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店舖名稱 店舖地址

佳寶食品超級市場 油塘高超道38號大本型G42號舖 Zone K

家興超市 油塘中心高超道嘉華商場B201號舖

嘉德豐(志興)食品(油塘) 油塘鯉魚門廣場太平街市27-30號

家興超市(油塘) 油塘嘉榮街2-4號嘉華商場地下

大昌食品專門店 秀茂坪村秀茂坪村商場2樓208號

金威食品公司(秀茂坪) 秀茂坪街市38-40號地下

泉記食品(秀茂坪) 秀茂坪街巿16號舖

明駒蔘茸海味雜貨 秀茂坪新街市80-81號

秀茂坪凍肉食品公司 秀茂坪新街市25,115-118號舖

曉麗藥行(秀茂坪) 秀茂坪曉光街21號曉麗苑商埸231號舖

佳寶食品超級市場 藍田康田苑地舖35,37,39,41及43號

仁人藥業公司(藍田) 藍田平田邨商埸1樓108號舖

新華記雜貨 藍田啟田邨街市地下1009號

豐盛凍肉(藍田) 藍田碧雲道168號廣田邨商埸地下G04號舖

尚興凍肉 藍田啟田商埸地下萬有街市K2-4號

佳寶食品超級市場 黃大仙彩虹道121號啟德花園購物商場1樓105號商舖

愈記雜貨(竹園) 黃大仙竹園南邨街市CY60號舖

忠記(黃大仙) 黃大仙大成街市一樓57號舖

澤興凍肉(黃大仙) 黃大仙龍翔道120號新光中心地下1號舖

裕昌隆(富山) 黃大仙富山邨富仁樓地下13號

奇福雜貨 慈雲山毓華里47號A

佳寶食品超級市場 慈雲山蒲崗村道99號匯豪山地下A及B舖

金田井  慈雲山中心3樓301號舖

佳寶食品超級市場 牛池灣清水灣道45號彩雲商場2期3樓A324舖

金田井 牛池灣彩雲商場二期3樓A327號舖

珠姐泰國雜貨(牛池灣) 牛池灣街市地下60號

源盛行糧食公司(彩虹) 九龍彩虹邨金華樓7號地下

永昌雜貨(啟業邨) 九龍灣啟業邨街市KY18號舖

澤興食品(啟業邨) 九龍灣啟業邨街市地下57-58號

發興茂昌雜貨 彩虹邨金碧樓26號地下

加良雜貨 彩雲邨三期街市地下9號舖

東山辦館 彩雲邨商場第3期商埸B108號

榮興祥 彩雲邨觀日樓地下

和興隆糧食公司(D3舖) 順利邨利業樓D3號

友發大辦館(彩運) 彩雲商場3期B1-3號

佳寶食品超級市場 牛頭角彩德邨彩德商場地下G01-03號舖

佳寶食品超級市場 牛頭角道177號,兆景樓,地下9-15號舖

福興大藥房(牛頭角) 牛頭角道77號淘大商場2期地下G181A舖

德興隆糧食公司(樂華邨) 牛頭角樂華邨信華樓114號地下

鈞興大藥房 牛頭角道33號宏光樓地下5-6號舖

鈞興大藥房 牛頭角道33號宏光樓地下5-6號舖

九龍



佳寶食品超級市場 樂富橫頭磡邨富茂街街市地下1-2號舖

富昌海味雜貨(樂富) 樂富街市312號舖

合成海味(樂富) 樂富中心街市423號舖

寶生凍肉 樂富新街市210-212號

泉記士多(樂富) 樂富街市208號

佳寶食品超級市場 九龍九龍城衙前塱道56-66號御門前地下A舖

蘇記(九龍城) 九龍城街市2樓1227號

上海新三陽南貨 九龍城侯王道49號

佳寶食品超級市場 觀塘康寧道11號冠天閣低層地下

佳寶食品超級市場 觀塘利安道1號順安邨順安商場地下2號舖

佳寶食品超級市場 觀塘翠屏道19號翠屏北邨翠桃樓M2樓街市W01號檔

大信生活食品 觀塘崇仁街91號地下E舖

興聯食品公司 觀塘瑞和街26號

