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物業處所名稱 食物業處所地址 地區

粵式
Gateway Hotel Gateway Hotel, Harbour City, Tsim Sha Tsui, Kowloon, Hong Kong 油尖旺
INTERCONTIENTAL GRAND
STANFORD HONG KONG 海
景軒

70 MODY ROAD, TSIMSHATSUI EAST 油尖旺

Luk Kwok Hotel - Canton 1/F, 72 Gloucester Road, Wanchai, Hong Kong 灣仔
Metropark Hotel Kowloon 75 Waterloo Road, Kowloon 九龍城
Novotel Century HK 238 Jaffe Road Wanchai Hong Kong 灣仔
NOVOTEL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348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KONG 油尖旺

Regal Hong Kong Hotel 88 Yee Wo Street, Causeway Bay, Hong Kong 灣仔
Regal Hong Kong Hotel 88 Yee Wo Street, Causeway Bay, Hong Kong 灣仔

ROYAL PLAZA HOTEL帝京

酒店

193 Prince Edward Road West, Kowloon, H.K. 油尖旺

Spread Far Limited 2nd B/M, THE ROYAL GARDEN, 69 MODY ROAD, TSIMSHATSUI
EAST, KLN

油尖旺

STAUNTON STRRFET CAFÉ G/F., TREASURE VIEW, 10-12 STAUNTON STREET, CENTRAL, H 中西

八月居 尖沙咀海港城海洋中心4樓401號 油尖旺

八月花 九龍塘達之路80號又一城商場地下G25號舖 深水埗

八喜 九龍藍田啟田邨啟田商場2樓206號舖 觀塘

八喜 九龍黃大仙中心商場地下G4A 黃大仙

八喜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314-324號2樓 灣仔

力寶軒 香港金鐘道89號力寶中心地下4號鋪 中西

三和食品有限公司 新界屯門屯門市地段114號建泰街6號恆威工業大廈B座7 樓1室 屯門

三德素食館 九龍彌敦道233-240號 JD MALL 四樓 油尖旺

三德素食館 北角英皇道395號1樓 東

上水金都海鮮酒家 新界上水新豐路98號地下二樓 北

大戶人家酒樓 屯門青翠徑11號雅麗花園商場A1-UG/F 屯門

大會堂美心皇宮 香港中區大會堂低座二樓 中西

小肥牛火鍋活魚專門店 Shop No. 5B& 6, G/F., Ming Yuen Centre, 400-404 King's Road, HK 東

天虹海鮮酒家 南丫島索罟灣第一街23-24號地下 離島

太湖海鮮城 尖沙咀山林道14-16號地下 油尖旺

太興新世代 九龍九龍灣宏照道38號企業廣場5期MegaBox第10層7號舖 觀塘

太興新世代 九龍馬頭角新碼頭街38號翔龍灣廣場地下1號舖 九龍城

太興新世代 屯門石排頭徑1號卓爾廣場1樓117-119號舖 屯門

太興新世代 將軍澳重華路東港城2樓217A號舖 西貢

太興新世代 將軍澳唐俊街君薈坊商場G02-G03號舖 西貢

太興新世代 黃埔花園8期1樓108-109號舖 九龍城

太興新世代 新界元朗朗日路8號新元朗中心3樓393號舖 元朗

太興新世代 新界屯門湖翠路168-236號海趣坊S43-45號舖 屯門

太興新世代 新界沙田正街21-27號沙田廣場3樓51舖 沙田

太興新世代 觀塘裕民坊34-62號裕華大廈高層地下及1樓A 觀塘

月滿坊 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１號圖方一樓1028B號舖 油尖旺

火湯滙 香港銅鑼灣波斯富街24-30 號 灣仔

四季日本料理 香港中環夏慤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閣樓A1室 中西

正冬火煱海鮮酒家  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79-81號地下A2 ,B 及 C舖  油尖旺

正冬火煱海鮮酒家  九龍旺角砵蘭街396-398號地下 油尖旺

有利海鮮酒家 新界荃灣石圍角邨第三期商業中心二(部份), 三樓及頂樓(部份) 荃灣

池記 九龍灣德福商場F27號舖 觀塘

汕頭榮興潮州菜館 香港灣仔堅拿道西15號永德大廈地下G4-G5舖 灣仔

行樂軒 新界上水新康街67號一樓及地下1,2,8號 北



西苑酒家 (銅鑼灣) 香港銅鑼灣恩平道28號利園二期(嘉蘭中心)1樓101-102室 灣仔

牡丹庭粵菜食府 九龍尖沙咀漢口道28號亞太中心2樓 油尖旺

赤桂御苑酒家 香港赤柱廣場購物中心101號舖 南

怡翠軒 香港中環怡和大廈地庫1樓5號 中西

旺角福苑火鍋海鮮酒家 九龍西洋菜南街51號友誠商業大廈二至四樓 油尖旺

明角麵家 新界沙田 沙角 商場 27至28號鋪 沙田

昇悅漁港 2/F, Shatin Galleria, 18-24 Shan Mei Street, Fotan, NT 沙田

東薈軒海鮮酒家 大嶼山東涌達東路20號東薈城二樓255&301號舖 離島

東薈軒海鮮酒家 大嶼山東涌達東路20號東薈城二樓255&301號舖 離島

花園酒家 九龍油麻地彌敦道469號地下 油尖旺

金王朝海鮮酒家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230-238號2樓 油尖旺

金明苑火鍋海鮮酒家 粉嶺祥華邨商場三樓106舖 北

金膳健康素食 香港筲箕灣 筲箕灣道155號地下 東

青亭素食料理 旺角通菜街2R舖地下 油尖旺

青亭素食料理 油麻地文苑街11號文英樓地下 油尖旺

青葉海鮮酒家 荃灣路德圍昌泰街1號 荃灣

南丫發電廠 南丫島發電廠康樂大樓地下及1樓 離島

南大門 九龍鯉魚門海傍道中58號A地下 南

帝廷皇宮 九龍尖沙咀廣東道33號中港城1樓25A-41號舖 油尖旺

帝廷酒家 香港銅鑼灣告士打道311號皇室堡14樓 灣仔

帝廷酒家 新界屯門 屯盛街1號屯門市廣場一期二字樓2255號舖 屯門

恆香棧 Hang Heung's Kitchen Shop 110, The Arcade 100 Cyberport Road, HK 南

恆香棧 Hang Heung's Kitchen Unit 23, L12, MegaBox, Enterprise Square Five, 38 Wang Chiu Road,
Kowloon Bay

觀塘

恆香棧 Hang Heung's Kitchen Unit 303, Level 3, New World Centre, Tsim Sha Tsui, Kowloon 油尖旺

恆香棧 Hang Heung's Kitchen Unit 8T007, Level 8, Terminal 1 HK International Airport, HK 離島

映月樓 九龍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餐廳大樓1-2樓 油尖旺

流記海鮮 九龍旺角奶路臣街1D號地下 油尖旺

皇上皇酒家 香港德輔道中4-4A 標準渣打銀行大廈B樓 中西

皇廷大酒樓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7及8字樓 灣仔

皇廷酒家 (尖沙咀店) 九龍寶勒巷18號粵海酒店1樓B部份 油尖旺

皇廷酒家(九龍灣店) 九龍九龍灣偉業街33號德福廣場601及615號舖 觀塘

皇廷酒家(旺角店) 九龍太子道西193號新世紀廣場第七層716-723號舖 油尖旺

皇廷酒家(奧海城店) 奧海城一期一字樓 油尖旺

皇廷滙(荃灣店) 新界荃灣楊屋道138號樂悠居地下6A及6B號舖 荃灣

皇廷滙酒家 香港皇后大道中30號娛樂行3及4樓 中西

皇都星級漁港 沙田中心第三層60號舖 沙田

皇都漁港酒家 荃灣青山道264至298號南豐中心五字楼A舖 荃灣

皇潮滙 九龍尖沙咀廣東道33號中港城2樓R1舖(部份)及7B舖 油尖旺

皇潮滙 (灣仔店) 香港灣仔港灣道26號華潤大廈5樓 灣仔

美心大酒樓 香港薄扶林置富商場1樓 南

美心大酒樓 九龍紅磡黃埔花園第二期，時尚坊地下第G1號舖及地庫第B1至B6 九龍城

美心大酒樓 九龍藍田啟田邨啟田商場301號 觀塘

美心大酒樓 九龍灣德福商場第一期1樓G54號 觀塘

美心大酒樓 新界天水圍天耀邨天耀商場1樓104號 元朗

美心大酒樓 新界將軍澳新都城中心二期商場2樓2008號 西貢

美心大酒樓 香港小西灣道28號藍灣廣場一樓2號舖 東

美心金閣 新界天水圍頌富商場2樓216號舖 元朗

美心皇宮 新界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期8樓 沙田

美心皇宮 新界馬鞍山馬鞍山廣場3樓 332-340號 沙田

美心皇宮 九龍旺角新世紀廣場8樓 油尖旺

美心皇宮 新界屯門屯喜路3號屯門大會堂平台 屯門



美心皇宮 新界荃灣惠荃路22-26號綠楊坊地下G27號舖 荃灣

美心皇宮 香港太古城太古城道18號太古城中心二樓255號舖 東

美心皇宮 新界葵芳新都會廣場第五層 556-570號鋪 葵青

美心閣 香港國際機場客運大樓八樓8T010 離島

食得妙 九龍城福佬村道64號地下 九龍城

食得妙海鮮飯店 九龍將軍澳坑口村30號地下 西貢

香港王子飯店有限公司 11/F., One Peking road, TST 油尖旺

海王漁港 新港城店 新界沙田沙田巿地段363號馬鞍山新港城NPQR座1樓全層 沙田

海皇粥店(集團)有限公司 九龍牛頭角道77號淘大商場一期地下141-142號舖 觀塘

海皇粥店(集團)有限公司 九龍旺角旺角道22號地下 油尖旺

海皇粥店(集團)有限公司 九龍紅磡黃埔花園第1期地下7C舖 九龍城

海皇粥店(集團)有限公司 九龍美孚新邨蘭秀道 28 號地下 43B 號舖 深水埗

海皇粥店(集團)有限公司 九龍馬頭圍道45號D地下 九龍城

海皇粥店(集團)有限公司 九龍彌敦道497A號地下 油尖旺

海皇粥店(集團)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 物華街43號地下 觀塘

海皇粥店(集團)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 輔仁街70-84號興順大廈地下一號舖 觀塘

海皇粥店(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 英皇道406至408號地下1號鋪 東

海皇粥店(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東角道24-26號怡東商場地下4-5號舖及1樓 灣仔

