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ore #

Region in 

Chinese Address in Chi

0001 跑馬地 香港跑馬地黃泥涌道 15 號地下

0008 筲箕灣 香港筲箕灣道192-198 號延齡大廈地下 C 舖

0009 鰂魚涌 香港英皇道774號地下模範村C座地下12-13號舖

0011 深水埗 九龍荔枝角道 175-185 號嘉福中心商場地下 6-11 號舖

0015 荃灣 新界荃灣沙咀道 131-137 號運昌樓地下 D 舖

0016 紅磡 九龍紅磡黃埔新村民泰街 2-32 永華及達華樓地下 B2A-B2B

0022 元朗 新界元朗合益路 31 號合益中心地下 57 舖

0028 旺角 九龍旺角運動埸道 19 號金華閣地下

0030 鴨脷洲 香港鴨利洲大街 25-31 號年豐大廈地下 6-9 號舖

0035 新蒲崗 九龍衍慶街 2-32 號新蒲崗大廈地下

0036 佐敦 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 45-53 號聯業大廈地下 A 舖

0037 土瓜灣 九龍馬頭圍村洋葵樓地下 109 號舖

0058 牛頭角 九龍牛頭角定安街 37-43 號立興大廈地下 D 舖

0067 屯門 新界屯門仁愛堂圍 42-58 號金滿閣地下 A & B 舖

0069 葵涌 新界葵涌信芳街 10-12 號月波樓地下 B2 舖

0070 石硤尾 九龍白田村第九座地下 15-17 號舖       

0077 九龍城 九龍九龍城衙前圍道 96 號地下 A-D 舖

0083 慈雲山 九龍慈雲山芳華里 1-11 號毓華樓地下 D 舖

0084 灣仔 香港灣仔港灣道 25 號海港中心地下 G6 號舖

0085 上環 香港永樂街 89-91 號喜利商業大廈 B 座地下

0086 石硤尾 九龍石硤尾村 42 座美山樓 1 號舖地下

0093 大角咀 九龍大角咀道 79 號興旺大廈地下 7 號舖

0094 銅鑼灣 香港銅鑼灣道 19-23 號建康大廈地下 3 號舖

0096 筲箕灣 香港筲箕灣東大街 62-74 號太安閣地下 23-28 號舖

0098 屯門 新界屯門山景村商場中心 8-9 號舖

0100 長沙灣 九龍李鄭屋村李鄭屋商場地下 109 號舖 

0102 佐敦 九龍南京街 11 號地下

0103 九龍灣 九龍啟業村商場 3 號舖

0104 牛頭角 九龍樂華北村順華樓 101-102 號舖

0110 西貢 新界西貢普通道 11, 15-15A 號地下

0116 秀茂坪 九龍順天村天瑤樓地下 8 號舖

0119 佐敦 九龍寶靈街 48-50 號地下

0126 上水 新界上水新財街 25-27 號地下

0127 土瓜灣 九龍馬頭圍道真善美村富寧街地下 11 號舖

0129 沙田 新界沙田河畔花園一期地下 36 號舖

0130 土瓜灣 九龍漆咸道 423-433 義發大廈地下 6 號舖

0132 旺角 九龍旺角豉油街 60-104 號鴻都大廈地下 16 號舖

0135 油麻地 九龍油麻地廟街 110-112 地下漢興商業大廈地下

0137 大圍 新界大圍道 2-18 號積輝街金禧花園地下 15 號舖

0139 黃大仙 九龍黃大仙下村二期龍樂樓地下 1 號舖

0145 黃大仙 九龍黃大仙竹園村竹園商場 S4 號舖

0146 深水埗 九龍荔枝角道 392-394 號地下 A-B 舖

0148 大角咀 九龍大角咀福全街 25 號宏福樓地下

0149 元朗 新界元朗安寧路 8 號冠煌樓地下 C 舖

0150 上環 香港信德中心 G01 干諾道中 200 號地下

0151 灣仔 香港灣仔盧押道 20 號地下 2 號舖

0157 柴灣 香港柴灣漁灣村魚豐樓地下 3-4 號舖

0160 大埔 新界大埔大元村商場 101-109 號舖



0163 沙田 新界沙田博康村博裕樓 9-10 號舖

0165 鴨脷洲 香港仔鴨利洲村多層停車場地下 6 號舖

0167 沙田 新界沙田隆亨熟食檔 1-4 號舖

0169 大埔 新界大埔廣福村商場 P 102-103 舖

0172 西環 香港石塘咀山道 20 號高雅大廈地下 C 舖

0193 沙田 新界沙田秦石村商場地下 4 號舖

0199 馬鞍山 新界沙田馬鞍山恆安村商場商業中心二層 235 號舖

0201 青衣 新界青衣島長康村第二商業中心 106-107 號舖     

0207 美孚 九龍美孚新村恆柏街 2 號 N32 地舖      

0211 屯門 新界屯門青河坊 18 號置樂花園地下 55-56 號舖

0212 屯門 新界屯門市廣場第一期 55 號地舖

0214 大圍 新界沙田顯徑村商場 114 號舖

0216 屯門 新界屯門三聖村豐漁樓地下 2 號舖

0220 油麻地 九龍油麻地吳松街 42-52 號大觀樓地下   

0224 藍田 九龍藍田興田村殷田樓一座地下 101 號舖

0225 筲箕灣 香港筲箕灣金華街 18 號金威樓地下

0226 佐敦 九龍柯士甸道 144 號祥景大廈地下 A 舖

0231 九龍城 九龍東頭村旺東樓地下 2 號舖

0232 柴灣 香港柴灣新翠商場 119-120 號舖

0235 鴨脷洲 香港鴨利洲利東村商業中心一期 102 號舖

0243 荃灣 新界荃灣海盛路 28 祈德尊新村商場地下 5-7 號舖

0247 上水 新界上水天平村購物商場 116 號舖

0250 南區 香港淺水灣中心沙灘道 33 號地下 B 舖

0253 尖沙咀東 九龍尖沙咀東加連威老道 96 號希爾頓中心地庫 1 號舖

0270 觀塘 九龍觀塘協和街 143-167 號協和樓地下 7 號舖 

0272 油麻地 九龍廟街 47-57 號正康大廈地下 6 號舖

0273 中環 香港堅道 89 號地下

0275 大角咀 九龍大角咀新九龍廣場地下 79-80 號舖

0281 灣仔 香港灣仔駱克道 151 號地下 A 舖        

0286 香港仔 香港香港仔華富村第二期商業中心第 S24A 舖  

0287 青衣 新界青衣翠怡花園第二期商場地下 17 號舖

0290 屯門 新界屯門新屯門商場三樓 178-180 號舖

0293 將軍澳 九龍將軍澳景林村景林商場第 2 號舖     

0299 沙田 新界沙田廣源村商場第四座 7 號舖位

0300 荃灣 新界荃灣石圍角村商場 330 號舖

0308 尖沙咀 九龍尖沙咀赫德道 5-9A 德裕中心地下 1,2 號舖 

0309 青衣 新界荃灣青衣長亨村商場地下 1 號舖

0312 青衣 新界青衣島美景花園中座第 3-4 & 17-20 號舖

0322 葵涌 新界荔景葵涌賢麗苑商場第 1 號舖

0323 灣仔 香港灣仔摩利臣山道 12-18 號新都大廈 A,B,C 舖

0325 銅鑼灣 香港銅鑼灣道 168-174 號百成唐樓地下 C 舖  

0327 尖沙咀 九龍尖沙咀梳利士巴道 3 號星光行地下 7 號舖

0328 灣仔 香港灣仔天樂里 9-17 號兆豐大廈地下 C 舖

0336 樂富 九龍橫頭磡村宏輝中心第三層單位 5,6,7,8 

0339 九龍灣 九龍牛頭角 77 號淘大花園二期 G205-207 舖

0344 荃灣 新界荃灣荃景圍94-98號荃灣中心2期15-17座高層地下10-17號

0345 荃灣 新界荃灣川龍街 93 號地下舖位

0346 深水埗 九龍桂林街 133-135 號地下 B 舖

0348 西灣河 香港筲箕灣道 15-31 號興祥大廈地下 E 舖

0350 屯門 新界屯門兆麟苑商場地下第 1-2 號舖



0351 觀塘 九龍觀塘麗港城商場第 22, 23& 23A 舖位地下

0352 藍田 九龍廣田村廣田商場 1 號舖位

0355 大埔 新界大埔大榮里 2 及 4 號行樂樓地下 A 舖

0359 葵涌 新界葵涌葵芳村葵健樓第 1-2 及 12-13 號舖位

0360 元朗 新界元朗康景街 3-19 號利景樓及部份 G 舖地下

0361 荃灣 新界荃灣大窩口村購物中心第二期 1 號舖

0363 馬鞍山 新界馬鞍山利安村商場 G3 舖位

0366 鴨脷洲 香港鴨俐洲海怡半島海怡廣場西座地下第 47 號舖位

0369 柴灣 香港柴灣小西灣富景花園商場第 9,14,14A,21-22 號舖地下

0374 長沙灣 九龍深水步寶熙苑寶熙苑商場 11 號舖

0375 西環 香港德輔道西 301 號天興大廈 C 舖地下

0376 灣仔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313-317B 地下 G4 舖位