祥華食品公司(觀塘) 觀塘道396號毅力工業中心地下樓C座

祥記食品(官塘) 觀塘瑞和街40號

陳興旺食品批發(興旺) 觀塘瑞和街64號

永盛隆 觀塘瑞和街18號地下

誠信汕尾特產 觀塘崇仁街39-39A地舖

興盛大藥房有限公司(觀塘) 觀塘協和街147號地下

金興米業附設超市(觀塘) 觀塘瑞和街120號地下

佳寶食品超級市場 美孚新邨百老匯街1-12,14-25,27,29及31號地下2及11,3及10號舖

錦興雜貨(美孚) 美孚新邨一期7座4號舖

海寶食品 新蒲崗衍慶街14號地下

海寶食品(新蒲崗) 新蒲崗衍慶街14號地下

嘉旺食品超級市場 新蒲崗彩虹道24號地下

佳寶食品超級市場 土瓜灣下鄉道67-77號嘉寶大廈地下A及B號舖

陳興旺(九龍城道) 土瓜灣九龍城道60號地下

潮聯藥房 土瓜灣道243號地下

福興大藥房(土瓜灣) 土瓜灣馬頭角道35A,B地下

仁寶堂中西藥坊 土瓜灣馬頭角道9號地下

豐泰食品公司(土瓜灣) 土瓜灣九龍城道30號地下

卓興藥房(土瓜灣) 土瓜灣馬頭角道7號G

陳興旺食品公司(下鄉道) 土瓜灣下鄉道30號地下

金田井 何文田愛民廣場地下G8B號鋪

萬成自助市埸 何文田愛民新邨昭民樓11號地下

永昌隆海味什貨 何文田廣埸地下街市30號舖

御品瀧海味雜貨 何文田愛民邨昭民樓10號地舖

順發行海味雜貨 何文田廣場街市地下11號

家利成(大角咀) 大角咀長旺道15-17號地下

佳寶食品超級市場 紅墈德民街2-34E,船澳街99-109號地下1A9, 1A10及1A17B號舖

何文田中西藥妝 紅墈佛光街80號何文田廣場316號舖

家興超市 紅磡寶來街聯盛大廈地下17G1B舖

家興超市 紅墈湖光街1-7號聯盛大廈地下17G1B舖

珍正雜貨 紅墈街市1樓143號B

新興食品(深水埗) 深水埗大南街２９７號

陳興旺食品(北河街) 深水埗北河街111號

瑞華凍肉(深水埗) 深水埗大南街２９１號舖

德信大藥房(深水埗) 深水埗長沙灣道275號地下

瑞祺貿易(德成大藥房) 深水埗桂林街93號地下

盈寶食品公司 深水埗大南街323號地下

同發食品公司(深水埗) 深水埗基隆街316號地下

仁愛藥房(大角咀) 深水埗大角咀埃華街57號

合興大藥坊(深水埗) 深水埗大南街289號地下

全興中西大藥房 深水埗基隆街282號地下

輕易辦 深水埗富昌邨南昌薈街市408-410舗

海寶食品(深水埗) 深水埗大南街321號

威峯大藥房(深水埗) 深水埗南昌街153-155號地下2號舖



祥興批發(長沙灣) 長沙灣元洲街３５３號地下

佳寶食品超級市場 長沙灣順寧道253-263號恆寧閣地下

球記糧食雜貨 長沙灣順寧道保安道市政街市642號地下

陳興旺食品(長沙灣) 長沙灣青山道319號地下

黃漢記糧油 長沙灣保安道街市529號舖

生生市埸(長沙灣) 長沙灣順寧道273號日輝大廈地下1號舖

友誠食品(長沙灣) 長沙灣青山道203號青薈地下全層

南記號 石硤尾街市19座120號地下

林記米業(石硤尾) 石硤尾街市19座126號舖

忠記雜貨(南山邨) 石硤尾南山邨街市G80號舖

永昌海味雜貨(石硤尾) 石硤尾街市112號地舖

莫記雜貨(南山邨) 石硤尾南山邨街市地下37-38號地下

順利凍肉(南山邨) 石硤尾南山邨街市118號

和豐雜貨(南山邨) 大坑東南山邨南豐樓地下109號舖

