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舊衣回收計劃

回收箱位置

地址 擺放位置

*綠意居 西環卑路乍街 26號 大廈範圍

*賽詩閣 山頂加列山道63號 1座 地下

*雍景臺 香港中環半山區羅便臣道70號 垃圾收集處所(近卸貨區)

*七重天大廈 山頂加列山道38號 七重天大廈管理處 不銹鋼後門側

*傲翔灣畔 香港域多利道86號 停車位傍

*永威閣 堅尼地道31號 地下停車場

*寶翠園
香港薄扶林道89號

1. T1-T2 之間 

2. T3-T5 之間
3. T6-T8 之間 

*學士臺 香港薄扶林道101號 第一座地下

*聯邦花園
香港干德道41號

1. 羅馬閣下層停車場 

2.威尼斯閣下層停車場對出樓梯口

*加惠臺 堅尼地城加惠民道29號地下 5/F 車場

*樂信臺 中環半山區羅便臣道8號 會所對出

*愛富華庭 半山羅便臣道62B 車場 G/F

*荷李活華庭 上環荷李活道123 號/皇后大道中268號 A座L6公眾地方位置

*嘉富臺 香港干德道62號 車場出入口

*莊士明德軒 香港西半山聖士提反里5號 地下休憩處

*香港大學-蒲飛路宿舍 蒲飛路13-21號 迴旋處(E棟外）

*西浦 香港上環皇后大道西189號 5/F 升降機大堂

*御景臺 香港中環半山堅道46號 平台

*花園台2座及3座 中環舊山頂道8A 管理處側

*縉城峰 西營盤第一街8號 停車場缷貨區

*怡峯  堅尼地城加惠民道33號 UG/F 停車場

*觀龍樓
香港堅尼地城龍華街20號

1. 觀龍樓一期4樓花園  

2. 觀龍樓二期地下大堂

*堅麗閣 香港中環半山堅尼地道10-18號 4LG 車場

*加多近山
香港堅尼地城加多近街37號A 地下停車場指定位置

*殷然 半山堅道100號 G/F 垃圾收集處

*高士台 半山區興漢道23號 G/F卸貨區旁

香港四季酒店 中環金融街8號 員工入口

東華醫院 上環普仁街十二號 C座G/F正門

*大坑台 香港大坑春暉路5號 訪客車場

*勵德邨
大坑勵德邨道16號

1.邨榮樓4樓大堂 

2.勵潔樓地下大堂
3.德全樓地下大堂 

*滿峰台 香港灣仔堅尼地道48號 LG/F

*樂景園 跑馬地樂活道20號 停車場L1層

*樂翠台 跑馬地樂活道10號 A,B座之間的後平台

*龍濤苑 大坑浣紗街 25號地 地下垃圾房側

*蔚雲閣 跑馬地鳳輝台12號 L1 停車場

*囍滙 1期: 太源街33號
2期: 皇后大道東200號

1.第一期  G/F卸貨區  (太元街) 

2. 第二期 B3/F卸貨區 (皇后大道東) 

*嘉景臺 大坑徑19 號 近訪客停車場

*曉廬 香港司徒拔道41號D 8/F 裝卸區

律敦治及鄧肇堅醫院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66號 近醫院宿舍旁

*健康村一期 北角七姊妹道176 號 健康村一期P4平台康智閣門口對出

*健康村三期 北角七姊妹道176 號 健康村三期藍鵲樓對出

*明華大廈

筲箕灣阿公岩道11號

1. A座
2. B座 

3. G座 

4. I 座 

* Y. I. Building 大坑道10號 地下車場指定擺放處

*海景軒 天后銀幕街1號 3樓平台

*逸樺園 香港鰂魚涌基利路3號 2/F 升降機大堂

*富怡花園 柴灣小西灣道23號 5座B 樓梯旁

*富欣花園 香港柴灣小西灣道9號 屋苑停車場大樓地下

*港濤軒 北角渣華道180號 G/F 停車場

*栢蕙苑 鰂魚涌基利路2-8號 屋苑地下層通道

*新威園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989號 4樓平台升降機等候處

*形品 北角明園西街38號 地下門口

*澤鑾閣- 柴灣職業訓練局職員宿舍 香港柴灣盛泰道38號 屋苑近閘口旁

*樂融軒 香港筲箕灣筲箕灣道333號 3樓會所平台花園

*悅翠苑 柴灣茵翠街9號 近平台樓梯位置

*百福花園
香港北角天后廟道151-173號

1. 百福花園A座(景福閣) 

2. 百福花園L座 (家福閣)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香港柴灣樂民道3 號 主大樓3/F平台
青年廣場 香港柴灣柴灣道238號 1樓

