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公司 / 機構分類」

編號 莎莎化妝品有限公司 地址

1 莎莎零售商店 - 駱克 香港銅鑼灣駱克道500號地下

2 莎莎零售商店 - 北角 香港北角英皇道345號新達大廈地下1及2號舖

3 莎莎零售商店 - 德己立街 香港中環德己立街6號地下及1樓

4 莎莎零售商店 - 康山 香港鰂魚涌康山道2號康怡廣場1樓F35至38號舖

5 莎莎零售商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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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莎莎零售商店 - 柴灣新翠 香港柴灣柴灣道233號新翠商場3樓312至315號舖

7 莎莎零售商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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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莎莎零售商店 - 禮頓中心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77號禮頓中心地下及2樓

9 莎莎零售商店 - 皇室堡 香港告士打道311號皇室堡1樓118至119號舖

10 莎莎零售商店 - 羅素街8號 香港銅鑼灣羅素街8號地下及1樓及羅素街20號地下

11 莎莎零售商店 - 彌敦88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86-88A地下

12 莎莎零售商店 - 德福 九龍九龍灣偉業街33號德福廣場地下G36號舖

13 莎莎零售商店 - 雅蘭 九龍旺角彌敦道625及639號雅蘭中心地下G15至19號及1樓104號舖

14 莎莎零售商店 - 始創 九龍旺角彌敦道750號始創中心地下G12至16號舖

15 莎莎零售商店 - 奧海城 九龍大角咀奧海城二期UG層UG11號舖

16 莎莎零售商店 - 新港 九龍尖沙咀廣東道30號新港中心1樓111至112號舖

17 莎莎零售商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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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莎莎零售商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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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莎莎零售商店 - 新蒲崗 九龍新蒲崗太子道東638號Mikiki地下G17及18號舖

20 莎莎零售商店 - 油塘 九龍油塘高超道38號大本型1樓124號舖

21 莎莎零售商店 - PopCorn 新界將軍澳唐俊街9號PopCorn 2期1樓F108-110號舖

22 莎莎零售商店 - 新都城 新界將軍澳欣景道8號新都城中心二期1136至1138號舖

23 莎莎零售商店 - 西九龍 九龍深水埗欽州街37K號西九龍中心第一層112A號舖

24 莎莎零售商店 - 黃大仙 九龍黃大仙龍翔道136號黃大仙中心北館1樓N125, N126及N127號舖

25 莎莎零售商店 - 東港城2 新界將軍澳重華路8號東港城1樓136至137號舖

26 莎莎零售商店 - 加威中心 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10號加威中心地下及1樓

27 莎莎零售商店 - 彌敦道221 九龍彌敦道221及221A號同昌商業大廈地下B號鋪及地庫B號鋪

28 莎莎零售商店 - 將軍澳中心 將軍澳唐德街9號將軍澳中心1樓 106-107號舖

29 莎莎零售商店 - 荃灣 新界荃灣眾安街51號地下

30 莎莎零售商店 - 沙田 新界沙田沙田正街18號新城市廣場一期3樓357號舖

31 莎莎零售商店 - 元朗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138號地下及閣樓

32 莎莎零售商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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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莎莎零售商店 - 嘉湖銀座 新界天水圍天恩路18號嘉湖二期地下G12號舖

34 莎莎零售商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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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莎莎零售商店 - 新青衣 新界青衣青荃路33號青衣城1期2樓215號舖

36 莎莎零售商店 - 沙田第一城 新界沙田銀城街1號置富第一城地下G18B, G19-20及G24A4號舖

37 莎莎零售商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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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莎莎零售商店 - 屯門V City 新界屯門屯門鄉事會路83號V City 地下G11號舖

39 莎莎零售商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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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是封回收重用大行動2021」