珍記雜貨(大角咀) 大角咀街市１樓5號舖

紫湖食品超市 大角咀杉松街2-16號金基大廈地下1-2號舖

家利成(大角咀) 大角咀長旺道15-17號地下

百本會員中心 旺角彌敦道618號好望角大廈9樓

匯瑞超市 旺角煙廠街15號

成記凍肉(旺角) 旺角廣東道1089號地下

金發凍肉平價市埸 旺角奶路臣街3號D舖地下

東記凍肉公司 旺角花園街市政大廈1樓M15號舖

佳寶食品超級市場 油麻地新填地街 78-86 號金山樓地下

家利成(油麻地) 油麻地新填地街68號G舖

榮興凍肉(油麻地) 油麻地新填地街47號地下

萬年昌旺 油麻地廣東道1030號



店舖名稱 店舖地址

順發雜貨(將軍澳) 將軍澳新都城尚鮮街市地下M65號舖

生記凍肉(將軍澳) 將軍澳翠林邨街市67-68號舖

東城藥房(將軍澳) 將軍澳坑口東港城215號舖

新華記(將軍澳) 將軍澳唐明街2號尚德廣埸街市201號舖

周田記糧食(將軍澳) 將軍澳翠林邨新街市1樓W69號

深記海味(將軍澳) 將軍澳厚德邨街市409號PKO

泉記雜貨(將軍澳) 將軍澳怡明邨怡晴樓地下1號舖

323 海味糧油雜貨(源記) 將軍澳寶林街市32 號

平記雜貨(寶琳邨) 將軍澳寶林邨街市68號舖

平記雜貨(景林邨) 將軍澳景林邨商場街市地下t-kl15&16號舖

富源雜貨 將軍澳新都城2期尚鮮市場M76號舖

青霖凍肉(彩明苑) 將軍澳彩明苑街市1號

仁康藥房(坑口站) 將軍澳坑口地鐵站上蓋連理商埸1樓107號舖

旺記市場有限公司 西貢醫局街23號1樓

良好士多 西貢井欄樹村60號B

林錦盛雜貨 西貢德隆前街1號B地下

富康什貨(西貢) 西貢街市1樓S11-S14號舖

其富(豪城) 西貢宜春街街市1樓69-70號舖

德記士多(清水灣) 清水灣大埔仔村4-4B號地下

佳寶食品超級市場 屯門青山坊2號華樂大廈地下13, 14, 21C-E 及39, 40號舖

佳寶食品超級市場 屯門大興街1號大興邨大興商埸1樓L201號舖

家興超市 屯門龍門路45號富健花園地下K01舖

富記雜貨(屯門) 屯門富泰邨街市23號A

成發興(豐順)雜貨 屯門良景邨街市地下12號

金魚雜貨 屯門雅都商場地下7B號舖

榮利粉麵(屯門) 屯門良景邨街市57-58號舖

家興超市(屯門) 屯門龍門路45號富健花園地下K01舖

108 康隆東南亞食品 屯門兆康苑商埸108號舖

拾捌用品店 屯門置樂花園仁愛街市32號舖

永發糧食海味(聯合) 屯門良景邨街市地下102號舖

裕興食品(屯門) 屯門蝴蝶邨街市M307-M308號

義德隆海味行 屯門蝴蝶邨街市M108-109號舖

滿利粉麵 屯門蝴蝶邨街市M143號

大榮食品市場(屯門) 屯門新墟鹿苑街2號地下

日昌號 屯門新墟街市 46-47號

騰達雜貨(屯門) 屯門友愛邨街市19-20號舖

錦興雜貨(屯門) 屯門欣田邨街市W1號舖

榮豐雜貨(兆康苑) 屯門兆康苑商埸地下101號地下

新發什貨(新墟) 屯門新墟街市48號

萬昌隆(屯門) 屯門悅湖山莊街市124號

華記粉麵(置樂花園) 屯門置樂花園仁愛街市S39號

友愛辦館 屯門友愛邨愛勇樓118號地下

梁合記 屯門藍地大街89號地下

和平市集 屯門兆麟苑商埸地下13號舖

新發凍肉(藍地) 屯門藍地大街50號

宣興號 屯門藍地大街81號

聯興什貨(藍地) 屯門藍地大街31號