藍灣廣場 柴灣小西灣道29號 1/F收費私家車停車場近入口

*漁光邨
香港仔水塘道26號

1. 海港樓車場入口 

2. 順風樓入口 

*壽臣山道東1號
香港壽臣山道東1-9號 管理處旁

*貝沙灣第一期 香港貝沙灣道28號 第1-3期: 平台近穿梭電梯大堂

*貝沙灣第六期 香港貝沙灣道8號 第6期:平台第5座旁

*貝沙灣第四期 香港貝沙灣道68號 第4期:平台第2座旁

*紅山半島會所 香港大潭半山白筆山道18 號 4座平台

*富臨軒 香港薄扶林華富道8號 停車場更亭旁

*香港國際學校 香港大潭紅山道1號 高中部大閘

*淺水灣道36A 淺水灣道36號A 泳池旁邊

數碼港
香港數碼港道100號

1. L1, A區, 數碼港 3座 

2. L1, 數碼港商場單車停車位旁 

3. L3, 停車場 (一) (二) 入口處 
葛量洪醫院

香港仔黃竹坑道125號

1. 護士學校旁 

2. 郭德勝心臟中心對出 

3. 1座宿舍則門 

4. 高級職員宿舍 
瑪麗醫院 薄扶林薄扶林道102號瑪麗醫院 K座地下

擺放地點

南區

中西區

東區

地區

香港島

灣仔區

*為私人屋苑, 只供該屋苑住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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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衣回收計劃

回收箱位置

擺放地點 地址 擺放位置

*頌賢花園 大角咀通州街28號 卸貨區旁

*萬盛閣 九龍荔枝角道168號 第一座平台位置

*駿發花園 九龍油蔴地眾坊街 3號 駿發花園地下有蓋行人通道(近眾坊街)

*爵士花園 京士柏道33號 第五座對出空地

*國際都會管理服務中心 九龍紅磡都會道6號 都會道6號都會軒2座對出

*太平洋會 九龍尖沙咀海港城太平洋會 會所車場

*康宏廣場 尖沙咀東部科學館道1號 LB/F

中港城 九龍尖沙咀廣東道33號 中港城平台近第6座門口

陳少棠區議員辦事處 九龍渡船角文苑街47號 九龍渡船角文苑街47號文輝樓地下

*海峯 深水埗福華街188號 車場

*樂年花園
長沙灣保安道2號及順寧道18號

1. 東翼停車場 

2. 西翼停車場 

明愛醫院 深水埗永康街111號 G/F, 懷愛樓

*欣圖軒 何文田忠孝街93號 第3/4座地下位置

*真善美村
九龍城富寧街21-23號B

1. 至真樓B座大堂對出(向內園) 

2. 至善樓次出入口對出(向至真樓) 

*家維邨
九龍紅磡佛光街1號A 

1.家邦樓地下辦事處旁 

2.家禮樓地下大堂旁  

3.家興樓地下大堂旁 

*樂民新村
土瓜灣靠背壟道160號

1. F座 

2. I座&H座入口 

3. G座近車場出口 

*福怡花園 九龍太子道西278號 二座側平台

*御龍居 何文田忠孝街83號  2座 LG/F 玻璃門外

*雅利德樺臺 何文田牧愛街38號 屋苑3/F車場平台

*香港理工大學學生宿舍-何文田 九龍何文田佛光街15號 LG/F, 停車場

*瑪利諾修院學校 九龍九龍塘何東道5號 有蓋操場

*加多利山 九龍太子道西211號 地下火牛房內

*陶源
九龍城衙前圍道51號 G/F 停車場

*巴富洋樓 何文田巴富街27-31號 停車場

*維港星岸會所 紅磡紅鸞道7號 平台 (podium)

譽· 港灣Mikiki 九龍新蒲崗太子道東638號 LG/F 上落貨區

醫院管理局總部 九龍亞皆老街147號B G/F, 醫管局大樓近卸貨區

九龍醫院
九龍亞皆老街147號A

1.西翼大樓門口  

2.康復大樓2/F平台花園 

黃大仙區 香港佛教醫院 九龍樂富杏林街10號 A座入口

*觀塘花園大廈

九龍牛頭角道297號玉蓮臺第3座 2字樓82室

1.玉蓮臺第四座大堂側 

2.玉蓮臺第二座天井位 

3.近孔雀樓地下主大堂 

4.畫眉樓 

5.喜鵲樓 

*鯉安苑
藍田鯉魚門道11號

1. 鯉欣閣地下有蓋空地 

2. 鯉怡閣地下 

* Peninsula East 油塘崇耀街9號 G/F 停車場

創紀之城一期 觀塘道378號 創紀之城 第一期

創紀之城二及三期 觀塘道378號 創紀之城 第二期

創紀之城六期 觀塘道378號 創紀之城 第六期

企業廣場二期 九龍灣常悅道3號 車場 1/F

基督教聯合醫院
九龍觀塘協和街130號

1. P座B2升降機大堂  

2. S座B4升降機大堂 

國際交易中心 九龍灣宏照道33號 B1/F

地區
油尖旺區

九龍城區

官塘區

深水埗區

九龍

*為私人屋苑, 只供該屋苑住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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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衣回收計劃

回收箱位置

擺放地點 地址 擺放位置

*西貢苑 西貢福民路22-40號 A座天橋底

*叠翠軒 新界將軍澳運亨路8號 地下垃圾收集站

*對面海邨
西貢康健路120 號

1. 海寧樓17座 

2. 海泰樓車場 

*清水灣小學 九龍清水灣道丈量約份第229號第235地段 有蓋操場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九龍清水灣香港科技大學