利是封公眾回收點

綠領行動感謝以下機構的支持，共提供超過350個地點以便市民回收利是封！

利是封回收期由2月18日(年初七)至3月3日(年二十)。回收地點的營業時間視乎個別公司或機構而定，敬請留意。



40 莎莎零售商店 - 大圍 新界沙田大圍道55-65號金禧花園地下9號舖

41 莎莎零售商店 - 新頌富 新界天水圍天華路30號T Town South 1樓S106舖

42 莎莎零售商店 - 新馬鞍山 新界馬鞍山新港城中心2樓2311-12號舖

43 莎莎零售商店 - 形點 新界元朗朗日路8號形點2期1樓A111號舖

44 莎莎零售商店 - 新荃灣廣場 新界荃灣大壩街4-30號荃灣廣場2樓257-258號舖

45 莎莎零售商店 - 新新都會 新界葵芳興芳路223號新都會廣場2樓219號舖

46 莎莎零售商店 - 卓爾居 新界屯門石排頭道1號卓爾居地下G11-G13舖  

47 莎莎零售商店 - 開心廣場 新界元朗開心廣場地下G1及G2號鋪

48 莎莎零售商店 - 新大埔新達 新界大埔南運路9號新達廣場1樓A05號舖

49 莎莎零售商店 - 如心廣場 荃灣楊屋道8號如心廣場一期一樓117號舖

50 莎莎零售商店 - 新東涌 新界東涌達東路20號東薈城1樓116號舖

編號 香港蜆殼有限公司 地址

1 域多利道蜆殼油站 域多利道555號 (近碧瑤灣)

2 薄扶林蜆殼油站 薄扶林道100號

3 鰂魚涌蜆殼油站 鰂魚涌英皇道979號A

4 電氣道蜆殼油站 北角電氣道169-171號

5 啟德蜆殼油站 太子道東590號

6 大角咀蜆殼油站 大角咀道82號 (晏架街交界)

7 角祥街蜆殼油站 深旺道3號地下

8 塘尾道蜆殼油站 旺角道2號

9 亞皆老街蜆殼油站 亞皆老街108號 (梭椏道交界)

10 通菜街蜆殼油站 旺角界限街48-50號 (通菜街交界)

11 大坑東道蜆殼油站 大坑東道17號

12 公主道蜆殼油站 公主道58 號 (向九龍塘方向)

13 界限街蜆殼油站 界限街126-128號

14 九龍灣(西)蜆殼油站 九龍灣啟福道6號 (向土瓜灣方向)

15 馬頭圍道蜆殼油站 馬頭圍道163號

16 九龍灣(東)蜆殼油站 九龍灣啟福道5號 (向觀塘方向)

17 鯉魚門道蜆殼油站 鯉魚門道8號

18 通州街蜆殼油站 青山道493-495號 (通州街交界)

19 大埔道蜆殼油站 大埔道45號B (南昌街交界)

20 清水灣道蜆殼油站 清水灣道壁屋地段1174號

21 將軍澳蜆殼油站 將軍澳寶康路100號

22 馬鞍山蜆殼油站 馬鞍山鞍山里21號

23 青衣蜆殼油站 青衣西路173號 

24 葵涌蜆殼油站 大窩口青山道682-688號 (向九龍方向)

25 粉嶺北蜆殼油站 粉嶺沙頭角公路龍躍頭段46 號

26 唐人新村蜆殼油站 元朗唐人新村路20號

27 屏山蜆殼油站 元朗屏山青山公路11號

28 坳頭蜆殼油站 元朗凹頭青山公路

29 沙田第一城蜆殼油站 沙田第一城樂城街5-7號

30 九龍水塘蜆殼油站 大埔公路488號

31 屯門蜆殼油站 屯門震寰路5號

32 康樂園蜆殼油站 大埔康樂園市中心徑16號

33 沙田嶺蜆殼油站 沙田嶺大埔公路8500號

34 荃灣西蜆殼油站 荃灣柴灣角街84-92號

35 荃灣新蜆殼油站 大窩口青山公路731-737號 (向屯門方向)

