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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領匯物業「暢通無阻通道」設施提升計劃 – 完成基本工程的物業名單 

截至 2013年 3 月 

領匯旗下物業  
觸覺 

引路帶  

低枱面顧

客服務台  

暢通易達洗

手間  

暢通易

達停車

位  

斜道  
商場點字地

圖指示牌  

視像火警警

報系統  

暢通易達 

升降機  

1 葵興商場   -- * * * --  -- 

2 樂雅苑商舖及停車場   -- -- * -- --  -- 

3 順安商場   -- * * -- --  -- 

4 兆麟商場   -- -- *  --  -- 

5 黃大仙街市及停車場   -- * * -- --  *

6 高俊苑商場   -- -- * -- --  -- 

7 天馬苑商場   -- * * *   -- 

8 美松苑商場   -- -- * * --  -- 

9 禾輋廣場    * * *   *

10 葵芳廣場    * * --   

11 寶田商場   -- * * *   *

12 賢麗苑商場   -- * * *   *

13 利安商場    * * *  w *

14 頌安商場    * * *  w *

15 秦石商場    * * *  w 

16 美林商場    * * *   w 

17 運頭塘商場    * * * C  -- 

18 
慈正商場(一)及 (二)

期  
 -- * * * -- w *

19 廣田商場   -- * -- *  w 

20 慈愛苑商鋪   -- -- * * -- w *

21 樂華(南)商場   -- -- * w --  -- 

22 橫頭磡商場  -- -- * * -- C -- 

23 彩輝邨商鋪   -- -- * * -- w -- 

24 南昌邨商鋪  -- -- * * * -- w -- 

25 錦泰商場    * * * C  w 

26 逸東商場    * * w  w 

27 錦英苑商場    * * *  w w 

28 蝴蝶廣場     * * * C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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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廣源商場    * * * C w *

30 瀝源廣場    * * * C w *

31 海富商場   * * * C w *

32 新田圍商場    * * C  w *

33 富善商場    * * * C w *

34 葵盛東商場      * * * * C w *

35 康柏苑商舖  -- -- -- * * -- C *

36 富亨商場     * *  C w 

37 麗閣商場    * * * C w -- 

38 田灣商場   -- * * * C w *

39 石籬商場一期    -- * * * C w *

40 石蔭商場   * * -- C w *

41 穗禾苑商場   -- * * * C w -- 

42 兆禧苑商場    -- * * * C w -- 

43 和明苑商舖及停車場  -- -- -- * -- -- w *

44 順天邨商舖及停車場  -- -- * * -- -- C -- 

45 
紅磡邨之商舖與停車

場  
-- -- -- * * -- w -- 

46 
欣盛苑之商舖與停車

場 
-- -- -- *  -- w -- 

47 天華邨商舖  -- -- -- *  -- w -- 

48 英明苑停車場 -- -- -- *  -- w -- 

49 何文田廣場    * * w C w *

50 長發廣場    * * C C w *

51 厚德(二) 商場  * W * * * C w *

52 石籬商場二期    * * C C w *

53 雍盛商場 W  * * w C  *

54 明德商場   * * w C w *

55 山景商場     * *  C w w 

56 寶林商場     * *  C w w 

 
 
√  設施已提供 C  工程進行中 --  不適用 

√* 設施已提供(只需小型提升工程) W  工程即將展開  

 

 



  

      
 

The Link Management Limited 領匯管理有限公司  Manager of the Link REIT 

     

HEAD Office 
33/F, One Landmark East, 100 How Ming Street,  Tel (852) 2175 1800  www.thelinkreit.com 
Kwun Tong, Kowloon, Hong Kong  Fax (852) 2175 1900 

香港九龍觀塘巧明街 100 號 One Landmark East 33 樓 

附件二 

領匯物業「暢通無阻通道」設施提升計劃–工程進度 

截至 2013年 3 月 

領匯旗下物業  
觸覺 

引路帶  

低枱面顧

客服務台  

暢通易達

洗手間  

暢通易達

停車位  
斜道  

商場點字地

圖指示牌  

視像火警警

報系統  

暢通易達 

升降機  

1 東頭邨商舖   -- * * w -- w -- 

2 青衣商場   -- * * * C w w 

3 李鄭屋商場     * * w C w -- 

4 長亨商場   -- * * * C w C 

5 翠灣邨商鋪  -- -- -- * -- -- w -- 

6 顯徑商場    * * C C w w 

7 康瑞苑商舖     -- -- -- * -- -- C -- 

 8 興民商場   -- * * -- C w w 

9 東熹苑商舖  -- -- -- * -- -- C -- 

10 太平邨商舖及停車場  -- -- -- * -- -- w -- 

11 高怡邨商舖及停車場     -- -- -- * -- -- C -- 

12 欣明苑商舖及停車場   -- -- -- * -- -- w -- 

13 
秀茂坪邨第三期商舖

及停車場   
-- -- -- * -- -- w -- 

14 峰華邨商舖及停車場 -- -- -- * -- -- w -- 

15 嘉田苑停車場 -- -- -- * -- -- w -- 

16 盈福苑商舖 -- -- -- * -- -- w -- 

17 寶熙苑商場  -- -- -- -- -- -- -- -- 

√  設施已提供 C  工程進行中 --  不適用 

√* 設施已提供 (需進行小型提升工程) W  工程即將展開  
 

 

有關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及領匯管理有限公司 

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香港上市編號：823）是首家香港上市及以市值計現時亞洲地區最大型的房地產投

資信託基金，由領匯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並完全由私人和機構投資者持有。旗下物業組合包括內部樓面面積

約 1,100 萬平方呎零售物業及約 80,000個泊車位。物業組合的零售設施與香港逾四成住戶的居所為鄰，提供

顧客日常所需，服務全港市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