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gion in Chi Address in Chi
上環 香港上環地鐵站 SHW 9號 舖位。


上環 香港上環地鐵站店舖SHW1
上環 香港信德中心 G01 干諾道中 200 號地下

上環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199號維德廣場1樓106號舖

上環 香港般咸道55號地下。

上環 香港 干諾道中200號信德中心二樓289號舖

上環 香港 上環 皇后街1號 帝后華庭 地下 1C, 1D & 1E 號舖

上環 香港 中環 皇后大道中 331-333號 登富商業大廈 地下

上環 香港上環  德輔道中298號  地下及閣樓

上環 香港永樂街 89-91 號喜利商業大廈 B 座地下

上環 香港上環蘇杭街106號地下B舖
上環 香港半山堅道135 -137號金谷大廈地下2號舖

上環 香港上環  荷里活道222號  合俊花園  地下F及G號舖

上環 香港荷李活道123號荷李活華庭地下3號舖

上環 香港高街 88 號地下

上環 香港皇后大道中 368 號偉利大廈地下 7 號舖

中環 港鐵香港站 L3 樓層 HOK 57 舖
中環 香港 中環 地鐵站 CEN W9 號舖。                            
中環 港鐵香港站 L3 樓層 HOK 23A 舖
中環 香港中環干諾道中13-14號及德輔道中21-23號歐陸貿易中心地下Y2號舖

中環 香港大嶼山及機場鐵路香港站東涌線 HOK30 舖位

中環 香港 香港地鐵站 HOK 59號 舖位

中環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154號 地下 。


中環 中環 港鐵站 非繳費區 CEN K7b 號舖                            
中環 香港中環砵典乍街 2A 華人銀行大廈地下舖位

中環 香港中環德忌立街 8-12 號業豐大廈地下 D 舖及閣樓

中環 香港半山西摩道 1 號輝煌臺 7 號舖

中環 香港中環閣麟街 9-11號 地下 及 閣樓 舖位

中環 香港中環天星碼頭下層  B號舖

中環 香港中環昭隆街9號地下1號鋪

中環 港鐵香港站商舖 HOK 10
中環 香港堅道 27 號地下

中環 香港堅道 89 號地下

中環 香港 中環 閣麟街 37號 祥興商業大廈 整個地下 
中環 香港中環租庇利街 1 號喜訊大廈地下 C 舖
中環 香港上環 威靈頓街166號 地下

中環 香港中環威靈頓街76號地下

中環 香港中環雲咸街 41 號地下

中環 香港 荷李活道68-70A 地下B舖及閣樓

中環 香港蘭桂芳3號地下

中環 香港士丹頓街卑利街 63-63A 號地下及閣樓 C 舖 
中環 香港中環德己立街41號地下

北角 香港炮台山地鐵站FOH9號舖位。

北角 香港北角地鐵站NOP1號舖位。

北角 香港北角七姊妹道 14-16 號兆景大廈地下舖位

北角 香港北角站非繳費區地庫二樓 3 號舖

北角 香港北角英皇道400-404號及明苑西街4A,4B,6A,6B及6C,明苑中心地下3號舖位。

北角 香港北角電氣道 98 號地下舖位

北角 香港北角電器道 254-280 號華凱大廈地下G舖
北角 香港北角英皇道560號健威坊底層 U3號 舖位。


北角 香港英皇道425-431號安寧大廈地下1號B部份舖位。

北角 香港炮台山英皇道147-151號及油街4號地下2號舖

北角 香港電器道 22 至 52 號 金殿大廈 地下3及20號舖位。

北角 香港北角英皇道500號 港運城一樓130號 舖位

北角 香港琴行街 15 號港濤軒地下 5 號舖

北角 香港北角和富道21-53號家居庭地下6 號舖位。

北角 香港 北角 渣華道70號 仁和大廈 地下 C及D舖



北角 香港北角渣華道92號地下。

北角 香港寶馬山寶馬山道45號賽西湖商場底層地下1號舖位。

北角 香港北角雲景道33號雲景道牛奶公司購物中心地下6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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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角 香港北角北角(西)碼頭下層K12號舖位。