大發糧食(屯門) 屯門大興邨一期1樓13號

曾成記雜貨 屯門置樂花園仁愛街市22-24號

大橋(裕記) 屯門龍門居街市70號

福記糧食公司(屯門) 屯門友愛邨愛勇樓S104號舖

盈盈什貨 屯門大興邨街市36號舖

海寶食品(屯門) 屯門德政圍地下3號舖

明記超市(屯門) 屯門置樂花園嘉喜利大廈3號地下

雄記雜貨 屯門富泰邨街市26號

日日鮮 屯門青海圍屯門花園地下A舖

新華凍肉超市(屯門) 屯門置樂青河坊利寶大廈3號地下

新界



泰源米城 屯門新墟新青街10號地下

雄樂(屯門) 屯門友愛邨街市地下61號舖

金田井(大興邨) 屯門大興商場地下L103號舖

金田井(良景邨) 屯門良景邨廣場4樓L413號舖

金田井(蝴蝶邨) 屯門蝴蝶邨蝴蝶廣場2樓R221號舖

康達大藥房有限公司 (屯門) 屯門建生豐連商場4號舖 

佳寶食品超級市場 沙田瀝源商場 1 樓 110 號舖

如意豆品坊 沙田愉翠苑商埸地下6B舖

富記雜貨 沙田石門碩門邨二期商埸地下街市9號舖

恒利雜貨糧食公司(廣源邨) 沙田廣源邨街市4-5號

合發隆糧食公司 沙田沙角邨街市M16-17號舖

協強(宏記)糧食公司 沙田禾輋邨街市M48號舖

新興隆(沙角邨) 沙田沙角邨街市62號

新和記海味 沙田第一城街市20號

愈記食品(沙田) 沙田水泉澳邨街市MS9-10/MS28-29號舖

佳寶食品超級市場 沙田乙明邨乙明邨街7號地下A舖

榮豐粉麵(沙田) 沙田乙明邨街市27號舖

華昌行(豐華行) 沙田第一城街市M13-14號

裕興發糧食公司 沙田沙角邨新街市6號舖

家利成(水泉澳) 沙田水泉澳邨廣場209號舖

青陽雜貨(恆安邨) 沙田馬鞍山恆安邨街市16號舖

新豐凍肉(沙田) 沙田第一城街市M5-M9舖

鴻昌泰糧食雜貨(81號) 沙田隆亨邨隆亨市集81號舖

冠興凍肉公司 沙田隆亨邨街市39-40號

怡棧 沙田秦石邨街市地下S-CS17B號舖

永利祥雜貨舖(大圍) 沙田顯徑邨街市M17號

樂意雜貨(沙田) 沙田顯徑邨商埸街市5號

大豐貿易公司 火炭黃竹洋街1-3號裕昌中心5樓O室

和豐永利糧食(火炭) 火炭穗禾路1號豐利工業中心

美旗有限公司 火炭黃竹洋街5-7號富昌中心16樓F室

新世紀海味雜貨 火炭駿洋邨街市LG3層43號舖

瑪雷有限公司 馬鞍山恆康街2號耀安商場地下1038號舖

海記海味雜貨(馬鞍山) 馬鞍山頌安村街市C62號

天天海味雜貨(馬鞍山) 馬鞍山新港城街市S47號舖

青陽雜貨(恆安邨) 馬鞍山恆安邨街市16號舖

家家好超市 馬鞍山耀安邨耀和樓地下

松屋 馬鞍山新港城街市79號

同興裕海味雜貨 馬鞍山頌安邨街市C41B舖

寶健大藥房 (馬鞍山) 馬鞍山西沙路608號馬鞍山廣場三樓342，342A-B號舖

Dan Dan Health (耀安邨) 馬鞍山恆康街2號耀安邨地下L132鋪

林平記 大圍街市地下D51舖

利來 大圍街市地下D1舖

卓凱中西大藥房 大圍翠田街2號新翠商場地下4B號舖

冠業凍肉食品有限公司 大圍積輝街7-9號興盛樓地下4號舖

港隆雜貨 大圍隆亨邨街市8-9號舖

林芝璇印尼店 大圍新翠邨商場2樓33C號舖

逸安藥房(大圍) 大圍道1-35號金山樓地下7號鋪 

Dan Dan Health(大圍隆亨中心) 大圍田心街1號隆亨中心102號舖

佳寶食品超級市場 粉嶺聯捷街2-10號,榮輝中心,地舖1號

