONTARA 

[長沙灣] 恆大‧睿峰 [西營盤] 藝里坊．2號 [馬鞍山] Silversands 

[長沙灣] 弦雅 THE CONCERTO  [天水圍] Wetland Seasons 

Park III 

[何文田] 128 Waterloo  [將軍澳] Grand Montara 

[何文田] 瑧樺 Timber House   

[觀塘] 凱滙 1-2期 Grand 

Central 1 - 2 

  

[大角咀] 利奧坊．曦岸   

[啟德] 尚．珒溋 Upper 

RiverBank 

  

[啟德] 嘉峯匯   

[奧運] Sablier傲寓   

優惠期至 30/06/2023   

[長沙灣] 愛海頌 Seaside 

Sonata 

[鴨脷洲] 鴨脷洲利南道66號項目 [將軍澳] MARINI 

[何文田] Prince Central   [跑馬地] EIGHT KWAI FONG 

HAPPY VALLEY 

[將軍澳] GRAND MARINI 

[啟德] THE HENLEY I  [青衣] 明翹匯 The Grand 

Marine 

[啟德] THE HENLEY III  [馬鞍山] 雲海別墅 Crown of St 

Barths 

[紅磡] 曼翹 MANGROVE  [將軍澳] Sea to Sky 

[長沙灣] 翠雅山 TRIAZZA  [屯門] 帝御‧金灣 SEACOAST 

ROYALE 

  [屯門] 帝御‧星濤 STARFRONT 

ROYALE 

  [屯門] 帝御‧嵐天 SKYPOINT 

ROYALE 

  [將軍澳] 日出康城Ocean 

Marini 

  [沙田] 瓏珀山 St Michel 

  [屯門] OMA by the Sea 

  [天水圍] Wetland Seasons Bay 

I 

  [天水圍] Wetland Seasons Bay 

II 

優惠期至 31/12/2023  

[何文田] St. George's 

Mansions 

[薄扶林] 碧麗軒 BISNEY CREST [將軍澳] 日出康城LP10 

[何文田] 瀚名 10 LaSalle [上環] 42 TUNG ST. [將軍澳] 海茵莊園(Manor Hill) 

[何文田] MADERA GARDEN [鴨脷洲] 逸南 The Upper South [大圍] 柏傲莊 I The Pavilia 

Farm I 

[油塘] KOKO HILLS [西營盤] 尚瓏 THE QUEENS [大圍] 柏傲莊 I The Pavilia 

Farm II 



 

[藍田] KOKO RESERVE [灣仔] EIGHT STAR STREET [青衣] 薈藍 The Met. Azure 

[九龍城] 瓏碧 Allegro [黃竹坑] 晉環 SOUTHLAND  

[啟德] MONACO   

 

 

 

公共屋苑/ 居屋 / 資助出售房屋 

九龍區 香港區 新界區 

優惠期至 30/06/2022     

[深水埗] 白田邨 (康田樓、健田

樓、詠田樓、心田樓)  

 

 

[深水埗] 白田邨  (清田樓、朗田

樓)  

  

[長沙灣] 海達邨 (海華樓、海昌

樓) 

  

[牛頭角] 彩福邨 (彩和樓) 

  

優惠期至 31/12/2022     

[鑽石山] 鑽石山綜合發展區公屋 

(第一期)-公屋 

啟鑽苑 

啟宏閣（第1座） 

[筲箕灣] 明華大廈 (房協出租單

位) 2020年2橦 - 第一期 

[火炭] 彩禾苑 

[鑽石山] 鑽石山綜合發展區公屋 

(第一期)-公屋 

啟鑽苑 

啟雋閣（第2座） 

 [大埔] 富蝶邨 (斑蝶樓) - 1期 

  [粉嶺] 皇后山邨 1期 皇頤樓 

  [粉嶺] 皇后山邨 3期 皇滙樓 

  [粉嶺] 皇后山邨 3期 皇樂樓 

  [粉嶺] 山麗苑 松山閣（A座） 

  [粉嶺] 山麗苑 榕山閣（B座） 

  [粉嶺] 山麗苑 杏山閣（C座） 

  [粉嶺] 山麗苑 杏山閣（D座） 

  [粉嶺] 山麗苑 楹山閣（E座） 

  [粉嶺] 山麗苑 橋山閣（F座） 

優惠期至 30/06/2023     

  [荔景] 荔景邨 恒景樓 (第8座) 

  [屯門] 菁田邨 菁信樓（第1座） 

  [屯門] 菁田邨 菁心樓（第2座） 

  [屯門] 菁田邨 菁樂樓（第3座） 

  [屯門] 菁田邨 菁喜樓（第4座） 

  [屯門] 菁田邨 菁善樓（第5座） 

  [粉嶺] 皇后山邨 2期 皇順樓 

  [粉嶺] 皇后山邨 2期 皇盛樓 

  [粉嶺] 皇后山邨 1期 皇溢樓 

  [粉嶺] 皇后山邨 2期 皇頤樓 

  [粉嶺] 皇后山邨 3期 皇澄樓 

  [屯門] 和田邨 和喜樓 (第1座) 

  [屯門] 和田邨 和善樓 (第2座) 

  [屯門] 和田邨 和彩樓 (第3座) 

  [屯門] 和田邨 和麗樓 (第4座) 

優惠期至 31/12/2023     (入伙期為2022年Q3-Q4) 

[長沙灣] 海達邨第二期 

海盛樓 

[柴灣] 蝶翠苑  [東涌] 裕雅苑 

  [東涌] 雅德閣 

  [東涌] 雅昌閣 

  [東涌] 雅榮閣 

  [東涌] 雅盛閣 

  [東涌] 雅歡閣 

  [東涌] 雅泓閣 

  [粉嶺] 欣盛里 

  [元朗] 同心村 (過渡性房屋) 

  [屯門] 「齊+」三聖過渡性房屋 

 

 

*以上名單如有變更，怒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