北角 香港北角北角道 8 號地下 C 至 F 舖
北角 香港北角電氣道 129 號部份地下

北角 香港北角英皇道 298-300 號五洲大廈地下部份 A 及部份 C2 舖 
北角 香港北角電氣道 168 號柏宜大廈地下 2 號舖

太古城 太古地鐵站 3 號舖 (閘內)
太古城 香港太古城第 3 期富山閣地下 14 號舖位

太古城 香港港島東太古城第5期寧安閣G506至G507號舖

太古城 香港太古城太榮路 2 號南海閣 (T-54座) 地下 G901C 舖
灣仔 香港灣仔港灣道23號鷹君中心1樓111-112號舖位。

灣仔 香港灣仔駱克道 151 號地下 A 舖        
灣仔 香港灣仔譚臣道72號地下及閣樓

灣仔 香港灣仔盧押道 20 號地下 2 號舖

灣仔 香港灣仔新鴻基中心1樓134至135號舖

灣仔 香港灣仔港灣道 25 號海港中心地下 G6 號舖

灣仔 香港灣仔軒尼斯道99號地下1及2號舖位。

灣仔 香港灣仔菲林明道 11-15 號玉滿樓地下 C 號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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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灣仔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7號入境大樓地下3號鋪

灣仔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313-317B 地下 G4 舖位

灣仔 香港告士打道 138 號聯合鹿島大廈地下 B 舖
灣仔 香港灣仔春園街 47-65 號新春園大廈地下G及H舖
灣仔 香港 灣仔 駱克道 42-50號 君悅居 地下 C&D舖
灣仔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25-33號長康大廈地下B舖及閣樓

灣仔 香港灣仔軒尼斯道245-251號守時商業大廈地下A2舖位。

灣仔 香港灣仔道 151-163 新世紀廣場地下第 54-55 號舖

灣仔 香港駱克道64號地下舖位。

灣仔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375-379號利威商業大廈地下C舖
灣仔 香港 灣仔 皇后大道東27號 地下

灣仔 香港 灣仔 灣仔道193號 文興大廈地下 B舖
灣仔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18至120號同勝大廈地下A號舖 
灣仔 香港灣仔洛克道 376-382 號莊士企業大廈地下 1 號舖位

灣仔 香港灣仔活道8-10A號長春大廈地下K及L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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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灣仔 香港灣仔摩利臣山道 12-18 號新都大廈 A,B,C 舖
灣仔 香港灣仔天樂里 9-17 號兆豐大廈地下 C 舖
筲箕灣 筲箕灣地鐵站 4 號舖 (閘內)
西灣河 港鐵西灣河站 SWH 8 號舖

西環 港鐵堅尼地城站KET 3號舖

西環 港鐵西營盤站SYP 3號舖

西環 港鐵堅尼地城站KET 6號舖

西環 港鐵西營盤站SYP 4號舖

跑馬地 香港跑馬地成和道39G 1號及2號舖位。

跑馬地 香港跑馬地黃泥涌道 15 號地下

金鐘 香港金鐘地鐵站 ADM 16號 舖位

金鐘 港鐵金鐘站ADM 23 號舖

金鐘 香港金鐘海富中心 1 期 B 舖
金鐘 香港金鐘夏愨道18號 海富中心商場 1樓22號舖 。
金鐘 香港金鐘金鐘道89號力寶中心1樓2B及2C舖
銅鑼灣 香港 銅鑼灣地鐵站 CAB E11 號舖位。

銅鑼灣 香港 銅鑼灣 怡和街 1-1L 號 香港大廈 地下 T號舖連閣樓。                                 
銅鑼灣 香港 灣仔 駱克道478-484號 本德大廈 地下 G舖
銅鑼灣 香港銅鑼灣謝菲道501-515號美漢大廈7號舖位。

