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燕麥即磨咖啡銷售店舖地址
店舖地址

香港跑馬地黃泥涌道 15 號常德樓地下及閣樓

香港筲箕灣筲箕灣道 192-198 號延齡大廈地下 C 舖及閣樓

九龍荔枝角道 175-185 號嘉福中心商場地下 6-11 號舖

九龍紅磡民泰街 2-32 號黃埔新邨永華樓及遠華樓地下 B2A-B2B 號舖

新界元朗合益路 17-53 號合益中心地下 51 號舖

九龍旺角運動場道 19 號金華閣地下

香港鴨脷洲大街 25-31 號年豐大廈地下 6-9 號舖

九龍衍慶街 2-30 號新蒲崗大廈地下 J 舖

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 45-53 號聯業大廈地下 A 舖

九龍馬頭圍邨洋葵樓地下 109 號舖

九龍牛頭角定安街 37-43 號立興大廈地下 D 舖

新界屯門仁愛堂圍 42-58 號金滿閣地下 A & B 舖

新界葵涌信芳街 10-14 & 18-20 號月波樓地下 B2 號舖

香港灣仔港灣道 25 號海港中心地下 G6 號舖

香港永樂街 89 & 91 號喜利商業大廈 B 座地下

九龍大角咀道 79 號興旺大廈地下 7 號舖

香港銅鑼灣銅鑼灣道 19-23 號建康商業大廈地下 3 號舖

香港筲箕灣筲箕灣東大街 62-74 號泰安閣地下 23-28 號舖

新界屯門山景邨山景商場地下 8-9 號舖

九龍牛頭角振華道 70 號樂華北邨信華樓地下 101-102 號舖

新界西貢普通道 11, 15-15A 號地下C & D及部份B舖

九龍順安道 9 號順天邨天瑤樓地下 8 號舖

九龍寶靈街 48-50 號地下

九龍旺角豉油街 60-102, 104A & 104B 號鴻都大廈地下 16 號舖

九龍黃大仙黃大仙下邨二期龍樂樓地下 1 號舖

九龍黃大仙竹園道 15 號竹園南邨竹園廣場地下 S004 號舖

九龍深水埗荔枝角道 392-394 號利聯益大廈地下 A&B 舖

九龍大角咀福全街 25 & 27 號宏福樓地下

新界元朗元朗安寧路 2-18 號冠煌樓地下 C 舖

香港干諾道中 168-200 號信德中心地下 G01 號舖

香港灣仔盧押道 20 號其康大廈地下 2 號舖

新界大埔廣福邨廣福商場 P102 & 103 號舖

香港石塘咀山道 20-24 號高雅大廈地下 C 舖及閣樓

新界沙田馬鞍山恆安邨恆安商場二層 235 號舖

新界青衣青康路 12 號長康邨長康二期商場 106 & 107 號舖

新界屯門青河坊 18 號置樂花園地下 55-56 號舖

新界屯門屯門市廣場第一期地下 G055-G056 號舖

新界沙田大圍顯徑邨顯徑商場地下 114 號舖

新界屯門三聖邨豐漁樓地下 2 號舖

九龍油麻地吳松街 42-52 號大觀樓地下   

九龍藍田興田邨恩田樓一座地下 101 號舖

香港筲箕灣金華街 18 號金威樓地下

九龍柯士甸道 144 號祥景樓地下 A 舖

九龍東頭村道183號東頭邨旺東樓地下 2 號舖

香港柴灣新翠商場 120 號舖

新界荃灣海盛路 28 號祈德尊新邨商場地下 5-7 號舖



新界上水天平路 48 號天平邨天平商場地下 116 號舖

香港淺水灣海灘道 33 號海濱中心地下 B 舖

九龍尖沙咀東加連威老道 96 號希爾頓大廈LG樓 5 號舖

九龍廟街 47-57 號正康大廈地下 6 號舖

香港堅道 89 號地下

九龍大角咀大角咀道 38 號新九龍廣場地下 079-080 號舖