0379 觀塘 九龍官塘翠屏村翠屏商場 1B 舖位

0380 香港仔 香港薄扶林道 102 號瑪麗醫院 K 座地下便利店舖

0381 灣仔 香港告士打道 138 號聯合鹿島大廈地下 B 舖

0382 筲箕灣 香港筲箕灣耀東村耀東商場中心地下一號舖位

0383 沙田 新界火炭沙田商業中心山尾街 18-24 號地下 G18 舖

0384 屯門 新界屯門良德街 12 號海麗花園第 G16A 舖地下

0385 新蒲崗 九龍新蒲崗崇齡街 88 號地舖

0388 鰂魚涌 香港北角七姊妹道 180-182 號健康村地下 A 舖

0390 土瓜灣 九龍土瓜灣北帝街 24-24A 地下

0391 北角 香港北角七姊妹道 14-16 號兆景大廈地下舖位

0392 紅磡 九龍紅磡香港理工大學邵逸夫樓二樓VA206 室

0396 牛頭角 九龍牛頭角觀塘花園大廈孔雀樓 285 號地下舖位

0400 尖沙咀 九龍尖沙咀漆咸道 17-19 號帝后廣場地下 12 號舖

0401 北角 香港北角電氣道 98 號地下舖位

0403 跑馬地 香港跑馬地景光街 36-44 號金光大廈三號舖位

0406 長沙灣 九龍深水步福榮街 512-518 號依時大廈地下 A 號舖位

0410 元朗 新界元朗加洲花園商場第 36-38 號舖地下

0412 粉嶺 新界粉嶺海聯廣場地下六號舖位

0417 中環 香港中環砵典乍街 2A 華人銀行大廈地下舖位

0422 大埔 新界大埔舊墟直街 9 號銳發大廈地下 2 號舖位

0423 美孚 九龍美孚新村百老匯街 69-119 號地下 99C 號舖

0429 九龍灣 九龍彩霞村彩月樓地下 2 號舖位

0431 觀塘 九龍官塘通明街 7 號光明大樓地下舖位

0433 荃灣 新界荃灣海濱花園怡康街 1-7 號地下平台 A 132 號舖部份

0434 馬鞍山 新界沙田海柏花園馬鞍山廣場第二層 201-202 舖位

0435 屯門 新界屯門醫院主樓地下便利店舖位

0440 深水埗 九龍深水步樂年花園東沙島街 186 號地下 C1 舖

0441 上水 新界上水新豐路 75 號地下舖

0443 西貢 九龍西貢萬年街 118 號地下

0449 中環 香港半山西摩道 1 號輝煌臺 7 號舖

0453 秀茂坪 九龍秀茂坪村第三期停車場 1 號舖地下

0454 沙田 新界沙田沙角村漁鷹樓地下 14-15 號舖

0456 青衣 新界青衣青敬路 75 號宏福花園商場地下 6 號舖

0457 大圍 新界大圍美田路 396 地段美松苑停車場地下 1 號舖

0458 屯門 新界深井麗都花園地下 2 號舖

0461 粉嶺 新界粉嶺百和路 88 號花都廣場商場地下 22-24 號舖

0462 西貢 新界西貢匡湖居第三期匡湖居購物中心地下 C2 號舖

0463 天水圍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湖路 1 號嘉湖新北江商場地下 A10-A13 號舖位



0464 尖沙咀 九龍金巴利道 27-33 號永利大廈地下 3 號舖

0465 土瓜灣 九龍土瓜灣樂民新村樂善樓地下 132 號舖位

0466 香港仔 香港薄扶林沙宣道 6 號地下

0467 柴灣 香港柴灣樂民道 3 號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主樓地下

0468 銅鑼灣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 16 號地下

0470 深水埗 九龍荔枝角道 306 號地下及閣樓

0471 屯門 新界元朗洪水橋第 4280 號地段麗珊園地下 2 號舖

0472 油麻地 九龍油麻地眾方街 3 號駿發花園戲院大樓地下 H1 舖

0473 秀茂坪 九龍秀茂坪曉麗苑曉麗商場 2 樓 203 號舖

0475 大嶼山 香港大嶼山梅窩銀運路 3 號梅窩中心地下 13 號舖

0478 荃灣 新界荃灣大廈街 15-17 號仁雅大廈地下 A 舖及閣樓

0480 將軍澳 將軍澳貿泰路 8 號茵怡花園第 3 座地下 10 號舖

0482 藍田 九龍藍田平田村平田商場地下 G01 舖

0483 慈雲山 九龍慈雲山毓華街 23 號慈雲山中心商場 3 樓 324-325 號舖

0484 沙田 新界沙田火炭駿景園駿景廣場地下 G21 號舖

0485 西環 香港西營盤正街 18 號啟正中心地下 A 舖

0486 太古城 香港太古城第 3 期富山閣地下 14 號舖位

0489 中環 香港堅道 27 號地下

0493 香港仔 香港香港仔田灣村田灣商場 102 號舖位

0496 柴灣 香港柴灣小西灣道 9 號富欣花園地下第 47 及 48 號舖

0497 中環 香港大嶼山及機場鐵路香港站東涌線 HOK30 舖位

0498 土瓜灣 九龍土瓜灣馬頭角道 33 號欣榮花園地下 24 及 25 號舖

0499 將軍澳 香港將軍澳毓雅里 7 號富麗花園地下 2 號舖

0502 香港國際機場 香港赤蠟角駿運路 2 號機場空運中心商業中心 3 樓 305 室

0503 紅磡 九龍紅磡黃埔花園紫荊苑 11 期地下 3C 舖

0505 旺角 九龍旺角通菜街 81 號地下舖位

0506 葵涌 新界葵涌第三號貨櫃碼頭亞洲貨櫃中心 B 座 12 字樓部份

0507 佐敦 九龍佐敦德興街 1 號 (舖面向德成街) 地下 D 舖

0508 尖沙咀 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 81 號南海大廈地下 A 舖 (舖面向天文台道)

0509 北角 香港北角北角道 8 號地下 C 至 F 舖

0511 荃灣 新界荃灣麗城花園 2 期麗城商場地下 3 號舖位

0512 紅磡 九龍紅磡崇安街 17 號陽光廣場地下 H 號舖

0517 中環 香港中環租庇利街 1 號喜訊大廈地下 C 舖

0518 中環 香港中環德忌立街 8-12 號業豐大廈地下 D 舖及閣樓

0519 屯門 新界屯門大興花園 1 期商場平台地下 2, 3 號舖位

0522 黃大仙 九龍天馬苑天馬苑商場 2 樓 F2 號舖位

0523 尖沙咀 九龍尖沙咀樂道 23 號地下 B 舖位

0528 天水圍 新界元朗天水圍嘉湖銀座第 2 期地下 G33-G34 號舖位

0529 屯門 新界屯門浪琴軒地庫二層 001 號舖位

0532 灣仔 香港灣仔菲林明道 11-15 號玉滿樓地下 C 號舖位

0536 旺角 九龍旺角洗衣街 33-37 號地下 2 號舖位

0537 葵涌 新界葵涌荔崗街浩景臺地下舖位

0546 粉嶺 新界粉嶺一鳴路 23 號牽晴間購物廣場地下34號舖位

0547 旺角 九龍旺角旺角道21號地下舖位。

0548 觀塘 九龍觀塘觀塘道388號創紀之城地下2B舖位。

0549 葵涌 新界葵涌石籬商場第二期地下5號舖位。

0550 將軍澳 新界將軍澳銀澳路1號新寶城新寶城商場地下28-29舖位。

0552 藍田 九龍藍田匯景花園商場4A17,4A18A,4A18B號舖位(地鐵站交界)

0561 柴灣 香港柴灣興華村興華商場地下3號舖位。



0565 東涌 香港東涌東堤灣畔第六座地下13號舖位。

0567 旺角 九龍旺角太子道西(舖面向大南街)104-

106號,璟璜大廈地下8號及10號部份舖位。

0568 香港仔 香港薄扶林置富花園401+401A號舖位。

0569 沙田 新界沙田小瀝源帝堡城第一層101舖位。

0570 屯門 新界屯門龍門路43號龍門居地下39號部份舖位。

0572 香港仔 香港香港仔中心25號舖南寧街7-11號。

0576 將軍澳 新界將軍澳坑口村地下4號A舖位

0578 深水埗 九龍深水步界限街 43 號恆富大廈地下 B 舖位

0579 將軍澳 新界唐明街1號將軍澳富康花園地下53, 54, 57 & 58 號舖位。

0581 大圍 新界沙田大圍田心街20-30號雲疊花園地下17號舖位。

0582 旺角 九龍旺角登打士街32-34號歐美廣場地下1號舖位

0585 鑽石山 九龍鑽石山斧山道185號宏景花園商場地下A14-A16號舖位。

0586 荃灣 新界荃灣眾安街9號地下舖位。

0589 銅鑼灣 香港銅鑼灣利園山道61-73號寶榮大廈地下I舖位。

0591 元朗 新界元朗元朗新街1-49號大棠道23-27號牡丹街2-

38號合益廣場A59號地下及閣樓舖位。

0595 西環 香港德輔道西125號大興大廈地下E號舖位。

0597 西環 香港德輔道西402-404號創業商場地下70,71及95號舖位。

0598 旺角 九龍旺角通菜街126A地下舖位.