銅鑼灣 香港銅鑼灣道 168-174 號百成唐樓地下 C 舖  



銅鑼灣 香港銅鑼灣利園山道61-73號寶榮大廈地下I舖位。

銅鑼灣 香港銅鑼灣波斯富街60號地下

銅鑼灣 香港銅鑼灣渣甸街25號金利隆中心地下

銅鑼灣 香港銅鑼灣邊寧頓街17號地下

銅鑼灣 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432-436號人和悅大廈地下 2號舖

銅鑼灣 香港銅鑼灣摩頓臺 13至33 號灣景樓地下 8及9 號舖

銅鑼灣 香港銅鑼灣糖街 29-31 號匯景商業大廈地下 C 舖
銅鑼灣 香港銅鑼灣駱克道447-449號中威商業大廈地下 1 號舖

銅鑼灣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 16 號地下

銅鑼灣 香港銅鑼灣浣紗街8-10號浣紗大廈地下B舖
銅鑼灣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21-23號均峰商業大廈地下A及B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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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銅鑼灣 香港銅鑼灣道 19-23 號建康大廈地下 3 號舖

銅鑼灣 香港大坑勵德邨邨榮樓第6座22 & 26號舖 (地下連一樓)
香港仔 港鐵香港大學站HKU 4號舖

香港仔 港鐵香港大學站HKU 3號舖

鰂魚涌 香港鰂魚涌海光街13-15號海光苑地下5及6D號舖

鰂魚涌 香港鰂魚涌地鐵站QUB2號舖位 (模範里出口)
鰂魚涌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734 號友邦香港大樓地下3號舖

鰂魚涌 香港北角七姊妹道 180-182 號健康村地下 A 舖
鰂魚涌 香港英皇道1032-1044號舖位。

鰂魚涌 香港魚則魚涌英皇道963A地下舖位。

鰂魚涌 香港鰂魚涌華蘭路 2-10, 12A-12H 及 英皇道 1025-1037惠安苑 底層地下LG3號舖 B部份。

鰂魚涌 香港英皇道774號地下模範村C座地下12-13號舖

鴨脷洲 港鐵利東站商舖 LET 1 號舖

鴨脷洲 港鐵海怡半島站商舖 SOH 1 號舖

黃竹坑 港鐵海洋公園站商舖 OCP 3 號舖

黃竹坑 港鐵黃竹坑站商舖 WCH 3 號舖

九龍城 九龍九龍城衙前圍道 96 號地下 A-D 舖
九龍城 九龍九龍城衙前圍道132-134號福興大廈 地下5號舖位。

九龍城 九龍  九龍城  獅子石道  87號  地下

九龍塘 九龍塘地鐵站 2 號舖 (閘內)
九龍塘 九龍塘火車 (地面沙福道出口)
九龍塘 港鐵九龍塘站東鐵線下線月台KOT 203 號舖

九龍塘 九龍塘港鐵站KOT 121號舖

九龍塘 九龍塘火車站 10 號舖 (近又一城出口)
九龍塘 九龍塘港鐵站KOT 113號舖

九龍灣 九龍灣地鐵站 4 號舖 - A 出口

九龍灣 九龍灣港鐵站KOB 10號舖

九龍灣 九龍牛頭角 77 號淘大花園二期 G205-207 舖
九龍灣 九龍牛頭角道 33 號宏光樓地下 7 號舖

九龍灣 九龍九龍灣展貿徑 1 號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2 樓 41 號舖

九龍灣 九龍 九龍 灣宏開道13號 景發工業中心地下 4D-E號單位

佐敦 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 45-53 號聯業大廈地下 A 舖
佐敦 九龍佐敦佐敦道24A-26號金誠大廈地下A舖。

佐敦 九龍佐敦德興街 1 號 (舖面向德成街) 地下 D 舖
佐敦 九龍加士居道 30 號伊利沙伯醫院 D 座低層地下 3 號舖

佐敦 九龍南京街 11 號地下

佐敦 九龍寶靈街 48-50 號地下

佐敦 九龍柯士甸道 144 號祥景大廈地下 A 舖
佐敦 九龍佐敦佐敦道 37T號佐敦大廈 地下。

佐敦 九龍 佐敦 柯士甸道 106號 耀基大樓 地下

佐敦 九龍佐敦白加士街87號地下

何文田 九龍何文田忠孝街60號愛民邨愛民商場地下G01A & G01B舖
太子 九龍太子地鐵站 9 & 10 號舖位。

太子 港鐡太子站PRE18號舖

尖沙咀 九龍尖沙咀天星碼頭 KP-3 舖位

尖沙咀 九龍尖沙咀梳利士巴道 3 號星光行地下 7 號舖



尖沙咀 九龍  港鐵 尖沙咀站 非繳費區 TST 5 舖位

尖沙咀 九龍尖沙咀港鐵站外12號舖位 
尖沙咀 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100號港晶中心地下56-57號舖

