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九/新界 分區 連鎖店 店舖名 店舖地址

香港 中西區 萬寧 上環 香港上環皇后大道中 368 號偉利中心1樓 6 號
安泰大廈 香港上環德輔道中144-148 號安泰大廈地下
賴恩樓 香港上環皇后大道西42-56號賴恩樓地下A號舖
華光勵精中心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88號勵精中心地下2號
太子大廈 香港中環遮打道10號太子大廈3樓321-322號舖
羅便臣道 香港西摩道1號輝煌臺地下8 號舖
寶翠園 香港西環卑路乍街8號寶翠園西寶城2樓237舖
西環 香港皇后大道西572-574號高良大廈地下

莎莎 新中環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88號勵精中心地舖1號
德己立街 香港中環德己立街6號地下及1樓
山頂 香港山頂道118號山頂廣場1樓32至34號舖
西寶城 香港西環卑路乍街8號西寶城2樓205號舖

日本城 上環永樂街69 香港上環永樂街67 & 69號地下及閣樓
西營盤正街 香港西營盤正街51號裕豐花園地下A鋪
德輔道西業昌大廈 香港德輔道西426-428B號業昌大廈地下12 & 12B號鋪
西營盤東慈商業中心 香港西營盤德輔道西246號東慈商業中心地下1號鋪

LOG-ON IFC 香港中環國際金融中心商場1樓1041-1049鋪

灣仔區 萬寧 總統戲院 香港銅鑼灣謝菲道517號地下B舖
希慎廣場 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500號希慎廣場第二層地庫B舖
東新商業大廈 香港灣仔駱克道194-200號東新商業大廈地下
灣仔光華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69至273號地下A及B號舖
灣仔道 香港灣仔道 212-214號怡康大廈地下B舖
跑馬地 香港跑馬地成和道25-27號地下

莎莎 莊士敦道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08號地下及1樓
羅素街8號 香港銅鑼灣羅素街8號地下及1樓
金百利 香港銅鑼灣紀利佐治街1號金百利商場地下2-3號舖
駱克541 香港銅鑼灣駱克道541及543號地下
駱克 香港銅鑼灣駱克道500號地下
波斯富街 香港銅鑼灣波斯富街72及74號地下及1樓
皇室堡 香港銅鑼灣告士打道311號皇室堡1樓118至119號舖
禮頓中心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77號禮頓中心地下及2樓
恩平道 香港銅鑼灣恩平道50號地下及1樓
銅鑼灣廣場 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489號銅鑼灣廣場一期地下G19及地庫B01號舖

日本城 灣仔莊士敦道H 香港譚臣道1-3號，莊士敦道25-33號長康大廈H鋪及地庫
灣仔328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350-354號昌業大廈LG/F
銅鑼灣高士威道8 香港銅鑼灣高士威道8號地下A號鋪
黃泥涌永勝大樓 香港黃泥涌道11-11A號永勝大樓地下B及D號鋪

LOG-ON 時代廣場 銅鑼灣時代廣場B1地庫

東區 萬寧 電氣道 香港北角電氣道183號友邦廣場地下5-6號
北角 香港北角英皇道386-388號北港商業大廈地下B
康橋大廈 香港鰂魚涌太古坊康橋大廈地下A舖
太古城 香港太古城道18號太古城中心第一期420舖
愛東 香港筲箕灣愛東村愛東商場111號舖
太安樓 香港筲箕灣筲箕灣道57-87號太安樓地下G7及A6號舖
耀東商場 香港筲箕灣耀東邨耀東商場2樓201號舖
杏花 香港柴灣杏花村杏花新城158-159號舖
新翠商場 香港柴灣新翠商場4樓1-11號
藍灣廣場 香港小西灣道28號藍灣廣場高層地下UG51 及UG52A號舖
小西灣廣場

莎莎 電氣道 香港炮台山電氣道180號地下及1樓3A及B號舖
北角 香港北角英皇道345號新達大廈地下1及2號舖
康山 香港鰂魚涌康山道2號康怡廣場1樓F35至38號舖
柴灣新翠 香港柴灣柴灣道233號新翠商場3樓312至315號舖