0599 油麻地 九龍油麻地碧街41-47號 碧蘭大樓地下D舖位。

0603 荃灣 新界荃灣安榮街2-6號富榮大廈地下9號舖位

0605 元朗 元朗水車館街1A-1F,1,3,5,7,9,13號連勝大廈地下1號鋪B部份

0607 跑馬地 香港跑馬地成和道39G 1號及2號舖位。

0608 銅鑼灣 香港銅鑼灣謝菲道501-515號美漢大廈7號舖位。

0609 粉嶺 新界粉嶺帝庭軒商場一字樓25號舖位。

0612 筲箕灣 香港筲箕灣愛禮街2號愛蝶灣地下5號舖位。

0613 粉嶺 新界粉嶺粉嶺中心一期地下17A舖位

0615 鰂魚涌 香港英皇道1032-1044號舖位。

0616 元朗 新界元朗又新街38號恒富大廈地下12及13號舖位

0617 鰂魚涌 香港魚則魚涌英皇道963A地下舖位。

0620 荃灣 新界荃灣兆和街 3-17 號慶興樓地下 16 號舖部份

0622 天水圍 新界天水圍天澤村天澤商場地下11號舖位。

0623 土瓜灣 九龍土瓜灣落山道74號地下舖位。

0624 屯門 新界屯門湖翠路2號美樂花園地71號舖位。

0625 長洲 長洲海傍道36號地下及二樓 

0627 將軍澳 將軍澳彩明商場1號舖位。

0630 旺角 九龍旺角亞皆老街99號地舖。

0631 東涌 香港東涌逸東村逸東商場地下8號舖位。

0636 北角 香港炮台山地鐵站FOH9號舖位。

0637 北角 香港北角地鐵站NOP1號舖位。

0639 慈雲山 九龍慈雲山雙鳳街30號地下

0640 灣仔 香港駱克道64號地下舖位。

0642 旺角 九龍旺角地鐵站13號舖位。

0647 葵涌 新界麗景地鐵站LAK 1舖位。

0648 北角 香港英皇道425-431號安寧大廈地下1號B部份舖位。

0649 沙田 新界沙田愉翠商場地下1+2舖位。 

0651 深水埗 九龍青山道156-162號永基商業大廈地下B舖。

0653 大埔 新界大埔廣福道93號前部份舖位。

0654 北角 香港北角和富道21-53號家居庭地下6 號舖位。



0656 灣仔 香港灣仔軒尼斯道99號地下1及2號舖位。

0660 新蒲崗 九龍黃大仙彩虹道121號啟德花園第二期地下19號舖位。

0661 將軍澳 將軍澳寶琳站POA7號舖位。

0662 將軍澳 將軍澳坑口站HAH1號舖位。

0663 灣仔 香港灣仔港灣道23號鷹君中心1樓111-112號舖位。

0666 北角 香港北角英皇道400-

404號及明苑西街4A,4B,6A,6B及6C,明苑中心地下3號舖位。

0670 馬鞍山 新界馬鞍山鞍誠街8號新港城N,P,Q,R座地下30,32號舖位。

0671 灣仔 香港灣仔軒尼斯道245-251號守時商業大廈地下A2舖位。

0672 尖沙咀 九龍尖沙咀加拿芬道22號地下舖位

0675 秀茂坪 九龍秀茂坪秀茂坪商場地下22號舖位

0679 上環 香港上環地鐵站店舖SHW1

0681 粉嶺 新界九廣東鐵粉嶺站非繳費區8號舖。

0687 荃灣 荃灣青山公路264-298號南豐中心1樓A016-A017號舖位。

0688 香港仔 香港香港仔湖南街11號地下。

0690 上環 香港般咸道55號地下。

0691 大埔 新界大埔廣福道148號同福樓地下。

0694 天水圍 新界天水圍俊宏軒地下G02舖位。

0699 天水圍 新界九廣西鐵天水圍站非繳費區1-2號舖。

0702 屯門 新界青山公路深井段38號海韻花園地下H3號舖。

0706 九龍城 九龍九龍城衙前圍道132-134號福興大廈 地下5號舖位。

0707 佐敦 九龍佐敦佐敦道24A-26號金誠大廈地下A舖。

0709 觀塘 九龍觀塘開源道68號 觀塘廣場 地下G2舖。

0710 太子 九龍太子地鐵站 9 & 10 號舖位。

0713 屯門 新界屯門青海圍6號屯門花園地下M舖位。

0716 筲箕灣 香港筲箕灣成安街7號地下舖位。

0717 天水圍 元朗天水圍嘉湖山莊樂湖居新北江商場地下4號舖。                                

0719 銅鑼灣 香港 銅鑼灣 怡和街 1-1L 號 香港大廈 地下 T號舖連閣樓。                                 

0721 中環 香港 中環 地鐵站 CEN W9 號舖。                            

0722 柴灣 香港柴灣柴灣道 341-343 號 及 怡順街 1-3 號 宏德居A座地下49號舖。         

0723 元朗 新界元朗錦綉花園商場D座地下D4a, D4b 及 D5a號舖位。                                  

0728 灣仔 香港灣仔道 151-163 新世紀廣場地下第 54-55 號舖

0729 大學 九廣東鐵 大學站 非繳費區 一號舖。

0731 金鐘 香港金鐘夏愨道18號 海富中心商場 1樓22號舖 。

0732 西環 香港西營盤皇后大道西240號地下舖位。

0733 大圍 九廣東鐵 大圍站 非繳費區 六號舖。

0736 將軍澳 九龍寶琳 地鐵站 POA 1 號舖位。

0737 將軍澳 九龍將軍澳 地鐵站 TKO 1 號舖位。

0738 將軍澳 九龍坑口 地鐵站 HAH 12 號舖位。

0739 將軍澳 九龍調景嶺 地鐵站 TIK 1 號舖位。

0740 油塘 九龍油塘地鐵站 YAT 4 & YAT 6 號舖位。

0741 西灣河 香港筲箕灣興民街1至18號協青社赛馬會大樓地下3號舖位。

0742 觀塘 九龍觀塘駿業里10號業運工業大廈地下A舖位。

0743 紅磡 九龍紅磡民裕街37至45號凱旋工商中心1期地下B1號 舖位。

0744 鴨脷洲 香港鴨利洲 鴨利洲大街 127-129 號 高寶閣 地下 B號舖位。

0746 尖沙咀 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74 至76 號奇盛中心地下B 號 舖位。

0747 北角 香港電器道 22 至 52 號 金殿大廈 地下3及20號舖位。

0750 荔枝角 九龍荔枝角荔枝角道 863號 泓景匯一樓 33 號舖位。

0752 荃灣 新界荃灣青山公路530至590號麗城花園一期地下 3 號舖位。



0753 青衣 新界靑衣青綠街7至19 號青怡花園青怡廣場地下39號舖位。

0754 西環 香港堅尼地城觀龍樓觀龍樓電梯穿梭大樓地下 1 號舖位。

0760 九龍灣 九龍灣地鐵站 4 號舖 - A 出口

0762 彩虹 彩虹地鐵站 2 號舖 (閘內)

0764 九龍塘 九龍塘地鐵站 2 號舖 (閘內)

0767 荃灣 荃灣地鐵站 2 號舖 (閘外) (A 出口)

0769 美孚 美孚地鐵站 2 號舖 (閘內)

0774 筲箕灣 筲箕灣地鐵站 4 號舖 (閘內)

0775 太古城 太古地鐵站 3 號舖 (閘內)

0780 東涌 東涌站 1 號舖 (閘外)

0781 東涌 東涌站 7 號舖 (閘內)

0788 沙田 沙田火車站大堂 (閘外)

0791 九龍塘 九龍塘火車 (地面沙福道出口)

0792 九龍塘 九龍塘火車站 10 號舖 (近又一城出口)

0794 屯門 屯門西鐵站 25 號舖

0795 天水圍 天水圍西鐵站 35 號舖

0796 元朗 朗屏西鐵站 17 號舖

0797 元朗 元朗西鐵站 17 號舖

0798 屯門 新界屯門恆福中心商場 101 號舖

0802 金鐘 香港金鐘海富中心 1 期 B 舖

0803 柴灣 香港杏花新城 1 樓 161 號舖

0804 小西灣 香港小西灣藍灣半島上層地下 60 號舖

0805 將軍澳 新界將軍澳新都城中心第 3 期 2 樓 243 號舖

0809 深水埗 九龍深水埗西九龍中心 1 樓 141 號舖

0814 天水圍 新界天水圍俊宏軒商場 L29 號舖

0815 上水 新界上水名都商場 2 樓 4 號舖

0816 粉嶺 新界粉嶺名都商場 L2 樓 39 號舖

0819 沙田 新界沙田好運商場 3 樓 74 號舖

0820 沙田 新界沙田沙田中心 3 樓 10 號舖

0823 葵涌 新界葵芳地鐵站KWF13號舖位。

0824 馬鞍山 新界沙田馬鞍山馬鞍山廣場二樓 298及299號舖位。

0825 大圍 新界沙田大圍顯俓街下徑口村13B號地下。

0827 將軍澳 新界西貢將軍澳寶琳北路1號康盛花園商場 一樓114 號舖位。

0828 銅鑼灣 香港 銅鑼灣地鐵站 CAB E11 號舖位。

0830 中環 香港中環 伊利近街 40 號 地下 舖位。

0831 屯門 九廣西鐵 兆康站 非繳費區 5 號舖。

0833 元朗 九廣西鐵 元朗站 非繳費區 7 號舖。

0834 青衣 新界青衣長宏邨長宏商場地下2號舖位。

0838 將軍澳 新界將軍澳彩明商場 2 樓 205 號舖位

0843 葵涌 新界葵涌石蔭商場地下 4 號舖

0844 長沙灣 九龍長沙灣幸福邨商場 5 號舖

0848 馬鞍山 新界馬鞍山利安商場 G1 號舖

0850 深水埗 九龍深水埗大埔道156 號白花大廈地下。

0852 沙田 九廣馬鐵 沙田圍站 非繳費區 1 號舖

0853 馬鞍山 九廣馬鐵 恆安站 非繳費區 1 號

0854 沙田 九廣馬鐵 沙田圍站 非繳費區 12 號舖

0855 沙田 九廣馬鐵 車公廟站 非繳費區 1 號

0856 馬鞍山 九廣馬鐵 馬鞍山站 繳費區 7 號

0857 馬鞍山 九廣馬鐵 石門站 繳費區 5 號



0858 馬鞍山 九廣馬鐵 大水坑站 繳費區 6 號

0859 馬鞍山 九廣馬鐵 第一城站 繳費區 5 號

0860 大圍 新界沙田大圍田心村 257號 地下

0861 大埔 新界大埔大明里寶華樓 地下1號 部份 D及E舖

0862 深水埗 九龍深水埗地鐵站 SSP18 號舖位

0865 葵涌 新界葵涌工業街 2 至 8號 力豐工業大廈 地下 D舖。

0867 沙田 新界沙田 大涌橋路52號富豪花園商場 一樓13號舖位。

0868 佐敦 九龍佐敦佐敦道 37T號佐敦大廈 地下。

0871 葵涌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 50-56號 葵涌花園低層地下 1A, 1B 及 1D 號舖位。