海皇粥店(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37-139號新盛商業大廈地下及地庫 灣仔

海皇粥店(集團)有限公司 新界元朗教育路9-13號興發樓7號地下 元朗

海皇粥店(集團)有限公司 新界屯門屯門鄉事會路屯門巴黎倫敦紐約戲院商場地下 50號舖 屯門

海皇粥店(集團)有限公司 新界西貢將軍澳新都城中心二期第二層2037至2038號鋪 西貢

海皇粥店(集團)有限公司 新界沙田 沙田正街3-9號希爾頓中心 3樓63號鋪 沙田

海皇粥店(集團)有限公司 新界沙田 橫壆街1-15號好運中心 3樓30C號鋪 沙田

海皇粥店(集團)有限公司 新界沙田馬鞍山頌安邨頌安商場 113號鋪 沙田

海皇粥店(集團)有限公司 新界粉嶺 粉嶺名都第2層4號舖 北

海皇粥店(集團)有限公司 鴨脷洲海怡半島海怡廣場西翼3樓309號舖 南

海景海鮮酒家 九龍鯉魚門海旁道中43號A 觀塘

海港燒鵝海鮮酒家 荃灣眾安街55號英皇娛樂廣場3樓 荃灣

海港燒鵝海鮮酒家 上水店 上水智昌路上水中心2樓2092舖 北

海港燒鵝海鮮酒家 大埔店 大埔超級城600號安邦路二號地下 大埔

海港燒鵝海鮮酒家 旺角店 旺角洗衣街39號金雞廣場1字樓 油尖旺

海逸軒 九龍紅磡黃埔海逸酒店2樓 九龍城

留家廚房 北角清風街9號地下 東

馬鞍山金都海鮮酒家 新界馬鞍山新港城中心商場四期L3, 3015號 沙田

彩福皇宴 九龍紅磡國際都會商場L8-858號舖 九龍城

彩福皇宴 九龍彌敦道750號始創中心1樓 油尖旺

彩福皇宴 尖沙咀彌敦道219號莊士倫敦廣場2樓 油尖旺

彩福海鮮酒家 大埔寶湖道3號寶湖花園商場2樓 大埔

彩福海鮮酒家 香港炮台山英皇道255號國都廣場3樓 東

彩龍船火鍋海鮮酒家 葵涌上角街葵涌商場2/F 207號舖 葵青

彩臨門 香港北角英皇道480號昌明大廈一樓 東

通記海鮮酒家 西貢萬年街98-102號地下 西貢

陶源酒家(鮑魚專門店)  九龍旺角豉油街112-124號仕德福酒店B1及B2 舖 油尖旺

陶源酒家(鮑魚專門店)  九龍美孚新百老匯街114C 號 (地下及二樓至四樓)及118D號(三樓) 深水埗

陶源酒家(鮑魚專門店)  九龍黃埔花園第6期黃埔花園商場平台2樓 九龍城

陶源酒家(鮑魚專門店)  九龍觀塘 興業街1號駱駝漆中心1樓  觀塘

陶源酒家(鮑魚專門店)  香港希慎道6-8號地下(部份)及1樓 灣仔

陶源酒家(鮑魚專門店)  香港菲林明道8號大同商場2字樓及1字樓3-4及5號舖 灣仔

陶源酒家(鮑魚專門店)  香港德輔道中188號金龍中心1-2樓 中西

陶源酒家(鮑魚專門店)  新界荃灣楊屋道8號如心廣場第四層12號鋪  荃灣

喜百合 九龍灣宏照道38號企業廣場5期13樓4號舖 觀塘



富東海鮮酒家 東涌新市鎮富東商場 離島

富城火鍋海鮮酒家 九龍旺角運動場道21-23號地下 油尖旺

富泰海鮮酒家 屯門富泰邨富泰商場 屯門

富澤海鮮酒家 天水圍天澤邨天澤商場 元朗

富臨酒家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73-85 號地下 灣仔

富臨漁港 九龍旺角彌敦道625號1樓 油尖旺

富臨漁港 九龍紅磡明安街2至20號地下 九龍城

富臨漁港 九龍紅磡馬頭角道33號欣榮花園商場2樓 九龍城

富臨漁港 九龍美孚新百老匯街 83B - C (2樓) 及 85C 號(地下及 1 樓及 2 樓) 深水埗

富臨漁港 九龍新蒲崗寧遠街3至23號越秀廣場5樓501號舖 黃大仙

富臨漁港 九龍觀塘開源道68號觀塘廣場 15樓(小部份)及16樓(主要部份)  觀塘

富臨漁港囍臨門酒家 九龍尖沙咀麼地道65號安達廣場地庫2層前部份 油尖旺

富臨漁港囍臨門酒家 九龍佐敦道31-37號百誠大廈2樓 油尖旺

富臨漁港囍臨門酒家 九龍長沙灣昌華街 23 號富華廣場地下(小部份)，1樓 及 2樓 深水埗

富臨漁港囍臨門酒家 九龍長沙灣道 833 號長沙灣廣場 2 字樓202 號舖 深水埗

富臨漁港囍臨門酒家 九龍黃大仙龍翔道120號新光中心1樓(部分)、3樓及 4樓(部分)  黃大仙

富臨漁港囍臨門酒家 九龍彌敦道601號創興廣場6樓及7樓 油尖旺

富臨漁港囍臨門酒家 香港上環 干諾道中168-200號信德中心地庫B13-18號舖 中西

富臨漁港囍臨門酒家 香港仔 南寧街 1 至 5 號香港仔中心地下至 2 樓 南

愉景森林 香港中環3號碼頭二樓平台花園 中西

普光齋 九龍佐敦道13號華豐大廈地下13號地下４及２舖 油尖旺

智恒燒腊 觀塘廣田邨好運街市1樓17號舖 觀塘

滋味一方餐廳 香港皇后大道西306號地下 中西

紫荊大酒樓 沙田禾輋邨商場三樓29號鋪 沙田

菩提林素食 九龍官塘道472-484號官塘工業中心A&B舖地下 觀塘

逸東海鮮酒家 東涌逸東邨逸東商場 離島

媽子廚房(荃灣)有限公司 荃灣沙咀道145-151號滿樂大廈地下 荃灣

嵩雲廳 九龍油麻地彌敦道378號彌敦酒店15樓 油尖旺

新明苑海鮮酒家 粉嶺中心二期商場208-210室 北

新花海鮮酒家 葵興地鉄站興芳路168號新葵興花園商塲3樓1號舖 荃灣

煌府酒家 九龍油麻地彌敦道746-748號有成大廈14樓D室 油尖旺

粵江春 九龍旺角亞皆老街8號3樓35號舖 油尖旺

粵翠軒 新界青衣青衣城1樓117號舖 葵青

嘉華大酒樓 九龍牛頭角樂華商場112-113號一樓 觀塘

嘉豪酒家  筲萁灣 筲箕灣道360號A天悅筲箕灣廣場地庫10號 東

嘉豪酒家  顯徑邨 沙田大圍顯徑邨顯徑商場301號舖 沙田

嘉豪酒家 牛頭角 牛頭角振華道20號安基苑商場地下 觀塘

嘉豪酒家 華富邨 香港仔華富邨城巿中心10號 南

榮發餐廳小廚 新界沙田小瀝源村東約 6號地下 沙田

漁米之鄉 Flat 305, 3/F, Commercial Centre, Heng On Estate, Ma On shan, NT 沙田

漁米之鄉 Shop 1, LG2/F, Shopping Centre, Kam Ying Court, Ma On Shan, NT 沙田

漁米之鄉 Shop 73-80 & 83, G/F, Flora Plaza, 88 Pak Wo Road, Fanling, N.T. 北

漁米之鄉 Shop F229-240, 1/F, PH4, Amoy Plaza, 77 Ngau Tau Kok Road, Kln. 觀塘

維港海鮮酒家 藍田啟田道51號啟田大廈地下13-14號 觀塘

翠玉軒 香港中環交易廣場第二座4樓 中西

翠園 九龍尖沙咀星光行四字樓 油尖旺

翠園 香港銅鑼灣希慎道 1號 灣仔

翠園 香港駱克道銅鑼灣廣場2期3樓 灣仔

翠園 新界荃灣楊屋道1號荃新天地1樓107號舖 荃灣

翠園 (德福) 九龍灣德福廣場一期一樓F20店 觀塘

豪宴海鮮酒家 R01. Metro Town, 8 King Ling Road, Tseung Kwan O. 西貢

豪華大酒楼 何文田窩打老道86號2樓 九龍城



廣東館 沙田乙明邨街9號1樓 沙田

德興酒家  海景軒 九龍九龍灣宏照道38號企業廣塲５期Mega Box 13層１號鋪 觀塘

潮客 九龍北角英皇道560號健威坊地下上層U26號舖 東

潮客 九龍鑽石山龍蟠街3號荷里活廣場三樓306號舖 黃大仙

潮客 香港北角英皇道560號健康坊地下上層U26號 東

潮客 新界上水石湖墟龍琛路39號上水廣場五樓501號舖 北

潮篇 藍田啟田中心4樓407號舖 觀塘

稻香 九龍大角咀大角咀道38號新九龍廣場1樓127-160號舖 油尖旺

稻香 九龍尖沙咀加拿芬道20號加拿芬廣場3樓 油尖旺

稻香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338號北海中心2樓 灣仔

稻香 新界大埔翠樂街8號富萊花園地下及1樓A舖 大埔

稻香 新界元朗馬田路38號怡豐花園地下32舖 元朗

稻香 新界青衣青敬路33號青衣城地下G04舖 葵青

稻香 新界荃灣眾安街68號城市中心1期4樓A舖 荃灣

稻香 新界將軍澳欣景路8號新都城第2期L2樓 西貢

稻香超級漁港 新界荃灣大霸街4-30號荃灣廣場6樓601-613舖 荃灣

稻香超級漁港 九龍九龍灣德福廣場2期602舖 觀塘

稻香超級漁港 九龍尖沙咀廣東道30號新港中心3樓B舖 油尖旺

稻香超級漁港 九龍觀塘茶果嶺道88號麗港城商場2/F S1號舖 觀塘

稻香超級漁港 沙田沙田正街1號蔚景園3樓 沙田

稻香超級漁港 香港銅鑼灣告士打道311號皇室堡6樓 灣仔

稻香超級漁港 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第2層4舖 屯門

醉紅樓 - 潮州酒家 九龍灣宏照道38號 MegaBox Unit 5, 13字樓 觀塘

龍皇酒家 九龍油麻地碧街41號地下及41-49號一字樓 油尖旺

龍皇酒家 九龍觀塘開源道64號源成中心二樓 觀塘

龍皇酒家 銅鑼灣告士打道世界貿易中心12樓 灣仔

總廚 沙田廣場33至35號地舖 沙田

聯邦大酒樓 九龍鑽石山龍蟠街3號荷里活場三樓353&401號舖 黃大仙

避風塘周記 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期7樓710舖(沙田店) 沙田

鍾菜 九龍九龍灣宏遠街一號「一號九龍」G01舖 觀塘

鍾菜 香港銅鑼灣時代廣場10樓1001舖 灣仔

鴻星海鮮酒家 牛頭角道77號淘大花園2期1樓(九龍灣店) 觀塘

鴻星海鮮酒家 尖沙咀堪富利士道8號格蘭中心3樓(尖沙咀格蘭店) 油尖旺

鴻星海鮮酒家 長沙灣道788號羅氏商業廣場地下(茘枝角店) 深水埗

鴻星海鮮酒家 紅磡蕪湖街83號莊士紅磡廣場一樓(紅磡店) 九龍城

鴻星海鮮酒家 英皇道979號太古坊濠豐大廈2樓(太古坊店) 東

鴻星海鮮酒家 海港城商場2期4樓(海港城店) 油尖旺

鴻星海鮮酒家 荃灣青山公路388號中國染廠大廈地下G02(荃灣店) 荃灣

鴻星海鮮酒家 將軍澳中心第一層123號舖(將軍澳店) 西貢

鴻星海鮮酒家 港灣道8號瑞安中心1樓(灣仔店) 灣仔

鴻星海鮮酒家 雲咸街19-27號威信大廈(中環店) 中西

鴻星海鮮酒家 銅鑼灣時代廣場食通天10樓1005鋪(銅鑼灣店) 灣仔

鴻星海鮮酒家 彌敦道83-97號華源大廈1樓(尖沙咀店) 油尖旺

馥苑海鮮酒家 九龍賈炳達道128號九龍城廣場4樓 401舖 九龍城

麗都軒 慈雲山毓華街23號慈雲山中心7樓707-709號舖 黃大仙

麗都總廚 屯門石排頭徑1號卓爾廣場L3 屯門

麗都讌客 元朗大棠道41-49號金朗大廈1-2樓全層 元朗

麗港軒潮菜館 九龍觀塘茶果嶺麗港街8號麗港城一期會所1字樓 觀塘

麗豪酒店 香港沙田大涌橋路34-36號 沙田

麗豪酒店 香港沙田大涌橋路34-36號 沙田

囍宴大酒樓 上水新龍荣路33號龍豐花園二樓 北

聨邦大酒樓 西九龍海庭道18號奧海城一樓126&127號舖 油尖旺



聨邦大酒樓 新界屯門湖翠路138號啟豐園一樓87號舖 屯門

聨邦大酒樓 新界荃灣青山道398號愉景新城購物商場第三層18號舖 荃灣

聨邦金閣酒家 九龍油麻地彌敦道345號永安九龍中心八樓 油尖旺

聨邦金閣酒家 香港北角英皇道500號港運城二樓202號舖 東

聨邦皇宮 大嶼山東涌達東路２０號東薈城二樓226號舖 離島

聨邦皇宮 新界青衣青敬路33號青衣城三樓310A號舖 葵青

聨邦皇宮大酒樓 九龍油麻地彌敦道363－373號地下 油尖旺

智恆燒腊店  新界西貢將軍澳尚德 街市34-35號鋪 西貢

京、川、滬式

又一棧 九龍九龍塘又一城LG129號舖 深水埗

上海姑娘 Unit 25, Level 12, MegaBox, Enterprise Square Five, 38 Wang Chiu
Road, Kowloon Bay

觀塘

上樓 九龍旺角彌敦道610號荷李活商業中心2樓B舖 油尖旺

上樓 新界將軍澳厚德購物商場東翼2樓203號A舖 西貢

小南國 九龍九龍灣宏照道38號Mega Box 6樓 觀塘

川居 G/F TAKAN LODGE, 199-201 JOHNSTON RD, WAN CHAI HONG
KONG

灣仔

川居 九龍旺角花園街110號地下 油尖旺

川居 九龍旺角花園街113號地下 油尖旺

中環洞庭樓 香港中區交易廣場第一期富臨閣三樓 中西

北京人家 Shop 43 & 81, upper ground floor of citywalk, no.1 yeung uk
road,Tsuen Wa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荃灣

北京樓 (太古城店) 香港太古城太古城中心第二期二樓 東

北京樓 (星光店) 九龍尖沙咀星光行三樓 油尖旺

北京樓 (歷山店) 香港16-20號遮打道大廈地庫首層B1 中西

迎囍大酒樓 九龍旺角彌敦道639號雅蘭中心3樓A舖 油尖旺

迎囍大酒樓 九龍旺角彌敦道639號雅蘭中心4樓 油尖旺

迎囍大酒樓 九龍彌敦道378號彌敦酒店1樓 油尖旺

迎囍大酒樓 香港杏花村盛泰道100號杏花新城203舖 東

迎囍大酒樓 香港銅鑼灣告士打道311號皇室堡5樓 灣仔

迎囍大酒樓 新界大埔安邦路8號大埔超級城B區地下136-150舖 大埔

迎囍大酒樓 新界荃灣大霸街4-30號荃灣廣場6樓601-613舖 荃灣

金滬庭京川滬菜館 大嶼山東涌達東路20號東薈城一樓116號舖 離島

金滬庭京川滬菜館 香港西環皇后大道西455-485號舖 中西

金滬庭京川滬菜館 香港西環皇后大道西455-485號舖 中西

金滬庭京川滬菜館 新界荃灣青山道398號愉景新城購物商場第三層16號舖 荃灣

金滬庭京川滬菜館 新界荃灣青山道398號愉景新城購物商場第三層16號舖 荃灣

金滬庭京川滬菜館 新界將軍澳重華路8號東港城一樓160-161號舖 西貢

金滬庭京川滬菜館 新界將軍澳重華路８號東港城一樓160-161號舖 西貢

阿詩瑪雲南風味料理 鰂魚涌太古城道18號太古城中心商場5-6號地舖 東

客家好棧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132號美麗華商場新翼6樓全層 油尖旺

客家好棧 香港銅鑼灣波斯富街99號利舞臺21樓 灣仔

客家好棧 新界上水龍琛路39號上水廣場4樓405-407舖 北

客家好棧 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地下21-31舖 屯門

客家好棧 新界荃灣眾安街68號城市中心1期3樓3B舖 荃灣

客家好棧 新界將軍澳新都城3期2樓227舖 西貢

客家好棧 新界葵涌打磚坪街1-25號寶星廣場1樓20號鋪 葵青

映山紅 新界馬鞍山廣場三樓338-340號舗 沙田

洞庭樓 香港銅鑼灣時代廣場食通天13樓02號舖 灣仔

香港譚魚頭(尖沙咀)有限公司 尖咀咀金巴利道26號2樓 油尖旺

香港譚魚頭(旺角)有限公司 旺角彌敦道639號雅蘭中心5樓 油尖旺

香港譚魚頭(灣仔)有限公司 灣仔莊士敦道129號-135號1-3樓 灣仔



港灣海鮮量販飯店 新界粉嶺一鳴路15號碧湖花園商場地下13舖 北

詠藜園四川擔擔麵有限公司 九龍慈雲山鳯凰新村鳯德道十五及十七號地下 黃大仙

滇家菜 新界荃灣大壩街4-30號荃灣廣場地庫(1)B109-B110號舖 荃灣

滇家菜 新界荃灣惠荃路22-26號綠楊坊s20-21號舖 荃灣

滇家菜 新界沙田連城廣場1樓102-103號舖 沙田

誠潤有限公司 葵涌打磗坪街49-53號華基工業大廈2座17字樓C-F室 荃灣

漢京樓 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79號中國五礦大廈3樓 油尖旺

翡翠小厨(新城市)有限公司 香港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期107號店 沙田

翡翠拉麵小籠包(大有)有限公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81號大有商場310店 灣仔

翡翠拉麵小籠包(世貿)有限公 香港灣仔銅鑼灣世貿中心2樓P209B-Z10號鋪 灣仔

翡翠拉麵小籠包(時代)有限公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號時代廣場地庫2, B221A號舖 灣仔

翡翠拉麵小籠包(海港城)有限

公司

九龍海港城港威商場三階3328號店 油尖旺

翡翠拉麵小籠包(國金)有限公 香港中環國際金融中心2樓商場2018室 中西

翡翠拉麵小籠包(新城市)有限

公司

沙田新城市廣場1期169-170號店 沙田

翡翠拉麵小籠包(德褔)有限公 九龍德褔廣場二期520-523號店 觀塘

聚豪閣 新界葵芳新都會廣場5樓511-530號 葵青

潮州冷 新界大埔舊墟直街4-20號美新大廈地下B號鋪 大埔

潮江春 (太古城店) 香港太古城中心第四期1樓100號 東

潮江春 (杏花新城店) 香港柴灣杏花新城西翼商場1樓133及135號 東

潮江春 (怡和店) Shop 21, Basement, Jardine House, Central, Hong Kong 中西

潮江春 (荃灣店) 新界荃灣綠楊坊2樓S10-12號 荃灣

潮江春 (新達店) 新界大埔新達廣場1樓001-003號 大埔

潮江春 (維德店) 香港中環維德廣場3樓 中西

潮庭 香港中環夏慤道10號和記大廈2樓202號 中西

潮樓 九龍尖沙咀北京道1號10樓 油尖旺

潮樓 九龍旺角彌敦道610號荷李活商業中心2樓A舖 油尖旺

潮樓 香港國際機場二號客運大樓6P033舖 離島

潮樓 香港銅鑼灣告士打道255-257號信和廣場1樓R4舖 灣仔

潮樓 新界青衣青敬路33號青衣城2樓210舖 葵青

潮館 九龍旺角太子道西193號新世紀廣場7樓728-731舖 油尖旺

潮館 九龍觀塘觀塘道418號創紀之城5期apm第5層L5-1舖 觀塘

潮館 新界葵芳興芳路223號新都會廣場5樓541-555舖 葵青

魯一居 新界西貢將軍澳東港城第二層235號鋪 西貢

嚼江南 (沙田店) 沙田新城市廣場3期1樓A197B舖(沙田店) 沙田

嚼江南 (荃灣店) 荃灣青山公路388號中國染廠大廈地下G05(荃灣店) 荃灣

港式茶餐廳
T CAFÉ' 粉嶺聯和壚, 聯安街47-49號地下 北

大姆指餐廳 屯門時代廣場北翼第一層8, 18,19 號舖 屯門

太興燒味餐廳 九龍大角咀大角咀道38號九龍廣場1樓161-167舖 油尖旺

太興燒味餐廳 九龍旺角通菜街142-146號啟運大廈地下C號舖 油尖旺

太興燒味餐廳 中環皇后大道中42-146號D舖及地庫 中西

太興燒味餐廳 元朗西菁街23號富達廣場地下1-3, 5-8號舖 元朗

太興燒味餐廳 尖沙咀東部科學館道14號新文華中心地下75-79號舖 油尖旺

太興燒味餐廳 旺角西海泓道富榮花園第二期地下26-31號舖 油尖旺

太興燒味餐廳 香港仔南寧街6-12號香港仔中心第五期地下A舖 南

太興燒味餐廳 柴灣小西灣道9號富欣花園地下1令3號舖 東

太興燒味餐廳 荃灣街市街39-43A荃豐大廈地下C舖 荃灣

太興燒味餐廳 深水埗富昌商場1樓107號舖 深水埗

太興燒味餐廳 新界大埔安慈路八號花園地下13-14號舖 大埔

太興燒味餐廳 新界沙田大圍道55-65號金禧花園地下1-2舖 沙田



太興燒味餐廳 新界青衣翠怡花園三期商場地下304-305號舖 葵青

太興燒味餐廳 新界將軍澳毓雅里9號慧安園地下A20-A34號 西貢

太興燒味餐廳 筲箕灣道57-87號太安樓地下G26-G31舖及太安街15號 東

太興燒味餐廳 筲箕灣寶文街１號峻峰花園地下3B舖 東

太興燒味餐廳 銅鑼灣利園山道49-57號寶明大廈地下J舖 灣仔

太興燒味餐廳 銅鑼灣謝斐道470-484號信諾環球保險中心1-3號地舖 灣仔

叻哥餐廳 元朗天水圍嘉湖山莊新北江商場地下A172 - A176 & A179 - A 181,
A197 號舖

元朗

叻哥餐廳 沙田第一城第一中心地下G88 - G89 號舖 沙田

好好茶餐廳 香港百德新街55號地下E舖 灣仔

百味雅風味餐廳 九龍美孚新邨第三期吉利徑23號地下B舖 深水埗

百味雅茶餐廳  九龍又一雀橋街 2 號又一樓地下 7A 號舖 深水埗

百味雅茶餐廳  九龍美孚新七期萬事達廣場 9 號一樓 N85 號舖及 15 號 一樓N84B
號舖

深水埗

余香園茶餐廳 九龍南昌街36-38號泰昌樓地下及閣樓E舖 深水埗

我的茶餐廳  香港柴灣 興華邨商場1樓115鋪 東

忠記燒味茶餐廳 Shop No. 22-23, G/F, Tak Cheung Bldg., Lot No. 4177 D.D.124 Hung
Shui Kiu, Yuen Long, NT

元朗

波記 新界屯門 青善街58號康景花園地下11號鋪 屯門

金華茶餐廳 九龍坪石邨鑽石樓109至114號地下 觀塘

金裝燉奶佬 屯門時代廣場南翼第一層37-40A&B號舖 屯門

金裝燉奶佬 屯門華都花園商場第三層3B1-3B2號舖 屯門

金裝燉奶佬 元朗天水圍嘉湖山莊新北江商場地下A172B部分,A182-A186 &
A198 - A200號舖

元朗

金裝燉奶佬 元朗天水圍俊宏軒商場L11號舖 元朗

金裝燉奶佬 元朗天水圍俊宏軒商場L08號舖 元朗

金裝燉奶佬 元朗教育路1號千色廣場地下G2, 41,42 號舖 元朗

金裝燉奶佬 荃灣大壩街65號地舖 荃灣

金裝燉奶佬 荃灣大壩街63號地舖 荃灣

金裝燉奶佬 沙田第一城第一中心地下G14 - G18A號舖 沙田

金裝燉奶佬 沙田大圍道100號天寶樓地下8號舖 沙田

金福茶餐廳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33號地下 灣仔

茶魚飯后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盛苑天盛商場1樓124號舖 元朗

茶魚飯后 新界西貢將軍澳景林 景林商場地下7號鋪 西貢

祥興咖啡室 香港跑馬地奕敬街9-11號地下 灣仔

富興荼餐廳 荃灣福來邨曹公坊25號地下 荃灣

華記餐廳 新界元朗錦田大馬路40A號地下 元朗

新生餐廳 新界青衣青敬路青衣泳池地下 葵青

新生餐廳 新界青衣青敬路青衣泳池地下 葵青

銀龍粉麵茶餐廳 九龍旺角通菜街118-122號地下 油尖旺

銀龍粉麵茶餐廳 新界荃灣眾安街22號地下 荃灣

銀龍粉麵茶餐廳 九龍西洋菜街59-61號地下,閣樓及1樓(部份) 油尖旺

銀龍粉麵茶餐廳 新界荃灣眾安街65-67號地下及閣樓(部份) 荃灣

銀龍粉麵茶餐廳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恩邨第三期天恩商場1樓106號舖 元朗

銀龍粉麵茶餐廳 新界葵涌葵芳邨葵芳商場(6期)1樓125號舖 葵青

銀龍粉麵茶餐廳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頌邨頌富商場第二期 1樓129號舖 元朗

銀龍粉麵茶餐廳 新界粉嶺雍盛苑雍盛商場地下5號舖 北

銀龍粉麵茶餐廳 新界葵涌石蔭邨石蔭商場地下9號舖 葵青

銀龍粉麵茶餐廳 新界葵涌葵盛邨葵盛東商場地下6號舖 葵青

廣發餐廳 新界葵涌葵盛東  葵盛東商場1字樓106A鋪 葵青

蘭香閣咖啡店 新界沙田瀝源邨瀝源商場1樓4號舖 沙田

囍筷 九龍九龍灣展貿徑1號地下 19號 觀塘



韓式
CHILL OUT SPORTS BAR G/F, 31 STANTON STREET, SO HO, CENTRAL, H.K. 中西
KIMCHEE 九龍旺角太子道西193號新世紀廣場3樓363-366舖 油尖旺