日本城 北角健威坊 香港北角英皇道560號健威坊商場地下L44, L53B號鋪
筲箕灣道145號 香港筲箕灣道143-145號大來大廈地下入口地庫A號鋪
筲箕灣逢源大廈 香港筲箕灣道388-414號逢源大廈地下A號店鋪
柴灣小西灣商場 香港柴灣小西灣道10號小西灣商場3樓301A, 301B & 301C號鋪
柴灣宏德居 香港柴灣柴灣道341-343號宏德居B座一樓2號鋪
小西灣藍灣廣場7 香港小西灣小西灣道28號藍灣廣場1樓7號鋪

AEON STYLE 康怡 香港鰂魚涌康山道2號康怡廣場(南)
APITA 太古城 太古城中心二期地庫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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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 萬寧 海怡廣場 香港鴨利洲海怡路18A號海怡廣場(東翼)地下G05號舖
置富 香港薄扶林置富花園置富商場3樓303號

莎莎 新香港仔 香港香港仔成都道38號利港中心地下G08及G10號舖

日本城 香港仔中心G號鋪 香港仔中心5期商場1樓G鋪
香港仔華富商場 香港仔華富邨商場1B號鋪
鴨利洲利東商場 香港鴨利洲利東邨利東商場101B鋪
鴨利洲海怡半島124 香港鴨利洲海怡廣場西翼1樓124鋪
田灣嘉禾街15 香港田灣嘉禾街15號順豐大廈地下1 & 2號鋪
赤柱廣場 (生活提案) 香港赤柱佳美道23 & 33號馬坑邨赤柱廣場4樓401號鋪

九龍 油尖旺區 萬寧 匯豐銀行 九龍彌敦道655 號胡社生行地下C
行人專用區 九龍旺角山東街47-51號中橋商業大廈星際城市地下10-12號舖
新世紀廣場 九龍旺角太子道西193號新世紀廣場一樓162號舖
金雞廣場 九龍旺角洗衣街39-55號金雞廣場地下1C
花園街 九龍旺角花園街3-5號鴻威大廈地下9號舖
窩打老道 九龍窩打老道86D 萬基大廈地下 A&B1A號 
富運商業大廈 九龍彌敦道569-573A富運商業大廈地下A
油麻地 九龍油麻地彌敦道494-496號晉利商業大廈地下
上海街 九龍油麻地上海街388-390號地下
新寶廣場 九龍佐敦道23號新寶廣場地下1號舖
四海大廈 九龍彌敦道208-212號四海大廈地下及地庫A號舖
海防道 九龍海防道32,32A,33及33A 寶豐大廈地下A, B及C舖
重慶購物商場 九龍彌敦道36-44號CKE重慶購物商場2樓2-29號舖
新中港城 九龍尖沙咀廣東道33號中港城高層地下28號舖
中國客運碼頭  九龍尖沙咀中國客運碼頭離港層禁區第二號舖位
柯士甸道 九龍柯士甸道134號太極樓地下