香港灣仔駱克道 151 號地下 A 舖

香港香港仔華富二邨華富二邨商場 24A 號舖

新界青衣翠怡花園第二期商場地下 G17 號舖

新界屯門新屯門商場三樓 178-180 號舖

新界將軍澳寶琳北路 38 號景林邨景林商場地下 2 號舖

九龍尖沙咀赫德道 5-9A 號德裕中心地下 1 & 2 號舖 

新界青衣寮肚路 6 號長亨邨長亨商場5樓501號舖

新界葵涌荔景山路 180 號賢麗苑商場地下 1 號舖

香港灣仔摩利臣山道 12-18 號新都樓地下部份 A, B & G 舖

香港灣仔天樂里 9-17 號兆豐大廈地下 C 舖

九龍牛頭角道 77 號淘大花園二期淘大商場地下 G205-207 號舖

香港筲箕灣道 15-31 號興祥大廈地下 E 舖

新界屯門兆興里 3 號兆麟苑兆麟商場地下 1 & 2 號舖

九龍麗港城茶果嶺道 88 號麗港城商場地下 22 & 23 號舖

九龍藍田碧雲道 168 號廣田邨廣田商場地下 1 號舖

新界大埔大榮里 2 & 4 號及寶鄉街 54 號行樂樓地下 A 舖

新界元朗康景街 3-19 號利景樓地下 F 及部份 G 舖

新界葵涌大窩口道 15 號大窩口邨富德樓地下 1 號舖

香港鴨俐洲海怡半島海怡廣場西座地下 G47 號舖

香港柴灣小西灣富景花園商場地下9,14,14A, 21-22號舖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313-317B號及駱克道314-318號中國人壽大廈地下G4 號舖

九龍觀塘翠屏道19號翠屏(北)邨翠屏(北)商場M1層1B號舖

香港告士打道 138 號聯合鹿島大廈地下 B 舖

新界火炭山尾街 18-24 號沙田商業中心地下 G18 號舖

九龍紅磡香港理工大學邵逸夫綜合大樓二字樓 VA206 室

九龍牛頭角道285號觀塘花園大廈孔雀樓地下 285 號舖

香港北角電氣道 98 號萬愷大廈地下

新界粉嶺聯和墟和睦路 9 號海聯廣場地下 6 號舖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61-65號及砵典乍街 2A 號華人銀行大廈地下

新界大埔舊墟直街 9 號銳發大廈地下 2 號舖

九龍美孚新邨百老匯街 69-119 號地下 99C 號舖

九龍觀塘通明街 7 號光明大樓地下

新界荃灣怡康街 1-7 號海濱花園地下平台 A 132 號舖

新界沙田馬鞍山海柏花園馬鞍山廣場第二層 201-202 號舖

新界屯門醫院主樓地下便利店

新界西貢萬年街 118 號地下

香港半山西摩道 1 號輝煌臺地下 7 號舖

九龍秀茂坪邨第三期停車場 1 號舖

新界粉嶺百和路 88 號花都廣場商場地下 22-24 號舖

新界西貢匡湖居第三期匡湖居購物中心地下 C2 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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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 27-33 號永利大廈地下 3 號舖

香港薄扶林沙宣道 6 號香港大學學生宿舍地下

香港柴灣樂民道 3 號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主樓地下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 16 號地下