36 洪水橋蜆殼油站 元朗洪水橋青山公路202號



37 錦上路蜆殼油站 錦上路118號

38 小欖蜆殼油站 新界青山公路(大欖段) 98號

39 新墟蜆殼油站 屯門新墟新德街3 號

40 機場貨運中心蜆殼油站 赤鱲角機場駿運路20號

41 機場客運大樓蜆殼油站 赤鱲角機場暢景路6號

編號 恒隆地產有限公司 地址

1 Fashion Walk 銅鑼灣記利佐治街

2 渣打銀行大廈 中環德輔道中 4 號渣打銀行大廈

3 都爹利街一號 中環都爹利街 1 號

4 印刷行 中環都爹利街 6 號

5 樂成行 中環都爹利街 13 號

6 山頂廣場 山頂道 118 號

7 康怡廣場 鰂魚涌康山道 1 – 2 號

8 恒福商業中心 佐敦彌敦道 221B-E 號

9 家樂坊 旺角登打士街 56 號

10 雅蘭中心 旺角彌敦道 625 及 639 號

11 荷李活商業中心 旺角彌敦道 610 號

12 格蘭中心 尖沙咀堪富利士道 8 號

13 淘大商場 九龍灣牛頭角道 77 號

14 永康街 9 號 長沙灣永康街9 號

編號 信和集團 地址

1 中港城 第一至六座辦公室電梯大堂

2 香港黃金海岸 會所及客戶服務中心

3 電氣道148號 一樓大堂

4 遠東金融中心 UG層客戶服務台

5 藍灣廣場 大堂客戶服務台

6 信和廣場 地下客戶服務台

7 中央廣場 一樓客戶服務台

8 軒尼斯道256 UG層客戶服務台

9 國際交易中心 二樓大堂

10 宏天廣場 地下電梯大堂

11 帝庭軒 一樓大堂

12 帝庭軒 會所大堂

13 沙田商業中心 地下大堂客戶服務台

14 雅濤居商場 客戶服務台

15 奧海城三期海泓道1號 UG層客戶服務台

16 奧海城一期海輝道11號 UG層客戶服務台

17 奧海城二期海庭道18號 地下客戶服務台

18 萬金中心 地下護衛站崗

19 玫瑰花園 地下護衛站崗

20 屯門市廣場 一期一樓客戶服務台

21 旺角中心第一期 地下客戶服務台

22 亞太中心 地下客戶服務台

23 帝國中心 CSC Office

24 尖沙咀中心 CSC Office



編號 千色Citistore 地址

1 千色Citistore荃灣店 香港新界荃灣地段 301號荃灣千色匯 II

2 千色Citistore元朗店 香港新界元朗教育路1號元朗千色匯二至四樓

3 千色Citistore馬鞍山店 香港新界沙田馬鞍山鞍祿街18號新港城中心二樓及三樓

4 千色Citistore將軍澳店 香港九龍將軍澳 MCP Central 二樓

5 千色Citistore大角咀店 香港九龍大角咀福利街8號港灣豪庭廣場一樓

6 千色Citistore屯門店 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北翼三樓

編號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地址

1 形點 新界元朗元龍街9號

2 壽臣山廣場 香港壽山村道16號E

3 銀線灣廣場 新界西貢銀岬路2號

4 置富南區廣場 香港薄扶林道

5 卓爾廣場 新界屯門石排頭徑1號

6 九龍貿易中心 葵涌葵昌路51號

7 新九龍廣場 九龍大角咀道38號

8 環球貿易廣場 九龍柯士甸道西1號

9 創貿廣場 九龍觀塘開源道49號

10 V City 新界屯門鄉事會路83號

11 One Harbour Square 九龍觀塘海濱道181號

12 Two Harbour Square 九龍觀塘偉業街180號 

13 新城市廣場一期 新界沙田正街18-19號