莎莎 雅蘭 九龍旺角彌敦道625及639號雅蘭中心地下G15至19號舖
好望角 九龍旺角西洋菜南街13-19號好望角大廈地下13 及15號舖
西洋菜南街38-40 九龍旺角西洋菜南街38-40號地下
旺角160 九龍旺角西洋菜南街160-162號地下
銀行中心 九龍旺角彌敦道636號銀行中心1樓17號舖
始創 九龍旺角彌敦道750號始創中心地下G12至16號舖
新世紀 九龍旺角新世紀廣場1樓148號舖
旺角銀城 九龍旺角西洋菜南街2A號銀城廣場1樓123-172號舖
彌敦酒店 九龍油麻地彌敦道378號2樓
油麻地 九龍油麻地彌敦道539及539A號地下
彌敦200 九龍佐敦彌敦道200號地下
佐敦道31 九龍佐敦佐敦道31-37號百誠大廈地下A4號舖
星光行 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星光行地庫B17至B19及B23D至H號舖
重慶站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36-44號重慶站1樓
金巴利 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26號地下1至3號舖
新廣東道 九龍尖沙咀廣東道68-80號恆利大廈地下5號及6號舖
新加拿芬道 九龍尖沙咀加拿芬道37號地下至2樓
北京道 九龍尖沙咀北京道73號誠信大廈地下及1樓
愛賓 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2-6號愛賓商業大廈1樓及2樓101號舖
彌敦88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86-88A地下
新海防道 九龍尖沙咀海防道51 – 52號地下A-D號舖
新太陽廣場 九龍尖沙咀廣東道28號新太陽廣場UG層UG02號舖
新港 九龍尖沙咀廣東道30號新港中心1樓111至112號舖
新港2 九龍尖沙咀廣東道30號新港中心2樓241J號舖
九龍酒店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19-21號九龍酒店地下G02及地庫B01號舖
帝國中心 九龍尖沙咀麼地道68號帝國中心地下G38及G42及UG層G50-57號舖
海防道 九龍尖沙咀海防道35-37號海利行1樓及2樓
中港城 九龍尖沙咀廣東道33號尖沙咀中港城1樓19號舖
加連威 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地下25A號舖
金馬倫 九龍尖沙咀金馬倫道23-25A號金馬倫廣場地下A及B號舖

日本城 旺角運動場道5&5A 九龍旺角運動場道5&5A號地下及閣樓
旺角窩打老道 九龍旺角窩打老道67號C地鋪
旺角廣東道高明商業大廈 九龍旺角廣東道998號高明商業大廈地下B-D號鋪
何文田廣場304 九龍何文田佛光街80號何文田廣場3樓304號鋪
何文田愛民商場F15 九龍忠孝街60號愛民商場1樓F15-F17號鋪
油麻地彌敦道寶寧大廈 九龍油麻地彌敦道525-543A號寶寧大廈地下及地庫
佐敦上海街 九龍上海街80號華海廣場地下1-2號鋪
佐敦庇利金街42 九龍佐敦庇利金街42號金陵大廈地下及1樓A，B & C號鋪
尖沙咀柯士甸道 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110號地下
尖沙咀美麗都大廈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58號美麗都大廈地庫27A-31A號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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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N 海港城 尖沙咀海港城港威商場三階3202號舖

深水埗區 萬寧 奧海城2期 九龍大角咀奧海城商場2期1樓142-143號舖
奧海城1期 九龍西九龍海輝道11號奧海城1期高層地下5號舖
埃華街 九龍大角咀51-65號埃華街大方樓地下3-4號舖
港灣豪庭廣場 九龍大角咀福利街 8 號港灣豪庭廣場1樓109-110號舖
新九龍廣場 九龍大角咀道38號新九龍廣場地下56-59號
西九龍中心 九龍深水埗欽洲街37K西九龍中心5樓501B
荔枝角道 九龍深水埗荔枝角道316-318號地下
大華大廈 九龍荔枝角道50-52號大華大廈地下B及C舖
富昌 九龍深水埗富昌商場地下24號舖
新元州街 九龍深水埗元州街388號肇如大廈地下B舖
李鄭屋 九龍順寧道273號日輝大廈地下G11號
昇悅居 九龍荔枝角道833號昇悅居1樓130及132號舖
美孚 九龍美孚新邨百老匯街69-119號地下99B
石硤尾 九龍石硤尾窩仔街1-13號仁寶大廈地下A舖

莎莎 奧海城 九龍大角咀奧海城二期UG層UG11號舖
西九龍 九龍深水埗欽州街37K號西九龍中心第一層112A號舖

日本城 深水埗元州街37 九龍深水埗元州街37號地下
大角咀新九龍廣場 九龍大角咀新九龍廣場地下037-038 & 047-050號鋪
西九龍奧海城一期 九龍西九龍奧海城一期UG12號鋪