九龍秀茂坪曉光街21號曉麗苑曉麗商場 2 樓 203 號舖

香港大嶼山梅窩銀運路 3 號梅窩中心地下 13 號舖及閣樓

新界荃灣大廈街 5/7 & 13/17 號仁雅大廈地下 A 舖及閣樓

九龍藍田平田邨平田商場地下 G01 舖

九龍慈雲山雲華街 10 號慈樂邨慈雲山中心 3 樓 324-325 號舖

新界沙田火炭駿景園駿景廣場地下 G21 號舖

香港西營盤正街 18 號啟正中心地下 A 舖

香港堅道 27 號地下

香港香港仔田灣街15, 17及26號田灣邨田灣商場 1 樓 102 號舖

新界將軍澳毓雅里 7 號富麗花園地下 2 號舖

香港赤鱲角駿運路 2 號機場空運中心商業中心 3 樓 305 室

九龍紅磡黃埔花園紫荊苑 11 期地下 G3C 號舖

新界葵涌第三號貨櫃碼頭亞洲貨櫃物流中心 12 字樓 12105N - 12106N 號舖

九龍佐敦德興街 1 號地下 D 舖 (面向德成街)

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 81 號南海大廈地下 A 舖 (面向天文台道)

香港北角北角道 8 號隆運大廈地下C, D, E 及 F舖

新界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 620 號麗城花園 2 期麗城商場地下 3 號舖

香港中環租庇利街 1 號喜訊大廈地下 C 舖

新界元朗天水圍置富嘉湖第2期地下G33-G34號舖

香港灣仔菲林明道 11-15 號玉滿樓地下 C 舖

新界葵涌荔崗街 11 號浩景臺 1 號舖

新界粉嶺一鳴路 23 號牽晴間購物廣場地下 G34 號舖

九龍旺角旺角道 21號地下

九龍觀塘觀塘道 388 號創紀之城一期地下 2B 舖

香港柴灣環翠道11號興華(一)邨興華廣場地下 3 號舖

香港東涌東堤灣畔第6座地下 13 號舖

九龍旺角大南街 8 & 10 號璟璜大廈地下部份A舖

香港薄扶林置富花園置富南區廣場 4 樓 401及401A號舖

香港香港仔南寧街 7-11號香港仔中心地下 25 號舖

新界將軍澳坑口村地下 4A 舖

新界將軍澳唐明街1號富康花園地下 53-54及57-58 號舖

九龍鑽石山斧山道 185 號宏景花園商場地下A14-A16號舖

新界荃灣眾安街 69 號地下

香港德輔道西 125 號大興大廈地下 E 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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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銅鑼灣謝菲道  501-515 號美漢大廈地下 7 號舖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1032-1044號福昌樓地下G5號舖

新界元朗又新街 38 號恒富大廈地下 12 及 13 號舖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963A 號地下

新界天水圍天瑞路71-77號天澤邨天澤商場地下 11 號舖

香港長洲海傍道 36 號地下及二樓

新界將軍澳彩明街1號彩明苑彩明商場地下 1 號舖

九龍旺角亞皆老街 99 號地下

香港東涌逸東邨逸東商場地下 8 號舖

香港灣仔駱克道 64 號地下

新界沙田牛皮沙街 2-8 號愉翠苑愉翠商場地下 1及2 號舖

九龍深水埗青山道 156-162 號永基商業大廈地下 B 舖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99 號地下 1 及 2 號舖

香港北角英皇道400-404號及明園西街4A/4B, 6A/6B & 6C明苑中心地下3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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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245-251 號守時商業大廈地下 A2 舖

九龍尖沙咀加拿芬道 22 號地下

九龍秀茂坪秀茂坪商場地下 22 號舖

香港香港仔湖南街 11 號地下

香港般咸道 55 號地下

新界天水圍俊宏軒地下 G02 號舖

新界屯門青海圍 6 號屯門花園地下 M 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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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筲箕灣興民街 1-18 號協青社赛馬會大樓地下 3 號舖

九龍觀塘駿業里 10 號業運工業大廈地下 A 舖

九龍紅磡民裕街 37至45號凱旋工商中心地下 B1號舖

香港鴨利洲鴨利洲大街 127-139 號高寶閣地下 B 舖

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 74-76 號奇盛中心地下 B 舖

香港堅尼地城龍華街 20 號觀龍樓電梯穿梭大樓地下 1 號舖

新界葵涌工業街 2-8 號力豐工業大廈地下 D 舖

新界青衣青衣路 1 號藍澄灣地下 1 號舖

九龍觀塘鴻圖道 44-46 號世紀工商中心地下 1D 號舖

九龍石硤尾南昌街 223-237 號及偉智街 16 號名都廣場地下 G3 號舖

香港寶馬山寶馬山道 45 號賽西湖商場底層地下 1 號舖

九龍海輝道 11 號奧海城 1 期商場底層 UG02 號舖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154 號地下