14 新城市中央廣場 新界沙田沙田鄉事會路138號

15 新達廣場 新界大埔南運路9號

16 機場空運中心 香港赤鱲角駿運路2號

17 世界貿易中心 香港銅鑼灣告士打道280號

18 柯達大廈2座 香港北角健康東街39號

19 元朗廣場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249-251號

20 東港城商場 新界將軍澳重華路8號

21 V Walk 九龍深水埗深旺道28號

22 新城市商業大廈 新界沙田白鶴汀街10-18號

23 大埔超級城 新界大埔安邦路8及10號

24 天晉匯 新界將軍澳至善街19號

25 俊匯中心 九龍觀塘鴻圖道 22號

26 開心廣場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123號

27 絲寶國際大廈 九龍觀塘偉業街108號

28 W50 香港黃竹坑道50號

29 上水廣場 新界上水龍琛路39號

30 新翠商場 香港柴灣柴灣道233號

31 新都會廣場 新界葵芳興芳路223號

32 新都廣場 新界上水龍運街8號

33 建生商業中心 九龍觀塘敬業街49號

34 貿易之都 新界葵涌葵昌路56號

35 新葵興廣場 新界葵涌興芳路166-174號

36 新世紀廣場 九龍旺角太子道西193號

37 新城市廣場三期 新界沙田正街2號

38 珀御坊 新界屯門良德街8號

39 創紀之城五期 九龍觀塘觀塘道418號



編號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地址

1 新世界大廈 中環皇后大道中18號新世界大廈大堂

2 萬年大廈 中環皇后大道中38號萬年大廈大堂

3 K11購物藝術館 尖沙咀河內道18號

4 K11 MUSEA 尖沙咀梳士巴利道18號

5 Nature Discovery Park 尖沙咀梳士巴利道18號K11 MUSEA 8樓

6 K11 ATELIER Victoria Dockside 尖沙咀梳士巴利道18號

7 K11 ATELIER King’s Road 鰂魚涌英皇道728號

8 The Forest 旺角奶路臣街17號

9 D．Park 愉景新城 青山公路荃灣段398號愉景新城L1及L2樓層

編號 太古地產有限公司 地址

1 德宏大廈 一樓，面向Pret A Manger

2 德宏大廈 地下，鄰近The Loop 入口

3 太古坊一座 地下，鄰近接待處

4 濠豐大廈 一樓，鄰近五號自動扶手電梯

5 電訊盈科中心 鄰近詢問處

6 港島東中心 地下，鄰近三號自動扶手電梯

7 林肯大廈 地下，鄰近一號自動扶手電梯

8 栢克大廈 地下，鄰近三號、四號自動扶手電梯

9 太古城中心北場 地庫二樓，扶手電梯大堂

10 太古城中心北場 地下，鄰近自動扶手電梯

11 太古城中心南場 地下，鄰近自動扶手電梯

12 太古城中心南場 三樓，鄰近305-6號商店

13 太古城中心南場 五樓，鄰近自動扶手電梯

14 太古城中心商場 二樓，詢問處對面

15 港運城商場 地下，兌換櫃檯

16 港運大廈 地下，電梯大堂

17 South Island Place 地下大堂

18 太古廣場購物商場 LG1中央大堂停車場

19 太古廣場購物商場 金鐘道太古廣場L1，回收站和商場門口附近

20 太古廣場一座 四樓，電梯大堂

21 太古廣場二座 四樓，電梯大堂

22 太古廣場三座 一樓，電梯大堂

23 軒尼詩道28號 一樓，電梯大堂

24 東薈城一座 地下，電梯大堂