佳寶食品超級市場 粉嶺華明路21號華明邨華明商場地下G39,G40,G41 及G42號舖

王其記 粉嶺聯和墟新街市1樓SD98&SD100號

劉廣記海產 粉嶺聯和墟新街市129號

永達雞鴨鵝 粉嶺百和路88號花都廣場地下37號舖

328 食品超市 粉嶺聯安街25-43號美輪大樓地下3號舖

裕成豐 粉嶺祥華邨商埸3樓302號舖

仁利餅家 粉嶺軍地村102號

日新果菜食品(粉嶺) 粉嶺聯和墟和隆街14號

泰興食品(粉嶺) 粉嶺華明邨商埸G24號舖

和昌雜貨(粉嶺) 粉嶺祥華邨祥華市埸地下F-CW26-27號



雍記雜貨 粉嶺雍盛苑雍盛商場地下15號舖

新興雜貨(粉嶺) 粉嶺聯和墟新街市2樓104號

聯興凍肉(粉嶺) 粉嶺嘉福邨商埸4號舖

大和粉麵雜貨 粉嶺聯和墟街市一樓SD141號舖

騰達雜貨(粉嶺) 粉嶺皇后山邨街市1樓40号舖

發記雜貨(粉嶺) 粉嶺聯和墟街市SD101號舖

永生隆(馬尾下) 粉嶺馬尾下街市1號A

興記海味雜貨 粉嶺聯和墟新街市SD102號

新輝大藥房 (粉嶺帝庭軒) 粉嶺帝庭軒商場1/F 8號 

御康藥房 (粉嶺碧湖) 粉嶺碧湖花園商場UG/F 16號

佳惠特價市場 上水石湖墟新康街22號

Toko Luwes印尼食品 上水石湖墟街市S112號

乾發號雜貨(上水) 上水石湖墟街市1/F S118-119號

李賢記 上水新成路95號地下

張嫂(明采)海味雜貨 上水石湖墟街市1樓113號

李華記有限公司 上水新功街14號

有記雜貨(上水) 上水石湖墟街市S100/S117號

永盛糧油雜貨(上水) 上水彩園邨彩珠樓地下103號

泰興凍肉(上水) 上水石湖墟街市地下31-34號

源昌隆 上水石湖墟街市142號

和平市集(上水) 上水祥龍圍邨祥龍薈地下7號舖

永高 上水新康街18號地下

海寶食品(上水) 上水龍琛路12號

金田井(上水) 上水天平路48號天平商場地下114-118號

中勝發展有限公司(盛裕) 上水巡撫街5號

彭興記 上水石湖墟街市94號

聚豐號 上水石湖墟街市一樓S102號

新樂食品貿易有限公司 上水龍豐花園商場30B地鋪

嚐鮮生活有限公司 上水天平路48號，天平邨商埸113,113A＆119號舖地下 

尚御藥房 (上水彩園邨) 上水彩園邨彩珠樓3樓338及340號舖 



佳寶食品超級市場 元朗世宙地舖29及30號

泉記雜貨(元朗) 元朗洪水橋田心路洪福商埸12號舖

浚暉雜貨 元朗朗屏邨街市32號舖

大橋環球食品 元朗大橋街市288號

澤興食品市場(八鄉) 元朗八鄉錦上路71號江夏圍香港政府

好來福生活百貨超市 元朗安寧路81-91號文業樓地下4號舖

有記雜貨(元朗) 元朗牡丹街合益廣埸B43號

洪寶隆雜貨 元朗大橋街市M28號

李棠圻記凍肉食品 元朗福德街42號舖

新元凍肉(多元食品) 元朗新街20-22號舖

合成士多 元朗流浮山正大街11號

駿景便利店(新綠茵) 元朗俊賢坊8號兆日樓地下1號舖

洪發雜貨(大橋街市) 元朗大橋街市269號舖

安記什貨 元朗大橋街市263號舖

鉅石雜貨 元朗安寧路59號地下F2號舖

施培記凍肉超市有限公司 元朗牡丹街11-13號3/F

祥利行(集團)食品公司 元朗新街5號

泉叔蔬果 元朗媽廟路12-42號永發大廈5號舖

澤興食品市場(朗屏邨) 元朗朗屏邨街市59號

祥德(元朗) 元朗新街18號(近合益街市)