香港大嶼山香港迪士尼公園迪欣湖活動中心

九龍荔枝角海麗邨海麗商場地下 8 號舖

新界葵涌石蔭路 78-84 及 88-96 號天安樓地下 2 號舖

新界西貢福民路 74 號合益樓 C 及 D 舖地下及閣樓

新界粉嶺和豐街 9 號榮熙閣地下 2 號舖

香港銅鑼灣摩頓臺 13-33 號灣景樓地下 8及9 號舖

九龍旺角上海街 514 號地下

香港中環閣麟街 37 號祥興商業大廈地下

九龍馬頭圍木廠街 1C 地下及閣樓

新界荃灣曹公街 2 號及海霸街 22-32 號華達大廈地下 C 舖

香港鰂魚涌華蘭路 2-10, 12A-12H號及英皇道 1025-1037號惠安苑底層地下 LG3 號 B 部份

新界葵芳盛芳街 23-39 號勝華大廈地下 E 舖

新界葵涌葵盛東邨葵盛東商場地下 1 號舖

九龍油麻地上海街 141 號地下

新界元朗教育路 1 號元朗千色匯地下 29-30 號舖

新界荃灣楊屋道 138 號樂悠居地下 6C 舖

澳門 筷子基 沙梨頭南街 87 至 187號, 運順新邨 地下舖位 CV + CW座。

澳門東望洋斜巷12-12A號利安大廈地下B舗

澳門連勝街83B號地下及閣樓

澳門氹仔埃武拉街407号新世界花園地下G舖

澳門黑沙灣新街306號海濱花園6座/7座 

澳門宋玉生廣場 235 至 287 號 T 座地下 TR/C 舖

澳門 風順堂街 6-I 號 金運大廈 地下B座舖

香港大嶼山昂坪昂坪市集地下 21 號舖

香港北角電氣道 233 號城市花園 1, 2 及 3座地下 2 號舖部份

香港灣仔駱克道 382 號莊士企業大廈地下 1 號舖

九龍旺角上海街 479-481 號地下 3a, 3b & 3c 號舖

九龍新蒲崗大友街 29 號宏基中心地下 4 號舖



香港西環第三街 56-72 號福滿大廈地下 A 舖

香港銅鑼灣駱克道 478-484 號本德大廈地下 G 舖

香港柴灣峰華邨曉峰樓地下 8 號舖

九龍佐敦西貢街 3-5 號昌華商業大廈地下 1 號舖

香港香港仔香港仔大道 178 號地下

九龍紅磡差館里 17-19 號聚賢大廈地下 2A 及 2B 號舖

新界元朗安寧路 65-79 號福安樓地下 C 舖

九龍尖沙咀柯士甸路14-18號僑豐大廈地下5及5A號舖

新界天水圍天壇街 21 號天華邨服務設施綜合大樓地下 1A 號舖

九龍長沙灣長義街 10 號昌隆工業大廈地下 2A 號舖

新界元朗元朗青山公路 180 號地下

香港銅鑼灣邊寧頓街 17 號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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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將軍澳寶琳北路 18 號寶林邨寶林商場 2 樓 206 號舖

