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界

建生購物中心207室一樓

蝴蝶村廣場2樓

大興邨第二期商場43-53號一樓

良景邨商場4樓401號

藍地福亨村路8號, 豫豐花園商場地下

海珠路2號海典軒購物商場地下 20 - 25 號舖

鄉事會路2A安定邨酒樓大厦3摟 M301

山景村商業中心第1期119-120室

湖安街8號䨇寓商場1樓101號舖

置樂花園商場地下

龍門路富健花園88號鋪地下

三聖邨恒福花園商場二樓204號

金堡大廈地下9室

大興花園二期商場地下1號舖

屯門時代廣場 18 號 舖三樓北翼

仁政街富華中心 26號A 二樓

黃金海岸商場一字樓18-19號

元朗元朗市274地段教育路嘉誠大廈地下

洪水橋翠珊園124地段2-3號地下

裕景坊祥發大廈地下14號

元朗阜財街34,38-46號光華中心1樓

郎屏邨商場2樓203鋪

錦田戲院大廈地下

元朗水車管街3, 5-14, 17-18號舖, 萬金中心地下

洪水橋雅珊園商場1樓

元朗屏薈中心地下31室

元朗映河路1號爾巒商場 2號舖

元朗公庵路68號溱柏地下E鋪

葵盛西商場第七座2樓

葵盛東商場1樓129舖

葵涌和宜合道26-30號地下

葵涌商場2樓213號鋪

葵芳廣場一樓116D號鋪

華景山莊商業中心一樓二號

葵興村葵興購物中心15號地舖

葵涌荔景山路272號荔灣花園6-6A高層/地舖

葵涌興芳道166-174號新葵興商場9-22, 26-34號

葵涌麗景山路180號賢麗苑商場3A號舖

新界梨木道梨木樹邨商場地下

荃灣石圍角邨停車場大樓地下

荃景圍 87-105號，荃灣中心二期地下8-13 號舖

荃灣楊屋道138號樂悠居1樓

新界荃灣青山道520號蔚景園地下1-2號舖

荃灣海濱花園商場8號舖

荃灣荃景圍187-195號荃威花園1期9A舖

荃彎眾安街55號英皇娛樂廣場地庫第一層

新界荃灣楊屋道18號荃新天地2期高層地下UG81號鋪

荃灣青山公路388號中國染廠大廈1樓 101-102號舖

調景嶺彩明街1號彩明商場3樓307B舖

屯門

元朗

葵涌

荃灣

將軍澳



新都城中心三期都會豪庭一樓132，132A 及133-134號

將軍澳君薈坊地下G03號商鋪

海悅豪園地下2號

翠塘花園地下1-9號

康城地鐵站上蓋臨時街市

翩滙坊地庫1樓8-9號舖

天晉滙三期一樓103號舖 (將軍澳市地段第114號）

將軍澳中心地庫第一層

新興花園地下S1-28室

大埔寶湖道28號廣福商場R2號舖

大埔運頭塘邨商舖30號地下

大埔富善邨富善商場2樓201號鋪

大埔露輝路33號嘉豐花園商場地庫

大埔安泰路1號大埔廣場二樓32號舖

大埔科進路21號逸瓏灣地下低層16號鋪

大埔八號花園第一期地下

祥華商場二樓L210號舖

碧湖花園上層31號

粉嶺中心二期一樓243-244號

粉嶺地段113號百和路88號花都廣場地下132號舖

聯和墟和滿街帝庭軒第一期35號舖

聯和墟和睦路9號海聯廣場地下1,2C及2D號鋪.

粉嶺華明邨華明商場地下21號舖

沙角邨商場3樓302號鋪

水泉澳廣場2樓221鋪

愉田苑11-23號地下

沙田廣場低座 1, 24及 25 號舖

沙田安平街1號地下28號舖

禾輋廣場二樓206A號舖

河畔花園商場地下21-23號鋪

馬鞍山安駿街雅濤居十五號地下

馬鞍山恒安村商業中心2號227-231室

沙田馬鞍山頌安邨頌安購物中心地下8號

新界沙田馬鞍山錦泰苑,錦泰商場1樓,101號鋪

新界馬鞍山錦英苑商場低層1摟12號

馬鞍山富寶花園商場 F14號舖

新港城中心3樓3201至3203號舖

彩園邨彩園商場地下G6號舖

名都中心地下15&16號舖

上水新豐路130-132號地下

上水新康街67號行樂坊地下10至12號舖

上水威尼斯花園地下

大圍美田邨購物商場1樓101號舖

美林村商場地下29-32室

大圍瑞峰花園旭達商場13, 15-19號舖

大圍大圍道49-53號悅安大厦地下及1樓

大圍隆亨商業中心3樓215號鋪

天澤邨天澤商場204號舖

天瑞路8號嘉湖山莊3期翠湖居商場地下1-4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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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秀路天晴村天晴商場地下 6 號舖

天慈邨天慈商場一樓101及102號舖.