AEON 荔枝角店 九龍深盛路8號碧海藍天地下

九龍城區 萬寧 寶來街 九龍紅磡湖光街1-7號地下17 G1A 號舖
繽紛購物城 九龍紅磡德民街1-15號繽紛購物城1字樓E
馬頭角道 九龍九龍城馬頭角道金都豪苑地下3-4號舖
土瓜灣 九龍土瓜灣道美景大廈地下243A
愛民商場 九龍何文田愛民邨愛民商場地下G17號舖

莎莎 黃埔 九龍紅磡黃埔花園聚寶坊地下G19及20號舖
德福 九龍九龍灣偉業街33號德福廣場地下G36號舖
九龍城 九龍九龍城賈炳達道128號九龍城廣場UG層UG20至22及UG25A號舖

日本城 九龍城晴朗商場A015 九龍九龍城承啟道28號晴朗商場A區地下A015鋪
土瓜灣欣榮花園 九龍土瓜灣馬頭角道33號欣榮花園35-36號地下
土瓜灣道74A 九龍土瓜灣道72A, 72B, 72C & 74A號地下鋪
馬頭角翔龍灣廣場126 九龍馬頭角新碼頭街38號翔龍灣廣場1樓126號鋪

AEON STYLE 黃埔 九龍紅磡黃埔新天地第5及6期地面及地庫
AEON 九龍城店 九龍城賈炳達道128號KCP九龍城廣場2-4樓

黃大仙區 萬寧 樂富 九龍橫頭磡樂富中心3樓3129-3130 號舖
荷里活廣場 九龍鑽石山荷里活廣場377-378號舖
慈雲山中心 九龍慈雲山毓華街23號慈雲山中心5樓537-538號舖
新蒲崗 九龍康強街35-49號地下2號舖
彩雲商場 九龍牛池灣彩雲(一)邨彩雲商場2期高層地下A111號舖

莎莎 新蒲崗 九龍新蒲崗太子道東638號Mikiki地下G17及18號舖
新樂富 九龍橫頭磡聯合道198號樂富廣場1樓1159 號舖

日本城 黃大仙慈雲山 九龍慈雲山購物中心6樓商場634-637號鋪
黃大仙竹園南商場 九龍竹園邨竹園廣場S203及S204號鋪
鑽石山鳳德商場 九龍鑽石山鳳德邨鳳德商場217-218號鋪
牛池灣彩雲商場 九龍牛池灣彩雲(I)邨彩雲商場第三期3樓B302號鋪

UNY 樂富 九龍橫頭磡樂富廣場2層超市

觀塘區 萬寧 APM 九龍觀塘創紀之城5期apm1樓L1-28及L1-29號舖
淘大商場 九龍牛頭角道 77 號淘大商場二期地下183-185號
大本型 九龍油塘高超道38號大本型2樓233號舖
觀塘 九龍觀塘通明街7號地下
秀茂坪商場 九龍秀茂坪邨秀茂坪商場1 樓108 號舖

莎莎 淘大 九龍牛頭角道77號淘大商場一期UG層G59及60號舖
觀塘APM 九龍觀塘觀塘道418號apm1樓L1-26A號舖
油塘 九龍油塘高超道38號大本型1樓124號舖

日本城 牛頭角得寶花園商場 九龍牛頭角牛頭角道3號得寶花園得寶花園商場221,222&225號鋪
牛頭角道聯安街 九龍牛頭角道301 & 303號，聯安街1,3,5 ＆7號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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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秀茂坪商場 九龍觀塘秀茂坪邨秀茂坪商場2樓212號鋪
觀塘順利商場 九龍觀塘順利邨順利商場3樓P15-P17號鋪
藍田啟田商場 九龍藍田啟田商場2樓231號鋪
藍田德田商場201 九龍藍田德田邨德田商場2樓201-202 & 224號鋪
油塘鯉魚門廣場 九龍油塘鯉魚門道80號鯉魚門廣場2樓215號鋪