香港大嶼山赤鱲角駿坪路 10 號亞洲空運中心第二期貨車停車場 3 樓

九龍彩虹邨金華樓地下 6 號舖

香港半山堅道 135A-137A 號金谷大廈地下 2 號舖

新界荃灣沙咀道 328 號寶石大廈地下 8A 及 9 號舖

新界屯門景峰徑2號景峰花園地下 G09 及 G10 號舖

香港鴨脷洲鴨脷洲橋道322, 326, 328, 330 & 332號鴨脷洲邨利澤樓地下 43 號舖

新界大埔北盛街 9 號翠河花園地下 1 號舖

新界荃灣荃景圍 208 號荃德花園地下 2 號舖

九龍九龍塘聯合道 320 號建新中心地下11,12及18號舖

新界青衣長康邨康貴樓地下 5 號舖

新界大埔翠怡街 3 號翠怡花園地下 1 號舖

新界天水圍天晴邨天晴商場地下 7 號舖

新界元朗鳳攸南街3號好順景大廈地下 1及46 號舖

香港香港仔香港仔大道38號地下

九龍尖沙咀宜昌街 6 號地下部份

九龍藍田啓田道50號啟田邨啟田商場 2 樓 222 號舖

九龍佐敦北海街 13-15 號中栢大廈地下及閣樓

新界天水圍俊宏軒俊宏廣場地下L01, L02 & L03號舖

新界屯門屯隆街 3 號屯門市廣場 2 期地下 7 號舖

九龍旺角西洋菜北街 157 號恆安樓地下

香港港島東太古城第 5 期寧安閣 G506-G507 號舖

新界粉嶺一鳴路15號碧湖商場地下 G31 號舖

九龍黃大仙竹園(南)邨商場 2 樓 S219C 號舖

九龍長沙灣長沙灣道 681 號貿易廣場地下 1B 號舖

九龍觀塘巧明街 94-96 號鴻圖中心地下 3 號舖

香港銅鑼灣波斯富街60號地下

新界屯門石排頭路 11 號康德花園地下部份 4 號舖

九龍旺角太子道西178號太華樓地下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21-23號均峰商業大廈地下A及部份B舖

新界葵芳興芳路223號新都會廣場1樓163號舖

香港西環卑路乍街18A, 20及20A號如意大樓地下1號舖

九龍尖沙咀河內道 1A 號地下

九龍鑽石山富山邨富仁樓地下 5 號舖

香港灣仔港灣道 30 號新鴻基中心 1 樓 134-135 號舖

九龍牛池灣瓊東街8號嘉峰臺地下2號舖

新界大埔太和路12號太和邨太和廣場 2樓227A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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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荷李活道123號荷李活華庭地下3號舖

九龍佐敦文英街2-24號及文苑街1-23號文英樓地下24號舖

香港鰂魚涌海光街13-15號海光苑地下5及6D號舖

九龍藍田碧雲道223號德田邨德田廣場地下G1B號舖

新界荃灣楊屋道18號荃新天地2期地下G01號舖

新界馬鞍山恆康街2號耀安邨耀安商場地下 G110 號舖

香港中環威靈頓街76號地下

九龍佐敦柯士甸道106號耀基大樓地下

九龍九龍灣宏照道33號國際交易中心地下9號舖

新界荃灣荃景圍 187-195 號荃威花園第一期地下 7 號舖

九龍觀塘寶琳路 2號寶達邨寶達商場地下14號舖

新界屯門建榮街25號百利中心地下2A號舖

九龍觀塘偉業街223-231號宏利金融中心1樓14號舖

九龍旺角砵蘭街 244 號遠東發展旺角大廈地下 B1 號舖

新界上水馬會道 182 號地下及閣樓

九龍九龍灣宏照道38號企業廣場5期 (MegaBox) 地下13及14號舖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 239-247A號萬昌樓地下 E舖