滿園韓國料理 九龍紅磡黃埔花園第二期地下G10B舖 九龍城

燒一流 新界沙田正街2-8號新城市廣場第3期3樓西田百貨3106號舖 沙田

日式

8番拉麵 九龍灣宏照道38號 MegaBox 10樓3號舖 觀塘
Miso (Habour City) 九龍尖沙咀海港城港威商場地下G301號舗 油尖旺
Miso (Jardine House) 香港中環怡和大廈地庫15號舖 中西

一代日本料理  九龍九龍城太子道西404-410號及衙前塱道2A-B號地庫 九龍城

一田百貨 新界沙田 沙田正街2-8號新城市廣場第3期 3樓 西貢

千両 (太古城店) 香港鰂魚涌太古城中心1期1樓142B舖 東

千両(太陽廣場 店) 尖沙咀廣東道28號新太陽廣場地庫B06B 舖 油尖旺

元綠壽司 - 生產中心 香港柴灣 豐業街5號華盛中心地下A及B室 東

元気寿司(金鐘店) 香港金鐘夏愨道16號遠東金融中 中西

元気寿司(樂富店) 九龍橫頭磡樂富中心一樓F9B舖 黃大仙

太和日式料理 九龍茘枝角道65號地下 深水埗

世勳有限公司 新界大埔汀角路51號太平工業園B座11樓 大埔

北酒場日本料理 九龍尖沙咀山林道1號地下 油尖旺

目黑壽司 MEGURO SUSHI 九龍灣宏照道「Mega Box」10樓5號舖 觀塘

江川壽司 尖沙咀金馬倫道42號地下 油尖旺

江戶前 Edomae Portion B, 3rd Floor Lik Sang Plaza, 289 Castle peak Road, Tsuen Wan, 荃灣

味一番日本料理 山林道22-28號瓊林閣地下 油尖旺

和光鐡板燒日本料理 九龍九龍灣宏照道38號地下 觀塘

居酒屋元氣一杯 香港九龍尖沙咀彌敦道132-134號美麗華商場4樓E 油尖旺

海寶物產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祥利街祥利工業大廈8樓A室 東

康拉麵  (第一分店)金刋興有

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加寧街5-7號地下A鋪  灣仔

鳥魚花 尖沙咀山林道54號利雅商業大1廈地下2號舖 油尖旺

賀菊 香港 德輔道中12-16A號告羅士打大廈第一層地庫 中西

黃仔味工房 新界荃灣柴灣角街38-40號銓通工業大廈1樓C2室 荃灣

新大寿日本料理 九龍彌敦道176號收成樓1/F 油尖旺

遊食吟醸居酒屋 上環干諾道中145號地下 中西

榮寿司 莊士敦道181號大有廣場2樓218號鋪灣仔 灣仔

燒鳥亭 天后清風街10號地下 東

燒鳥亭 香港跑馬地成和道49-51A號地下C鋪 灣仔

鮮壽司剌身專門店 中環結志街45號地下G 中西

麗豪酒店 香港沙田大涌橋路34-36號 沙田

寶太郎 九龍樂富中心第一期地下G4號舖 黃大仙

鐵板超 純和風日本料理 太子道西150-152號地下B舖 油尖旺

泰式
Thai Basil 香港金鐘道88號太古廣場LG1層001號舖 中西

心‧泰 (Grand Century) 九龍旺角新世紀廣場533號舖 油尖旺

心‧泰 (Langham Place) 九龍旺角亞皆老街8號朗豪坊13樓5號舖 油尖旺

心‧泰 (New Town Plaza) 新界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期7樓703號舖 沙田

心‧泰 (Times Square) 香港銅鑼灣時代廣場11樓1104號舖 灣仔

忠誠茶座 新界大尾篤村36B地下 大埔

泰國味館 新界元朗媽廟路20號永發大廈第二座地下I舖 元朗

泰棧 九龍鑽石山龍蟠街3號荷里活廣場三樓311A號舖 黃大仙

泰棧 新界將軍澳唐街9號君薈坊一樓F27號舖 西貢

越式
BAO BAO KING 九龍佐敦白嘉士街２２號地下 油尖旺



NUOC MAN 旺角彌敦道639號雅蘭中心一期6樓C舖(旺角) 油尖旺
NUOC MAN 將軍澳唐德街9號將軍澳中心1樓123鋪(將軍澳) 西貢
NUOC MAN 銅鑼灣霎東街33號1樓(銅鑼灣) 灣仔
Rice paper (Festival Walk) 九龍塘達之路又一城1樓20號 深水埗
Rice paper (Harbour City) 九龍尖沙咀海港城港威商場3樓3319號舖 油尖旺
Rice paper (World Trade 香港銅鑼灣世貿中心4樓P413-418號舖 灣仔

老趙越南餐廳 九龍尖沙咀山林道10-12號地下 油尖旺

越棧 九龍西九龍海庭路18號奧海城第二期地下G31及G32號舖 西貢

越棧 九龍旺角新世紀廣場5樓538舖 灣仔

越棧 九龍紅磡黃埔花園第一期金柏苑商場地下6B舖 九龍城

越棧 九龍將軍澳欣景路8號新都城中心二期第二層2018號舖 南

越棧 香港香港仔中心2期地下2號舖 屯門

越棧 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488號優食橫町3樓H室 灣仔

越棧 新界大埔安邦路大埔超級城C區地下537及538號舖 沙田

越棧 新界屯門屯門巿廣場一期3樓3233舖 屯門

越棧 新界沙田連城美食廣場1樓111舖 沙田

越棧 新界荃灣蕙荃路22-66號綠楊坊2樓S33-34號舖 荃灣

法式
LA TAVERNA 尖沙咀亞士厘道36-38號地下 油尖旺

意式
Cusina Marco Polo Hong Kong Hotel 3 Canton Road, TST, Kowloon G/F, 1/F 油尖旺
INTERCONTIENTAL GRAND
STANFORD HONG KONG 海
風餐廳

70 MODY ROAD, TSIMSHATSUI EAST 油尖旺

MARCO BISTRO 黃埔花園第四期G12舖地下 九龍城
MARCO'S G/F Hotel San Diago, No. 169 Woosung Street, Jorden, Kowloon 油尖旺

小白屋西餐甜品 香港大坑浣紗街7號地下 灣仔

麗豪酒店 香港沙田大涌橋路34-36號 沙田

快餐店
Café Express (Central MTR 中環地鐵站轉車大堂CEN K1 – K3號舖 中西
Canteen (Admiratly Centre) 香港夏愨道18號海富中心1樓85-93號舖 中西
Canteen (IFC) 香港中環國際金融中心商場1樓1081號舖 中西
Canteen (Prince's Bldg) 香港中環遮打道10號及德輔道中3號太子大廈閣樓M20-M28號舖 中西
Deli - O 香港中環怡和大廈地庫 中西
VIMTEEINDIAN FOOD B79 BELVEDERE (ALLMART) CHINESE MARKET, G/F.,

BELVEDERE GARDEN, PHASE 3, 625 CASTLE PEAK ROAD,
荃灣

千燒百味(翔天廊) 大嶼山赤鱲角香港國際機場翔天廊第三層3P118號舖 離島

小欖醫院病人餐務 新界屯門青山公路16咪半小欖醫院 屯門

屯門醫院病人餐務 新界屯門青松觀路屯門醫院主座大樓地下膳食部 屯門

利發小食  九龍觀塘 嘉樂街26號地下E號舖 觀塘

明威快餐店 九龍旺角豉油街126號地下K舖 油尖旺

明卿食堂 九龍灣宏光道7號一樓10室 觀塘

青山醫院病人餐務 新界屯門青松觀路15號青山醫院D座地下 屯門

青山醫院職員餐廳 新界屯門青松觀路15號青山醫院D座地下 屯門

美心Food2 九龍灣德褔廣場1期P17號舖 觀塘

美心MX (天耀) 新界天水圍天耀邨天耀商場1樓L120-121號舖 元朗

美心MX (香港站) 香港地鐵站非入閘區HOK 61號舖 中西

美心MX (觀塘站) 觀塘地鐵站非入閘區 KWT20 & 21號舖 觀塘

美心MX (鰂魚涌)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971號英皇大樓一樓部份 東

美心MX(上水站) 九廣鐵路 ─上水站大堂部份5號舖 北

美心MX(土瓜灣) 九龍土瓜灣馬頭涌道四十二至四十六號地下 九龍城

美心MX(大埔墟站) 九廣鐵路 ─  大埔墟站部份閣樓 大埔



美心MX(大球場) 香港政府大球場 6 號 , 26 號及 31 號檔

美心MX(大新) 香港中環干諾道九十號大新行地下 中西

美心MX(大會堂) 香港中環大會堂高座地下 中西

美心MX(大學站) 新界大學火車站未入閘區 沙田

美心MX(中環中心)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99號中環中心1樓1號舖 中西

美心MX(中總) 香港干諾道中24至25號中華總商會大廈地下及一樓 中西

美心MX(元朗) 新界青山公路 (元朗段) 元朗廣場一樓 元朗

美心MX(友邦廣場) 香港北角電氣道183號友邦廣場地下9-13號舖 東

美心MX(天盛) 新界天水圍天盛商場一樓110號舖 元朗

美心MX(天晴) 新界天水圍天晴商場地下4號鋪 元朗

美心MX(太興) 九龍尖沙咀金馬倫道5號太興廣場1樓 油尖旺

美心MX(屯門廣場) 新界屯門屯盛街1號屯門市廣場一期1樓1101及1102號舖 屯門

美心MX(永樂街) 香港上環永槳街71-77號嘉滙商業中心地下G01號舖 中西

美心MX(石蔭) 新界葵涌石蔭商場地下一樓110號舖 葵青

美心MX(石籬) 新界葵涌石籬二 石籬商場二期一樓112號舖 葵青

美心MX(禾輋) 新界沙田禾輋商場二樓 沙田

美心MX(竹園) 九龍竹園南邨竹園中心 沙田

美心MX(西洋菜街) 九龍旺角西洋菜街南51號友誠商業大廈地庫全層 油尖旺

美心MX(利安) 新界馬鞍山利安 商場 LG 201 號舖 沙田

美心MX(君傲灣) 將軍澳唐俊街9號君薈坊1樓F40號舖 西貢

美心MX(杏花) 香港柴灣杏花 杏花新城東翼一樓112A舖 東

美心MX(良景) 新界屯門良景邨商場206號舖 屯門

美心MX(卓爾廣場) 新界屯門卓爾廣場1樓106號舖 屯門

美心MX(和記大廈) 香港中環和記大廈1樓 中西

美心MX(旺角站) 九廣鐵路 ─  旺角站非入閘區部份閣樓 油尖旺

美心MX(東亞) 新界荃灣東亞商場第一期地下 荃灣

美心MX(東港城) 九龍將軍澳重華路8號東港城一樓108號舖 西貢

美心MX(波斯富街) 香港銅鑼灣波斯街24-30號寶漢大廈一樓全層 灣仔

美心MX(金巴利) 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26號地下5號舖 油尖旺

美心MX(長沙灣) 九龍長沙灣道八三三號長沙灣廣場 G09C 舖 深水埗

美心MX(長發) 新界青衣島長發 長發商場二樓 葵青

美心MX(青山道) 九龍長沙灣青山道 608B 榮吉工業大廈地下 深水埗

美心MX(信德中心) 香港上環干諾道中168-200號信德中心二樓268號舖 中西

美心MX(炮台山) 香港北角英皇道275號南天大廈地下 東

美心MX(海怡) 香港鴨脷洲海怡半島海怡廣場一樓 109 號舖 南

美心MX(粉嶺站) 九廣鐵路 ─粉嶺站大堂部份5號舖 北

美心MX(荃錦) 新界荃灣地段二九三號荃錦中心二樓 51-77 號舖 荃灣

美心MX(荃灣) 新界荃灣惠荃路22-26號綠楊坊F21號舖 荃灣

美心MX(軒尼詩)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398-400 號地下 灣仔

美心MX(將軍澳中心) 九龍將軍澳唐德街9 號將軍澳中心地下G19a,G20,G21,G22號舖 西貢

美心MX(康怡) 香港鰂魚涌康怡商場北翼地下 東

美心MX(彩雲) 九龍彩雲村邨第三期商場 觀塘

美心MX(啟田) 九龍藍田啟田 啟田商場208號舖 觀塘

美心MX(創業) 香港德輔道西 402-404 號創業中心地下 G76-G78 及 G84-G88 號舖 中西

美心MX(愉景新城) 新界荃灣愉景新城商場地下54-55號舖 荃灣

美心MX(華都) 新界屯門屯利街1號華都花園商場2樓5A號舖 屯門

美心MX(黃大仙中心) 九龍黃大仙中心地下G4B號舖 黃大仙

美心MX(黃埔) 九龍黃埔花園第二期地下 九龍城

美心MX(愛民) 九龍愛民邨愛民商場地下 九龍城

美心MX(新文華) 九龍尖沙咀科學館道14號新文華中心1樓147-153及155-156號舖 油尖旺

美心MX(新城市) 新界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期4樓451-453號舖 沙田

美心MX(新都城) 九龍將軍澳新都城中心商場二期1樓1025號舖 西貢



美心MX(新港城) 新界沙田馬鞍山新港城中心2樓2110號舖 沙田

美心MX(新葵興) 新界葵涌興芳路新葵興商場二樓 葵青

美心MX(新翠) 香港柴灣新翠商場一樓 東

美心MX(新蒲崗)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35號義發大廈地下B部份 黃大仙

美心MX(翠屏) 九龍官塘翠屏翠屏 商場翠梌樓十一號舖 觀塘

美心MX(樂悠居) 新界荃灣楊屋道138號樂悠居地下1及7號鋪 荃灣

美心MX(賢麗) 新界葵涌賢麗苑賢麗苑商場二號舖 葵青

美心MX(藍灣廣場) 香港小西灣小西灣道28號藍灣廣場地下12及15號舖 南

美心MX(麗港城) 九龍茶果嶺道麗港城商場一樓 72-75a  及 81-84 號舖 觀塘

美心鐵路快餐廳 香港九龍紅磡暢運道九廣鐵路紅磡車站大堂末入閘區閣樓1號鋪 九龍城

美好小食店 沙田偉華中心2樓1A舖 沙田

美好快餐 新界沙田第一城中心1樓108號舖 沙田

美好快餐 沙田火炭沙田商業中心地下5號舖 沙田

美好車仔麵小食店 新界沙田第一城中心1樓108號舖 沙田

新生餐廳 九龍南昌街290號石硤尾公園體育館地下 深水埗

新生餐廳 九龍南昌街290號石硤尾公園室體育館地下 深水埗

新偉利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榮業街2號振萬廣場3樓301-304  觀塘

榮記快餐店 新界香港仔香港仔大道８號景惠花園地下７號舖 沙田

熱狗方程式 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地下46號 觀塘

穗昌小館 香港筲箕灣 愛禮街2號愛蝶灣商場30號舖 東

西式
Café 178 Front Protion of Shop B & C, G/F., 178 Nathan Road, Kowloon, HK 油尖旺
Café Landmark 香港中環置地廣場1樓 中西
Café marco Marco Polo Hong Kong Hotel 3 Canton Road, TST, Kowloon G/F, 1/F 油尖旺
Café Muse &  Encore 九龍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餐廳大樓地下 油尖旺
Deck n Beer 尖沙咀海旁餐廳 油尖旺
Dining Room 青山公路388號中國染廠大廈地下G06(荃灣) 荃灣
Dining Room 鑽石山荷里活廣場2樓234-236號舖(鑽石山) 黃大仙
EXP (Cityplaza) 香港太古城太古城中心2期1樓136號舖 東
EXP (Festival Walk) 九龍九龍塘又一城 UG23號舖 深水埗
Hong Kong Day 香港山頂凌霄閣P1樓P102號舖 中西
HOTEL PANORAMA CO. 8A Hart Avenue, Tsimshatsui, Kowloon, Hong Kong 油尖旺
Island Pacific Hotel Part of 1/F, 152 Connaught Road West, HK 中西
Lawry's The Prime Rib 香港銅鑼灣希慎道33號利園4樓全層 灣仔
Lian 香港中環國際金融中心商場第二層2004號舖 中西
Lobby Lounge Marco Polo Hong Kong Hotel 3 Canton Road, TST, Kowloon G/F, 1/F 油尖旺
Luk Kwok Hotel - Le Menu 1/F, 72 Gloucester Road, Wanchai, Hong Kong 灣仔
MEZZ 香港中環太子大廈閣樓M20-M28號舖 中西
Munch 1/F., One Knutsford, No.1 Knutsfood Terrace, Tsui Sha Tsui 油尖旺
Munch Unit A16, 1/F., Block A1, Yau Tong Ind.City, 17 Ko Fai Road, Yau 觀塘
Pearl on the Peak 香港山頂凌霄閣1樓2號餐廳 中西
RENAISSANCE KOWLOON
HOTEL HONG KONG

22 Salisbury Road, Tsimshatsui, Kowloon 油尖旺

ROYAL PLAZA HOTEL 花月 193 Prince Edward Road West, Kowloon, H.K. 油尖旺
Simply Life Bakery Café 香港鰂魚涌太古城中心一樓142A號舖 東
Simply Life Bakery Café
(Festival Walk)

九龍塘達之路80號又一城二樓L2-42號舖 深水埗

STONE BAR & LOUNGE 香港銅鑼灣新會道６至１０號京城大廈地一層 灣仔
THE CHARTER HOUSE B/1 209-219 WANCHAI ROAD, WANCHAI, HK 灣仔
YO PARK Portion of G/F and Shop Nos. B47- B48 In B1, Site 11, Whampoa

Garden, Hung Hom, Kln
九龍城



多福鮮烤酒軒Treasure Wine
Bar & Grill

北角蜆殼街10號寶榮大廈C地鋪Shop C, Po Wing Building, No. 10,
Shell Street, North Point, H.K.