0872 佐敦 九龍佐敦渡船街38號建邦商業大廈地下4及5號舖位。

0875 青衣 新界青衣青衣路1號 藍澄灣地下1號 舖位。

0877 觀塘 九龍觀塘鴻圖道44至46號世紀工商中心地下1D號舖位

0878 大圍 九廣馬鐵大圍站繳費區40號舖

0880 觀塘 九龍觀塘觀塘道 418 號 創紀之城五期 APM 地下 G02號舖位。

0881 石硤尾 九龍石硤尾南昌街223-239號 / 偉智街16號名都廣場地下G2 及G3號 

舖位。

0882 青衣 新界馬灣田寮新村602號 地下 及 一樓。

0885 北角 香港寶馬山寶馬山道45號賽西湖商場底層地下1號舖位。

0886 紅磡 九龍紅磡福至街38至42號紅磡灣中心地下5號舖位。

0887 尖沙咀 九龍尖沙咀加拿分道33至35號發利大廈地下33S舖位。

0892 旺角 九龍奧海城 1期 商場 底層 UG02舖。

0894 中環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154號 地下 。

0896 上環 香港上環地鐵站 SHW 9號 舖位。

0900 大嶼山 香港 大嶼山 香港迪士尼公園 迪欣湖活動中心。

0901 北角 香港北角英皇道560號健威坊底層 U3號 舖位。

0904 葵涌 新界葵涌葵涌商場地下1號舖位。

0905 深水埗 九龍深水埗欽州街58號富欣華庭地下 D 及E號舖位。

0907 荔枝角 九龍荔枝角海麗邨海麗商場地下 8號舖位。

0908 深水埗 九龍深水埗北河街116號福安大廈地下。

0910 鑽石山 九龍鑽石山荷里活廣場地下G103號舖位。

0911 旺角 九龍 旺角彌敦道 688號 旺角中心一期A舖部份地下17至19號。

0912 葵涌 新界葵涌石蔭路78至84及88至96號天安樓地下 2號舖位。

0913 紅磡 九龍紅磡黃埔花園1期地下G20號舖位

0914 九龍城 九龍九龍城太子道西362-364號地下C號舖

0915 西貢 新界西貢福民路74號合益樓地下及閣樓C 及 D號 舖位。

0918 粉嶺 新界粉嶺和豐街 9 號榮熙閣地下 2 號舖位

0919 元朗 新界元朗媽廟路 12至42號永發大樓地下 L 號舖位

0920 銅鑼灣 香港銅鑼灣摩頓臺 13至33 號灣景樓地下 8及9 號舖

0921 旺角 九龍旺角上海街514號地下舖位。

0922 土瓜灣 九龍土瓜灣馬頭圍道111號地下 A,B及C號舖

0925 粉嶺 九廣東鐵 粉嶺站 非繳費區 6 及 7 號舖

0926 九龍城 九龍  九龍城  獅子石道  87號  地下

0927 中環 香港 中環 閣麟街 37號 祥興商業大廈 整個地下 

0929 銅鑼灣 香港 銅鑼灣 禮頓道 106-126號 禮信大廈 地下 6A 及 6B 舖位。

0930 土瓜灣 九龍 馬頭圍 木廠街 1C 地下 及 閣樓

0931 西環 香港石塘咀卑路乍街 8號 西寶城下層地下 UG07號舖。



0932 粉嶺 新界粉嶺聯和墟和隆街19號地下

0933 粉嶺 新界粉嶺粉嶺圍北 650號地下A舖

0934 大埔 新界大埔懷仁街36號寶仁樓地下C號舖

0935 荃灣 新界荃灣曹公街 2號 及 海霸街 22-32號 華達大廈地下 C舖

0936 鰂魚涌 香港鰂魚涌華蘭路 2-10, 12A-12H 及 英皇道 1025-1037惠安苑 

底層地下LG3號舖 B部份。

0937 中環 香港中環閣麟街 9-11號 地下 及 閣樓 舖位

0938 佐敦 九龍佐敦寶靈街8號寶靈大廈地下

0939 金鐘 香港金鐘地鐵站 ADM 16號 舖位

0940 深水埗 九龍深水埗青山道 332號地下舗位

0942 元朗 新界九廣西鐵錦上路站非繳費區4號及9號舖位

0943 屯門 新界九廣西鐵兆康站非繳費區18號舖位

0944 荔枝角 九龍荔枝角海麗邨海麗商場一樓104號舖位

0946 北角 香港北角英皇道500號 港運城一樓130號 舖位

0947 葵涌 葵芳盛芳街23-39號 勝華大廈 地下 E舖

0951 佐敦 九龍佐敦文苑街 26-48號 文耀樓地下26號舖位

0953 葵涌 新界 葵涌 葵盛東邨 葵盛東商場 地下 1號舖

0955 油麻地 九龍 油麻地上海街141號地下

0956 元朗 新界 元朗 教育路 1號 千色廣場 地下 29-30號 舖位.

0958 荃灣 新界荃灣 鹹田街 48號 成安樓 地下

0960 紅磡 九龍 戴亞街 紅磡邨 紅暉樓地下1號 舖位

0962 彩虹 九龍 清水灣道8號 滙八坊 地庫二層 B203號 舖位

0963 深水埗 九龍 九廣西鐵 南昌站 繳費區 19 及 20 號 舖位

0964 荃灣 新界 荃灣楊屋道138號 樂悠居地下 6C舖位

0965 新蒲崗 九龍 新蒲崗大有街32號泰力工業中心地下4A舖位

0968 上環 香港 中環 皇后大道中 331-333號 登富商業大廈 地下

1003 深水埗 九龍 深水埗 北河街 106號 新北河大樓 地下 舖位

1004 佐敦 九龍佐敦佐敦道 9-11號高基大廈地下3號舖

1006 旺角 九龍  旺角  上海街380-390號  上海大廈  地下  D舖

1007 屯門 新界 屯門 青山公路 351號 彩華花園 地下 24號舖 A,B,C 部份

1008 大嶼山 新界大嶼山昂坪 昂坪市集地下 21號舖位

1010 土瓜灣 九龍  土瓜灣  譚公道34-38號  建安大廈  地下  J舖

1012 北角 香港 北角 電器道 233號 城市花園 1,2 及 3座 地下 2號舖位 部份

1013 旺角 九龍 旺角 弼街62號 地下部份舖位

1015 西環 香港 石塘咀 德輔道西442號 美新樓 B座 地下 5號舖位

1016 深水埗 九龍 深水埗 北河街44-48號 永富大廈 地下 1號舖

1017 長沙灣 九龍  深水埗  青山道  465-471號  聯邦廣場  地下  7A,7B,7C 舖位

1018 元朗 新界九廣西鐵錦上路站非繳費區4號

1020 灣仔 香港 灣仔 駱克道 42-50號 君悅居 地下 C&D舖

1021 屯門 新界 屯門湖翠路168-236號 海趣坊84號 舖位

1022 荃灣 新界 荃灣川龍街69-77號 千龍大樓地下 B舖位。

1023 西灣河 香港 太康街35號 鯉景灣C段 GC04舖位

1024 深水埗 九龍 深水涉南昌邨 昌遜樓地下 14 - 15 號舖位

1026 土瓜灣 九龍 土瓜灣 土瓜灣道329號 奕賢大廈 地下 1號舖位

1027 灣仔 香港灣仔洛克道 376-382 號莊士企業大廈地下 1 號舖位

1028 筲箕灣 香港 筲箕灣 筲箕灣東大街98-112號 景輝大廈 地下 C2舖位

1029 荃灣 新界 荃灣 怡樂街 1-5號 海濱花園 E座 地下 101號舖位。

1030 旺角 九龍 旺角上海街 479-481號地下 3a, 3b & 3c 舖位

1033 尖沙咀 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20號 香檳大廈 地下 A舖

1034 上環 香港 上環 皇后街1號 帝后華庭 地下 1C, 1D & 1E 號舖



1035 尖沙咀 九龍尖沙咀天星碼頭 KP-3 舖位

1038 新蒲崗 九龍 新蒲崗 大友街29號 宏基中心地下4號舖位

1040 油麻地 九龍 油麻地 窩打老道3C號 地下 舖位

1041 尖沙咀 九龍 尖沙咀 漢口道8-10號 漢中大廈 地下 A舖

1042 石硤尾 九龍 石硤尾地鐵站 6號舖位

1043 石硤尾 九龍 石硤尾地鐵站 9號舖位

1044 鰂魚涌 香港鰂魚涌地鐵站QUB2號舖位 (模範里出口)