新界元朗教育路 43-49 號快活樓地下 1 號舖

九龍牛頭角振華道70號樂華(北)商場地下 106號舖

新界沙田銀城街 1號沙田置富第一城地下G76-G77號舖

九龍何文田忠孝街60號愛民邨愛民商場地下G01A & G01B號舖

新界沙田德厚街3號禾輋邨禾輋廣場地下G3 及 G4號舖

新界將軍澳唐明街2號尚德商場2樓228號舖

新界將軍澳善明邨善智樓地下 1 號舖

新界錦田錦田公路 84 號地下

九龍加士居道 30 號伊利沙伯醫院 D 座低層地下 3 號舖

新界將軍澳常寧路10號安寧花園第二座地下17號舖

香港赤鱲角國際機場超級一號貨站辦公大樓南座地下RCG04A室

新界大埔露屏路 10 號香港教育大學中央大樓C座地下C-P-13室

香港北角琴行街 15 號港濤軒地下 5 號舖

九龍紅磡湖光街1-7號聯盛大廈地下17D號舖

九龍尖沙咀中間道5-6號遠東大廈地下9號舖

香港灣仔譚臣道72號地下及閣樓

新界粉嶺一鳴路18號華心邨華心商場地下R31號鋪

香港上環蘇杭街106號地下B舖

新界上水新祥街25號地下

九龍牛池灣清水灣道45號彩雲(一)邨彩雲商場三期地下B111, B113 及 B114 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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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大坑勵德邨邨榮樓第6座22 & 26號舖 (地下連一樓)

九龍荔枝角瑪嘉烈醫院道 2-10 號瑪嘉烈醫院大樓地下

九龍砵蘭街372-378號地下A舖

九龍牛池灣彩雲(一)邨彩雲商場二期UG層A116號舖

九龍九龍灣宏光道39號宏天廣場地下6號舖

香港中環雲咸街 41 號地下

新界將軍澳怡明邨怡悦樓地下 1 號舗

香港灣仔春園街 49-51 號新春園大廈地下G及H舖

新界葵涌葵昌路51號九龍貿易中心2樓212號舖

香港西環皇后大道西 420-424 號冠華大廈地下 C 舖

九龍觀塘駿業街 64 號南益商業中心地下



新界天水圍天瑞 (I & II) 邨天瑞商場地下G1A號舖

新界屯門蝴蝶邨蝴蝶廣場地下R105 號舖

新界大埔康樂園康樂園市中心徑1號地下4號舖

九龍長沙灣元州街303號元州邨元州商場地下G17號舖

九龍旺角海庭道2號海富商場地下12B號及13號舖

九龍尖沙咀麼地道68號帝國中心地下G9-G11號舖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25-33號長康大廈地下B舖及閣樓

新界馬鞍山烏溪沙路8號迎海薈2樓8號舖

新界天水圍天湖路天耀廣場地下L032號舖

香港大嶼山香港國際機場南環路80號第二機庫1樓R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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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荃灣海盛路11號 One Midtown 地下1號舖前部份

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100號港晶中心地下56-57號舖

新界荃灣 67-95號荃灣街市街荃灣千色匯地下G8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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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紅磡船景街7號黃埔花園第四期地下G13及G13A號舖

新界元朗擊讓路 17 號順發大廈地下 J 舖及閣樓

新界上水龍運街 8 號新都廣場第一層 106e 號舖

新界沙田博泉街1號水泉澳邨水泉澳廣場地下G06號舖

香港大嶼山香港迪士尼公園迪士尼行政大樓二期 BOH-645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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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北角英皇道 298-300 號五洲大廈地下部份 A 及部份 C2 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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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佐敦白加士街 87 號地下

香港新界粉嶺新運路 38 號祥華邨祥華商場地下 G09 號舖

香港南風徑 1 號港怡醫院一樓便利店舖

香港新界沙田禾輋邨厚和樓3樓209  &210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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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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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東涌迎東邨迎東商場地下18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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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屯門欣田邨欣田商場地下G21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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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新界大埔 安埔路12號 富善邨富善商場地下G010舖

香港柴灣華廈街1號環翠邨環翠商場地下G18舖

香港新界馬鞍山保泰街16號地下G01舖

新界元朗鳳翔路 69 號建輝大廈地下18號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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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57-59號金馬倫中心地下G1B, G2, G3號舗