25 東薈城名店倉 一樓北場主入口，鄰近商場指南

26 東薈城名店倉 二樓顧客服務中心，鄰近259號商店

編號 香港房屋委員會 地址

1 油麗商場 九龍油麗邨商場3樓商場

2 海麗商場 九龍海麗邨海晴樓地下

3 水泉澳商場 新界沙田水泉澳廣場

4 美田商場 新界大圍美田邨美致樓地下

5 坪石邨 九龍坪石邨玉石樓一樓

6 晴朗商場 九龍晴朗商場B區1樓

編號 其他公司 / 機構 地址

1 金朝陽中心 香港銅鑼灣羅素街38號地下



2 金朝陽中心二期-Midtown 香港銅鑼灣登龍街1號地下

3 利園一期 3/F寫字樓客戶服務櫃台

4 利園一期 商場G/F禮賓部

5 利園二期 G/F寫字樓客戶服務櫃台

6 利園二期 商場G/F禮賓部

7 利園三期 商場G/F禮賓部

8 利園三期 3/F寫字樓客戶服務櫃台

9 希慎廣場 寫字樓 10/F客戶服務櫃台

10 希慎廣場 商場1/F禮賓部

11 利舞臺廣場 1/F禮賓部

12 禮頓中心 客戶服務櫃台

13 希慎道壹號 客戶服務櫃台

14 利園五期 管理處

15 利園六期 管理處

16 竹林苑 會所

17 新鴻基中心 灣仔港灣道30號新鴻基中心B1管理處

18 e-Print門市觀塘分店 九龍觀塘道436-446官塘工業中心第4期地下B鋪

19 灣景國際 香港灣仔港灣道4號

20 集成中心 灣仔軒尼詩道302-8號

21 永安百貨彌敦道店 九龍彌敦道345號永安九龍中心

22 永安百貨上環總店 香港上環德輔道中211號永安中心

23 永安百貨尖東店 九龍尖沙咀東部麼地道62號永安廣場

24 國際廣場 尖沙咀彌敦道63號 - 國際廣場大堂樓層禮賓部

25 國際廣場 尖沙咀彌敦道63號 - 國際廣場港鐵樓層禮賓部

26 鴻星中菜(荔枝角店) 荔枝角長沙灣道786-788號羅氏商業廣場地下

27 鴻星中菜(旺角店) 旺角太子道西193號新世紀廣場6樓601-601A號舖

28 鴻星中菜(尖沙咀店) 尖沙咀堪富利士道8號格蘭中心3樓

29 鴻星中菜(荃灣店) 荃灣大壩街4-30號荃灣廣場第6層621-630號舖

30 鴻星中菜(元朗店) 元朗朗日路8-9號及元龍街9號形點II3樓 A301-A302號舖

31 鴻星中菜(灣仔店) 灣仔港灣道6-8號瑞安中心1樓

32 鴻星中菜(觀塘店) 觀塘開源道64號源成中心1樓

33 大都烤鴨 尖沙咀河內道18號K11購物藝術館2樓221號舖

34 大都淮揚中菜 灣仔港灣道1號會展廣場8樓

35 星‧68 中環德輔道中68號萬宜大廈萬宜廊地下G04號舖

36 一號客運大樓旅客服務中心 ( L7) 香港國際機場一號客運大樓

37 機場行政大樓 香港大嶼山香港國際機場翔天路1號

38 機場商業大樓 (LG/F) 香港國際機場翔天路1號

39 和富商業大廈大堂 香港九龍油麻地彌敦道574-576號和富商業大廈

40 御皇台 北角英皇道 933號

41 港逸軒 北角春秧街128號

42 興富中心 佐敦德興街 11-12號

43 聚賢居 上環荷李活道 108號

44 曉悅 長沙灣福華街 571號

45 迎豐 九龍土瓜灣馬頭角道50號

46 尚悅 元朗十八郷路11號

47 嘉亨灣 西灣河太康街38號

48 豫豐花園 屯門藍地福亨村路8號

49 新都城二期 將軍澳欣景路8號

50 港灣豪庭 大角咀福利街8號



51 翔龍灣 土瓜灣新碼頭街38號

52 建造業零碳天地 九龍灣常悅道8號（近室內展覽館入口)

53 新渡輪中環碼頭(五號) 新渡輪中環碼頭(五號)

54 新渡輪中環碼頭(六號) 新渡輪中環碼頭(六號)