佳寶食品超級市場 天水圍天湖路１號嘉湖山莊新北江商場 1 樓 16-17 號舖

佳寶食品超級市場 天水圍天瑞路 88 號俊宏軒地下 L31 舖

好姐雜貨 天水圍天盛邨街市M107號舖

誠興超值市埸 天水圍俊宏軒商埸地下10號舖

長旺海味什貨 天水圍天澤邨萬有街市22號

錦記雜貨(元朗) 天水圍天頌苑頌富現代街市S03號舖

寶健大藥房有限公司 (新北江)  天水圍嘉湖山莊新北江商埸一期G/F A19-A21舖

靚媽凍肉 天水圍天澤街市15號

泰興凍肉(元朗) 天水圍天盛苑街市地下M121號舖

華豐糧油雜貨(元朗) 天水圍天盛街市M315號

恒昌糧油雜貨 天水圍天澤萬有街市1號

英記雜貨(錦記)(元朗) 天水圍天悅街市7號舖

錦英雜貨(英記) 天水圍天瑞邨街市T-TS43A號舖

一鮮雜貨 天水圍新北江商埸地下2號舖

寶健大藥房(香港)有限公司 (嘉湖銀座) 天水圍天恩路嘉湖銀座一期一樓139號  

寶健大藥房(連鎖)有限公司 天水圍天悅村T town 北座地下NG07號舖 

佳寶食品超級市場 大埔曉運路10號運頭塘邨運頭塘商場地下13B舖

佳寶食品超級市場 大埔汀角路10號大元邨泰民樓地下3,4,5,6及7號舖

佳寶食品超級市場 大埔大榮里21-23號康樂大廈地下A及B舖

金田井 大埔運頭塘新城（運頭塘商場）14-15號舖

張伯士多 大埔鄉事會街8號新街市1樓D69號

翠屏肉食公司 大埔翠屏花園19號舖

好上好財記公司 大埔翠屏花園地下17號舖

裕興海味雜貨(大埔) 大埔墟街市D67號舖

鴻珍醬園 大埔崇德街6號

永興隆糧食行(大埔) 大埔靖遠街17號

廣豐超級市場 大埔富善街72-74D號舖

陳興旺食品(大埔) 大埔懷義街2號

林寶盛 大埔富善街20號

同興雜貨(大埔) 大埔同秀坊地下7號舖

澤興凍肉(大埔) 大埔大光里大運大廈14號C地舖

天順號 大埔墟富善街13號地下

源發糧食店 大埔大元邨泰德樓地下102號

富海食品 大埔富善邨街市55號

好發糧油雜貨 大埔大元邨街市436號舖

Dan Dan Mall Limited 大埔新達廣場1樓A067號鋪



佳寶食品超級市場 青衣寮肚路6號長亨邨長亨商場5樓510及513號舖

順華國貨百貨公司 青衣長康邨康泰樓13號

新發凍肉(青衣) 青衣長發邨街市63-65號舖

恒興海味雜貨(青衣) 青衣長發邨街市50號

港泰海味參茸藥行(青衣) 青衣長亨邨街市30-32號

傅記海味雜貨 青衣青綠街38號食環處街市30號舖

長和辦館 青衣長青邨商埸12號

六毫子 青衣長康邨2期康美樓205號

愈記食品(青衣) 青衣長發邨青衣市場T-CF132-133號舖

發記士多辦館(青衣) 青衣長康邨康和樓地下6-7號

永旺超級市場 青衣長發邨市埸144 號

佳寶食品超級市場 葵涌盛芳街15號運芳洋樓地下4-6號舖

佳寶食品超級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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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寶食品超級市場 葵涌大隴街110號石籬邨石籬商場2期1樓B112號舖