尖沙咀 九龍  港鐵 尖沙咀站 繳費區 TST 7 舖位

尖沙咀 九龍尖沙咀加拿芬道22號地下舖位

尖沙咀 九龍尖沙咀中間道5-6號遠東大廈地下9號舖位

尖沙咀 九龍尖沙咀宜昌街6號地下部份

尖沙咀 九龍 尖沙咀 漢口道8-10號 漢中大廈 地下 A舖
尖沙咀 港鐵柯士甸站(繳費區)AUS114號舖

尖沙咀 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20號 香檳大廈 地下 A舖
尖沙咀 九龍尖沙咀樂道 23 號地下 B 舖位

尖沙咀 九龍尖沙咀加拿分道33至35號發利大廈地下33S舖位。

尖沙咀 九龍金巴利道 27-33 號永利大廈地下 3 號舖

尖沙咀 九龍尖沙咀赫德道 5-9A 德裕中心地下 1,2 號舖 
尖沙咀 九龍 尖沙咀 加拿分道 1-9號 美麗都大廈 地下 58號舖

尖沙咀 港鐵柯士甸站非繳費區AUS111號舖

尖沙咀 九龍 尖沙咀 柯士甸路14-18號 僑豐大廈地下 5及5A號 舖位 
尖沙咀 九龍 尖沙咀 河內道1A號 地下 
尖沙咀 九龍 尖沙咀 廣東道33號  中港城 UG/F 48-49舖
尖沙咀 九龍尖沙咀漆咸道 17-19 號帝后廣場地下 12 號舖

尖沙咀 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 81 號南海大廈地下 A 舖 (舖面向天文台道)
尖沙咀 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74 至76 號奇盛中心地下B 號 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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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沙咀 九龍尖沙咀麼地道16號半島大廈地下6號舖

尖沙咀 九龍佐敦彌敦道176號好收成大廈地下D舖及C舖後半部份(舖面向山林道)。
尖沙咀 九龍尖沙咀廣東道30號新港中心地下G12號舖

尖沙咀東 九龍尖沙咀東加連威老道 96 號希爾頓中心地庫 1 號舖

尖沙咀東 九龍尖沙咀東麼地道 63 號好時中心地下 G23 號舖

尖沙咀東 九龍尖沙咀麼地道68號帝國中心地下G9-G11舖
尖沙咀東 九龍尖東火車站地面34號舖位

尖沙咀東 尖沙咀東科學館道14號新文華商業中心 地下 1E舖位

彩虹 彩虹地鐵站 2 號舖 (閘內)
旺角 九龍 奧運地鐵站閘外OLY6號舖位

旺角 九龍旺角地鐵站13號舖位。

旺角 九龍奧海城 1期 商場 底層 UG02舖。

旺角 九龍旺角勝利道8號地下 
旺角 九龍  旺角 朗豪坊 L1字樓 37 號舖

旺角 九龍旺角東鐵站MKK15號舖

旺角 九龍旺角東站非繳費區MKK27號舖

旺角 九龍 旺角 窩打老道69D號地下舖位。 
旺角 九龍旺角海庭道2號海富商場地下12B 號 及13號舖

旺角 九龍旺角豉油街 60-104 號鴻都大廈地下 16 號舖

旺角 九龍 港鐵 旺角東站 非繳費區 MKK4 舖位

旺角 九龍旺角窩打老道65-65D號 年豐樓 地下 A2舖
旺角 九龍旺角砵蘭街215號及山東街31至35號地下C及D號舖

旺角 九龍旺角太子道西(舖面向大南街)104-106號,璟璜大廈地下8號及10號部份舖位。

旺角 九龍旺角水渠道34-36號東樂大樓地下A舖
旺角 九龍旺角砵蘭街244號遠東發展旺角大廈地下 B1
旺角 九龍旺角運動埸道 19 號金華閣地下

旺角 九龍 旺角彌敦道 688號 旺角中心一期A舖部份地下17至19號。

旺角 九龍旺角太子道西178號太華樓地下

旺角 九龍旺角旺角道21號地下舖位。

旺角 九龍奧海城 2 期商場高層地下UG02C 舖
旺角 九龍 旺角花園街7-9號地下7C及7D舖位

旺角 九龍 旺角廣華街3號百利達購物廣場地下2號舖位

旺角 九龍旺角通菜街 81 號地下舖位

旺角 九龍旺角亞皆老街99號地舖。

旺角 九龍旺角通菜街126A地下舖位.