PIAGO 德褔 九龍灣德福廣場2期4樓超市

新界 西貢區 萬寧 連理街 新界將軍澳坑口連理街商場1樓119-121號舖
PopCorn 新界將軍澳唐賢街9號PopCorn 一樓F66及67號舖
東港城 新界將軍澳重華路8號東港城2樓238B號舖
彩明商場 新界將軍澳彩明商場310號舖
翠林商場 新界將軍澳翠林邨翠林商場5樓101號舖

莎莎 都會駅 新界將軍澳景嶺路8號都會駅2樓L2-029至031號舖
PopCorn 新界將軍澳唐俊街9號PopCorn 2期1樓F108-110號舖

日本城 將軍澳尚德邨 新界將軍澳尚德邨尚德商場一樓107-108號鋪
將軍澳南豐廣場222 新界將軍澳南豐廣場1樓層B222號鋪
將軍澳寶琳商場 新界將軍澳寶琳邨寶勤樓3樓316-320號鋪

AEON 將軍澳店 香港新界將軍澳唐德街1號將軍澳廣場二層2-021至2-066號舖

葵青區 萬寧 石籬商場 新界石籬商場第二期2樓235號舖
葵興港鐵站 新界葵興葵興港鐵站KWH5號舖
葵芳 新界葵芳新都會廣場 4 樓 417-419 號舖
禾塘咀街 新界葵興禾塘咀街85號地下
青衣 新界青衣長發廣場2樓217號舖
長亨 新界青衣長亨商場低層地下109號舖
宏褔花園 新界青衣長敬路75號宏褔花園商業中心(北翼)2-5號
偉景花園 新界青衣青綠街1號偉景花園商場地下8-11號
碧堤坊 新界深井青山公路33號碧堤坊3樓8號舖

莎莎 新都會 新界葵芳興芳路223號新都會廣場2樓270至274號舖
新青衣 新界青衣青荃路33號青衣城2樓215號舖

日本城 葵涌大窩口邨 新界葵涌大窩口邨第一商場C15號鋪
葵涌梨木樹商場 新界葵涌梨木樹邨梨木樹商場地下13-16號鋪
葵涌葵盛東商場 新界葵涌葵盛東商場1樓117及119號鋪
青衣長亨商場 新界青衣長亨邨長亨商場LG2-201號鋪
青衣長發商場 新界青衣長發邨長發商場3樓306-308號鋪
青衣青怡花園 新界青衣青綠街7-19號青怡花園1樓14H號鋪

荃灣區 萬寧 荃錦中心 新界荃灣荃錦中心110-125號
新愉景新城 新界荃灣青山道398號愉景城購物商場二層2050舖
綠楊坊 新界荃灣綠楊坊平台 P11A & P11B
大窩口 新界荃灣大窩口邨第一商場B1
荃灣中心 新界荃灣中心第二期15-17座高層地下28-41號

莎莎 荃灣眾安街 新界荃灣眾安街51號地下
悅來坊 新界荃灣荃華街3號悅來酒店悅來坊地下G21至23號舖
荃新天地 新界荃灣楊屋道1號荃新天地地下G73, G75A及B號舖
綠楊坊 新界荃灣綠楊坊地下G10-11B號舖

日本城 荃灣麗城薈 新界荃灣青山道625號麗城花園第麗城薈三期地下3號鋪
荃灣愉景新城3020 新界荃灣愉景新城商場3樓3020 及3021鋪

AEON 大窩口店 新界荃灣荃華街3號悅來坊B2 - B3

沙田區 萬寧 沙田廣場 新界沙田廣場三樓47號  
大圍 新界沙田大圍道55-56號金禧花園10號地下
百得 新界沙田第一城商場G30-32號
沙角商場 新界沙田沙角街5號沙角商場2樓235號舖
廣源 新界沙田廣源邨商場第四座1-3號
禾輋 新界沙田禾輋邨商場2樓261號舖
顯徑 新界沙田顯徑邨顯徑購物中心地下113號
瀝源 新界沙田瀝源邨瀝源商場二樓214號舖
翠華花園 新界沙田沙角街7-11號翠華花園地下12-13號舖 
博康 新界沙田博康邨博康商場107-109號舖
穗禾 新界沙田穗禾購物中心地下G11,G12號
美林商場 新界大圍美林邨美林商場地下20-22號舖
新港城 新界馬鞍山新港城中心二樓2E-89A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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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安 新界馬鞍山頌安商場1樓110&111號
恆安 新界馬鞍山恆安邨商場2樓221-222號