1045 大埔 新界大埔安泰路 1 號大埔廣場地下31號舖位

1046 秀茂坪 九龍觀塘順利村利溢樓B01 號舖位

1047 青衣 新界青衣地鐵青衣站地下 TSY43  號舖位

1050 荃灣 新界荃灣愉景新城 2樓 43 號舖位

1051 荃灣 新界荃灣九廣西鐵荃灣西站地下18號舖位 

1052 旺角 九龍旺角窩打老道65-65D號 年豐樓 地下 A2舖

1053 尖沙咀 九龍 尖沙咀 廣東道33號  中港城 UG/F 48-49舖

1054 中環 香港中環天星碼頭下層  B號舖

1055 九龍城 九龍 九龍城 賈炳達道128 號  九龍城廣場 LG02 號舖

1056 北角 香港 北角 渣華道70號 仁和大廈 地下 C及D舖

1060 馬鞍山 新界 沙田 馬鞍山 鞍駿街15號 雅濤居 地下 1A號舖位

1061 屯門 新界 屯門 井財街15號 金銘大廈  地下 21號舖位

1062 旺角 九龍  旺角 朗豪坊 L1字樓 37 號舖

1067 葵涌 新界 葵涌 和宜合道186-218號 誼發大廈 地下 16及29號舖

1068 香港國際機場 香港 大嶼山 香港國際機場 翔天廊 第5層 5P113號舖位

1071 西環 香港 西環 第三街56-72號 福滿大廈 地下 A舖

1072 荃灣 新界 荃灣 荃華街16號 創意無限商場地下 120,121及123號 舖位 

1075 銅鑼灣 香港 灣仔 駱克道478-484號 本德大廈 地下 G舖

1077 柴灣 香港 柴灣 峰華邨 曉峰樓 地下 8號舖位

1078 深水埗 九龍 深水埗 長沙灣道 80-82號 文海樓地下B舖位。 

1082 元朗 新界 元朗馬田路80號 御庭居地下及閣樓 4號舖位

1083 東涌 新界東涌東涌地鐵站上層天橋平臺TUC19號舖位

1084 油麻地 九龍 油麻地碧街56號 地下舖位

1085 青衣 新界 青衣 長青邨 長青商場 平台 2樓 9+9A 舖位。 

1086 佐敦 九龍 佐敦西貢街3-5號 昌華商業大廈地下一號舖位。

1088 中環 香港 香港地鐵站 HOK 59號 舖位

1089 香港仔 香港 香港仔大道178號 地下

1090 紅磡 九龍 紅磡 差館里17-19號聚賢大廈地下2A-2B舖位

1091 長沙灣 九龍 深水埗青山道261號地下

1092 將軍澳 新界 將軍澳景嶺路八號，調景嶺地鐵站上蓋都會駅商場第三層L3-

001號舖位

1093 上水 新界 上水 龍琛路 76-86號 地下 B 舖 。

1094 柴灣 香港 柴灣興華(一)邨商場第二層201號舖位

1095 沙田 新界 沙田沙角邨沙角商場47號及48號舖位

1096 屯門 新界 屯門安定邨定祥樓地下101號舖位

1097 上水 新界 上水火車站閘外1號舖位

1098 元朗 新界 元朗 教育路 104-126號 永興樓 地下 10號 及 10A號 舖位。

1100 尖沙咀東 九龍尖東火車站地面34號舖位

1101 大埔 新界大埔安慈路 3號翠屏花園地下 8號 舖位

1102 西環 香港西環 德輔道西316A-318號 地下

1103 旺角 九龍 旺角廣華街3號百利達購物廣場地下2號舖位

1106 旺角 九龍 旺角花園街7-9號地下7C及7D舖位



1108 深水埗 九龍 深水埗 汝州街263號 地下。

1110 落馬洲 新界 落馬洲火車站閘外1樓18號舖位

1111 將軍澳 新界 將軍澳厚德邨厚德商場東翼地下G41-42號舖

1112 落馬洲 新界 落馬洲火車站閘內1樓22號舖位

1113 落馬洲 新界 落馬洲火車站2樓閘外1號舖位

1114 落馬洲 新界 落馬洲火車站閘內3樓6號舖位

1117 黃大仙 九龍 黃大仙 翠竹街8號 翠竹商場地下301號 舖位。 

1118 灣仔 香港 灣仔 皇后大道東27號 地下

1119 元朗 新界 元朗 安寧路 65-79號 福安樓 地下 C 號 舖位

1120 觀塘 九龍 觀塘地鐵站閘外 KWT 23號舖位

1121 中環 香港 荷李活道68-70A 地下B舖及閣樓

1124 屯門 新界 屯門藍地福亨村路8號豫豐花園 S & R 號舖

1125 灣仔 香港 灣仔 灣仔道193號 文興大廈地下 B舖

1126 荃灣 新界 荃灣 楊屋道118號 立坊 地下 A 舖。

1127 葵涌 新界 葵涌 青山公路 450-454號 名賢大樓 地下 C 舖位。

1128 屯門 新界 屯門 豐安街 2號 翠寧花園 地下 4號 舖位 。

1129 大埔 新界 大埔安邦路3號大埔超級城C區541A地舖

1130 尖沙咀 九龍 尖沙咀 柯士甸路14-18號 僑豐大廈地下 5及5A號 舖位 

1131 上環 香港 干諾道中200號信德中心二樓289號舖

1132 中環 香港上環 威靈頓街166號 地下

1133 羅湖 新界 羅湖火車站二樓入境大堂閘外K8號舖

1134 油麻地 九龍 九龍地鐵站閘外KOW 68號舖位

1135 油麻地 九龍 九龍地鐵站閘外KOW 72號舖位

1137 觀塘 九龍 翠屏北邨翠屏北商場翠柳樓M2樓102號舖

1139 天水圍 新界  天水圍天華邨服務設施大樓地下 1A 號舖位

1141 新蒲崗 九龍 新蒲崗 崇齡街 36及38號 地下 A 舖位。 

1142 旺角 九龍 旺角 長沙街10號 地下舖位 及 閣樓

1143 長沙灣 九龍 長沙灣道680號麗新商業中心地下 G20-G21 號舖

1146 長沙灣 九龍 長沙灣 長義街 10號 昌隆工業大廈 地下 2A 舖位。

1148 旺角 九龍 奧運地鐵站閘外OLY6號舖位

1149 旺角 九龍 旺角 窩打老道69D號地下舖位。 

1150 元朗 新界 元朗 元朗青山公路 180號 地下。

1152 灣仔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375-379號利威商業大廈地下C舖

1153 銅鑼灣 香港銅鑼灣邊寧頓街17號地下

1154 屯門 新界 屯門 湖秀街 2號 悅湖山莊 地下 70-72 及 99-101號 舖位 

1155 馬鞍山 新界 馬鞍山 恆信街2號 富安花園 地下 21C及21F號 舖。

1156 尖沙咀 九龍尖沙咀麼地道1A-1H及1J美麗都大廈地下 27, 28號舖位及1樓34室。

1157 銅鑼灣 香港銅鑼灣浣紗街8-10號浣紗大廈地下B舖

1158 葵涌 新界 葵涌 葵盛西邨  購物廊 2樓 24號 舖位。

1159 西貢 新界 清水灣道大埔仔村1號地下舖位及一樓。 

1160 荔枝角 九龍 荔枝角地鐵站閘外LCK13號舖位

1161 沙田 新界 沙田 乙明邨 明信樓 地下 53號 舖位

1162 沙田 新界 沙田 沙角街 7-11號 翠華花園 地下 12-13號 部份 舖位。

1163 深水埗 九龍 深水埗地鐵站閘外SSP 11號舖位

1165 屯門 新界屯門山景購物中心地下110號舖位

1166 將軍澳 新界  將軍澳寶林邨寶林購物中心二樓206號舖位

1167 油麻地 九龍 油麻地彌敦道466-472號 恩佳大廈 地下 A舖部份 A2-A4舖位

1168 上環 香港上環  荷里活道222號  合俊花園  地下F及G號舖

1171 上水 新界上水太平邨平熙樓地下110A號舖



1172 天水圍 新界  天水圍嘉湖銀座二期地下G07A號舖

1173 大嶼山 香港 大嶼山 赤獵角 駿坪路 10號 亞洲空運中心 第二期 貨車停車場 三樓 

舖位 。

1175 元朗 新界 元朗 盈福街 8號 翠珊園 1-9座 地下 6號 舖位

1176 牛頭角 九龍  港鐵牛頭角站閘外 NTK 13 號舖

1177 彩虹 九龍 彩虹邨 金華樓地下 6號 舖位

1179 上環 香港半山堅道135 -137號金谷大廈地下2號舖

1180 黃大仙 九龍  港鐡黃大仙站閘外 WTS 13 號鋪

1182 柴灣 香港柴灣柴灣道350號樂軒臺地下401號舖

1184 上環 香港上環  德輔道中298號  地下及閣樓

1185 西環 香港西環德輔道西402-404號創業中心地下G7及G8號舖

1186 荃灣 新界 荃灣 沙咀道 328號 寶石大廈 地下8A 及 9號舖位 。

1187 屯門 新界 屯門 景峰徑 2號 景峰花園 地下 G09 及 G10號 舖位 。

1189 尖沙咀 九龍尖沙咀港鐵站外12號舖位 

1190 大埔 新界大埔墟港鐵站外11號舖位