旺角 九龍旺角洗衣街 33-37 號地下 2 號舖位

旺角 九龍 旺角 弼街62號 地下部份舖位

旺角 九龍旺角西洋菜街北157號恆安樓地下舖位

旺角 九龍旺角上海街701號地下 
旺角 九龍旺角登打士街32-34號歐美廣場地下1號舖位

旺角 九龍旺角奶路臣街19F號得寶大廈地下16號舖

旺角 九龍 旺角 (通菜街 93號地下) 亞皆老街 73-81號 及 通菜街 93號 宏安大廈 地下6號舖

旺角 九龍旺角上海街514號地下舖位。

旺角 九龍 旺角上海街 479-481號地下 3a, 3b & 3c 舖位

旺角 九龍旺角東安街 38 號安蘭閣地下 4 及 5 號舖

旺角 九龍  旺角  上海街380-390號  上海大廈  地下  D舖
旺角 九龍 旺角 長沙街10號 地下舖位 及 閣樓

旺角 九龍旺角通菜街59A-59B號至 61A-61C號及奶路臣街6A-6E號徳發大廈地下4 號舖

油塘 九龍油塘地鐵站 YAT 4 & YAT 6 號舖位。

油麻地 九龍 九龍地鐵站閘外KOW 72號舖位

油麻地 九龍 九龍地鐵站閘外KOW 68號舖位

油麻地 九龍油麻地碧街41-47號 碧蘭大樓地下D舖位。

油麻地 九龍 油麻地碧街56號 地下舖位

油麻地 九龍油麻地彌敦道483-485A地下2-3號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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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麻地 九龍港鐵站88號舖

深水埗 九龍深水埗地鐵站 SSP18 號舖位

深水埗 九龍 深水埗地鐵站閘外SSP 11號舖位

深水埗 九龍 九廣西鐵 南昌站 非繳費區 26 號 舖位

深水埗 港鐵南昌站非繳費區NAC 8號舖

深水埗 九龍 九廣西鐵 南昌站 繳費區 19 及 20 號 舖位

牛頭角 九龍  港鐵牛頭角站閘外 NTK 13 號舖

石硤尾 九龍 石硤尾地鐵站 6號舖位

石硤尾 九龍 石硤尾地鐵站 9號舖位

紅磡 港鐵紅磡站非繳費區HUH S01 號舖

紅磡 港鐵黃埔站商舖 WHA E1 號舖  
紅磡 港鐵黃埔站商舖 WHA W2 號舖  
美孚 美孚地鐵站 2 號舖 (閘內)
荔枝角 九龍 荔枝角地鐵站閘外LCK13號舖位

觀塘 九龍 觀塘地鐵站閘外 KWT 23號舖位

觀塘 九龍觀塘麗港城商場第 22, 23& 23A 舖位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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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塘 九龍觀塘觀塘道388號創紀之城地下2B舖位。