55 新渡輪長洲碼頭 新渡輪長洲碼頭

56 新渡輪梅窩碼頭 新渡輪梅窩碼頭

57 新渡輪北角碼頭 新渡輪北角碼頭

58 新渡輪九龍城碼頭 新渡輪九龍城碼頭

59 新渡輪紅磡碼頭 新渡輪紅磡碼頭

60 香港義工學院 葵涌祖堯邨敬祖路6號祖堯坊D座1樓D101 - 102號

61 回收便利點 — 綠在長沙灣 長沙灣青山道468號ONE NEW YORK地舖

編號 議員辦事處 地址

1 蔡雅文議員辦事處 葵涌祖堯邨松齡舍地下1號舖

2 王必敏及冼豪輝議員辦事處 青衣青衣邨宜偉樓地下12號

3 譚家浚議員辦事處 青衣長安邨安湖樓平台308A室

4 劉肇軒議員辦事處 新界荃灣西樓角路170至184號華都中心地下43號舖

5 朱慧芳議員辦公室 九龍佐敦文英街29B文景樓地下

6 楊彧議員辦事處 荔枝角海麗邨海禧樓地下4室

7 利瀚庭議員辦事處 元州邨元泰樓地下B2室

8 李炯議員辦事處 深水埗麗閣邨麗芙樓地下S14室

9 劉偉聰議員辦事處 深水埗西洋菜北街211號騏昌大廈地下2號鋪

10 李國權議員辦事處 太子通州街28號頌賢花園地下7號鋪

11 陳俊裕議員辦事處 九龍黃大仙上邨啟善樓地下1號

12 張嘉宜議員辦事處 鑽石山鳳德邨斑鳳樓205室

13 黎寶桂議員辦事處 觀塘坪石邨藍石樓地下125室

14 梁銘康議員辦事處 九龍樂富邨樂泰樓高層地下16號

15 李軍澤議員辦事處 九龍灣牛頭角道77號淘大商場F161舖

16 王嘉盈議員辦事處 九龍藍田匯景廣場第五層821舖

17 鄭景陽議員辦事處 觀塘和樂邨長安樓地下104室

18 郭子健議員辦事處 
青衣長宏邨宏善樓地下C翼

19 劉子傑議員辦事處 青衣長發邨敬發樓地下101室

20 譚家浚議員辦事處 青衣長安邨安湖樓平台308A室

21 張敏峯議員辦事處 九龍觀塘曉光街21號曉麗商場204號舖

22 馮文韜及蕭亮聲議員辦事處 旺角亞皆老街98號富都大廈2樓9-10室

23 黃永傑議員辦事處 九龍何文田邨逸文樓地下六號

24 莫綺霞議員辦事處 慈雲山慈康邨康德樓地下4A及4B室

25 羅偉珊及麥景星議員辦事處 灣仔摩理臣山道31號摩利臣商業大廈15樓

26 陳寶琼議員辦事處 鰂魚涌英皇道995-997號萬利廣場220號舖

27 顧國慧議員辦事處 灣仔茂蘿街7號2/F 207室

28 潘秉康議員辦事處 香港仔華貴邨華禮樓地下G02室

29 嚴駿豪議員辦事處 香港仔華富邨華泰樓119室

30 張嘉莉議員辦事處 跑馬地昌明街2號閣樓

31 謝妙儀議員辦事處 柴灣興華一邨興翠樓地下2室

32 張振傑議員辦事處 西灣河興東邨興康樓地下4號

33 韋少力議員辦事處 西灣河康祥街4號太順樓地舖C店(門外可停車)