香港 康山道2號 康怡廣場南座4字樓 50A舖

新界東涌滿東邨滿樂坊地下 G03 號舖

香港北角渣華道92號地舖

灣仔道113-117號得利商業大廈地下A1號舖

九龍尖沙咀海港城港威商場四樓4015-6號舖

新界荃灣白田霸街45號 The Mills 地下G15號舖

新界沙田安群街3號京瑞廣場一期地下G03號舖

香港糖街15-23號銅鑼灣中心地下4號舖 

香港柴灣大潭道188號興民邨興民商場4樓403舖

新界天水圍屏欣苑屏欣商場地下 5 號舖

新界沙田沙田頭路29號 新田圍邨榮圍樓4樓5號



新界粉嶺暉明路8號雍盛苑雍盛商場地下6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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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嶼山香港國際機場一號客運大樓第五層抵港大堂 5T058 舖

香港九龍觀塘海濱道77號海濱匯1座及2座一樓15號舖

九龍官塘偉業街111號均輝中心地下

新界元朗壽富街71號元發樓地下11舖

新界元朗錦繡花園市中心廣場C座地下3 & 3A號舖

九龍官塘創業街31號 LT Tower地下G01舗位

新界荃灣楊屋道8號如心廣場1期1樓112號舖

香港電氣道218號港灣東地下1號舖

九龍灣常悅道21號其士工程服務中心(又名 Eastmark) 地下6號舗位

香港大嶼山香港國際機場亞洲國際博覽館一樓中央走廊D舖

香港屈地街28號屈地大廈地下

香港大嶼山愉景灣愉景廣場 C座 地下G67 & G67A號舖

新界沙田火炭駿洋邨駿洋商場低層3樓LG301號舖

新界葵涌圍乪街6號石梨商場1期1樓A106a號舖

九龍龍翔道120號新光中心M2地下001舗位

九龍官塘道348號國際貿易中心地下G03舗

九龍亞皆老街40-46號及通菜街84-86號利群大廈地下A舖及閣樓A室

九龍衙前圍道60號地下及閣樓

香港堅尼地城卑路乍街116-122A號聯康新樓地下B舖

香港大嶼山香港迪士尼公園迪士尼211樓BOH地下食物亭

香港堅尼地城士美菲路45-51號及科士街34-40號聯德聯興聯發聯安新樓Smithfield Walk地下A1舖

香港銅鑼灣駱克道511號

新界葵涌大隴街110號石籬商場2期地下B06-B07號舗

香港怡東路9號東涌市段38, 地下G06號舖

九龍尖沙嘴樂道9號地下

新界馬鞍山沙安街23號利安邨 利安商場地下G3號舖

香港灣仔港灣道1號會展廣場1樓102A及102B舖

香港銅鑼灣利園山道49-57號寶明大廈地下J舖

九龍尖沙嘴嘉連威老道29A號瑞生嘉威酒店地下及閣樓

香港鰂魚涌海灣街2A號海堤街18-22號濱海大廈地下A1舖

九龍海防道47號地下舗及地下天井洗手間及ー樓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40-42號通明大廈地下及地庫

香港天水圍濕地公園路9 號Wetland Seasons Park 11號舖

香港德輔道中106號鴻德大廈地下B部分連廁所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100號前舖及前舖閣樓

新界北上水新康街17 號地下

九龍啟業邨啟賢樓地下4號舖

九龍彌敦道298-306號及佐敦道13, 13A-C, 15號華豐大廈地下A2舗

九龍彌敦道63號i Square, MTR Floor, MTR 13號舖

九龍登打士街41-43號地下6號舖

九龍官塘協和街130號聯合醫院S座地下便利店

香港軒尼斯道463號地下及閣樓

香港厚和街52號厚和大廈地下5號舖

九龍九龍塘又一城地下G08舖

九龍北拱街8號薈點地下 5號舗

九龍彌敦道534-538號嘉榮大廈地下3號舖部份(又名3A號舖)
九龍德民街31,31A-31G, 33,35,39 & 41號, 民泰街34, 36, 38, 42 & 44號, 民兆街2,4,6,8,10,12,14,16,18 & 