明記超市(石蔭) 葵涌石蔭道66號地下

誠品海味雜貨 葵涌和宜合道石宜路2號錦華大廈地下B3舖

友發雜貨(葵涌) 葵涌上角街葵涌邨街市1號舖

成昌凍肉(石蔭) 葵涌石蔭路113-117號獅子樓地下G舖

興旺海味雜貨(葵涌) 葵涌邨街市32號

廣昌食品市埸(葵涌) 葵涌大白田街39號豪華閣地下D舖

泰興雜貨(葵涌) 葵涌石籬(一)邨街市19號舖

榮利海味雜貨(葵涌) 葵涌石籬邨街市地下37號舖

祥興糧油(葵涌) 葵涌石蔭邨商場LG 2樓211號舖

嘉德豐食品(荔景) 葵涌荔景山路荔景邨明景樓1-3號地舖

卓興西藥房(葵涌) 葵涌葵芳路223號新都會廣場4樓402號舖

家興超市(石蔭) 葵涌石蔭路99號葵樂商場2字樓

家興超市(禾塘咀) 葵涌禾塘咀街87-89號美涌大廈1號舖

家興超市 葵涌石蔭石蔭路85-99號光輝樓葵樂商場2樓

家利成(葵涌) 葵涌禾塘咀街85號葵和大廈4號舖

鄧興記凍肉 葵涌石蔭路北葵涌街市地下M24號

裕榮豐 葵涌梨木樹邨2座8號地舖

華利粉麵 梨木樹邨街市61-62號舖

創世藥房(葵涌) 葵芳興芳路208號葵芳匯地下3-4號舖

順昌糧食公司 荔景邨日景樓地下6號舖

和記辦館(荔景邨) 荔景邨安景樓2號地下

和泰糧食公司 荔景邨安景樓1號地下

永昌行(荔景) 荔景邨日景樓8號地下

義友隆自助商場 荔景邨日景樓5號地下



佳寶食品超級市場 荃灣海濱花園D平台高層地下街市部份

佳寶食品超級市場 荃灣川龍街 38 - 44 號天華樓地下 B, C及D舖

家興超市 荃灣海壩街52號滿樂大廈康樂樓地下5-6號舖

天天食品有限公司(荃灣) 荃灣河背街５１號地下

揀手貨市場 荃灣新村街48號地下

悅和醬園有限公司 荃灣街市街33號地下

新輝海味雜貨(荃灣) 荃灣麗城(萬有)街市B33號舖

福港中西藥行(荃灣) 荃灣河背街64號地舖

南洋中西藥行 荃灣川龍街88號協和廣埸16-17號舖

興昌大藥行 荃灣福來邨永嘉樓地下4號舖

聯興雜貨公司(石圍角) 荃灣石圍角商場街市126號

鴻昌辦館(荃灣) 荃灣大窩口街市14號舖

聯昌超市 荃灣河背街35號地下

寶康中西藥房(荃灣) 荃灣德士古道51號舖

荃何海味雜貨 荃灣曹公坊香車街市122號

廣昌食品市埸(荃灣) 荃灣中心一期S50號舖

彩發隆米業 荃灣大窩口街市11號舖

健安西藥房(荃灣) 荃灣川龍街117號地下

信大藥房(荃灣) 荃灣川龍街35-39號地下1號舖

澤興凍肉(荃灣) 荃灣梨木樹邨街市3-4號舖

百惠超市 荃灣河背街82號地下

源興超市(曹公坊) 荃灣曹公坊26號地下

源興超市(街市街) 荃灣街市街152號地下

源興辦館(石圍角) 荃灣石圍角邨石芳樓地下123號

匯港藥粧(沙咀道258號) 荃灣沙咀道258號地下

大拇指食品百貨特價市埸 荃灣麗城(萬有)街市M4-M5舖

隆源棧凍肉公司 荃灣大窩口街市30號

新茂興凍肉 荃灣曹公坊6號

滿記(荃灣) 荃灣新村街35號B地下

原始森林(曹公坊) 荃灣曹公坊14-36號傅德樓D舖

祥德海味糧食(荃灣) 荃灣眾安街65號地下

金馬印尼商店 荃灣河背街72號地下

錦豐雜貨 荃灣梨木樹街市65號舖

家興超市(荃灣) 荃灣海霸街50號地下5-6號舖

新華泰中西藥房 荃灣川龍街45-47號地下A舖

佳寶食品超級市場 深井青山公路38號海韻花園地舖H1

美蔘中西藥業(迎東邨) 大嶼山東涌迎東邨商埸16號舖