1. 張鑑泉樓(PG Hall I)後 

2. 賽馬會何善衡樓(UG Hall II)飯堂外 

3. 盧家驄大學中心大學宿舍Tower C大門側 

*帝景灣
香港新界將軍澳南唐賢街23號

1. 第8座旁 

2. 第2座旁 

將軍澳醫院 將軍澳坑口寶寧里2號 主大樓,LG/F大門

新都城一期商場 九龍將軍澳市中心運亨路1號 1樓商場升降機大堂

*美景新村 新界粉嶺靈山路55號 管理處側空地

北區醫院 上水保健路9號北區醫院 北區醫院大門

*乙明邨
新界沙田乙明邨街3號

1. 明信樓高庭地下大堂  

2. 明耀樓高庭地下大堂  

3. 明恩樓高庭地下大堂 

*雅景臺 沙田馬鞍山路188號 P2 停車場(近第二座)

*觀瀾雅軒 馬鞍山恒明街8號 第三座與第四座中間走廊位置

*嘉華星濤灣 馬鞍山保泰街8號 地下兒童遊樂場側

*浸會大學高級職員宿舍 火炭穗禾路22號 垃圾房外

*麗峰花園 沙田火炭 麗禾里2-4號 戶外 (保安控制室旁)

麗豪酒店 沙田圍大涌橋路34-36號 酒店B2層

新城市中央廣場 新界沙田鄉事會路138號 B1停車場卸貨區旁

威爾斯親王醫院
沙田銀成街30-32號

1.日間診療大樓暨兒童病房(舊座)地下東門  

2.新大樓1樓,近升降機大堂 

沙田醫院 新界沙田馬鞍山亞公角街33號 1樓近藥房門口玻璃門位置

*八號花園
大埔安慈路2號

1. 1-2座地面停車場 

2. 3-4座地面停車場 

*新峰花園一期 大埔馬窩路10號新峰花園 12座旁位置

*翡翠花園 大埔公路大埔滘72段 會所平台

*滌濤山 大埔紅林路1號 會所外

*南豐物業管理 - 海鑽．天賦海灣 大埔科進路9號 B1停車場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
 大埔全安路11號

1. J座地下近正門出口外 

2. K座停車場 

大埔醫院 大埔全安路9號大埔醫院 C座停車場後

*悅麗苑
葵涌麗祖路51-57號

1. B座地下
2. C 座平台 

*祖堯邨
葵涌祖堯村麗祖路3號

1.啟勉樓 

2.啟敬樓 

3.中央廣場 

*藍澄灣 新界青衣青衣路1號  L2第五座平台

*屈臣氏中心 - 黃埔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新界葵涌工業街16-22號 2/F A3 載客升降機

*祟利中心 新界葵涌永賢街9號 地下

葵涌醫院 葵涌醫院道3-15號 服務座LG 2/F,電梯大堂

*祈德尊新邨 新界荃灣海盛路 26號 祈德尊新邨商場(中國銀行對出)

*滿樂大廈
荃灣沙咀道 141號

1. 辦事處近曹公街出入口 

2.從心樓地下近中央廣場出入口 

*寶石大廈 荃灣沙咀道328號 10號升降機大堂地下

*御凱 香港荃灣楊屋道18號 2/F 平台

*海濤花園 新界荃灣青山公路汀九103號 平台

仁濟醫院 荃灣仁濟街7-11號 仁濟醫院A座3/F

*青榕臺 屯門青榕路8號 第四座旁

*名賢居 屯門屯富路18號 大廈正面入口附近

*景峰豪庭 新界屯門景峰徑10號 屋苑地下近橫閘位置

*春和海景花園 屯門青山公路33號 - 青山灣段 地下停車場物料回收中心

*叠茵庭
新界屯門屯安里1號

1.四座L2位置 

2.六座L2位置 

*棕月灣 屯門青山道28號 月租車位  (MP1) 側邊

*雅德苑 青榕街6號 室內停車場三色回收筒隔離

*蔚海山莊 新界大埔公路瞭望里18號 會所旁邊

青山醫院 屯門青松觀路15號 醫院正門 - 前閘更亭對面

屯門醫院
新界屯門青松觀路23號

1. 屯門醫院特別座地下    

2. 屯門醫院病理學大樓地下 

*新時代中城  Yoho Midtown 新界元朗元龍街9號 5/F住宅平台M6座旁有蓋位置

*尚城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洪水橋段600號 2號會所正門外位置

*采茵軒 屏山唐人新村路118號 網球場對出空地

博愛醫院 博愛醫院9樓 LG1/F - 職員電梯大堂

*東環 東涌迎康街6號東環 近G座

富豪機場酒店 香港赤鱲角香港國際機場暢達路9號 卸貨區

諾富特東薈城酒店 東涌文東路51號 酒店卸貨區

北大嶼山醫院 大嶼山東涌松仁路 8 號 地下職員停車場旁

新界

離島

地區

大埔區

荃灣區

屯門區

元朗區

北區

西貢區

沙田區

離島區

葵青區

*為私人屋苑, 只供該屋苑住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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