東

金鳳大餐廳(總店)有限公司 九龍太子荔枝角102號地下 油尖旺

金鳳餐廳(第二分店) 香港灣仔謝斐道415-421號積福大廈地下A鋪 灣仔

金鳳餐廳有限公司 九龍少沙咀山林道10號地下A舖 油尖旺

浪濤軒 南丫島榕樹灣洪聖爺灣28號 離島

麗豪酒店 香港沙田大涌橋路34-36號 沙田

繽紛維苑餐廳 (Café du Parc) 2/F Metropark Hotel Causeway Bay HK, No. 148, Tung Lo Wan Road,
Causeway Bay HK

灣仔

灣仔維景酒店 香港灣仔軒尼斯道41-49 號 灣仔
MANDARIN ORIENTAL 5 CONNAUGHT ROAD CENTRAL, CENTRAL, HONG KONG 中西

7-Eleven 香港跑馬地黃泥涌道 15 號常德樓地下 灣仔
7-Eleven 香港太古城道 28 號太古城寧安閣地下 G505至G508 舖 東
7-Eleven 香港筲箕灣道 192-198 號延齡大廈地下 C 舖 東
7-Eleven 香港英皇道 774 號地下模範村 C 座地下 12-13 號舖 東
7-Eleven 九龍荔枝角道 175-185 號嘉福中心商場地下 6-11 號舖 深水埗
7-Eleven 九龍紅磡黃埔新村民泰街 2-32 永華及達華樓地下 B2A-B2B 九龍城
7-Eleven 九龍何文田梳亞道 8 號榮英大廈地下 九龍城
7-Eleven 香港中環德輔道西 343 號均益大廈第二期地下 45 號舖 中西
7-Eleven 九龍旺角運動埸道 19 號金華閣地下 油尖旺
7-Eleven 香港鴨利洲大街 25-31 號年豐大廈地下 6-9 號舖 南
7-Eleven 九龍衍慶街 2-32 號新蒲崗大廈地下 黃大仙
7-Eleven 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 45-53 號聯業大廈地下 A 舖 油尖旺
7-Eleven 九龍馬頭圍村洋葵樓地下 109 號舖 九龍城
7-Eleven 香港皇后大道西 540-546 號寶德大廈地下 D 舖 中西
7-Eleven 九龍九龍灣德褔花園一樓 F19 觀塘
7-Eleven 香港皇后大道西 203-209 號泰陞大廈地下C&D 舖 中西
7-Eleven 香港灣仔柯布連道 5-7 號耀基商業大廈地下 灣仔
7-Eleven 九龍城聯合道 40-46 號萬基樓地下 9 號舖 九龍城
7-Eleven 九龍牛頭角定安街 37-43 號立興大廈地下 D 舖 觀塘
7-Eleven 香港皇后大道西 371-379 號樂信大廈 C,D 舖 中西
7-Eleven 新界葵涌信芳街 10-12 號月波樓地下 B2 舖 葵青
7-Eleven 九龍白田村第九座地下 15-17 號舖 深水埗
7-Eleven 香港灣仔春園街 47-56 號新春園大廈地下 E & F 舖 灣仔
7-Eleven 九龍九龍城衙前圍道 96 號梁玲樓地下 A-D 舖 九龍城
7-Eleven 新界粉嶺祥華村商場 108-110 號地下 北
7-Eleven 九龍慈雲山芳華里 1-11 號毓華樓地下 D 舖 黃大仙
7-Eleven 香港灣仔港灣道 25 號海港中心地下 G6 號舖 灣仔
7-Eleven 香港永樂街 89-91 號喜利商業大廈 B 座地下 中西
7-Eleven 九龍石硤尾村 42 座美山樓 1 號舖地下 深水埗
7-Eleven 九龍大角咀道 79 號興旺大廈地下 7 號舖 油尖旺
7-Eleven 香港銅鑼灣道 19-23 號建康大廈地下 3 號舖 灣仔
7-Eleven 新界元朗教育路南天大廈地下 8-9 號舖 元朗
7-Eleven 香港筲箕灣東大街 62-74 號太安閣地下 23-28 號舖 東
7-Eleven 香港北角堡壘街 6-8 號華康大廈地下 B 舖 東
7-Eleven 新界屯門山景村商場中心 8-9 號舖 屯門
7-Eleven 九龍自由道富威花園地下 A 舖 九龍城
7-Eleven 九龍李鄭屋村李鄭屋商場地下 109 號舖 深水埗
7-Eleven 九龍彩雲村商場三期 B1-7 & B1-9 觀塘
7-Eleven 九龍南京街 11 號地下 油尖旺



7-Eleven 九龍啟業村商場 3 號舖 觀塘
7-Eleven 九龍樂華北村信華樓 101-102 號舖 觀塘
7-Eleven 香港筲箕灣道 388-414 號逢源大廈地下 D 舖 東
7-Eleven 新界西貢普通道 11, 15-15A 號地下 西貢
7-Eleven 九龍塘又一村達之路 28 號又發樓地下 9 號舖 深水埗
7-Eleven 九龍順天村天瑤樓地下 8 號舖 觀塘
7-Eleven 新界元朗鳳琴街鴻運中心 73 號舖地下 元朗
7-Eleven 新界荃灣德士古道富麗花園 B 座商場地下 50-52 號舖 荃灣
7-Eleven 新界上水新財街 25-27 號新財樓地下 北
7-Eleven 九龍馬頭圍道真善美村富寧街地下 11 號舖 九龍城
7-Eleven 新界沙田河畔花園一期地下 36 號舖 沙田
7-Eleven 九龍旺角豉油街 60-104 號鴻都大廈地下 16 號舖 油尖旺
7-Eleven 九龍油麻地廟街 110-112 地下漢興商業大廈地下 油尖旺
7-Eleven 新界大圍道 2-18 號積輝街金禧花園地下 15 號舖 沙田
7-Eleven 九龍黃大仙下村二期龍樂樓地下 1 號舖 黃大仙
7-Eleven 新界沙田新田圍村新田圍商場 11+12 號舖位 沙田
7-Eleven 九龍黃大仙竹園村竹園商場 S4 號舖 黃大仙
7-Eleven 九龍荔枝角道 392-394 號利聯益大廈地下 A-B 舖 深水埗
7-Eleven 九龍大角咀福全街 25 號宏福樓地下 油尖旺
7-Eleven 香港信德中心 G01 干諾道中 200 號地下 中西
7-Eleven 香港灣仔盧押道 20 號其康商業大廈地下 2 號舖 灣仔
7-Eleven 香港高街 88 號地下 中西
7-Eleven 九龍紅磡機利士路 40-42 號地下 九龍城
7-Eleven 新界大埔富善村商場 G10 舖 大埔
7-Eleven 香港柴灣漁灣村魚豐樓地下 3-4 號舖 東
7-Eleven 新界屯門蝴蝶村蝶冷樓地下 121-2 號舖 屯門
7-Eleven 新界大埔大元村商場 101-109 號舖 大埔
7-Eleven 新界沙田博康村博裕樓 9-10 號舖 沙田
7-Eleven 新界沙田隆亨熟食檔 1-4 號舖 沙田
7-Eleven 新界大埔廣福村商場 P 102-103 舖 大埔
7-Eleven 香港石塘咀山道 20 號高雅大廈地下 C 舖 中西
7-Eleven 香港柴灣興民村商場 412-414 號舖 東
7-Eleven 九龍坪石村鑽石樓地下 1 號舖 觀塘
7-Eleven 新界沙田第一城 G 7-11 地下 沙田
7-Eleven 新界沙田秦石村商場地下 4 號舖 沙田
7-Eleven 新界沙田馬鞍山恆安村商場商業中心二層 235 號舖 沙田
7-Eleven 新界青衣島長康村第二商業中心 106-107 號舖 葵青
7-Eleven 新界屯門青河坊 18 號置樂花園地下 55-56 號舖 屯門
7-Eleven 新界屯門市廣場第一期 55 號地舖 屯門
7-Eleven 新界沙田顯徑村商場 114 號舖 沙田
7-Eleven 新界屯門三聖村豐漁樓地下 2 號舖 屯門
7-Eleven 九龍藍田興田村恩田樓一座地下 101 號舖 觀塘
7-Eleven 新界元朗教育路 3 號富好大廈地下 2-4 號舖 元朗
7-Eleven 九龍東頭村旺東樓地下 2 號舖 黃大仙
7-Eleven 香港柴灣新翠商場 119-120 號舖 東
7-Eleven 香港鴨利洲利東村商業中心一期 102 號舖 南
7-Eleven 新界屯門良景村商場 102-3 號舖 屯門
7-Eleven 新界荃灣海盛路 28 祈德尊新村商場地下 5-7 號舖 荃灣
7-Eleven 九龍深水步福榮街 68 號地下 A 舖 深水埗
7-Eleven 新界上水天平村購物商場 116 號舖 北
7-Eleven 香港淺水灣中心沙灘道 33 號地下 B 舖 東
7-Eleven 九龍尖沙咀東加連威老道 96 號希爾頓中心地庫 1 號舖 油尖旺



7-Eleven 新界大埔太和村愛和樓 111-112 號舖 大埔
7-Eleven 新界屯門鄉事會路海旁街交界巴黎倫敦戲院商場地下 2-3 號舖 屯門
7-Eleven 新界荃灣葵盛東村盛豐樓地下 1 號舖 荃灣
7-Eleven 九龍西洋菜南街 242-244 號地下家盛樓地下 A 舖 油尖旺
7-Eleven 九龍觀塘協和街 143-167 號協和樓地下 7 號舖 觀塘
7-Eleven 香港堅道 89 號地下 中西
7-Eleven 九龍大角咀新九龍廣場地下 79-80 號舖 油尖旺
7-Eleven 新界沙田禾輋村商場地下 3B 舖位 沙田
7-Eleven 香港香港仔華富村第二期商業中心第 S24A 舖 南
7-Eleven 新界青衣翠怡花園第二期商場地下 17 號舖 葵青
7-Eleven 新界屯門新屯門中心三樓 178-180 號舖 屯門
7-Eleven 香港香港仔華貴村華貴商場地下 6 號舖 南
7-Eleven 九龍將軍澳景林村景林商場第 2 號舖 西貢
7-Eleven 新界上水新都廣場第一層 102 號舖 北
7-Eleven 新界沙田廣源村商場第四座 7 號舖位 沙田
7-Eleven 新界荃灣石圍角村商場 330 號舖 荃灣
7-Eleven 九龍觀塘道 409 號裕華大廈地下 B 舖 觀塘
7-Eleven 九龍藍田德田村商場第 2 號舖 觀塘
7-Eleven 新界荃灣青衣長亨村商場地下 1 號舖 葵青
7-Eleven 九龍尖沙咀廣東道 54A-66 號帝國大廈地下 A 舖 油尖旺
7-Eleven 新界青衣島美景花園中座第 3-4 & 17-20 號舖 葵青
7-Eleven 香港大嶼山愉景灣商場 C 座地下 G39 舖 離島
7-Eleven 新界荔景葵涌賢麗苑商場第 1 號舖 葵青
7-Eleven 香港灣仔摩利臣山道 12-18 號新都大廈 A,B,C 舖 灣仔
7-Eleven 香港灣仔天樂里 9-17 號兆豐大廈地下 C 舖 灣仔
7-Eleven 新界元朗天耀村天耀商場舖位 23 號 元朗
7-Eleven 新界大埔八號花園地下 15,16 號舖 大埔
7-Eleven 九龍橫頭磡村宏輝中心第三層單位 5,6,7,8 黃大仙
7-Eleven 新界沙田美林村商場地下 11-14 號舖 沙田
7-Eleven 九龍牛頭角 77 號淘大花園二期 G205-207 舖 觀塘
7-El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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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荃灣
7-Eleven 新界荃灣川龍街 93 號地下舖位 荃灣
7-Eleven 九龍桂林街 133-135 號地下 B 舖 深水埗
7-Eleven 九龍彩雲村商場二期B地下A1-1 & A1-2, A3-4號舖 觀塘
7-Eleven 香港筲箕灣道 15-31 號興祥大廈地下 E 舖 東
7-Eleven 新界屯門兆麟苑商場地下第 1-2 號舖 屯門
7-Eleven 九龍觀塘麗港城商場第 22, 23& 23A 舖位地下 觀塘
7-Eleven 九龍廣田村廣田商場 1 號舖位
7-Eleven 新界葵涌童子街 2-4 號福蔭大廈地下 G1 舖位 葵青
7-Eleven 新界大埔大榮里 2 及 4 號行樂樓地下 A 舖 大埔
7-Eleven 新界葵涌葵芳村葵健樓第 1-2 及 12-13 號舖位 葵青
7-Eleven 新界元朗康景街 3-19 號利景樓及部份 G 舖地下 元朗
7-Eleven 新界荃灣大窩口村購物中心第二期 1 號舖 荃灣
7-Eleven 新界馬鞍山利安村商場 G3 舖位 沙田
7-Eleven 九龍寶其利街 45-47 號銳光中心地下舖位 九龍城
7-Eleven 九龍馬頭圍道 104-112 號富恆閣地下 C 舖 九龍城
7-Eleven 香港鴨俐洲海怡半島海怡廣場西座地下第 47 號舖位 南
7-Eleven 香港柴灣小西灣富景花園商場第9,14,14A,21-22號舖地下 東
7-Eleven 新界元朗大馬路 175 號澤榮閣地下及閣樓 A 舖 元朗
7-Eleven 新界元朗建樂街交通廣場地下第八號舖位 元朗
7-Eleven 九龍深水步寶熙苑寶熙苑商場 11 號舖 深水埗
7-Eleven 香港德輔道西 301 號天興大廈 C 舖地下 中西



7-Eleven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313-317B 地下中國人壽大廈G4 舖位 灣仔
7-Eleven 九龍加連威老道 100 號港晶中心地下 53-55 號舖位 油尖旺
7-Eleven 九龍官塘翠屏村翠屏商場 1B 舖位 觀塘
7-Eleven 香港筲箕灣耀東村耀東商場中心地下一號舖位 東
7-Eleven 新界屯門良德街 12 號海麗花園第 G16A 舖地下 屯門
7-Eleven 九龍新蒲崗崇齡街 88 號如意大樓地舖 黃大仙
7-Eleven 香港皇后大道中 350-368 號偉利大廈第 6-7 號舖位 中西
7-Eleven 香港北角七姊妹道 180-182 號健康村地下 A 舖 東
7-Eleven 九龍土瓜灣北帝街 24-24A 地下 九龍城
7-Eleven 香港北角七姊妹道 14-16 號兆景大廈地下舖位 東
7-Eleven 九龍紅磡育才道香港理工學院邵逸夫綜合大樓二字樓 C210 室 九龍城
7-Eleven 九龍牛頭角觀塘花園大廈孔雀樓 285 號地下舖位 觀塘
7-Eleven 新界上水 55 號地段上水中心購物商場第一層 1032-3 號 北
7-Eleven 香港柴灣環翠村街市舖位 MS1 號舖位 東
7-Eleven 九龍土瓜灣美景街 87-89 號偉恆昌新村昌景閣地下 23-24 號 九龍城
7-Eleven 九龍深水步福榮街 512-518 號依時大廈地下 A 號舖位 深水埗
7-Eleven 新界沙田鞍駿街馬鞍山中心 A22 及 A23 號舖位地下 沙田
7-Eleven 新界粉嶺海聯廣場地下六號舖位 北
7-Eleven 香港鯉景灣泰安街 25 號低層地下 GD03-04 舖位 東
7-Eleven 新界大埔舊墟直街 9 號粵發大廈地下 2 號舖位 大埔
7-Eleven 九龍美孚新村百老匯街 69-119 號地下 99C 號舖 深水埗
7-Eleven 九龍愛民村愛民商場 G37B 舖位 九龍城
7-Eleven 香港鴨利洲海怡半島海怡商場東翼地下 G13至15 舖位 南
7-Eleven 新界荃灣海濱花園怡康街 1-7 號地下平台 A 132 號部份 荃灣
7-Eleven 新界沙田海柏花園馬鞍山廣場第二層 201-202 舖位 沙田
7-Eleven 香港香港仔成都道 20-28 號添喜大廈地下 F 舖 南
7-Eleven 九龍深水步樂年花園東沙島街 186 號地下 C1 舖 深水埗
7-Eleven 新界上水新豐路 75 號地下舖 北
7-Eleven 九龍西貢萬年街 118 號地下 西貢
7-Eleven 九龍秀茂坪村第三期停車場 1 號舖地下 觀塘
7-Eleven 新界沙田沙角村漁鷹樓地下 14-15 號舖 沙田
7-Eleven 新界大圍美田路 396 地段美松苑停車場地下 1 號舖 沙田
7-Eleven 新界深井麗都花園地下 2 號舖 荃灣
7-Eleven 新界粉嶺百和路 88 號花都廣場商場地下 22-24 號舖 北
7-Eleven 九龍金巴利道 27-33 號永利大廈地下 3 號舖 油尖旺
7-Eleven 九龍土瓜灣樂民新村樂善樓地下 132 號舖位 九龍城
7-Eleven 新界元朗洪水橋第 4280 號地段麗珊園地下 2 號舖 元朗
7-Eleven 九龍油麻地眾方街 3 號駿發花園戲院大樓地下 H1 舖 油尖旺
7-Eleven 香港大嶼山梅窩銀運路 3 號梅窩中心地下 13 號舖 離島
7-Eleven 新界天水圍天慈村天慈商場 8 號舖 元朗
7-Eleven 新界荃灣大廈街 15-17 號仁雅大廈地下 A 舖及閣樓 荃灣
7-Eleven 香港東涌富東村富東商場 1 樓 102 號舖 離島
7-Eleven 將軍澳貿泰路 8 號茵怡花園第 3 座地下 10 號舖 西貢
7-Eleven 九龍藍田平田村平田商場地下 G01 舖 觀塘
7-Eleven 九龍慈雲山毓華街 23 號慈雲山中心商場 3 樓 324-325 號 黃大仙
7-Eleven 新界沙田火炭駿景園駿景廣場地下 G21 號舖 沙田
7-Eleven 新界荃灣綠楊新村綠楊商場 P3-P4 舖位 荃灣
7-Eleven 香港堅道 27 號地下 中西
7-Eleven 香港柴灣康翠臺商場 5 樓部份 1C 及 2C 舖位 東
7-Eleven 香港香港仔田灣村田灣商場 102 號舖位 沙田
7-Eleven 九龍觀塘輔仁街 10-24 號輔成大廈地下 4 號舖 觀塘
7-Eleven 香港赤蠟角駿運路 2 號機場空運中心商業中心 3 樓 305 室 離島