觀塘 九龍觀塘輔仁街10，12，16-24號輔成樓地下3號舖位

觀塘 九龍觀塘港鐵站KWT 28號舖

鑽石山 港鐵鑽石山站DIH 16號舖

黃大仙 九龍  港鐡黃大仙站閘外 WTS 13 號鋪

上水 新界 上水火車站閘外1號舖位

元朗 九廣西鐵 元朗站 非繳費區 7 號舖。

元朗 朗屏西鐵站 17 號舖

元朗 港鐵朗屏站(未繳費區)S01號舖

元朗 元朗西鐵站 17 號舖

元朗 西鐵線元朗站YUL 3 號舖

元朗 新界九廣西鐵錦上路站非繳費區4號
元朗 新界九廣西鐵錦上路站非繳費區4號及9號舖位

元朗 新界錦田青山公路潭尾段18號地下103號舖

大圍 九廣東鐵 大圍站 非繳費區 六號舖。

大圍 九廣馬鐵大圍站繳費區40號舖

大埔 新界大埔墟港鐵站外11號舖位

大埔 港鐵 太和站 繳費區 TWO 1 & 2 號舖

大埔 新界大埔墟車站TAP 2號舖

大學 九廣東鐵 大學站 非繳費區 一號舖。

天水圍 新界九廣西鐵天水圍站非繳費區1-2號舖。



天水圍 天水圍西鐵站 35 號舖

天水圍 香港新界天水圍天華路33及 39號天悅邨 T Town North地下NG09 & NG10號舖

天水圍 新界天水圍天秀路8號1樓1116號舖

將軍澳 將軍澳坑口站HAH1號舖位。

將軍澳 將軍澳寶琳站POA7號舖位。

將軍澳 九龍將軍澳 地鐵站 TKO 1 號舖位。

將軍澳 九龍坑口 地鐵站 HAH 12 號舖位。

將軍澳 港鐵將軍澳站 TKO16 號舖

將軍澳 九龍調景嶺 地鐵站 TIK 1 號舖位。

將軍澳 將軍澳港鐵康城站LHP 4號舖

將軍澳 九龍寶琳 地鐵站 POA 1 號舖位。

將軍澳 新界 將軍澳景嶺路八號，調景嶺地鐵站上蓋都會駅商場第三層L3-001號舖位

將軍澳 將軍澳港鐵康城站LHP 1號舖

將軍澳 新界將軍澳唐德街9號將軍澳豪庭商場地下G100號舖

將軍澳 新界將軍澳唐俊街12號天晉滙1樓107號舖

將軍澳 新界將軍澳新都城 2 期 1 樓 1003 號舗

屯門 港鐵屯門站非繳費區 TUM 1 & 2 號舖

屯門 屯門西鐵站 25 號舖

屯門 九廣西鐵 兆康站 非繳費區 5 號舖。

屯門 新界九廣西鐵兆康站非繳費區18號舖位

東涌 東涌站 1 號舖 (閘外)
東涌 東涌站 7 號舖 (閘內)
東涌 新界東涌東涌地鐵站上層天橋平臺TUC19號舖位

沙田 沙田火車站大堂 (閘外)
沙田 港鐵沙田站繳費區 SHT 30 & SHT 31 號舖

沙田 九廣馬鐵 沙田圍站 非繳費區 12 號舖

沙田 九廣馬鐵 沙田圍站 非繳費區 1 號舖

沙田 九廣馬鐵 車公廟站 非繳費區 1 號
火炭 新界東鐵火炭站非繳費區 2 & 3 號舖

火炭 港鐵火炭站車站大堂 1A 號舖

粉嶺 新界九廣東鐵粉嶺站非繳費區8號舖。

粉嶺 九廣東鐵 粉嶺站 非繳費區 6 及 7 號舖

粉嶺 新界粉嶺新運路38號 祥華邨 祥華商場地下 G09號舖

羅湖 新界 羅湖火車站二樓入境大堂閘外K8號舖

荃灣 港鐵荃灣站 TSW 5 號舖

荃灣 新界荃灣九廣西鐵荃灣西站地下18號舖位 
荃灣 港鐵荃灣西站 TWW 15 號舖

荃灣 荃灣西鐵站 3 號舖

荃灣 荃灣地鐵站 2 號舖 (閘外) (A 出口)
葵涌 港鐵葵芳站商舖 KWF 10-11
葵涌 新界葵興站KWH 6號舖。

葵涌 新界葵芳地鐵站KWF13號舖位。


葵涌 新界麗景地鐵站LAK 1舖位。

青衣 新界港鐵青衣站非繳費區 TSY 56 舖位

青衣 新界青衣地鐵青衣站地下 TSY43  號舖位

馬鞍山 九廣馬鐵 馬鞍山站 繳費區 7 號
馬鞍山 九廣馬鐵 第一城站 繳費區 5 號
馬鞍山 九廣馬鐵 大水坑站 繳費區 6 號
馬鞍山 九廣馬鐵 石門站 繳費區 5 號
馬鞍山 九廣馬鐵 恆安站 非繳費區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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