青衣長亨邨長亨商場LG202號

青衣美景花園商業中心北座第二期26-27號

青衣邨青衣商場二樓4號舖

西貢清水灣地段253號牛奶公司購物商場地下

西貢蠔涌地段西貢公路380號匡湖居購物中心

火炭 火炭樂景街28號御龍山103號舖

烏溪沙 烏溪沙西沙路599號銀湖天峰1號

深井 深井青山道48號陳記商業中心地下及1樓

九龍

九龍站圓方一樓1090舖

九龍柯士甸道45-53號地下

九龍漆咸道南17-19號帝后廣場地舖

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53-59號地下

K11地庫1, B111-B112舖

iSQUARE國際廣場LG08-13號舖

九龍尖沙咀廣東道33號中港城一樓27號鋪

旺角海庭道海富購物中心地面 23 號舖

九龍荔枝角道168號萬盛閣地下4-6鋪

港灣豪庭廣場1樓125號舖

香港九龍海輝道11號奥海城1期G02-03號鋪

奧海城II 期地下G1及G10號鋪

九龍彌敦道794-802號地下

九龍亞皆老街8號 朗豪坊地庫B2, 8号鋪

南昌街223-239號地下102室

欽洲街94號黃金中心地庫

深水埗西邨路富昌邨南昌薈 1樓F104號舖

深水步福榮街520-530號地下

九龍灣宏照道38號企業廣場5期七樓一號舖

九龍牛頭角安基苑商業中心

麗晶花園第21座地下C1號舖

德福廣場一期平台P27號舖

彌敦道204-206 號遠東商業大廈地庫

中港薈地下高層UG36,UG37&UG38號鋪

九龍佐敦道26E號寶輝閣地下

柯士甸道 140 - 142 號瑞信集團大廈地下

馬坑涌道 5D-5F 中華商場地下 5 號舖

翔龍灣廣場1樓127-130B鋪

土瓜灣道 66 號 唯一大廈地下 A 及 B 號舖

竹園購物中心一樓S101號

天馬苑商場一樓F9號鋪

九龍黃大仙睦鄰街8號現祟山2樓9號鋪

慈雲山永發大廈地下

富山邨富禮樓地下3號鋪

瓊東街2號新麗花園地下

翠屏商場1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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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觀塘宜安街22-26號地下

九龍觀塘成業街10 號電訊一代廣場地下D至H 號鋪

啟田邨啟田商場1樓104號

九龍廣田邨廣田商場地下6室

九龍藍田滙景道 8 號滙景花園商場4樓2F號舖

九龍塘牛津道5號

又一邨又一樓花蒲街6-8號地下

畢架山龍平路9-13號購物中心E

美孚新邨百老匯街69-71地下

美孚新邨第二期吉利徑7A, 39-45號

荔枝角道833號昇悅商場一樓

元州商場1 樓F01 號舖

窩打老道84號E金碧閣

九龍何文田佛光街80號何文田廣場三樓305號鋪

秀茂坪 秀茂坪邨秀茂坪商場1樓102號舖

油塘 九龍油塘鯉魚門邨鯉魚門廣場一樓123-124號

紅磡 九龍紅磡湖光街1-7號聯盛大廈地下10C-10G

彩虹 九龍牛池灣道45號彩雲一村三期商場三樓B301號舖

香港

北角英皇道416-426號新都城大廈

北角英皇道238號康澤花園地下

城市花園商塲第七座地下,20,21,23,24,26-28,30-33號鋪裏部份商塲通道

新威園地下 989-992 號，Shop B

北角英皇道338號華懋交易廣場(二)地下3及3A舖

北角馬寶道 61, 63號港濤軒地下 3,4,6 及7 號舖

北角英皇道560號健威商場高層U14室

般咸道怡基閣地下62-62A

香港第一街63-65號地下

上環德輔道西88號 普頓臺地下1號鋪

西營盤第一街8號縉城峰2樓8號舖

香港舂磡角道39號地下

香港大潭紅山道3號紅山半島商埸地下

峻峰花園地下 3 號舖

樂融軒3商場2樓

太安樓地下G26-G31號舖

耀東商場地下S6A, S6B& S6C鋪

香港中環華光麗晶中心地下

香港堅道99號地下A

怡和大廈一樓101-109及 120號舖

香港中環干諾道中41號盈置大廈地庫

香港淺水灣海灘道28號The Pulse L1樓 116號舖

赤柱廣場2樓203室號鋪

香港淺水灣淺水灣購物中心128G

柴灣道111號東港城廣場一樓

柴灣環翠邨環翠商場3樓

香港柴灣小西灣商場2樓211A

藍田

觀塘

九龍塘

美孚

長沙灣

何文田

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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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

柴灣



太古城泰山大廈地下G3 & G4室

英皇道1060號,栢蕙苑地面上層A舖

康怡花園第一期一室

謝斐道505號地下

希慎廣場地庫2樓

銅鑼灣基利佐治街25-29號

香港皇后大道中 270 - 276 號中央大廈地下 A 號舖

香港西摩台1號地下及地庫

上環德輔道中267-275號 龍記大廈地下

香港山頂道100號

香港山頂和福道2-4號一樓

香港山頂梅道12號高化利閣地庫

香港灣仔道 165 - 167 號 樂基中心地庫
香港莊士敦道 18 號嘉寧大廈

香港雲景道33號一樓

香港北角水星街28號耀星華庭地下2 – 9號舖

天后 香港天后廟道2-4號地下A室

灣仔 香港莊士敦道194-204號地下

西環 香港西環卑路乍街八號西寶城三樓

堅尼地城 香港堅尼地城域多利道1號百年大廈二座3-7號地下

香港仔 香港仔成都道38號地下A1 L97

跑馬地 香港跑馬地黃泥涌道1號永光苑地下及二樓

渣甸山 香港白建時道5號1樓

薄扶林 薄扶林美景臺美景徑18號I/J (A3)座地下1及3 號

離島

愉景灣海澄湖畔路92號地下G11號舖

東涌海濱路12號藍天海岸商場地下12號舖

大嶼山東涌富東邨富東購物中心一樓107號

東涌迎康街1號昇薈商場1樓11號鋪

大嶼山東涌逸東邨逸東商場一樓108，109及110號

坪洲 坪洲寶坪街12號嘉輝花園地下11-13,

梅窩 梅窩銀灣道2號家樂閣地下

長洲 長洲新興街89-91號1樓ABC座地下

銅鑼灣

太古

上環

山頂

灣仔

炮台山

大嶼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