7-Eleven 九龍紅磡黃埔花園紫荊苑 11 期地下 3C 舖 九龍城
7-Eleven 新界葵涌第三號貨櫃碼頭亞洲貨櫃中心 B 座 12 字樓部份 葵青
7-Eleven 新界大埔露屏路10號香港教育學院 C 座中央大樓地下 C-P-03室 大埔
7-Eleven 新界荃灣麗城花園 2 期麗城商場地下 3 號舖位 荃灣
7-Eleven 香港中環租庇利街 1 號喜訊大廈地下 C 舖 中西
7-Eleven 新界屯門大興花園 1 期商場平台地下 2, 3 號舖位 屯門
7-Eleven 九龍天馬苑天馬苑商場 2 樓 F2 號舖位 黃大仙
7-Eleven 新界元朗天水圍嘉湖銀座第 2 期地下 G33-G34 號舖位 元朗
7-Eleven 新界荃灣眾安街 26-40 號合眾大廈地下 1C 舖位 荃灣
7-Eleven 香港西環堅尼地城卑路乍街116-122號聯康大廈地下E舖 中西
7-Eleven 香港側魚涌英皇道 997 號偉利大廈地下 G 舖 東
7-Eleven 九龍旺角旺角道 21號地下舖位 油尖旺
7-Eleven 九龍觀塘觀塘道 388 號創紀之城地下 2B 舖位 觀塘
7-Eleven 新界葵涌石籬商場第二期地下 5 號舖位 葵青
7-Eleven 九龍藍田啟田村啟田商場地下 7 號舖位 觀塘
7-Eleven 九龍深水步元州村元州村商場地下 19 號舖位 深水埗
7-Eleven 香港柴灣興華村興華商場地下 3 號舖位 東
7-Eleven 九龍 旺角西海富苑海富商場地下 9 號舖位 油尖旺
7-Eleven 香港香港仔中心 25 號舖南寧街 7-11號 南
7-Eleven 九龍鑽石山斧山道 185 號宏景花園商場地下A14-A16 號 黃大仙
7-Eleven 新界荃灣眾安街 69 號地下舖位 荃灣
7-El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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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朗
7-Eleven 香港德輔道西 125 號大興大廈地下 E 號舖位 中西
7-Eleven 香港德輔道西 402-404 號創業商場地下  70, 71 及 95 號舖位 中西
7-Eleven 九龍旺角通菜街 126A  地下舖位 油尖旺
7-Eleven 九龍旺角窩打老道 31-39 號翠園大廈地下 10 號舖及閣樓 油尖旺
7-Eleven 新界元朗阜財街 45-49 號富財樓地下  5 號舖位 元朗
7-Eleven 九龍何文田何文田廣場地下 10 號舖位 九龍城
7-Eleven 香港筲箕灣愛禮街 2 號愛蝶灣地下 5 號舖位 東
7-Eleven 新界粉嶺粉嶺中心一期地下 17A 舖位 北
7-Eleven 新界元朗又新街 38 號恒富大廈地下 12 及 13 號舖位 元朗
7-Eleven 新界天水圍天澤村天澤商場地下 11 號舖位 元朗
7-Eleven 九龍土瓜灣落山道  74 號地下舖位 九龍城
7-Eleven 新界屯門湖翠路 2 號美樂花園地下 71 號舖位 屯門
7-Eleven 長洲海傍道 36 號地下及二樓 離島
7-Eleven 將軍澳彩明商場 1 號舖位 西貢
7-Eleven 九龍黃大仙龍翔道 136 號龍翔中心 1 樓 115 號舖位 黃大仙
7-Eleven 香港東涌逸東村逸東商場地下 8 號舖位 離島
7-Eleven 九龍旺角西洋菜街南 2R 地下舖位 油尖旺
7-Eleven 新界將軍澳唐俊街 11號寶盈花園地下 S7B, S8, S8A 舖位 西貢
7-Eleven 九龍慈雲山雙鳳街 30 號地下 黃大仙
7-Eleven 九龍油麻地彌敦道 485A 地下及閣樓 油尖旺
7-Eleven 香港英皇道 425-431號安寧大廈地下 1 號 B 部份舖位 東
7-Eleven 新界沙田愉翠商場地下 1+2 舖位 沙田
7-Eleven 香港灣仔道 188 號廣生行大廈 C&D 座地下 F 舖位 灣仔
7-Eleven 香港北角渣華道 92 號地下 東
7-Eleven 將軍澳線坑口站 HAH 1號舖位 西貢
7-Eleven 九龍官塘福塘道 4 號協青社外展中心 觀塘
7-Eleven 新界上水新康街 94 號地下舖位 北
7-Eleven 九龍秀茂坪秀茂坪商場地下 22 號舖位 觀塘
7-Eleven 九龍紅磡德民街 36-60F 號地下 6D 舖 九龍城
7-Eleven 新界大埔廣福道 148 號同福樓地下 大埔



7-Eleven 新界天水圍俊宏軒地下 G02 舖位 元朗
7-Eleven 九龍彩虹道 242 號采頤花園地下 433 及 434 號舖位 黃大仙
7-Eleven 新界元朗錦綉花園商場D座地下D4a, D4b 及 D5a號舖位 元朗
7-El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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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
7-Eleven 九龍觀塘駿業里 10 號業運工業大廈地下 A 舖位 觀塘
7-El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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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城
7-Eleven 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 74 至 76 號奇盛中心地下 B 號舖位 油尖旺
7-Eleven 東鐡線九龍塘站 10 號舖 (近又一城出口) 深水埗
7-Eleven 新界沙田馬鞍山馬鞍山廣場 2 樓 298 及 299 號舖位 沙田
7-Eleven 新界天水圍頌富商場 2 期 1 樓 157 號舖 元朗
7-Eleven 新界馬鞍山利安商場 G1 號舖 沙田
7-Eleven 新界葵涌工業街 2 至 8 號力豐工業大廈地下 D 舖 葵青
7-Eleven 九龍九龍灣宏開道 15 號九龍灣工業中心地下 3 號舖 觀塘
7-Eleven 九龍觀塘鴻圖道 44-46 號世紀工商中心地下 1D 號舖位 觀塘
7-El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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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水埗

7-Eleven 九龍奧海城 1 期商場底層 UG02 舖 油尖旺
7-Eleven 香港大嶼山香港迪士尼公園迪欣湖活動中心 離島
7-Eleven 荃灣線葵芳站 KWF 7 號舖位 荃灣
7-Eleven 新界葵涌葵涌商場地下 1 號舖位 葵青
7-Eleven 九龍尖沙咀金馬倫道 29 號地下 油尖旺
7-Eleven 九龍荔枝角海麗邨海麗商場地下 8 號舖位 深水埗
7-Eleven 將軍澳線將軍澳站 TKO18 號舖位 西貢
7-Eleven 九龍紅磡黃埔花園 1 期黃埔新天地奇妙坊地下 G20 號 舖位 九龍城
7-Eleven 香港銅鑼灣摩頓臺 13至33 號灣景樓地下 8及9 號舖 灣仔
7-Eleven 九龍尖沙咀漢口道 31 號地下舗位 油尖旺
7-Eleven 九龍長沙灣道 226-242 號金華大廈地下 3 號舖 深水埗
7-Eleven 九龍深水埗青山道 332 號地下舗位 深水埗
7-Eleven 東涌健東路 1 號映灣園基座映灣坊商場 35 號舖 離島
7-Eleven 新界葵涌葵盛東邨葵盛東商場地下 1 號舖 葵青
7-Eleven 九龍旺角彌敦道 565-567 號銀座廣場地下 2 號舖 油尖旺
7-Eleven 新界元朗教育路 1 號千色廣場地下 29-30 號舖位 元朗
7-Eleven 新界荃灣楊屋道 138 號樂悠居地下 6C 舖位 荃灣
7-Eleven 香港西灣河興東邨興東商場成安街地下 1 號舖位 東
7-Eleven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331-333 號登富商業大廈地下 中西
7-El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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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
7-Eleven 九龍土瓜灣土瓜灣道 329 號奕賢大廈地下 1 號舖位 九龍城
7-Eleven 九龍旺角上海街 479-481 號地下 3a, 3b & 3c 舖位 油尖旺
7-Eleven 香港北角英皇道 480 號昌明洋樓地下 13B 舖位 東
7-Eleven 屯門啟民徑 15-45 號美恆大樓地下 12 號舖位 屯門
7-Eleven 新界大埔廣福道 106-112 號培錦樓地下 4 號舖位 大埔
7-Eleven 九龍新蒲崗大友街 29 號基中心地下 4 號舖位 黃大仙
7-Eleven 九龍尖沙咀漢口道 8-10 號漢中大廈地下 A 舖 油尖旺
7-Eleven 九龍旺角窩打老道 65-65D 號年豐樓地下 A2 舖 油尖旺
7-Eleven 新界屯門井財街 15 號金銘大廈地下 21 號舖位 屯門
7-Eleven 香港大嶼山香港國際機場翔天廊第 5 層 5P113 號舖位 離島
7-Eleven 香港杏花邨杏花新城地下 G58A 舖 東
7-Eleven 香港銅鑼灣駱克道 478-484 號本德大廈地下 G 舖 灣仔
7-Eleven 九龍黃大仙毓華街 23 號慈雲山中心 1 樓 103 及 104 號舖位 黃大仙
7-Eleven 東涌線東涌站上層天橋平臺 TUC19  號舖位 離島

7-Eleven 香港香港仔大道 178 號地下 南



7-Eleven 新界天水圍天華邨服務設施大樓地下 1A 號舖位 元朗
7-Eleven 九龍長沙灣長義街 10 號昌隆工業大廈地下 2A 舖 深水埗
7-Eleven 新界沙田沙田正街21-27號沙田廣場地下6A及6B號舖 沙田
7-Eleven 九龍旺角窩打老道 69D 號地下舖 油尖旺
7-Eleven 新界元朗元朗青山公路 180 號地下 元朗
7-Eleven 香港銅鑼灣邊寧頓街 17 號地下 灣仔
7-Eleven 新界屯門湖秀街2號悅湖山莊地下 70-72 99-101號 屯門
7-Eleven 新界葵涌葵盛西邨購物廊 2 樓 24 號舖位 葵青
7-Eleven 新界沙田乙明邨明信樓地下 53 號舖位 沙田
7-Eleven 香港灣仔灣仔道107-111 號慶邦大廈地下 A 舖 灣仔
7-Eleven 新界將軍澳寶林邨寶林購物中心 2 樓 206 號舖 西貢
7-Eleven 新界上水太平邨平熙樓地下 110A 號舖 北
7-Eleven 新界天水圍嘉湖銀座二期地下 G07A 號舖 元朗
7-El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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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樓舖位

離島

7-Eleven 新界粉嶺祥華商場熟食檔位 7及8號舖 北
7-Eleven 九龍彩虹邨金華樓地下 6 號舖位
7-Eleven 新界西貢親民街 18-32 號錦華樓地下 A1 號舖位 西貢
7-Eleven 香港西環德輔道西 402-404 號創業中心地下 G7 及 G8 號舖 中西
7-Eleven 新界荃灣沙咀道 328 號寶石大廈地下 8A 及 9號舖位 荃灣
7-Eleven 新界屯門景峰徑2號景峰花園地下 G09 及 G10號舖位 屯門
7-Eleven 新界沙田瀝源邨瀝源商場第二座附翼大樓2樓3號舖 沙田
7-Eleven 香港鴨脷洲邨利澤樓 43 號舖 南
7-Eleven 九龍大角咀大同新邨埃華街 67-87 號大眾樓地下 K1 舖位 油尖旺
7-Eleven 香港赤柱新街 11 號積德樓 LG 樓 D 舖 南
7-El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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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大仙
7-Eleven 九龍佐敦道 28-28A 號敦成大廈地下 A1+A2 舖 油尖旺
7-Eleven 新界葵涌祖堯邨敬祖路 6 號祖堯中心地下 C 座 C003 號舖位 葵青
7-Eleven 新界荃灣荃景圍 208 號荃德花園地下 2 號舖位 荃灣
7-Eleven 九龍深水埗長沙灣道 275 號地下舖位 深水埗
7-Eleven 九龍彌敦道 777-781 號安寶樓地下 C 舖 油尖旺
7-Eleven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25-33號長康大廈地下A-B號舖 灣仔
7-Eleven 九龍旺角快富街 25-27 號地下 油尖旺
7-Eleven 新界青衣長康邨康貴樓地下 5 號舖 葵青
7-Eleven 香港大嶼山愉景灣商場地下C 座 G36A-1 & 36B 舖 離島

超級市場
Taste - Citygate B1-B10 Citygate, No. 20 Tung Tat Road, Tung Chung, Lantau, Hong 離島
Taste - East Point City Shop No. 228 & 228A on Level 2, East Point City, 8 Chung Wa Road,

Tseung Kwan O Town Lot No. 17, N.T.
西貢

Taste - Festival Walk Shop 5, MTR Level, Festival Walk, Tat Chee Avenue, Kolwoon 深水埗
Taste - Maritime Square Shop Unit 313, Maritime Square, Tsing Yi Island, N.T. 葵青
Taste - Metro Plaza Shop No. 429-432, Level 4, Metro Plaza, 223 Hing Fong Road, Kwai

Chung, N.T.
葵青

Taste - New Hopewell Centre Portion of G/F & Whole of Basement, Hopewell Centre, 183 Queen's
Road East, Wanchai, Hong Kong

灣仔

Taste - Olympian City Shop G1-G10, Olympian City 2, 18 Hoi Ting Road, West Kowloon, 深水埗
Taste - Stanley Plaza Shop No. 201-203, 2/F, Stanley Plaza, Ma Hang, Stanley, Hong Kong 南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九華俓景荔俓8號盈輝台盈輝家居城二樓 葵青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土瓜灣馬頭涌路90-98號福安大廈地下4,5A,5B,6A & 6B 九龍城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土瓜灣樂民新邨地下146及148舖 九龍城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大角咀新九龍廣場二樓105-126室 油尖旺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大埔道72-74號海祥大廈地下B室 深水埗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石硤尾白田邨白田商場一樓 深水埗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尖沙咀漢口道8-10號漢中大廈地下B, B1及E舖 油尖旺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尖沙咀廣東道188號港景匯商場一樓 117, 118 & 118A 號舖 油尖旺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西貢福民路西貢苑15-16,18-20, 28及30號地舖 西貢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何文田迦密村街9號君逸山地下 九龍城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佐敦渡船街32-36號富利來商業大廈地下 油尖旺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佐敦德成街地下C, D及E舖 油尖旺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秀茂平寶達商場一樓116舖 觀塘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亞皆老街124C-D怡安閣15-16地下 九龍城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旺角洗衣街39-55號金雞廣場地下及1B地庫 油尖旺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旺角荔枝角道1號地下 深水埗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東頭邨第23座康東樓13-18號 黃大仙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長沙灣幸福村幸福商場107號舖 深水埗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青山道183-191號地下A&D舖 深水埗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城太子道352號地下 黃大仙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城廣場低層地下LG22鋪 九龍城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紅磡海逸道8號漁人碼頭地下LG03-LG06舖 九龍城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紅磡國際都會7樓729至733號舖 九龍城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紅磡黃埔花園第十二期地庫2號 九龍城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紅磡黃埔花園第三期地下1A 九龍城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美孚新邨第七期地下N50B舖 深水埗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美孚新邨第四期百老匯街73號戲院中心地下 深水埗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荔枝角海麗商場一樓102號鋪 深水埗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荔枝角道288號地下 深水埗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馬頭角道40號同南工業大廈地下 九龍城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將軍澳尚德邨商場108號 西貢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深水埗元洲街394-408號地下B舖 深水埗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深水埗富昌邨富昌商場地下1號舖 深水埗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深水埗欽洲街116號永盛大廈G/F 深水埗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黃大仙橫頭磡邨宏輝中心一期1號舖 黃大仙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黃大仙龍翔中心二樓216及LG214舖 黃大仙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慈正邨慈正商場二期地下1號舖 黃大仙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窩打老道70號曾榕大廈地下 深水埗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灣宏光道80號麗晶商場地下 觀塘