莎莎 大圍 新界沙田大圍道55-65號金禧花園地下9號舖
沙田 新界沙田沙田正街18號新城市廣場一期3樓357號舖
沙田第一城 新界沙田銀城街1號置富第一城地下G18B, G19-23及G24A1號舖
沙田廣場 新界沙田沙田廣場3樓18, 19A, 19B 及20號舖
新馬鞍山 新界馬鞍山新港城2樓2E-31及2E-32號舖
沙田中心 新界沙田橫壆街2-16號沙田中心3樓32B號舖

日本城 沙田瀝源商場 新界沙田瀝源街6號瀝源邨瀝源商場2樓2號鋪
沙田禾輋商場 新界沙田禾輋邨禾輋商場2樓228號鋪
大圍顯徑商場 新界大圍顯徑邨商場201號鋪
馬鞍山利安商場201號 新界沙田馬鞍山利安邨利安商場LG2層 L201鋪
馬鞍山恒安商場406 新界沙田馬鞍山恒安邨恒安商場4樓406號鋪
馬鞍山頌安商場131號 新界沙田馬鞍山頌安邨頌安商場1樓131及132C鋪
馬鞍山廣場347 新界馬鞍山西沙路608號馬鞍山廣場3樓347，348 & 348A號鋪
馬鞍山耀安邨商場 新界馬鞍山耀安邨耀安商場G117號鋪

LOG-ON 新城市廣場 新界沙田新城市廣場1期2樓204-214鋪

大埔區 萬寧 新達廣場 新界大埔新達廣場1 樓 7 號
大元村 新界大埔大元商場新翼地下1號舖
富亨 新界大埔富亨邨富亨購物中心28號
廣褔商場 新界大埔廣福邨廣福商場1樓206-209號舖
太和廣場 新界大埔太和路12號太和廣場2樓201號舖

莎莎 大埔新達 新界大埔南運路9號新達廣場1樓052號舖
大埔超級城 新界大埔安邦路3號大埔超級城C區2樓577至578號舖
太和 新界太和大埔太和路12號太和廣場(東翼) 2樓209及210號舖

日本城 大埔新達廣場 新界大埔新達廣場一樓072-073號鋪
大埔廣場 新界大埔安泰路1號大埔廣場第一層3號鋪
大埔大元商場 新界大埔大元邨大元商場2-4號鋪地下
大埔大榮里6 新界大埔大榮里6 & 8號永樂樓地下及閣樓A號鋪
大埔太和邨 新界大埔太和邨安和樓S305-S306鋪

北區 萬寧 上水中心 新界上水智昌路3號上水中心2樓2077D-H號舖
新康街 新界上水新康街96號地下
清河商場 新界上水清河邨清河商場9號舖
花都廣場 新界粉嶺百和路88號花都廣場地下A52, A55-A59&100號
帝庭軒 新界粉嶺聯和墟和滿街8號帝庭軒一期商場一樓1&2號舖
粉嶺中心 新界粉嶺新運路33號粉嶺中心第二期130號地下

莎莎 上水 新界上水龍琛路39號上水廣場4樓409A號舖
上水新都2 新界上水龍運街8號新都廣場1樓104及105號舖
上水彩園 新界上水彩園路8號彩園廣場3樓R24、26、28及30號舖
上水新豐 新界上水新豐路87號地下及閣樓
上水中心 新界上水智昌路3號上水中心2樓2038A, 2045及2046號舖
粉嶺花都 新界粉嶺百和路88號花都廣場地下A46及103號舖
新落馬洲 新界落馬洲港鐵站LMC 123號舖