逸升雜貨 大嶼山東涌逸東邨街市2號舖

海港糧油雜貨(東涌) 大嶼山東涌逸東邨街市48-50號

珍珍雜貨(東涌) 大嶼山東涌滿東邨街市38-39號

信興號 大嶼山東涌石榴埔DD LOT NO:1081號



店舖名稱 店舖地址

洪記(北角) 北角馬寶道15號地下C-D舖

天然椰子號 北角春秧街100號地下

池記海味藥材糧油批發行(北角) 北角和富道132號和富大樓地下

佳利雜貨 鰂漁涌東匯街市47號

澤興凍肉食品公司(鰂漁涌) 鰂漁涌東洭中心39-41號

家興超市(筲箕灣) 筲箕灣道260-264號寶文大廈地下1B舖

兆記凍肉(西灣河) 西灣河街市地下M13-16號

鬆記豆品 西灣河成安街2號

澤興凍肉(柴灣) 柴灣市政街市地下12號舖

佳寶食品超級市場 柴灣柴灣道220號華泰大廈地下C,C1,D,E及F舖

裕豐糧食公司(漁灣村) 柴灣漁灣村漁順樓3號地下

卓興大藥房(柴灣) 柴灣杏花邨街市地下3A,4號舖

煥發雜貨 小西灣本灣市場51-52號舖

華富米行 華富村華光樓501室

卓興大藥房(香港仔) 香港仔中心4期地下4A號舖

協昌號 香港華富村華光樓506號舖

妹記雜貨 香港仔鴨利洲西邨街市14號舖

林漢記雜貨 香港仔鴨脷洲洪聖街13-15號地下

日發雜貨海味 香港鴨利洲大街84號L舖

裕豐凍肉(香港仔) 香港仔中心2期南寧街9-12號舖

優質食材專門店 香港仔大道128號金香大廈地下3號舖

廣安堂中西藥行(置富花園) 香港置富花園南區商埸五樓5

廣益行(田灣) 香港田灣嘉禾街6號B舖

新奇凍肉食品公司 香港海怡半島東翼商埸濕街市

輝記雜貨(鴨利洲) 香港鴨利洲市政大廈地下S12

港記士多雜貨 香港仔利東邨1期街市12號

好店什貨 香港仔海怡半島東翼街市21號

財記雜貨店(上環) 上環街市1樓10號M.

近記粉麵廠 中環結志街28號

佳寶食品超級市場 堅尼地城海旁6-8號澤安閣地下E,F及G舖

佳寶食品超級市場 西營盤第三街43-47號東南大廈地下B舖

琼記咸雜貨 西營盤正街街市2樓1號

嘉豐海味 西營盤德輔道西184號舖

辣椒仔豆腐店 西營盤第二街50號地舖

世嘉食品 香港德輔道西343號均益大廈二期地下45號舖

通泰超市 西環皇后大道西428號

泓盛大藥房 西環德輔道西200號地下A舖

堅城凍肉公司 西環皇后大道西427-437號地下D舖

陳恩雜貨 西環士美菲路街市38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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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興凍肉(灣仔) 灣仔交加街18號兆威閣地下6-8號舖

新聯泰食品市埸(聲記) 灣仔灣仔道39-49號地下

新成發凍肉 灣仔灣仔道56號A

新豐冷凍食品(灣仔) 灣仔水渠街14-24號

聯盛食品市埸(聯安凍肉) 灣仔寶靈頓道15號地下

寶玲蔬菜雜貨 灣仔寶靈頓街9號舖

昌誠凍肉食品 銅鑼灣寶靈頓道16號B地下20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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