百佳超級市場 上水天平邨商場地下101號 北

百佳超級市場 大埔大榮里16, 18, 20 & 22號地下 大埔

百佳超級市場 大埔中心商場一樓614-669, 673-678號 大埔

百佳超級市場 大埔太和邨商場二樓101號 大埔

百佳超級市場 大埔康樂園商場C座地下 大埔

百佳超級市場 大埔富亨邨商場地下7號 大埔

百佳超級市場 大埔新達廣場二樓131-140號 大埔

百佳超級市場 大埔翠樂街6號清泉雅居地下9號 離島

百佳超級市場 大嶼山愉景灣商場G25號地下 離島

百佳超級市場 中環花園道51號 (CODA PLAZA) 二樓 中西

百佳超級市場 中環結志街2A中環大廈地下 中西

百佳超級市場 元朗大馬路元朗廣場三樓341-348號 元朗

百佳超級市場 元朗天水圍天瑞邨商場地下14號 元朗

百佳超級市場 元朗天水圍嘉湖山莊一期商場地下1號 元朗

百佳超級市場 元朗教育路千色廣場一樓地庫12號 元朗

百佳超級市場 元朗鳳翔路金馬大廈地下6-8, 16-26號 元朗

百佳超級市場 元朗錦繡花園商場地下 元朗

百佳超級市場 天水圍嘉湖山莊第一期二樓全層 元朗



百佳超級市場 屯門仁愛堂中心地下 屯門

百佳超級市場 屯門石排頭徑1號卓爾居第2座210號舖 屯門

百佳超級市場 屯門兆康路2-22號商場一樓225號 屯門

百佳超級市場 屯門兆麟苑商場13號 屯門

百佳超級市場 屯門安定邨商場地下 屯門

百佳超級市場 屯門海翠花園海趣坊商場34號鋪 屯門

百佳超級市場 屯門新屯門中心三樓161-165號 屯門

百佳超級市場 屯門寶怡花園商場地下15-20號 屯門

百佳超級市場 牛頭角道77號淘大商場第一期一樓33-45號 觀塘

百佳超級市場 北角英皇道250號道北角城中心地下2舖 東

百佳超級市場 北角英皇道500號港運城商場201室 東

百佳超級市場 北角英皇道560號健威花園U14A 東

百佳超級市場 北角英皇道6-8號百利大廈一樓 東

百佳超級市場 尖`沙咀柯士甸道好兆年行低層地下 油尖旺

百佳超級市場 尖沙咀加連威老道96號希爾頓中心地下 油尖旺

百佳超級市場 竹園中心二樓219B 黃大仙

百佳超級市場 西九龍海輝道奧海城地庫15舖 深水埗

百佳超級市場 西貢清水灣銀線灣廣場 Lot No.374地段DD224 西貢

百佳超級市場 沙田乙明邨乙明街7號地下 沙田

百佳超級市場 沙田大圍道悅安樓49-53號地下 沙田

百佳超級市場 沙田火炭銀禧花園商場三樓 沙田

百佳超級市場 沙田火炭駿景廣場地下1-17號 沙田

百佳超級市場 沙田正街11-17號偉華中心二樓6-7號舖 沙田

百佳超級市場 沙田香港中文大學教職員中心地下 沙田

百佳超級市場 沙田馬鞍山利安邨商場地下107號 沙田

百佳超級市場 沙田馬鞍山廣場三樓343-363號 沙田

百佳超級市場 沙田馬鞍山錦英苑低層12號 沙田

百佳超級市場 沙田馬鞍山耀安邨商場地下107號 沙田

百佳超級市場 沙田第一城第二期商場72-82號 沙田

百佳超級市場 沙田第一城銀城商場地下44, 48-50, 128號 沙田

百佳超級市場 沙田新田圍邨商場四樓25號 沙田

百佳超級市場 沙田新翠邨商場地下13號 沙田

百佳超級市場 沙田穗禾苑商場地下G17號 沙田

百佳超級市場 官塘順利邨利康樓地下 觀塘

百佳超級市場 官塘瑞和街42號地下 觀塘

百佳超級市場 東涌健東路1號映灣坊地面一樓22及23號鋪 離島

百佳超級市場 長洲東灣路80號東灣閣地下 離島

百佳超級市場 長洲海傍路97A及99號 離島

百佳超級市場 青衣長宏村商場6號舖 葵青

百佳超級市場 青衣青怡花園商場地下 葵青

百佳超級市場 青衣藍澄灣一樓商場3號舖 葵青

百佳超級市場 皇后大道中378號褔陞閣一樓 中西

百佳超級市場 科技大學學術大樓LG5 西貢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上環德輔道中267-275號龍記大廈地下 中西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上環德輔道西80-90號普頓臺1號舖地下 中西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大潭水塘道1051號陽明山莊商場二樓 南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小西灣小西灣路28號藍灣半島商場一樓1號舖 東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小西灣道23號富怡花園停車場大廈平台 東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山頂道118號山頂廣場二樓 中西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仔田灣商場一樓106室 南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仔石排灣邨石排灣購物中心2號舖 南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仔黃竹坑深灣道13號地下 南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北角和富中心家居庭地庫18號 東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北角英皇道933號御皇臺地下 東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石塘咀山道7-9號長發大廈地下 中西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西摩道1號輝煌臺地庫一至二號舖及地下四至五號舖 中西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西灣河太安街25號D8-13地下 東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西灣河街129-133號利基大廈地下 東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西灣河興東邨商場一樓101室 東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杏花邨杏花商場西翼二樓210, 211, 224-227, 228舖 東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皇后大道95號統一中心一樓1029-1043室 中西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皇后大道中38-48號地庫 中西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柴灣興華邨商場一樓109號 東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般咸道37-47號穎章閣地下 中西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域多利道550號下碧瑤第32-40座 中西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堅尼地城士美菲路45-51號地下 中西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堅尼地城卑路乍街17-35號及堅尼地城海旁36-38號A及B舖 中西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堅道129-133號大成大廈地下 中西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康山道康怡廣場(北)街市 東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第一街西苑地下80室 中西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渣甸山春暉道5號地下 灣仔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華貴邨商場14號地下 南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跑馬地山村道32-40號地下 灣仔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筲箕灣金華街2-18號金華大廈一樓 東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壽臣山道16E壽臣山廣場LG01 & G01 南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鴨脷洲大街145號橋民大廈地下1舖 南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薄扶林置富花園商場2樓201-202室 南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薄扶林數碼港零售服務中心一樓3號舖 南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寶馬山賽西湖商場18號地下 東

百佳超級市場 柴灣怡盛街1號宏德居1座地下 東

百佳超級市場 柴灣興民邨商場420-423號四樓 東

百佳超級市場 粉嶺花都廣場商場地下5-12, 35-44號 北

百佳超級市場 粉嶺祥華邨商場地下101號 北

百佳超級市場 粉嶺華心村華心商場地下G14號舖 北

百佳超級市場 粉嶺嘉福邨商場地下2號 北

百佳超級市場 茶果嶺道麗港城第一期商場地下 觀塘

百佳超級市場 荃灣大窩口石頭街大窩口商場5號 荃灣

百佳超級市場 荃灣大壩街4-30號荃灣廣場地庫B123-126號舖 荃灣

百佳超級市場 荃灣石圍角商場326-329號舖 荃灣

百佳超級市場 荃灣青龍頭豪景花園商場地下 荃灣

百佳超級市場 荃灣荃華街創意無限第二期一樓F201 荃灣

百佳超級市場 荃灣深井海韻花園商場J座地下 荃灣

百佳超級市場 荃灣惠荃路22-66號綠陽新邨市場 荃灣

百佳超級市場 荃灣象山邨商場313-317號 荃灣

百佳超級市場 荃灣麗城花園三期商場52號 荃灣

百佳超級市場 馬灣珀麗灣商場一樓108舖 荃灣

百佳超級市場 將軍澳君傲灣君薈坊F30號舖 西貢

百佳超級市場 將軍澳明德邨明德商場16號地舖 西貢

百佳超級市場 將軍澳欣景路8號新都城第二期平台36-57舖 西貢

百佳超級市場 將軍澳厚德邨厚德商場一樓123室 西貢

百佳超級市場 將軍澳景林邨景林商場42號地下 西貢

百佳超級市場 將軍澳景嶺路8號都會駅商場二樓舖號 L2-S01, L2-046 & 047 西貢

百佳超級市場 將軍澳翠林邨翠林商場五樓132舖 西貢

百佳超級市場 將軍澳寶琳邨寶琳商場地下101號地下 西貢



百佳超級市場 彩虹坪石邨鑽石樓二樓 觀塘

百佳超級市場 彩雲邨彩雲商場第二期地下 黃大仙

百佳超級市場 梅窩碼頭路12號地下 離島

百佳超級市場 深水埗順寧道273號日輝大廈地下G9舖 深水埗

百佳超級市場 黃大仙天馬苑商場F9 黃大仙

百佳超級市場 黃大仙翠竹花園商場408舖 黃大仙

百佳超級市場 慈雲山中心商場一樓108號 黃大仙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上水清河邨清河商場16號舖 北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上水新豐路100號地下 北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元朗天水圍頌富商場(第二期)二樓232舖 元朗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元朗朗日路8號新元朗中心四樓401室 元朗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元朗馬田路御庭居地下9-12及15-19舖 元朗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元朗壽富街好順福大廈地下95-96舖 元朗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天水圍天盛苑天盛商場109號 元朗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屯門屯隆街屯門市廣場第二期二樓全層 屯門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屯門富泰商場一樓103舖 屯門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屯門寶田邨商場105舖 屯門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沙田好運中心三樓 沙田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沙田馬鞍山鞍駿街29號海澄軒-海景酒店一樓3號舖 沙田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沙田愉翠苑愉翠商場一樓104舖 沙田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沙田廣源邨二座地下5B 沙田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青衣長發邨長發商場停車場3樓 葵青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粉嶺粉嶺車站路18號粉嶺名都一樓11-15號 北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粉嶺馬適路3號綠悠軒一樓1-11舖 北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荃灣海濱花園海濱廣場二樓 荃灣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將軍澳彩明苑彩明商場220舖 西貢

百佳超級市場 新浦崗富源街一號富源樓地下21,23,27,29號 黃大仙

百佳超級市場 葵芳葵益路2-10號好爵中心地下19-37號 葵青

百佳超級市場 葵涌石蔭村商場一樓低層地下LG114號舖 葵青

百佳超級市場 葵涌祖堯邨敬祖路6號D座D3-8 舖 葵青

百佳超級市場 葵涌麗瑤邨商場1-5號 葵青

百佳超級市場 鳳德邨鳳德商場三樓215室 黃大仙

百佳超級市場 鴨脷洲利東邨商場101號地下 南

百佳超級市場 鴨脷洲海怡半島海怡廣場西翼一樓124室 南

百佳超級市場 鴨脷洲邨第二期B商場4號地下 南

百佳超級市場 藍田匯景道1-17號匯景廣場四樓2號 觀塘

百佳超級市場 藍田德田商場107號 觀塘

百佳超級市場 灣仔軒尼詩道302-308號集成中心地庫 灣仔

百佳超級市場 觀塘輔仁街85號地下及二樓 觀塘

百佳超級市場 鑽石山荷李活廣場227A至227B 黃大仙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荃灣荃景圍86至92號荃灣中心地下E31-E45號舖部份及7,8號 荃灣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仔中心南寧街19-23號地下 南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宏開道8號其士商業中心地下1-4號舖 觀塘

百佳超級市場 觀塘曉麗苑曉麗商場223號鋪 觀塘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黃大仙彩虹道121號啟德花園第二期地下 黃大仙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觀塘 樂華 振華道樂華商場316號舖部份及1,2號檔 觀塘

惠康超級市場 元郎阜財街 38 號光華中心1樓 元朗

惠康超級市場 長沙灣荔枝角道 833 號昇悅居購物商場 1 樓 深水埗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山頂和福道2-4號1樓 中西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雲景道33號一樓 東

惠康超級市場 大埔墟富善街6-14號1樓 大埔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順利村商業中心1樓 觀塘



惠康超級市場 大埔大元村大元商業中心1樓 大埔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中環干洛道8號交易廣場3號2樓 中西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順天村天啟樓208-211室 觀塘

惠康超級市場 新界粉嶺中心2期1樓243-244號 北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銅鑼灣記利佐治街25-29號 灣仔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九龍塘牛津道3號 深水埗

惠康超級市場 卑路乍街8號西寶城3樓 中西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柴灣環翠村環翠商場 3 樓 東

惠康超級市場 屯門大興村第二期商場43-53號1樓 屯門

惠康超級市場 荃灣路德圍57-61號地下 荃灣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窩打老道84號E金碧閣 深水埗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赤柱村道88號地下 南

惠康超級市場 荃景圍荃威花園1期9A舖 荃灣

惠康超級市場 沙田禾輋村禾輋商業中心二樓231號 沙田

惠康超級市場 莊士敦道18號嘉寧大廈 灣仔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紅磡商業中心地下 九龍城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40號地下 油尖旺

惠康超級市場 荃灣眾安街55號英皇娛樂廣場地庫 荃灣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94-204號地庫 灣仔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仔成都道38號利港中心地庫A號舖 南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18-428號地庫 灣仔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彌敦道317-321號地下 油尖旺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彌敦道794-802號地庫 油尖旺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深水埗大埔道220-230號快樂大廈地下 深水埗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上海街438-444號地下 油尖旺

惠康超級市場 長洲新興街89-91號1樓ABC座地下 離島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牛頭角安基苑商業中心地下及1樓 觀塘

惠康超級市場 新界深井青山公路陳記商業大廈地下至2樓 屯門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皇后大道西562-566號厚福大廈地下及1樓 中西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筲箕灣道241-249號地下 東

惠康超級市場 元朗合益道31-47號合益中心 元朗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深水埗福榮街520-530號地下 深水埗

惠康超級市場 葵涌葵涌道1019-1025號 葵青

惠康超級市場 坪洲寶坪街12號嘉輝花園地下11-13, 15-16, 31-33號舖 離島

惠康超級市場 大嶼山梅窩銀灣道2號家樂閣地下 離島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筲箕灣太祥街4-7號太樂樓地下 東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長沙灣元洲村購物中心地下 深水埗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慈雲山永發大廈地下 黃大仙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又一村又一樓雀橋街地下4 & 6號 深水埗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清水灣地段 253號牛奶公司購物商場地下 西貢

惠康超級市場 葵涌石蔭梨木村道118號地下 葵青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大角咀道119號大同新村大公樓一樓 油尖旺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跑馬地成和道13-19號地下 灣仔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深水埗南昌村昌逸樓地下 14-22 號舖 深水埗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域多利道18-20號美景臺地下 中西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觀塘宜安街22-26號地下 觀塘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荔枝角道324-330號地下 深水埗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土瓜灣道341-343號地下 九龍城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舂磡角道39號地下 南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大角咀塘尾52號地下 油尖旺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西營盤德輔道西73-79號地下 中西

惠康超級市場 般含道1號嘉威花園地下 中西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北角英皇道238號康澤花園地下 東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土瓜灣高山道109號樂民新村樂智樓地下 九龍城

惠康超級市場 葵涌石籬(第一)村石秀樓2號地下 葵青

惠康超級市場 葵涌安蔭村安蔭購物中心地下 葵青

惠康超級市場 新界上葵涌和宜合道20號地下 葵青

惠康超級市場 屯門友愛村愛勇樓地下 屯門

惠康超級市場 屯門置樂花園商場地下 屯門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北角堡壘街7-9號兆文閣地下 東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牛池灣瓊東街2號新麗花園地下 黃大仙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大坑勵德村道4-14號勵德村村榮樓地下 灣仔

惠康超級市場 荃灣西樓角路華都中心地下 荃灣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紅磡機利士南路9 - 21號源成大厦地下 九龍城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愛民村商場G38 九龍城

惠康超級市場 新界青衣青衣村青衣商場 2 樓 4 號舖 葵青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尖沙金咀金巴利道53-54號地下 油尖旺

惠康超級市場 屯門藍地福亨村路8號豫豐花園商場地下 屯門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半山西摩台1號地下及地庫 中西

惠康超級市場 上水新豐路130-132號地庫 北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慈雲山翠鳳街道5-15號 LG/F 黃大仙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佐敦道37J 油尖旺

惠康超級市場 葵涌石籬村第一期石籬購物中心1樓107號 葵青

惠康超級市場 粉嶺聯和道65-73號錦福大廈11及12號 北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順寧道麗寶花園地下4號 深水埗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柯士甸道45-53號地下 油尖旺

惠康超級市場 大埔八號花園第1期地下 大埔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土瓜灣道39-41號地下及1樓 九龍城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順寧道253-263號地下 深水埗

惠康超級市場 荃灣石圍角村停車場大樓地下 荃灣

惠康超級市場 新界大埔露輝路 33號嘉豐花園地庫 大埔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新蒲崗崇齡街2-12號 黃大仙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柴灣道111號高威閣1樓 東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北角英皇道416-426號新都城大廈 東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旺角彌敦道 721 - 725 號華比銀行大廈地庫 油尖旺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銅鑼灣謝斐道503-505號地下 灣仔

惠康超級市場 元朗錦田錦田戲院大廈地下 元朗

惠康超級市場 楊居道138號樂悠居1樓 荃灣

惠康超級市場 大埔新興花園地下S1-28室 大埔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灣宏照道 38 企業廣場 5 期七樓一號舖 觀塘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柴灣峰華村曉峰樓地下 1-4 號舖 東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紅磡家維村地庫家儀樓1-2號舖 九龍城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則魚涌康怡花園第1期1室 東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北角英皇道734-738號地下 東

惠康超級市場 屯門大興花園2期購物商場地下1號 屯門

惠康超級市場 沙田大圍美田邨購物商場1樓101號 沙田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藍田平田村平田購物中心一樓101號 觀塘

惠康超級市場 觀塘秀茂坪村秀茂坪購物商場 1 檈 102 舖 觀塘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筲箕灣耀東村耀東購物中心一樓102號 東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南昌街223-237號地下102室 深水埗