20號(黃埔新邨H&I 座) 安華及樂華樓地下N3舖
新界粉嶺和豐街56號建豐大廈地下



新界寶石湖邨服務設施大樓地下2號舖

九龍深水埗海逹邨第二期地下G-01舗

新界葵涌葵喜街1-11號達利國際中心 地下2A舗

九龍長沙灣道231號地下

新畀沙田小瀝源路68號 廣源邨廣源商場地下4號舖

香港新界沙田盛田街1號 秦石邨 秦石商場 地下17C號舖

香港皇后大道中238號聯業大廈地下

香港鴨利洲利東村道5號利東村商業中心二期地下 205 號舖

新界天水圍天恩路12-18號嘉湖1期地下G86B舖

西貢清水灣大學道1號香港科技大學學術大樓LG5 樓層LG5302 & LG5302A號舗

九龍彌敦道601號創興廣場地下C舖

新界荃灣2-12號怡康街, 海濱花園B座 地下B121舖

香港 荃灣大涌道18 號 國際企業中心三期 地下4號舖

九龍廟街95-97號地下A舖

香港德輔道中199號無限極商場1樓107號舖

香港銅鑼灣道168 - 174號百勝樓地下D舖

新界元朗裕景坊27/31號 金倫大廈 地下4號舖

新界元朗 元朗東堤街10-12 & 16-20號, 元朗泰衡街2 & 6-28號, 泰利街1-29號 大興大廈地下24號舖

新界沙頭角 沙頭角邨 順興街49號20座地下1號舖

九龍黃大仙啟鑽苑啟鑽商場第一期地下G09號舖

將軍澳將軍澳工業邨駿昌街5號數據技術中心地下01舗位

九龍深水埗白田邨第11期白田商場地下GF05舗及廣告燈箱D2在白田邨第11期白田商場

新界長洲大新街73號中座地下及新界長洲大新街73號 (長洲第 416號餘段及第417號E段) 地下

香港數碼港道100號零售服務中心地下5-8號舖

香港新界屯門鳴琴街1號 山景邨 景華樓地下113-114號舖

新界上水龍琛路4號地下

新界粉嶺皇后山邨 皇后山商場地下6號舖

九龍彌敦道783號地下

新界葵涌大白田街21號 安盛大廈地下

九龍彌敦道208-212號四海大廈部份地下(B舖)

九龍花園街9號地下

新界荃灣43/49 & 53/59號享和街都城大樓地下A

香港鴨利洲利東村道5號利東村停車場及街市大樓3樓 7 號舖

新界沙田 碩門邨 健碩樓地下1號舖

澳門威尼斯人酒店LG1, 員工商店

澳門祐漢新村第二街46及48號黃金商場地下A及B座。

澳門 瘋堂斜巷 29-31號 美華大廈 地下 A及部分C舖。

澳門 氹仔 地堡街 191號  泉褔新邨 第一期 地下 A/B座

澳門連勝馬路98H&98I號偉業大廈(第一座)地下D&E舖。 

澳門 海灣南街信和廣場 (第一座融和樓, 第二座祥和樓, 第三座盈和閣) 

地下 C舖。

澳門高美士街56號南園地下E及F座 

澳門馬濟時總督大馬路 353 號富達花園地下 P 座及一樓

澳門高尾巷(高尾街) 6 號全棟

澳門黑沙灣中街67號保利達花園地下BA座

澳門澳門大學中央教學樓東六座G111a舖 

澳門巴波沙坊第十一 街新城市花園 (第十八座 ) 地下 CE 座

澳門上海街164-166 號海冠中心地下Y 座

澳門國際機場客運大樓離境層離境廳南側便利店

澳門 氹仔 偉龍馬路, 澳門科技大學 C座 地下 C106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