日本城 上水天平邨 新界上水天平邨天平商場地下123號鋪
上水清河商場 新界上水清河邨清河商場7號鋪
粉嶺中心 新界粉嶺新運路33號粉嶺中心一樓237-242號鋪

屯門區 萬寧 屯門市廣場 新界屯門屯順街1號屯門市廣場1期2樓2199B-2199F號舖
錦薈坊 新界屯門屯隆街1號錦薈坊3樓353號舖
屯門仁政街 新界屯門仁政街26A富華大廈地下C-E號   
良景 新界屯門良景購物中心207號
蝴蝶廣場 新界屯門蝴蝶廣場1樓L132-133 & L136-137號舖
富健花園 新界屯門龍門道45號富健花園55, 56 & 58號舖
海翠坊 新界屯門湖翠路168-236號海翠坊1號及85-86號舖   
大興 新界屯門大興街1號大興邨商場地下L107號舖
置樂花園 新界屯門置樂花園地下66A號舖

莎莎 屯門V City 新界屯門屯門鄉事會路83號V City 地下G11號舖
屯門時代 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3樓15-16號舖
錦薈坊 新界屯門屯隆街1號錦薈坊3樓311至313號舖
新屯門 新界屯門屯成街1號屯門市廣場一期2樓2057至2060號舖
屯門良景 新界屯門田景路31號良景廣場3樓L334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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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城 屯門井財街15 新界屯門井財街15號金銘大廈地下20A號鋪
屯門良景商場301 新界屯門良景邨良景商場3樓L301至L304號鋪
屯門海麗花園 新界屯門良德街12號海麗花園UG3，5 & 6號鋪
屯門安定商場 新界屯門鄉事會路2A號安定邨安定商場地下N-124鋪
屯門康麗花園 新界屯門鄉事會路康麗商場49號鋪地下
屯門新都商場 新界屯門新都商場3樓313號鋪
屯門蝴蝶邨L329 新界屯門蝴蝶邨蝴蝶商場3樓L329-L332號鋪

AEON 屯門店 新界屯門屯順街1號屯門市廣場1期地面高層及1樓

元朗區 萬寧 阜材街 新界元朗阜材街34-36號光華中心地下4號舖
元朗壽富街 新界元朗壽富街51-59元朗中心地下4A及4B號舖
朗屏邨 新界元朗朗屏邨5座鏡屏樓M樓M006,M007號舖
錦繡花園 新界元朗錦繡花園D座地下2號舖
洪水橋 新界元朗洪水橋洪堤路3號麗珊閣地下3號舖
泰衡 新界元朗泰衡街10號大興大廈地下8-11&30號
天耀商場 新界天水圍天耀邨天耀商場9-10舖
新北江 新界天水圍新北江廣場1樓C61及62舖
俊宏軒 新界天水圍天瑞路88號俊宏軒1樓104號舖

莎莎 元朗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138號地下及閣樓
形點 新界元朗朗日路8號形點Yoho Mall 2期1樓A111號舖
元朗廣場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249-251號元朗廣場G/F 001-002 及064號舖
嘉湖銀座 新界天水圍天恩路18號嘉湖銀座二期地下G12號舖

日本城 元朗朗屏商場 新界元朗朗屏邨朗屏商場2樓L201號鋪
元朗千色廣場 新界元朗教育路1號千色廣場1樓19-26 & 66-67號鋪
天水圍天盛商場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盛苑天盛商場1樓L103鋪

離島區 萬寧 T1 L7E105 禁區東大堂 香港國際機場七樓離境大堂7E105號舖
機場離境 香港國際機場客運大樓2期翔天廊5樓5P010號舖
逸東 香港大嶼山東涌逸東邨逸東商場地下29號舖

莎莎 東涌東薈城 新界東涌達東路20號東薈城1樓117A號舖

日本城 東涌逸東商場 新界東涌逸東商場209-210號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