惠康超級市場 新界粉嶺華明村華明商場地下 北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李鄭屋村李鄭屋購物中心地下102號 深水埗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藍田啟田村啟田商場1樓104號 觀塘

惠康超級市場 大嶼山東涌富東村富東購物中心1樓107號 離島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柴灣小西灣商場109室 東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紅磡湖光街1-7號聯盛大廈地下10C-10G 九龍城

惠康超級市場 沙田愉田苑11-23號地下 沙田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鑽石山龍蟠苑購物中心地下110號 黃大仙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眾坊街3號駿發花園5座地下1-11號 油尖旺

惠康超級市場 沙田隆亨村商業中心1樓115室 沙田

惠康超級市場 新界山景村商業中心第1期119-120室 屯門

惠康超級市場 油塘鯉魚門道鯉魚門廣場 1 檈 123 & 124 舖 觀塘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大角咀福利街 8 號港灣豪庭廣場 1 樓 125 舖 油尖旺

惠康超級市場 沙田博康村第一期商業中心126室 沙田

惠康超級市場 荃灣葵涌梨木樹村商場1樓127號舖 荃灣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深水埗元州街155-163號翠雲大廈地下 深水埗

惠康超級市場 新界大埔運頭塘村13號地下 大埔

惠康超級市場 新界沙頭角村25-27座地下1-4號 北

惠康超級市場 新界上水智昌路9號上水名都中心地下15及17'號舖 北

惠康超級市場 青衣青綠街偉景花園商業中心1-7號地下 葵青

惠康超級市場 屯門時代廣場北翼第二層18號舖 屯門

惠康超級市場 西貢翠塘路1號翠塘花園地下1-9號 西貢

惠康超級市場 新界葵涌華景山莊商業中心1樓2號 葵青

惠康超級市場 元朗加州花園地下20號 元朗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電器道233號,城市花園商塲第七座地下,20,21,23,24,26-28,30-33
號舖裏部份商塲通道

東

惠康超級市場 天水圍天澤商場2樓204號舖 元朗

惠康超級市場 將軍澳尚德村尚德購物中心2樓205室 西貢

惠康超級市場 新界葵涌葵涌商場2樓213號舖 葵青

惠康超級市場 新界馬鞍山恒安村商業中心2號227-231室 沙田

惠康超級市場 元朗洪水橋翠珊園124地段2-3號地下 元朗

惠康超級市場 將軍澳彩明購物商場新翼 249-252 舖 西貢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華富村商業中心25-27室 南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華富村商場第一期地庫25-37號舖 南

惠康超級市場 上水新豐路翠麗花園商場25-29室 北

惠康超級市場 青衣美景花園商業中心北座第2期26-27號 葵青

惠康超級市場 沙田秦石村購物中心1樓28號 沙田

惠康超級市場 新界葵涌葵盛(西)村商場 2 樓 29-31號舖 葵青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土瓜灣真善美村志真樓地下29-37號舖 九龍城

惠康超級市場 北角水星街 2-9 號耀星華庭地下 2-9 號舖 東

惠康超級市場 沙田美林村商業中心地下29-32室 沙田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筲箕灣峻峰花園地下3號舖 東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牛頭角道77號淘大廣場第3期地下309-336號舖 觀塘

惠康超級市場 屯門良景村良景樓購物中心305號 屯門

惠康超級市場 沙田馬鞍山新港城3樓3066號舖 沙田

惠康超級市場 新界元朗屏薈中心地下31室 元朗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尖沙咀海港城3樓3231-3233號 油尖旺

惠康超級市場 沙田沙角村商業中心2樓36室 沙田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禮頓中心37-45號地下 灣仔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堅尼地城域多利道1號百年大廈2座3-7號 中西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北街21號海怡花園地下3-4號 南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大埔道70號太子中心地下3-9及11號 深水埗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太子道388-390號地下 油尖旺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美孚新村第二期吉利徑7A, 39-45號 深水埗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大坑東村東龍樓地下4-10號 深水埗

惠康超級市場 荃灣青山道398號愉景新城一樓44-45及52號 荃灣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柴灣道333號永利中心地下46-78, 80-87室 東

惠康超級市場 新界沙田花園商場1樓5號 沙田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馬頭角馬坑涌道 5D-5F 中華商場地下 5 號舖 九龍城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慈雲山毓華街慈雲山購物中心五樓531-535 及 537-538 號舖 黃大仙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旺角廣華街1號仁安大廈地下6號舖 油尖旺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旺角太子道西 193 號新世紀廣場L7 732-738號舖 油尖旺

惠康超級市場 沙田馬鞍山頌安村頌安購物中心地下8號 沙田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皇后大道中84-90號華光勵精中心地庫 中西

惠康超級市場 屯門龍門路富健花園地下 88 號舖 屯門

惠康超級市場 屯門蝴蝶村商場2樓 屯門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觀塘翠屏村翠屏商場地下9室 觀塘

惠康超級市場 屯門金堡大廈地下9室 屯門

惠康超級市場 葵涌興芳道166-174號新葵興商場9-22, 26-34號 葵青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西貢西貢花園1樓A 西貢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鴨利洲大街127-139號高寶閣地下 南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土瓜灣道唯一大廈地下A，B號舖 九龍城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尖沙咀漢口道28號亞太中心地庫 A室 油尖旺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堅道99號地下A號舖 中西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皇后大道中270-276號中央大廈地下A 號舖 中西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天后廟道4號地下A室 中西

惠康超級市場 西貢蠔涌地段西貢公路380號匡湖居購物中心 A1至A10號 西貢

惠康超級市場 皇后大道西 2 -12 號地下 中西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半山般含道66B嘉麗苑地下A & B號舖 中西

惠康超級市場 新界上水威尼斯花園地下 北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馬坑涌道8-10號祥雲大廈地下B室 九龍城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北角七姊妹道188號健康村B號 東

惠康超級市場 北角英皇道側魚涌新威園地下 989-992號, Shop B 東

惠康超級市場 新界荃灣大窩口村商場 2 樓 C7 號舖 荃灣

惠康超級市場 新界沙田廣源村廣源購物中心1樓CB4/13室 沙田

惠康超級市場 沙田大圍積富街33號積富樓地下 沙田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則魚涌英皇道901-907號地下E 東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譚公道53號譚公大廈地下E室 九龍城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畢架山龍平路9-13號購物中心E 深水埗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橫頭磡樂富購物中心1樓F1室 九龍城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北角馬寶道33號地下G10-13號 東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淺水灣淺水灣購物中心128G 南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大譚紅山道3號紅山半島地下G25號舖 南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太古城泰山大廈地下G3 & G4室 東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太古城第五期地下G501 東

惠康超級市場 青衣長亨村長亨商場LG202號 葵青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藍田興田村興田商場地下 101 號舖 觀塘

惠康超級市場 東涌逸東商場1樓 108-110 舖 離島

惠康超級市場 將軍澳都會豪庭 1 樓 132 舖, 132A及133-134號鋪 西貢

惠康超級市場 粉嶺花都廣場地下132號舖 北

惠康超級市場 北角英皇道 338 號華懋交易廣場地下 東

惠康超級市場 新界青衣長康村長康商場地下 103 號舖 葵青

惠康超級市場 新界粉嶺碧湖花園上層31號 北

惠康超級市場 粉嶺帝庭軒第1期1樓35號舖 北

惠康超級市場 新界葵涌葵興村購物中心9號地下 葵青

惠康超級市場 新界馬鞍山錦泰苑購物中心地下9號舖 沙田

惠康超級市場 青衣長青村長青商業中心地下T1-T5號 葵青

惠康超級市場 沙田中心街21-27號沙田廣場低座1, 24及25號舖 沙田



惠康超級市場 元朗天水圍天慈村天慈購物中心地下1號 元朗

惠康超級市場 葵涌石籬村第2期石籬購物商場地下11號舖 葵青

惠康超級市場 元朗天水圍頌富苑頌富商場1樓122號 元朗

惠康超級市場 新界葵涌葵盛東村葵盛購物商場 1樓 129號舖 葵青

惠康超級市場 元朗天水圍天瑞路8號翠湖居地下1-4號 元朗

惠康超級市場 葵涌葵芳購物中心地下2號 葵青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旺角海宏道海富苑海富購物中心2號舖 油尖旺

惠康超級市場 新界將軍澳海悅豪園購物中心16-18號舖 西貢

惠康超級市場 新界屯門海珠路2號海典軒購物商場地下 20-25號舖 屯門

惠康超級市場 屯門三聖村恒福花園商場二樓204號 屯門

惠康超級市場 屯門建生購物中心207室1樓 屯門

惠康超級市場 大埔寶湖道3號,寶湖花園商場二樓 227F 大埔

惠康超級市場 屯門河傍街鄉事會屯門巴黎倫敦紐約電影中心48號地下 屯門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彩虹村金碧樓地下5-9號 黃大仙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藍田廣田村廣田商場地下6室 觀塘

惠康超級市場 屯門黃金海岸商場 S1&SR7號舖 屯門

惠康超級市場 新界沙田馬鞍山新港城中心地下街市S81號 沙田

惠康超級市場 屯門青山坊 2 號華樂大廈地下 屯門

惠康超級市場 西環德輔道西402-404號創業中心商場地下G21 - G43號舖 中西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竹園購物中心1樓S101號 黃大仙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灣麗晶花園21座地下C1號 觀塘

惠康超級市場 將軍澳唐德街九號將軍澳中心地庫第一層 西貢

惠康超級市場 荃灣青山道520 號蔚景園地下1及2號舖 荃灣

惠康超級市場 青衣青敬路75號宏福花園南邊地下 葵青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華富村商場第一期120-140號 南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西營盤第一街63-65號地下 中西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山頂梅道12號高化利閣地庫 中西

惠康超級市場 元朗朗屏村朗屏商業中心第2期201室 元朗

惠康超級市場 九龍深水埗欽洲街西九龍中心4樓 深水埗

惠康超級市場 香港柴灣興華村第二期地下 東

惠康超級市場 葵涌和宜合道50-56號地下 葵青

惠康超級市場 元朗元朗市274地段教育路嘉誠大廈地下 元朗

粵/西式
Hong Kong Gold Coast Hotel No. 1, Castle Peak Road, Castle Peak Bay, Kowloon, HK. 屯門
INTERCONTIENTAL GRAND
STANFORD HONG KONG 海
景咖啡廊

70 MODY ROAD, TSIMSHATSUI EAST 油尖旺

Le Meridien Cyberport 100 Cyberport road, Hong Kong 南
L'Edipse The Langham, Hong Kong

8 Peking Road, TST, Kowloon, HK
油尖旺

Royaltelle International Limited
帝京軒

3-2 B/M, 1st B/M & 2-4/F, THE ROYAL GARDEN, TSIMSHATSUI,
KLN

油尖旺

THE CHARTER HOUSE 1/F 209-219 WANCHAI ROAD, WANCHAI, HK 灣仔
The Peninsula Hotel Ltd. F&B office, 2/F, The Peninsula Hong Kong, Salisbury Road, Kowloon,

Hong Kong
油尖旺

東南亞
ASRA INDIAN
RESTAURANT  

SHOP NOS. 15 & 19, 1/F, SHA TIN GALLERIA, 18-24 SHAN MEI
STREET, FO TAN, SHA TIN, NEW TERRITORIES  

沙田

SATAY KING 1/F, Tai Fung House, 48 Shan Tung Street, Mong Kok, Kowloon 油尖旺
SATAY KING 2/F-3/F, CHAU HOP SHING BUILDING, 2-8 CHUNG ON STREET,

TSUEN WAN, N.T.
荃灣

SATAY KING 4/F, 655 Nathan Road, Mongkok, Kowloon 油尖旺



SATAY KING Basement 3, Shop no. 4-12 and 26-31, Prudential Centre, 216-228A
Nathan Road, Kowloon.

油尖旺

SATAY KING Portion of 1/F & 2/F, Daily House, 35-37 Haiphone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深水埗

SATAY KING Upper G/F (portion) & 1/F (whole Floor) Yue Wah Mansion, 34-62 Yue
Man Square, Kwun Tong, Kowloon

觀塘

THE PARK LANE HONG
KONG

1/F, THE PARK LANE, 310 GLOUCESTER ROAD, CAUSEWAY
BAY, HONG KONG

灣仔

綠野仙踪(香港仔)有限公司 香港仔大道190號香島大廈地下1-3號舖 南

綠野仙踪(海峯園)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福蔭道南峰閣地下 中西

綠野仙踪(馬鞍山)有限公司 馬鞍山鞍駿街15號雅濤居商場地下R1號 沙田

綠野仙踪(堅尼地城)有限公司 西環卑路乍街13號珍珠閣地下1-4號舖 中西

避風塘周記 屯門屯盛街1號屯門新城市廣場1期3樓3235號舖(屯門店) 屯門

避風塘周記 旺角彌敦道639號雅蘭中心二期地庫(旺角店) 油尖旺

麵軒 Mian Café 九龍尖沙咀廣東道30號地庫大食代美食廣場D4號舖 油尖旺

麵軒 Mian Café 上環德輔道262號一洲大廈地下 中西

麵軒 Mian Café 屯門市廣場1期吉之島美食廣場J號舖 屯門

麵軒 Mian Café 尖沙咀東部科學館道14號新文華中心1樓110-113號舖 油尖旺

麵軒 Mian Café 尖沙咀廣東道33號中港城 2樓C02舖 油尖旺

麵軒 Mian Café 沙田新城市廣場1期地下166號舖 沙田

麵軒 Mian Café 炮台山電廠街9-11號聯和大廈地下A&D號舖 東

麵軒 Mian Café 新界馬鞍山廣場2樓273-274號舖 沙田

麵軒 Mian Café 灣仔軒尼詩道302-308號集成中心地下G3號舖 灣仔

非中式

峰景餐廳 香港山頂道一一金號山頂廣場 中西

峰景餐廳 香港山頂道118號山頂廣場第一層1號舖及第二層1號舖 中西

峰景餐廳 香港山頂道118號山頂廣場第一層1號舖及第二層1號舖 中西

其他
A & W FOOD SERVICE LTD Block A, 1/F, Vailiant Ind. Centre 2-12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N.T. Hong Kong
沙田

A-1餐廳 新界葵涌興芳路233號新都會廣場1樓133-138號 葵青
AMARONI'S LITTLE ITALY 132, UNIT LG , FESTIVAL WALK, 80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TONG,  KLN
深水埗

BABYCAKES UNIT 1114, 11/F., HORIZON PLAZA, NO. 2 LEE WING STREET,
HONG KONG

南

Brecht’s Circle Bar &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123號地下 灣仔
CHILLIE GARDEN
RESTAURANT

SHOP C, G/F, CONTINENTAL MANSION, 294 KING'S ROAD,
HONG KONG

東

DAN RYAN'S CHICAGO LG228 FESTIVAL WALK, KOWLOON TONG, KLN 深水埗
DAN RYAN'S CHICAGO 114 PACIFIC PLACE, 88 QUEENSWAY, HK 中西
DAN RYAN'S CHICAGO OT315 OCEAN TERMINAL, HARBOUR CITY, TST,KLN 油尖旺
DELICIA LIMITED 35th Floor, Asia Trade Center, 79 Lei Muk Road, Kwai Chung 油尖旺
FRESH-CUT PRODUCES 新界屯門洪祥路3號田氏中心第二座二樓D室 屯門
FUSION CAFÉ 香港般咸道64號嘉麗苑地下2號舖 中西
HANLUN DINE- AT- HOME 香港半山摩羅街二十二號地下 中西
INDIAN CURRY KING G/F, 24 SOUTH WALL ROAD, KOWLOON CITY, KOWLOON, HK 九龍城
INTERCONTIENTAL GRAND
STANFORD HONG KONG 紐
約吧

70 MODY ROAD, TSIMSHATSUI EAST 油尖旺

Market Place by Jasons 香港白健時道5號1樓 中西
Market Place by Jasons 九龍朗豪坊地庫B2, 8号鋪 油尖旺
Market Place by Jasons 九龍九龍灣偉業街33號德福廣場一期平台P27號舖 觀塘
Market Place by Jasons Store 香港山頂道100及104號 中西



Market Place by Jasons Store 跑馬地黄泥涌道17号恆豐大厦地下 灣仔
Maxim's Deluxe (Sun Hung  香港灣仔港灣道30號新鴻基中心1樓122、122A及123A舖 灣仔
METROPOLITAN CAFÉ SHOP 008, LEVEL LG1, PACIFIC PLACE, 88 QUEENSWAY,

CENTRAL, HK
中西

MORTON'S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20號喜來登酒店4樓M(部份)店舖 油尖旺
Oliver's 香港中環太子大廈2樓 中西
Royaltelle International Limited G/F THE ROYAL GARDEN, 69 MODY ROAD, TSIMSHATSUI 油尖旺
Schooner Pub 1/F., Leader Comm bldg., 54 Hillwood Road, T S T, Kln 油尖旺
Simply Bread 九龍尖沙咀金馬倫道14號A地下 油尖旺
THE HARVEST MENU UNIT101-2, 1/F., CALIFORNIA ENTERTAINMENT BUILDING, 34-

36 D'AGUILAR STREET, CENTRAL
中西

ThreeSixty 香港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西1號圓方1090號舖 油尖旺
ThreeSixty 香港中環置地廣場3樓及4樓 中西

UA 戲院 - 時代廣場 銅鑼灣時代廣場二樓 灣仔

UA戲院 - Megabox 九龍灣MAGABOX十一樓 觀塘

UA戲院 - 太古城 太古城道18號太古城中心五樓 東

UA戲院 - 屯門 屯門市廣場一期3樓 屯門

UA戲院 - 沙田 沙田新城市廣場第一期地下 沙田

UA戲院 - 東薈城 東涌健東路20號東薈城地下及五樓 離島

UA戲院 - 時代廣場 銅鑼灣時代廣場二樓 灣仔

UA戲院 - 朗豪坊 旺角朗豪坊八至十一樓 油尖旺

UA戲院 - 黃埔 紅磡黃埔花園第八期黃埔廣場二樓 九龍城
Union Bar & Grille SHOP 1009, LEVEL 1, IFC MALL, HONG KONG 中西