1191 西環 香港 西營盤 第三街178-180號 榮昇閣地下C部份舖

1193 鴨脷洲 香港鴨脷洲邨利澤樓43號舖

1194 大角咀 九龍 大角咀 大同新邨 埃華街67-87號 大眾樓 地下 K1 舖位。 

1195 新蒲崗 九龍彩虹道 242 號采頤花園地下 766 號舖位

1196 南區 香港赤柱新街11號積德樓LG樓D舖

1197 新蒲崗 九龍 新蒲崗 爵祿街116-118號 / 康強街1-17號 裕富大廈 地下 4號 舖位

1200 牛頭角 九龍牛頭角道297號觀塘花園大廈邨玉蓮臺第三座11號舖

1201 中環 香港蘭桂芳3號地下

1202 北角 香港北角北角(西)碼頭下層K12號舖位。

1203 西灣河 香港 鯉景灣太安街25號 D區地下 GD18號舖

1205 葵涌 新界葵涌祖堯邨敬祖路6號祖堯中心地下C座C003號舖位

1206 大埔 新界 大埔 北盛街 9號 翠河花園 地下 1號舖位。

1207 灣仔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18至120號同勝大廈地下A號舖 

1208 荃灣 新界 荃灣 荃景圍 208號 荃德花園 地下 2號舖位。

1211 九龍塘  九龍 九龍塘 聯合道320號 建新中心 地下 11, 12 及18號舖位

1214 深水埗 九龍 深水埗福華街174號 德寶大廈地下

1215 深水埗 九龍深水埗界限街14號華生樓地下3號舖

1216 青衣 新界青衣長康邨康貴樓地下5號舖

1217 大角咀 九龍大角咀福利街八號 港灣豪庭廣場地下 G34 號舖 

1218 九龍城 九龍九龍城南角道24號景輝閣地下 3號舖

1219 葵涌 新界 葵涌 麗瑤邨 麗瑤街市 1號 舖位。

1222 大埔 新界 大埔 翠怡街 3號 翠怡花園 地下 1號舖位

1223 中環 香港中環昭隆街9號地下1號鋪

1224 大埔 新界大埔墟車站TAP 2號舖

1230 青衣 新界青衣長發商場2樓205號舖

1231 灣仔 香港灣仔活道8-10A號長春大廈地下K及L舖位

1233 天水圍 新界天水圍天晴邨天晴商場地下7號舖位。  

1235 葵涌 新界葵興站KWH 6號舖。

1236 元朗 新界元朗鳳攸南街3號好順景大廈地下1及46 舖位 

1239 香港仔 香港香港仔大道38號地下

1241 銅鑼灣 香港大坑銅鑼灣道68號地下

1243 葵涌 新界葵芳葵芳商場地下3號舖

1245 葵涌 新界 葵涌 禾塘咀街 127-133號 錦華樓 地下 C舖

1246 尖沙咀 九龍尖沙咀宜昌街6號地下部份



1247 藍田 九龍藍田啟田商場2樓222號舖

1248 佐敦 九龍北海街13-15號中栢大廈地下及閣樓

1249 大嶼山 香港大嶼山愉景灣碼頭 C及D號舖

1250 天水圍 新界天水圍俊宏軒俊宏廣場L01, L02 & L03號舖

1251 土瓜灣 九龍 土瓜灣 榮光街52號 榮輝大廈 地下 22 號舖

1252 屯門 新界屯門屯隆街3號屯門市廣場2期地下7號舖

1253 觀塘 九龍觀塘港鐵站KWT 28號舖

1254 深水埗 九龍 深水埗 南昌街141-145號地下 B舖位

1255 香港仔 香港香港仔嘉禾街1-3號金爵大廈地下C及D鋪

1256 旺角 九龍旺角西洋菜街北157號恆安樓地下舖位

1257 九龍灣 九龍灣港鐵站KOB 10號舖

1259 九龍塘 九龍塘港鐵站KOT 113號舖

1260 太古城 香港港島東太古城第5期寧安閣G506至G507號舖

1261 慈雲山 九龍慈雲山環鳳街32號地下

1262 深水埗 九龍 深水埗 元州街 2A-2B號, 大埔道 47-49號 及 南昌街 195-199號, 

鑽石樓地下 E1舖位

1263 灣仔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7號入境大樓地下3號鋪

1264 大角咀 九龍大角咀塘尾道51號新港豪庭地下D號舖

1266 天水圍 新界天水圍天恩路12-18號嘉湖銀座一期地下G58-60號舖

1267 粉嶺 新界粉嶺一鳴路15號碧湖商場地下G31號舖

1268 黃大仙 九龍黃大仙竹園(南)邨商場2樓S219C號舖

1269 長沙灣 九龍 長沙灣 長沙灣道 681號 貿易廣場 地下 1B舖位。 

1271 荃灣 新界荃灣梨木樹邨梨木樹商場23號舖

1272 美孚 九龍 美孚 美孚新邨 蘭秀街 17-36號地下N44A舖位。 

1274 沙田 新界沙田希爾頓中心3樓16及17號舖

1275 旺角 九龍旺角東鐵站MKK15號舖

1276 紅磡 香港九龍紅磡紅樂道8號4樓405室

1277 火炭 新界東鐵火炭站非繳費區 2 & 3 號舖

1278 粉嶺 新界粉嶺和滿街8號帝庭軒商場地下22號舖

1279 鰂魚涌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734 號友邦香港大樓地下3號舖

1281 紅磡 九龍 紅磡 機利士北路 661-667號 昌盛金舖大樓地下 F 號舖位。

1282 北角 香港北角站非繳費區地庫二樓 3 號舖

1285 觀塘 九龍 觀塘巧明街  94 -  96 號, 鴻圖中心 地下  3  號舖位。

1286 美孚 九龍荔枝角寶輪街1號萬坊商場地下3號舖

1289 銅鑼灣 香港銅鑼灣波斯富街60號地下

1291 旺角 九龍旺角上海街701號地下 

1292 屯門 新界 屯門 石排頭路 11號 康德花園 地下 4號部份舖位

1293 旺角 九龍旺角太子道西178號太華樓地下

1294 銅鑼灣 香港銅鑼灣渣甸街25號金利隆中心地下

1295 銅鑼灣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21-23號均峰商業大廈地下A及B號舖

1296 葵涌 新界葵芳興芳路223號新都會廣場1樓163號舖

1297 將軍澳 新界將軍澳培成路8號南豐廣場1樓B03A號舖

1298 西環 香港西環卑路乍街18A, 20及20A號如意大樓地下1號舖

1299 深水埗 九龍 深水埗 元州街 65-69號 元昌閣 地下 C舖位。

1302 尖沙咀 九龍 尖沙咀 河內道1A號 地下 

1303 彩虹 九龍富山邨富仁樓地下五號舖位

1304 旺角 九龍 港鐵 旺角東站 非繳費區 MKK4 舖位

1305 油麻地 九龍港鐵站88號舖

1306 灣仔 香港灣仔新鴻基中心1樓134至135號舖

1307 彩虹 九龍牛池灣瓊東街8號嘉峰臺地下2號舖



1309 九龍灣 九龍牛頭角牛頭角上邨牛頭角上邨商場2號舖。

1310 九龍塘 九龍塘港鐵站KOT 121號舖

1311 大埔 新界大埔太和商場2樓227A號舖

1314 彩虹 九龍彩輝村彩葉樓地下9號舖

1315 將軍澳 將軍澳港鐵康城站LHP 1號舖

1316 將軍澳 將軍澳港鐵康城站LHP 4號舖

1317 青衣 新界港鐵青衣站非繳費區 TSY 56 舖位

1318 深水埗 九龍大埔道128號逸華軒地下C及D號舖

1320 屯門 新界屯門青山公路 1 號香港黃金海岸黃金海岸商場 地下 15, 16 及 17 

號舖位

1322 旺角 九龍旺角東站非繳費區MKK27號舖

1323 上環 香港荷李活道123號荷李活華庭地下3號舖

1326 佐敦 九龍 佐敦 文英街 2-24號 文英樓 地下 24號舖

1327 上水 新界上水智昌路3號上水中心2樓2012及2013號舖

1328 鰂魚涌 香港鰂魚涌海光街13-15號海光苑地下5及6D號舖

1329 尖沙咀 九龍  港鐵 尖沙咀站 非繳費區 TST 5 舖位

1330 尖沙咀 九龍  港鐵 尖沙咀站 繳費區 TST 7 舖位

1331 葵涌 新界葵涌石籬一村石籬商場一期1樓102號舖

1332 藍田 九龍藍田碧雲道223號 德田村德田商場地下G1B號舖

1335 葵涌 新界葵涌安蔭村安蔭商場1樓115號舖

1336 佐敦 九龍佐敦德興街 11-12 號興富中心 地下

1337 藍田 九龍油塘鯉魚門廣場2樓212A號舖

1339 深水埗 港鐵南昌站非繳費區NAC 8號舖

1340 上環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199 號無限極廣場 1 樓 106 號舖