V8 飽飽店 海怡半島海怡西廣場G27&G28號舖 南
Vitaso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No. 1 Kin Wong Street, Tuen Mun 屯門

WATER MARK 香港中環７號碼頭（天星碼頭) L舖 中西

一口沙爹有限公司 堅尼地城厚和街28號地下F舖 中西

上家鮮果汁快線 香港中環域多利皇后街13號地下 中西

上環文娛中心食品製造廠 香港皇后大道中345號5樓 東

大昌貿易行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灣啟祥道二十號大昌行集團大廈八樓 觀塘

大昌貿易行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灣啟祥道二十號大昌行集團大廈八樓 觀塘

大昌貿易行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葵涌葵樂街二至二十八號C座6樓 葵青

太古可口可樂香港有限公司 17-19 Yuen Shun Circuit, Siu Lek Yuen Shatin, N T, Hong Kong 沙田

牛肉佬清湯腩 鴨脷洲大街49-55號6號舖地下 南

仔記好食 九龍深水埗欽洲街9號昌遠大廈地下 深水埗

加州紅 GREEN BOX Basement 1, Park-In Commerical Centre, 56 Dundas Street, Mongkok, 油尖旺

加州紅 GREEN BOX Shop 172-180, 2/F, Amoy Plaza, Phase III, 77 Ngau Tau Kok Road,
Ngau Yau Kok, Kln

觀塘

加州紅 GREEN BOX Shop 49, Level 1, Shatin Plaza, Shatin, N.T. 沙田

加州紅 K歌站 Shop A, G/F, Manhattan Plaza, 23 Sai Ching Street, Yuen Long, N.T. 元朗

加州紅 K歌站 Shop No. 88-89, G/F and Shop No.168-187, Level 1, New Kowloon
Plaza, 38 Tai Kok Tsui Road, Kln

油尖旺

加州紅 RED BOX 1/F and 2/F, Grand Centre, 8 Humphreys Avenue, Tsim Sha Tsui, Kln 油尖旺

加州紅 RED BOX Shop 702-708, Level 7, Grand Century Place, 193 Prince Edward Road
West, Mongkok

油尖旺

加州紅 遊樂場 GREEN BOX Shop No. L11-2, Level 11, APM Millennium City 5, 418 Kwun Tong 觀塘

加東叻沙 上環孖沙街8號地下 中西

生蠔速遞有限公司 尖沙咀山林道6號地舖 油尖旺

生蠔速遞有限公司 尖沙咀山林道6號地舖 油尖旺

生蠔速遞有限公司 銅鑼灣耀華街25號丹納中心1號地舖 灣仔

生蠔速遞有限公司 銅鑼灣耀華街25號丹納中心1號地舖 灣仔



印尼餐廳  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66號A鋪及1樓 油尖旺

合興行 西營盤西邊街50-52號地下 中西

好好味食坊 香港北角馬寶道62至76號華禮大廈地下19A鋪  東

好到底麵家 新界元朗阜財街67號地下 元朗

帆船美膳有限公司 大埔汀角路55號太平工業中心二座5楼 大埔

有食緣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砵甸乍街22號, 地段號碼5158地下(小部份)舖 中西

有記粉麵廠有限公司 香港仔大道234號富嘉工業大廈25樓 南

江仔記粉麵專家 香港灣仔堅拿道東２號地下 灣仔

百寶雞 新界沙田大圍積信街30-51號安信樓41A號G舖 沙田

余均益食品廠有限公司 香港爹核里3號地下 中西

良記 九龍油麻地炮台街16號地下 油尖旺

迅豐集團有限公司 九龍官塘源圖道50號宝冠大廈地下A室 觀塘

邦恩咖啡(遠東)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灣宏照道11號寶隆中心A座905室 觀塘

佳景麵家 新界葵涌梨木道112號, 葵寶大厦4號及9號地舖 葵青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新界將軍澳厚德邨街市 H78, H79 地舖 西貢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九龍牛頭角 181 號兆景大廈 21 號地舖 觀塘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九龍深水埗順寧道 283 號順寧苑地下 3 及 3A 舖 深水埗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九龍黃大仙龍翔中心地下 6 號舖 黃大仙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新界葵涌石蔭路 98 至 112 號地下 E 及 F 舖 葵青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香港柴灣興華(1)邨興華商場地下 4 號舖 東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九龍城道 56 B 至 56 C 號忠信大廈地下 D,E 及 F 舖 九龍城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新界天水圍天湖路１號嘉湖山莊新北江商場 1 樓 16 號舖 元朗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香港北角春秧街 128 號港逸軒地下 E & F 舖 東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新界元朗壽富街 55 號元朗中心地下A及B舖 元朗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新界荃灣川龍街 88 號協和廣埸地下 9-11 號舖 荃灣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新界上水彩園邨商場平台一號舖 北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九龍美孚新邨百老匯街 19 - 21號地下 14 及 15 號舖 深水埗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香港皇后大道西 292 - 298 號八達大廈地下低層 中西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九龍旺角塘尾道 22 號地下 A, B 及 C 舖 油尖旺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新界將軍澳厚德邨厚德商場 1樓 129 及 130 號舖 西貢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香港西環卑路乍街 46 號A 隆基大廈地舖 中西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新界元朗裕景坊同益大廈地下 2 - 3 號舖 元朗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新界屯門鄉事會路 64-66 號泰興大樓地舖 屯門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九龍深水埗桂林街 75-79 號地舖 深水埗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香港筲箕灣工廠街 30 號莊士軒地下 7 及 8 號舖 東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九龍馬頭圍道 125 至 127 號地舖 九龍城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九龍紅磡湖光街 1 - 7 號聯成大廈地下 17G1 舖 九龍城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香港小西灣道9號富欣花園地下 17,18,19,45 及 46 號舖 南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九龍油麻地炮台街 66, 68 及 70 號啟儀閣地下B舖 油尖旺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九龍旺角煙廠街 2-4 號地舖 油尖旺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新界荃灣楊屋道 69 至 71 號地舖 荃灣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九龍旺角廣東道 1012 - 1016 號地舖 油尖旺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香港中環威靈頓街 97 號威利大廈地下高層H舖 中西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新界大埔大光里 10-22 號大運大廈地下 B, B1 及 C1 舖 大埔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新界荃灣川龍街 38- 44 號天華樓地下 B, C及D舖 荃灣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新界大埔富善街 46 - 52 號永富大廈地下 A舖 大埔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香港灣仔道 59, 61 及 63 號地下B舖 灣仔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九龍藍田啟田道啟田大廈地下 7, 8, 11 & 12 舖 觀塘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九龍黃大仙環鳳街地下 26 - 30 號舖 黃大仙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新界屯門湖翠路 2 號美樂花園 54, 55, 69及70號舖 屯門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新界屯門龍門居 45 號富健花園地下 53、54 號舖 屯門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香港灣仔道 234-236 號鴻業大廈地下上層 A 至 C , D1 至 D3 舖 灣仔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新界葵涌石籬邨石籬商場二期地下 4 號舖 葵青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新界屯門安定邨定祥樓 3 樓 305-307 號舖 屯門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葵涌石蔭路 135-147 號梨木道 102-116 號葵寶大廈地下1A-3A, 8A-
10A, 14A-17A舖

葵青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九龍牛頭角樂華南邨展華樓地下 130, 132 及 134 號舖 觀塘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香港香港仔大道 210-210A 地下 南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香港北角春秧街 91A 號明秀大廈地下 D & E 舖 東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新界天水圍天湖路１號嘉湖山莊新北江商場 1 樓 16 號舖 元朗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九龍旺角塘尾道 22 號地下 A, B 及 C 舖 油尖旺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新界屯門鄉事會路 64-66 號泰興大樓地舖 屯門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香港筲箕灣工廠街 30 號莊士軒地下 7 及 8 號舖 東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九龍馬頭圍道 125 至 127 號地舖 九龍城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九龍油麻地炮台街 66, 68 及 70 號啟儀閣地下B舖 油尖旺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新界荃灣川龍街 38- 44 號天華樓地下 B, C及D舖 荃灣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香港香港仔大道 210-210A 地下 南

佳寶食品超級巿場 香港北角春秧街 91A 號明秀大廈地下 D & E 舖 東

呼吸咖啡 旺角登打士街36號恒威商業大廈4樓 油尖旺

奇華食品有限公司 九龍青山道666號一至三樓 深水埗

明記粉麵家 九龍觀塘輔仁街89A號輔仁大廈地下K舖及J舖(部份) 觀塘

東海堂 (杏花新城) 香港杏花杏花新城地下G55店 東

牧場精肉專門店 灣仔譚臣道5號-11號信方商業大廈地下B舖 灣仔

冠華食品有限公司 新界葵涌葵德街15-33號葵德工業中心2期樓G& H室 葵青

城巿花園酒店 香港北角城巿花園道九號 東

珍寶海鮮舫 香港仔黃竹坑深灣碼頭徑 南

皇家太平洋酒店 香港九龍尖沙咀廣東道33號中港城 油尖旺

盈信膳食天地 大埔汀角路57號太平工業中心第一期地下A室 大埔

美心西餅 (Airport) 大嶼山香港國際機場一號客運大樓 5T060號舖 離島

美心西餅 (Causeway Bay)  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477號地下D舖 灣仔

美心西餅 (Chelsea Heights) 新界屯門卓爾居卓爾廣場地下G8號舖 屯門

美心西餅 (Fanling Town 粉嶺名都中心二樓十號舖 北

美心西餅 (Fu Tung) 新界東涌富東邨富東商場地下G01號舖 離島

美心西餅 (Homantin)  九龍何文田廣場2樓223號舖 九龍城

美心西餅 (Hunghom Shopping
Mall)

 九龍紅磡德民街2-34號紅磡商場地下1,4A及4B號舖 九龍城

美心西餅 (Kai Tin)  九龍藍田啟田邨啟田商場地下4號舖 觀塘

美心西餅 (Leung King)  新界屯門良景邨商場2樓318號舖 屯門

美心西餅 (MTR - Fortress Hill) 炮台山地鐵站未入閘區 FOH 10 號舖【近A出口】 東

美心西餅 (MTR - Hang Hau A)  Kiosk No. HAH 13【近A1出口】 西貢

美心西餅 (MTR - Hung Hom)  紅磡暢運道紅磡站大堂未入閘H4號舖 九龍城

美心西餅 (MTR - Kwai Fong) 港鐵葵芳站12號舖 葵青

美心西餅 (MTR-Admiralty A)  Kiosk No. ADM 18【近D,E,F出口】 中西

美心西餅 (North Point) 香港北角英皇道406至408號康威大廈地下2號 東

美心西餅 (Queens Road 中環皇后大道中79-83號萬興商業大廈地下B舖 中西

美心西餅 (Siu Sai Wan) 香港柴灣小西灣邨小西灣商場地下8號舖 東

美心西餅 (Tak  Shing)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20號德成大廈地下3號舖 中西

美心西餅 (Tin Chak) 新界天水圍天澤邨天澤商場1樓123號舖 元朗

美心西餅 (Tin Chung) 新界天水圍天頌苑頌富商場1樓159號舖 元朗

美心西餅 (Tin Shing) 新界天水圍天盛苑商場1樓113號舖 元朗

美心西餅 (Tin Shui) 新界天水圍天瑞邨商場地下 7 號舖 元朗

美心西餅 (Tseung Kwan O) 將軍澳唐俊街9號君薈坊1樓F10-11號舖 西貢



美心西餅 (Tsz Wan Shan)  九龍慈雲山毓華街23號慈雲山中心101及102號舖 黃大仙

美心西餅 (Wan Chai)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45號安康商業大廈地下2號舖 灣仔

美心西餅 (Yuen Long Tai Ma
Road)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186-194號同福大樓地下B舖及閣樓 元朗

美利飲食有限公司 大埔汀角道55號太平工業中心第二座九樓B室 大埔

美利飲食有限公司 大埔汀角道55號太平工業中心第二座九樓D2室 大埔

美佳肉食公司 香港跑馬地景光街7-9號地下 灣仔

美味屋 香港筲箕灣 筲箕灣道149號地下 東

美暉集團 柴灣新業街6號安力工業中心十四樓18室 東

英記麵家 香港西營盤高街32號地下 中西

英華餅店 新界元朗喜業街２號喜業工廠大廈１樓８室 元朗

英華餅店 元朗喜業街2號喜業工廠大廈四樓一室 元朗

英華餅店  新界大埔靖遠街47號地下及閣樓 大埔

香港美食有限公司 新界屯門建旺街1號 屯門

浪漫滿屋 390 CASTLE PEAK ROAD, TAM MEI, YUEN LONG 元朗

海皇園林酒家 九龍鯉魚門海傍道中39號 觀塘

益新魚翅公司 香港干諾道西158號地下 中西

彩虹仙子特式餐廳 九龍青山道29-33號地下 深水埗

爽爽麵店 新界元朗鳳攸北街順風樓地下5號舖 元朗

蛋撻王控股有限公司 九龍土瓜灣欣榮花園地下11號舖 九龍城

蛋撻王控股有限公司 九龍油塘鯉魚門廣場地下2號舖 觀塘

蛋撻王控股有限公司 九龍青山道500號百美工業大廈地舖B60-B8舖 深水埗

蛋撻王控股有限公司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29號宏基中心地下5號舖 黃大仙

蛋撻王控股有限公司 九龍灣宏冠道6號鴻力工業中心B座地下5號 觀塘

蛋撻王控股有限公司 九龍灣宏開道13號景發工業中心5A地下 觀塘

蛋撻王控股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海濱道177號海裕工業中心9樓A室 觀塘

蛋撻王控股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開源道48號威利廣場地下1號舖 觀塘

蛋撻王控股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開源道62號駱駝漆工廈1期地下A1室 觀塘

蛋撻王控股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道316-318號志聯工業大廈地下A2座 觀塘

蛋撻王控股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道316-318號志聯工業大廈地下B座 觀塘

蛋撻王控股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鴻圖道1號地下8號舖 觀塘

蛋撻王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砵甸戶街16號太富商業大廈地舖 中西

蛋撻王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添美道1號中信大廈2樓201號舖 中西

蛋撻王控股有限公司 新界東涌逸東邨逸東商場地下21號舖 離島

蛋撻王控股有限公司 新界將軍澳新都城商場第一期地下105-106號舖 西貢

蛋撻王控股有限公司 觀塘大業街31號恊發工商大廈B座地下 觀塘

蛋撻王控股有限公司 觀塘鴻圖道44-46號世紀工商中心地下4號舖 觀塘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 新界元朗 元朗工業  宏樂街18號 元朗

富臨酒家 九龍旺角彌敦道798-802號地下及794-802 號1-3樓 油尖旺

富臨酒家 香港灣仔駱克道72-86號軒尼詩道71-85號熙華大廈地下(部份)及1樓 灣仔

智恒燒腊 觀塘廣田邨好運街市1樓17號舖 觀塘

智營廚房有限公司 香港鴨脷洲利興街10號港灣工貿中心2樓8-9室 南

發記甜品 Shop 9&10, 10/F Mega box, Kowloon Bay, Kowloon. 觀塘

陽光一代  新界西貢 將軍澳石角路1號捷和神鋼中心3-5樓 西貢

雲南桂林過橋米線  九龍旺角西洋菜街194號地下 油尖旺

順豐 將軍澳唐得街１號將軍澳廣場第2層2021C號舖 西貢

新宇宙 新界沙田火炭沙田市地段72-73號山尾街19-25號宇宙工業中心5樓 沙田

新朝日(冷凍食品)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 敬業街65-67號敬運工業大廈8樓Q及R室 觀塘

萬麗海景酒店 香港灣仔港灣道1號 灣仔

聖安娜餅屋有限公司 葵涌永建路1-5號厚豐工業大廈13樓 葵青

聖安娜餅屋有限公司 葵涌永建路1-5號厚豐工業大廈8樓 葵青

聖安娜餅屋有限公司 葵涌永建路1-5號厚豐工業大廈9樓 葵青



滿潮 紅磡黃埔花園2期地舖6號 九龍城

維他天地服務有限公司 新界屯門建旺街1號 屯門

維園小食亭 香港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中央 灣仔

維樂有限公司 香港普慶坊22-24號太慶大廈地下E舖 中西

廣利貿易公司 香港灣仔寶靈頓道16號永德大廈G座23號地下 灣仔

德國食品有限公司  香港香港仔黃竹坑道63號天豐工業大廈11樓 南

德國食品有限公司  香港香港仔黃竹坑道63號天豐工業大廈11樓 南

潮州名廚  九龍山林道50號俊僑商業中心地下及1樓 油尖旺

澳華食品控股有限公司 九龍土瓜灣旭日街1號A福成工業大廈四字樓 九龍城

臻美食品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新業街6號安力工業大廈中心26樓14及15室 東

興隆食品有限公司 九龍塘劍橋道6號THE SQUARE C舖 深水埗

興隆食品有限公司 上環文咸東街68號興隆大廈2字樓 中西

興隆食品有限公司 火炭黃竹洋街1-3號裕昌中心1樓C及J室 沙田

龍堡國際 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8號 油尖旺

簫記潮州滷味燒臘店 九龍美孚新邨百老滙街第一期第九座地下５號舖 深水埗

豐業食堂 九龍觀塘偉業街170號豐業工業大廈A座1樓 觀塘

麗豪酒店 香港沙田大涌橋路34-36號 沙田

麗豪酒店 香港沙田大涌橋路34-36號 沙田

麵棧 旺角西洋菜街216號地下 油尖旺

麵飽廊有限公司 九龍灣宏泰道12號榮發工業大廈1樓 觀塘

麵飽廊有限公司 九龍灣宏泰道12號榮發工業大廈4樓 觀塘

麵飽廊有限公司 九龍灣宏泰道12號榮發工業大廈7樓 觀塘

点点綠 葵涌葵豐街2-16號鍾意恒勝中心402-403室 葵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