1341 元朗 港鐵朗屏站(未繳費區)S01號舖

1342 荃灣 新界荃灣楊屋道18號荃新天地2期地下G01號舖

1343 藍田 九龍鯉魚門祟信街8號鯉灣天下地下3A號舖

1345 馬鞍山 新界馬鞍山恆康街2號耀安商場地下 G110號舖

1346 將軍澳 新界將軍澳翠林村翠林商場5樓123號舖

1347 尖沙咀 港鐵柯士甸站(繳費區)AUS114號舖

1349 西環 香港士美菲路12號文光閣地下部份C舖

1350 筲箕灣 香港筲箕灣興東商場地下 9號舖

1352 火炭 新界 火炭 坳背灣街2-12號 威力工業中心 地下 G2 舖位

1353 中環 香港中環威靈頓街76號地下

1355 尖沙咀 九龍 尖沙咀 加拿分道 1-9號 美麗都大廈 地下 58號舖

1356 佐敦 九龍 佐敦 柯士甸道 106號 耀基大樓 地下

1358 大圍 新界沙田大圍美林村美林商場地下 MS1號舖

1359 荃灣 新界荃灣海壩街83-93號荃好景大廈 地下 F舖位。 

1360 九龍灣 九龍九龍灣宏照道33號國際交易中心地下09號舖

1361 九龍灣 九龍 九龍 灣宏開道13號 景發工業中心地下 4D-E號單位

1363 馬鞍山 新界馬鞍山西沙路632號頌安商場1樓135號舖

1364 何文田 九龍何文田佛光街80號何文田廣場2樓211-212號舖

1365 尖沙咀東 尖沙咀東科學館道14號新文華商業中心 地下 1E舖位

1366 荃灣 新界 荃灣 荃景圍 187-195號 荃威花園 第一期 地下 7號舖

1367 大埔 新界大埔廣福商場廣仁樓地下 S11號舖

1368 天水圍 新界天水圍天恩路12至18號嘉湖銀座廣場1期地下G73B號舖

1369 觀塘 九龍觀塘寶琳路 2號寶達商場地下14號舖

1371 紅磡 九龍浙江街38A號益豐大廈A座地下舖位 

1372 屯門 新界屯門建榮街25號百利中心地下2A號舖

1373 樂富 九龍橫頭磡樂富中心1樓1111號舖



1375 紅磡 九龍紅磡海逸道8號漁人碼頭UG層UG12及13號舖 

1376 觀塘 九龍觀塘偉業街223至231號觀塘223(宏利金融中心)1樓14號舖

1377 大埔 新界大埔運頭塘村運頭塘商場地下 11號

1378 旺角 九龍旺角砵蘭街244號遠東發展旺角大廈地下 B1

1379 上水 新界 上水 馬會道 182號 地下

1380 屯門 新界屯門 TMTL 282 時代廣場南翼第三層 11 號舖位

1381 藍田 九龍油塘鯉魚門道80號鯉魚門廣場1樓 110號舖

1382 九龍灣 九龍九龍灣宏照道38號企業廣場5期 (MegaBox) 地下13及14號舖

1384 藍田 九龍藍田碧雲道168 號廣田商場地下9號舖

1385 尖沙咀 港鐵柯士甸站非繳費區AUS111號舖

1386 元朗 元朗 青山公路 239-247A號 萬昌樓 地下 E舖。

1387 旺角 九龍 旺角 (通菜街 93號地下) 亞皆老街 73-81號 及 通菜街 93號 

宏安大廈 地下6號舖

1389 深水埗 九龍深水埗元州街160號元安大廈地下

1390 西環 香港西環第一街83號俊景閣地下5及6號舖

1391 元朗 新界 元朗 壽富街 33號 好利洋樓 地下 A及B舗 

1394 沙田 新界 沙田 新田村 67號 地下

1395 元朗 新界 元朗 教育路 43-49號 快活樓 地下 1號舖

1397 大埔 新界大埔安邦路9號大埔超級城A區 地下011a號舖 

1398 屯門 新界 屯門 龍門路 45號 富健花園 地下 63號 舖位

1399 牛頭角 九龍 牛頭角振華道70號 樂華（北）商場1樓 106號 舖位

1400 中環 中環 港鐵站 非繳費區 CEN K7b 號舖                            

1401 大埔 港鐵 太和站 繳費區 TWO 1 & 2 號舖

1402 屯門 港鐵屯門站非繳費區 TUM 1 & 2 號舖

1403 沙田 港鐵沙田站繳費區 SHT 30 & SHT 31 號舖

1404 牛頭角 九龍 牛頭角 彩德商場 5樓 506號舖位

1406 沙田 香港新界沙田第一城中心商場地下G76-G77號舖

1408 何文田 九龍何文田忠孝街60號愛民邨愛民商場地下G01A & G01B舖

1409 沙田 新界沙田禾輋邨禾輋廣場地下G3 及 G4號舖

1410 屯門 屯門田景路31號 良景邨良景商場1樓L101號舖

1411 葵涌 葵涌興芳路166-174 號新葵興廣場地下1號舖

1412 將軍澳 將軍澳唐明街2號尚德商場2樓228號舖

1413 紅磡 九龍紅磡機利士南路 63 號合義樓地下 B 舖位

1414 黃大仙 九龍黃大仙沙田坳邨順田樓地下1 號舖位

1415 將軍澳 將軍澳善明邨善智樓地下1號舖位

1416 馬鞍山 新界馬鞍山欣安邨欣安商場地下 2 號舖位

1417 葵涌 新界葵涌葵聯邨聯喜樓地下5號舖位

1418 香港仔 香港黃竹坑香葉道 2 號 One Island South 地下 H 號舖

1419 旺角 九龍旺角水渠道34-36號東樂大樓地下A舖

1420 油麻地 九龍油麻地彌敦道483-485A地下2-3號舖位

1421 藍田 九龍223號碧雲道德田邨德田商場 2 樓 211 號舖

1422 旺角 九龍旺角東安街 38 號安蘭閣地下 4 及 5 號舖

1423 元朗 新界元朗西菁街 10 號好順泰大廈地下 34 號舖

1424 將軍澳 將軍澳培成路18號海悅豪園購物商場地下上層2 及3號舖 

1425 元朗 新界錦田錦田公路 84號地下

1426 佐敦 九龍加士居道 30 號伊利沙伯醫院 D 座低層地下 3 號舖

1427 佐敦 九龍佐敦上海街211-215號地下A 舖

1428 將軍澳 將軍澳常寧路10號安寧花園第二座地下17號舖

1429 香港國際機場 國際機場超級一號貨站辦公大樓南座地下RCG04A室 



1430 馬鞍山 新界馬鞍山錦英路 6 號富寶花園商場 1樓 F65 號舖

1431 大埔 新界大埔露屏路10 號香港教育學院中央大樓C座地下C-P-13室

1432 上水 新界上水彩園邨彩珠樓334 & 336號舖

1433 天水圍 新界天水圍頌富廣場 1 期地下 1 號及 2 號舖

1434 北角 香港琴行街 15 號港濤軒地下 5 號舖

1436 九龍塘 港鐵九龍塘站東鐵線下線月台KOT 203 號舖

1437 土瓜灣 九龍土瓜灣馬頭圍道 272 – 274 號福裕樓地下 B 舖

1438 沙田 新界沙田瀝源街 6 號瀝源邨福海樓 F3 樓 S17 號商舖

1439 佐敦 九龍佐敦吳松街 96 & 98號地下A舖

1440 牛頭角 九龍牛頭角彩福邨彩喜樓高層地下舖位

1441 觀塘 九龍觀塘輔仁街10，12，16-24號輔成樓地下3號舖位

1442 紅磡 九龍紅磡湖光街1-7號聯盛大廈地下17D舖

1444 九龍城 九龍九龍城沙浦道46號豪門地下2B號舖

1445 尖沙咀 九龍尖沙咀中間道5-6號遠東大廈地下9號舖位

1446 中環 香港中環干諾道中13-14號及德輔道中21-23號歐陸貿易中心地下Y2號舖

1447 青衣 新界馬灣珀麗路 8 號珀麗灣碼頭第一層 S5 及 S6 舖

1448 荃灣 新界荃灣荃富街 12-28 號富麗花園地下 41 及 42 號舖

1449 灣仔 香港灣仔譚臣道72號地下及閣樓

1450 中環 港鐵香港站商舖 HOK 10

1452 粉嶺 新界粉嶺一鳴路18號華心邨華心商場地下R31號鋪

1453 上環 香港上環蘇杭街106號地下B舖

1454 葵涌 港鐵葵芳站商舖 KWF 10-11

1455 將軍澳 新界將軍澳運亨路1號新都城中心一期2樓237號舖

1456 荃灣 新界荃灣永順街38號海灣花園2座地下 G1A舖

1457 九龍灣 九龍牛頭角下邨牛頭角下邨廣場地下1號舖

1458 尖沙咀 九龍尖沙咀麼地道16號半島大廈地下6號舖

1459 深水埗 九龍深水埗東京街12號麗閣商場地下39號鋪

1460 旺角 九龍旺角砵蘭街215號及山東街31至35號地下C及D號舖

1461 中環 香港士丹頓街卑利街 63-63A 號地下及閣樓 C 舖 

1463 石硤尾 九龍澤安邨麗澤樓地下1號舖

1464 上水 新界上水新祥街25號地下

1465 荃灣 港鐵荃灣西站 TWW 15 號舖

1466 旺角 九龍旺角奶路臣街19F號得寶大廈地下16號舖

1467 西灣河 港鐵西灣河站 SWH 8 號舖

1468 九龍灣 九龍彩雲(一)邨彩雲三期商場地下105號鋪

1469 彩虹 九龍宏光道80號麗晶花園商場

1470 柴灣 香港柴灣泰民街 16 號康翠臺商場 5 樓部份1C 之1C-1及部份 2C 舖

1472 太古城 香港太古城太榮路 2 號南海閣 (T-54座) 地下 G901C 舖

1473 屯門 新界屯門屯門鄉事會路 83 號 V City 地下 G-12 號舖

1474 太子 港鐡太子站PRE18號舖

1475 銅鑼灣 香港大坑勵德邨邨榮樓第6座22 & 26號舖 (地下連一樓)

1476 香港國際機場 香港赤蠟角國際機場國泰航空貨運站辦公大樓3樓RMA304室 

1477 荃灣 港鐵荃灣站 TSW 5 號舖

1478 荔枝角 九龍荔枝角瑪嘉烈醫院道 2-10 號瑪嘉烈醫院大樓地下

1479 銅鑼灣 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432-436號人和悅大廈地下 2號舖

1480 觀塘 九龍觀塘利安道32號順利紀律部隊宿舍第二層平台第1號舗

1481 落馬洲 港鐵落馬洲站1樓離境大堂LMC 113號舖

1482 元朗 新界元朗俊賢坊8號兆日樓地下J舖



1483 彩虹 九龍晴朗商場地下A028號舖

1484 灣仔 香港灣仔石水渠街 64, 66, 68, 70-70A 號地下 2 號舖

1485 九龍灣 九龍九龍灣宏照道 18 號中國建設銀行中心地下 B 舖

1486 西環 香港西環堅尼地城卑路乍街 56 號嘉明大廈地下 B 舖

1487 太子 九龍砵蘭街372-378號地下A號舖

1488 彩虹 九龍彩雲(一)邨彩雲二期商場UG層A116號鋪

1490 大角咀 九龍大角咀大全街 6-20 號及大角咀道 129-137 號大同新邨大富樓地下 

A1E 舖

1491 西貢 新界西貢親民街 18-32 號錦華樓 B 舖地下及閣樓

1492 中環 香港中環德己立街41號地下

1493 九龍灣 九龍九龍灣宏光道39號宏天廣場地下6號舖

1494 東涌 新界東涌富東街6號富東邨富東廣場地下9號舖    

1495 大圍 新界沙田大圍積德里10-22號 積達樓 C舖地下及閣樓

1496 元朗 新界元朗馬田路20-24, 28-30, 30A 及30B安寧大廈地下3A號舖

1497 太子 九龍基隆街2, 2A, 4, 4A, 8-16號及砵蘭街379A-

379E號華寶大厦地下8號舖

1499 銅鑼灣 香港銅鑼灣駱克道447-449號中威商業大廈地下 1 號舖

1500 中環 港鐵香港站 L3 樓層 HOK 23A 舖

1501 中環 港鐵香港站 L3 樓層 HOK 57 舖

1502 旺角 九龍旺角勝利道8號地下 

1503 中環 香港中環雲咸街 41 號地下

1504 灣仔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 222-230 號及茂蘿街 1A-1C 號富嘉大廈地下 1及6 

號舖

1505 荃灣 新界荃灣荃灣街市街 120 號安裕大廈地下

1507 大圍 新界大圍美林邨美林商場地下 G02 號舖

1508 將軍澳 新界將軍澳怡明邨怡悦樓地下 1 號舗

1509 灣仔 香港灣仔春園街 47-65 號新春園大廈地下G及H舖

1510 葵涌 新界葵涌葵昌路51號九龍貿易中心2樓212號舖

1511 元朗 新界元朗映河路1號爾巒商場G06號舖

1512 北角 香港北角電器道 254-280 號華凱大廈地下G舖

1513 西環 香港西環皇后大道西 420-424 號冠華大廈地下 C 舖

1514 將軍澳 新界將軍澳唐俊街 11 號寶盈花園地下 S7 及 S7A 舖

1515 觀塘 九龍觀塘駿業街 64 號南益商業中心地下

1516 彩虹 九龍坪石邨停車場地下G3號舗

1517 藍田 九龍藍田鯉安苑停車場大樓地下 2 號舖 

1518 九龍灣 九龍牛頭角道 33 號宏光樓地下 7 號舖

1519 北角 香港炮台山英皇道147-151號及油街4號地下2號舖

1520 香港仔 香港黃竹坑深灣道3號南濤閣地下4號部分舖

1521 尖沙咀東 九龍尖沙咀東麼地道 63 號好時中心地下 G23 號舖

1522 長沙灣 九龍長沙灣順寧道360號麗寶花園低層地下4號舖B部份

1523 荔枝角 九龍荔枝角深盛路 9 號宇晴軒 2 樓 13 號舖

1524 旺角 九龍奧海城 2 期商場高層地下UG02C 舖

1525 葵涌 新界葵涌葵興路100-102號葵涌中心地下A02號舖

1526 天水圍 新界天水圍天瑞 (I & II) 邨天瑞商場地下G1A號舖

1527 屯門 新界屯門蝴蝶邨蝴蝶廣場地下R105 號舖

1528 火炭 港鐵火炭站車站大堂 1A 號舖

1529 元朗 新界八鄉大欖隧道轉車站 (元朗方向)

1530 鑽石山 港鐵鑽石山站DIH 16號舖

1531 大埔 新界大埔康樂園康樂園市中心徑1號地下4號舖

1532 西環 港鐵堅尼地城站KET 3號舖

1533 西環 港鐵堅尼地城站KET 6號舖



1534 香港仔 港鐵香港大學站HKU 3號舖

1535 香港仔 港鐵香港大學站HKU 4號舖

1537 荃灣 新界葵涌葵涌青山公路659號, 健全街26-

34號及健康街25號荃灣帝盛酒店地下

1538 深水埗 九龍深水埗福華街146-152號黃金大廈地下47A舖

1539 九龍灣 九龍九龍灣展貿徑 1 號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2 樓 41 號舖

1540 長沙灣 九龍長沙灣元州街303號元州邨元州商場地下G17號舖

1541 旺角 九龍旺角海庭道2號海富商場地下12B 號 及13號舖

1542 香港國際機場 香港大嶼山香港國際機場亞洲國際博覽館一樓中央走廊B 舖 

1543 元朗 新界元朗公庵路68號溱泊地下D舖

1544 西環 港鐵西營盤站SYP 3號舖

1545 西環 港鐵西營盤站SYP 4號舖

1546 筲箕灣 香港筲箕灣筲箕灣道305號譽都地下5B舖

1547 尖沙咀東 九龍尖沙咀麼地道68號帝國中心地下G9-G11舖

1548 沙田 新界沙田積運街2-8號海褔花園地下9號舖

1550 香港國際機場 香港大嶼山香港國際機場翔天廊第 3 層 3P111 號舖

1551 灣仔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25-33號長康大廈地下B舖及閣樓

1552 馬鞍山 新界馬鞍山烏溪沙路8號迎海薈2樓8號舖

1553 天水圍 新界天水圍天湖路天耀廣場地下L032號舖

1554 香港國際機場 香港大嶼山香港國際機場南環路80號第二機庫1樓R111

1555 筲箕灣 香港筲箕灣寶文街 2 號海峰中心地下 7號舖

1565 尖沙咀 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100號港晶中心地下56-57號舖

1557 元朗 新界元朗元龍街9號形點I一樓1070號舖

1558 黃大仙 九龍黃大仙龍翔道136號黃大仙上邨黃大仙中心北館一樓N116號舖

1559 荃灣 新界荃灣海盛路11號 One Midtown 地下1號舖前部份舖位

1560 旺角 九龍旺角通菜街59A-59B號至 61A-61C號及奶路臣街6A-

6E號徳發大廈地下4 號舖

1561 深水埗 九龍深水埗石硤尾邨美盛樓地下3 號舖

1562 大嶼山 大嶼山愉景灣海澄湖畔路92號LG樓21A號舖

1563 大埔 新界大埔科進路21號逸瓏灣商場低層地下LG02 & LG03號舖

1564 葵涌 新界葵涌景荔徑8號盈暉薈地下G01.1及G01.2號舖

1566 荃灣 新界荃灣 67-95號荃灣街市街荃灣千色匯地下G8號舖

1567 將軍澳 港鐵將軍澳站 TKO16 號舖

1568 上環 香港皇后大道中 368 號偉利大廈地下 7 號舖

1570 元朗 西鐵線元朗站YUL 3 號舖

1571 觀塘 九龍觀塘海濱道 83 號 One Bay East Citi Tower 一樓 E4 號舖

1572 大嶼山 新界大嶼山梅窩銀鑛灣路 6 號地下 6 號舖

1573 紅磡 九龍紅磡黃埔花園第四期地下G13及G13A 號舖

1574 屯門 新界屯門鄉事會路117-157號及青賢街2A-

2I號康麗花園屯門巴黎倫敦紐約戲院商場地下 17A 舖

1575 粉嶺 新界粉嶺聯和墟馬適路1號逸峯廣場1樓103號舖

1576 柴灣 香港杏花邨杏花新城地下G58A舖

1577 金鐘 港鐵金鐘站ADM 23 號舖

1578 北角 香港北角雲景道33號雲景道牛奶公司購物中心地下6號舖

1579 紅磡 港鐵紅磡站非繳費區HUH S01 號舖

1580 元朗 新界元朗擊讓路 17 號順發大廈 J 舖連閣樓  

1581 上水 新界上水龍運街 8 號新都廣場第一層 106e 號舖

1582 大埔 新界大埔八號花園地下17號舖                              



1583 香港國際機場 大嶼山香港國際機場一號客運大樓第五層抵港大堂 5T058 舖

1586 大圍 新界沙田博泉街1號水泉澳廣場地下G06號舖

1587 大嶼山 香港大嶼山香港迪士尼公園迪士尼行政大樓二期 BOH-645 室

1588 天水圍 新界天水圍天秀路8號1樓1116號舖

1589 沙田 新界沙田銀城街30-32 

號威爾斯親王醫院日間診療大樓暨兒童病房2樓便利店

1590 將軍澳 新界將軍澳新都城 2 期 1 樓 1003 號舗

1591 北角 香港北角英皇道 298-300 號五洲大廈地下部份 A 及部份 C2 舖 

1592 紅磡 港鐵黃埔站商舖 WHA E1 號舖  

1593 紅磡 港鐵黃埔站商舖 WHA W2 號舖  

1594 觀塘 九龍安達邨安達商場低層地下19號舖

1595 北角 香港北角電氣道 168 號柏宜大廈地下 2 號舖

1596 元朗 新界錦田青山公路潭尾段18號地下103號舖

1597 黃竹坑 港鐵海洋公園站商舖 OCP 3 號舖

1598 黃竹坑 港鐵黃竹坑站商舖 WCH 3 號舖

1599 鴨脷洲 港鐵利東站商舖 LET 1 號舖

1600 鴨脷洲 港鐵海怡半島站商舖 SOH 1 號舖

1601 油麻地 九龍油麻地海庭道9號理工大學西九龍校園南翼3樓

1602 荃灣 新界荃灣青山公路388號中染大廈1樓 112號舖

1603 東涌 香港大嶼山東涌迎康街6號東環地下G05號舖

1604 尖沙咀 九龍尖沙咀廣東道30號新港中心地下G12號舖

1605 北角 香港北角電氣道 129 號部份地下

1606 荃灣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119號香港荃灣絲麗酒店地下

1607 香港仔 香港香港仔華貴道3號華貴邨華貴商場(華貴坊)地下1號舖

1608 天水圍 香港新界天水圍天華路33及 39號天悅邨 T Town North地下NG09 & 

NG10號舖

1609 佐敦 九龍佐敦白加士街87號地下

1610 將軍澳 新界將軍澳唐德街9號將軍澳豪庭商場地下G100號舖

1611 粉嶺 新界粉嶺新運路38號 祥華邨 祥華商場地下 G09號舖

1612 黃竹坑 香港南風徑1號港怡醫院一樓便利店舖

1613 赤柱 香港赤柱大街90A號德偉閣地下A舖

1614 觀塘 九龍開源道63號福昌大廈地下工場A2號舖位

1615 荔枝角 九龍青山道608號榮吉工業大廈地下2號單位6號舖位

1616 旺角 香港旺角彌敦道719號銀都商業大廈地下C舖

1617 天水圍 香港新界天水圍天慈邨天慈商場地下1D &1E舖

1618 元朗 新界元朗日新街5號 日新大廈地下B3號舖

1619 沙田 新界沙田 穗禾路13號, 穗禾商場地下G01號舖

1620 元朗 新界元朗新田永平村297號地下

1621 沙田 香港新界沙田禾輋邨厚和樓3樓209  &210舖

1622 荃灣 香港新界荃灣荃華街3號悅來坊商場地下G8A & G8B號舖

1623 紅磡 土瓜灣馬頭圍道37-39號紅磡商業中心地下42舖部份 (名為42C號舖)

1624 旺角 旺角登打士街55號鴻達樓地下1號舖連閣樓

1625 屯門 新界屯門石排頭徑1號卓爾居地下G5號舖

1626 香港仔 香港香港仔成都道 20, 22, 24 & 28 號及西安街12號添喜大廈地下A, B & 

G 號舖部份6號舖

1627 中環 港鐵香港站市區預辦登機大堂HOK 83 號舖

1629 藍田 香港九龍藍田啓田道50號啟田邨及安田邨(啟田商場)多層商業/停車場地
下3號舖

1634 大嶼山 大嶼山愉景灣愉景廣場地下G33A-1, G33B及G34號舖



1637 元朗 新界元朗鳳翔路 69 號建輝大廈地下18號舖位

1802 長沙灣 九龍長沙灣道828號萬利中心地下B3號舖

1804 上水 新界上水智昌路3號 上水中心 1樓 1020 號舖

1632 大埔 香港新界大埔 安埔路12號 富善邨富善商場地下G010舖

1635 馬鞍山 香港新界馬鞍山保泰街16號 地下G01舖

1811 慈雲山 九龍慈雲山毓華街 23 號慈雲山中心 1 樓 108B 號舖位

1803 大埔 香港新界白石角 香港科學園 2期 尚湖樓 地下 K039A 舖

1805 長沙灣 香港九龍長沙灣元州街303號元州邨(元州商場)商業/停車場地下7號舖

1628 東涌 新界東涌迎東邨 迎東商場 地下18號舖

1630 屯門 新界屯門欣田邨欣田商場地下G21號舖

1800 荃灣 香港荃灣338青山公路-荃灣段 荃錦中心2樓196舖

1801 荃灣 荃灣3, 5, 9 & 11富華街 4, 6, 10 & 12 運通街 65/75 路德圍277 / 287 

青山公路-荃灣段 運通洋樓地下 A2舖

1806 灣仔 灣仔莊士敦道104號E及F號舖地下及閣樓

1640 尖沙咀 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57-59號金馬倫中心地下G1B, G2, G3號舗

1643 太古城 香港 康山道2號 康怡廣場南座4字樓 50A舖

1644 紅磡 九龍紅磡都會道6號置富都會七樓745號舖

1638 尖沙咀 香港九龍尖沙咀廣東道33號中港城中國客運碼頭離境大堂禁區笵圍3號舖

1807 荃灣 新界荃灣 荃灣廣場2樓261號舖

1808 荃灣 新界荃灣43/49 & 53/59號享和街都城大樓地下A

1642 尖沙咀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80號金鑾大廈地下H&I舗

1633 柴灣 香港 柴灣 華廈街1號 環翠邨 環翠商場地下 G18舖

1646 北角 香港北角渣華道92號地舖

1809 元朗 新界元朗元朗廣場2樓 267-268號舖

1647 灣仔 灣仔道113-117號得利商業大廈地下A1號舖

1639 大埔 新界大埔大埔太和路12號太和邨愛和樓3樓301,302A及303A號舖

1636 尖沙咀 香港西九龍站售票大堂WEK B1-1號舖

1641 東涌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旅檢大樓地下 308 號鋪

1648 尖沙咀 九龍尖沙咀海港城港威商場四樓4015-6號舖

1649 天水圍 新界天水圍天瑞路71, 73, 75 & 77 號, 天澤邨 天澤商場1樓110號

1650 荃灣 新界荃灣白田霸街45號 The Mills 地下G15號舖

1651 沙田 新界沙田安群街3號京瑞廣場一期地下G03號舖

1652 銅鑼灣 香港糖街15-23號銅鑼灣中心地下4號舖 

1653 元朗 新界元朗宏業南街 22號The Rainbow 地下7號舖

1654 柴灣 香港柴灣大潭道188號興民邨興民商場4樓403舖

1645 東涌 新界 東涌滿東邨 滿樂坊地下 G03 號舖

1655 天水圍 新界 天水圍屏欣苑 屏欣商場地下 5 號舖

1656 觀塘 九龍官塘協和街130號聯合醫院S座地下便利店

1657 沙田 新界沙田沙田頭路29號 新田圍邨榮圍樓4樓5號

1631 葵涌 香港新界葵涌貨櫃碼頭路77-81號大鴻輝(葵涌)中心第一期地下5號舖

1658 粉嶺 新界粉嶺暉明路8號雍盛苑雍盛商場地下6號舖

1660 香港國際機場 香港大嶼山香港國際機場第五層抵港層入境大堂前區域 5E535C舖

1661 香港國際機場 香港大嶼山香港國際機場一號客運大樓第七層離港大堂 7T094 舖



1662 香港國際機場 香港大嶼山香港國際機場海天客運碼頭第四層 4P106 號舖 (禁區)

1663 香港國際機場 大嶼山香港國際機場一號客運大樓第五層抵港大堂 5T058 舖

1664 西灣河 香港第一街73號地下及地庫

1665 屯門 新界屯門海榮路22號屯門中央廣場地下18舖

1668 旺角 九龍通菜街121號地下1-2號舖

1666 葵涌 香港新界葵涌興芳路177號葵芳邨葵芳廣場1樓114 號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