34 彭家浩議員辦事處 香港西環西祥街2號寶翠閣地下8B號

35 陳嘉佑及傅佳琳議員辦事處 香港炮台山長康街20號中天樓地舖

36 黃永志議員辦事處 西營盤皇后大道西335號崑保商業大廈1505室



37 楊哲安議員辦事處 香港中環永吉街21號誠興商業大廈8樓E6A室

38 俞竣晞議員辦事處 海怡半島東商場102號舖

39 梁晃維議員辦事處 堅尼地城地下58號舖觀龍樓D座

40 鍾禮謙及許立燊議員辦事處 馬鞍山褔安花園商場地下27號舖

41 王偉麟議員辦事處 油塘油麗邨逸麗樓地下

42 呂文光議員辦事處 將軍澳毓雅里9號慧安商場1樓B23室

43 陳緯烈議員辦事處 將軍澳健明邨健暉樓地下

44 黃文萱議員辦事處 沙田第一城23座地下F2舖

45 陳振哲議員辦事處 大埔懷仁街41號閣樓

46 姚鈞豪議員辦事處 大埔廣福邨廣祐樓平台228室

47 連桷璋議員辦事處 大埔廣福邨廣平樓平台224室

48 何偉霖議員辦事處 大埔富亨邨亨裕樓地下22號

49 姚躍生議員辦事處 大埔懷仁街41號泰和樓閣樓

50 陳蔚嘉議員辦事處 大埔汀角路29-35號榮暉花園商場地下14號舖

51 周炫瑋議員辦事處 大埔太和邨麗和樓地下122A室

52 林名溢議員辦事處 大埔寶鄉邨第一層平台P102室

53 黃凱盈議員辦事處 粉嶺祥華邨祥和樓地下102號

54 周曉嵐及雷啓榮議員辦事處 火炭銀禧薈7樓706室及707室

55 伍顯龍議員辦事處 青龍頭豪景花園商場低層一號舖

56 黃丹晴議員辦事處 屯門山景邨景貴樓地下25號

57 羅佩麗議員辦事處 屯門建生邨樂生樓地下5號

58 李俊威議員辦事處 元朗凹頭友善街11號朗善邨善愛樓地鋪1號

59 郭文浩議員辦事處 元朗天晴邨晴雲樓地下6號室

60 梁德明議員辦事處 元朗洪福邨洪欣樓地下G01室

61 陳敬倫議員辦事處 元朗馬田路38號怡豐花園12號舖

62 司徒博文議員辦事處 元朗大棠路大棠花園A6地下

63 王頴思議員辦事處 元朗天水圍天澤邨澤辰樓地下B翼

64 方浩軒議員辦事處 新界元朗好順意大廈地下49號舖

65 黎國泳議員辦事處 元朗水邊圍邨康水樓地下101室

66 伍健偉議員辦事處 元朗天水圍嘉湖銀座 一期251室

67 林廷衞及石景澄議員辦事處 新界元朗安寧路38號世宙1座地下3號舖

68 林進議員辦事處 天水圍天瑞邨瑞財樓地下2室

69 潘智鍵議員辦事處 屯門石排頭路15號翠林花園地下11B號舖

70 黃家華議員辦事處 新界荃灣梨木樹邨第五座地下9號

71 黎銘澤議員辦事處 將軍澳厚德邨德安樓地下10號

72 陳嘉琳議員辦事處 西貢普通道32號地下

73 陳詩雅議員辦事處 新界天水圍天華邨華祐樓B翼地下1號單位

74 區國權議員辦事處 天水圍新北江商場1樓B 6舖

「按地區分類」

編號 機構名稱 地址

1 藍灣廣場 大堂客戶服務台

2 South Island Place 地下大堂

3 莎莎零售商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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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壽臣山廣場 香港壽山村道16號E

5 置富南區廣場 香港薄扶林道

6 W50 香港黃竹坑道50號

7 域多利道蜆殼油站 域多利道555號 (近碧瑤灣)

南區



8 薄扶林蜆殼油站 薄扶林道100號

9 潘秉康議員辦事處 香港仔華貴邨華禮樓地下G02室

10 嚴駿豪議員辦事處 香港仔華富邨華泰樓119室

11 俞竣晞議員辦事處 海怡半島東商場102號舖

編號 機構名稱 地址

1 K11 ATELIER King’s Road 鰂魚涌英皇道728號

2 康怡廣場 鰂魚涌康山道 1 – 2 號

3 莎莎零售商店 - 北角 香港北角英皇道345號新達大廈地下1及2號舖

4 莎莎零售商店 - 康山 香港鰂魚涌康山道2號康怡廣場1樓F35至38號舖

5 莎莎零售商店 - 柴灣新翠 香港柴灣柴灣道233號新翠商場3樓312至315號舖

6 柯達大廈2座 香港北角健康東街39號

7 新翠商場 香港柴灣柴灣道233號

8 鰂魚涌蜆殼油站 鰂魚涌英皇道979號A

9 電氣道蜆殼油站 北角電氣道169-171號

10 御皇台 北角英皇道 933號

11 港逸軒 北角春秧街128號

12 新渡輪北角碼頭 新渡輪北角碼頭

13 陳寶琼議員辦事處 鰂魚涌英皇道995-997號萬利廣場220號舖

14 謝妙儀議員辦事處 柴灣興華一邨興翠樓地下2室

15 張振傑議員辦事處 西灣河興東邨興康樓地下4號

16 韋少力議員辦事處 西灣河康祥街4號太順樓地舖C店(門外可停車)

17 陳嘉佑及傅佳琳議員辦事處 香港炮台山長康街20號中天樓地舖

編號 機構名稱 地址

1 新世界大廈 中環皇后大道中18號新世界大廈大堂

2 萬年大廈 中環皇后大道中38號萬年大廈大堂

3 永安百貨上環總店 香港上環德輔道中211號永安中心

4 星‧68 中環德輔道中68號萬宜大廈萬宜廊地下G04號舖

5 渣打銀行大廈 中環德輔道中 4 號渣打銀行大廈

6 都爹利街一號 中環都爹利街 1 號

7 印刷行 中環都爹利街 6 號

8 樂成行 中環都爹利街 13 號

9 山頂廣場 山頂道 118 號

10 電氣道148號 一樓大堂

11 信和廣場 地下客戶服務台

12 中央廣場 一樓客戶服務台

13 軒尼斯道256 UG層客戶服務台

14 德宏大廈 一樓，面向Pret A Manger

15 德宏大廈 地下，鄰近The Loop 入口

16 太古坊一座 地下，鄰近接待處

17 濠豐大廈 一樓，鄰近五號自動扶手電梯

18 電訊盈科中心 鄰近詢問處

19 港島東中心 地下，鄰近三號自動扶手電梯

20 林肯大廈 地下，鄰近一號自動扶手電梯

21 栢克大廈 地下，鄰近三號、四號自動扶手電梯

22 太古城中心北場 地庫二樓，扶手電梯大堂

東區

中西區



23 太古城中心北場 地下，鄰近自動扶手電梯

24 太古城中心南場 地下，鄰近自動扶手電梯

25 太古城中心南場 三樓，鄰近305-6號商店

26 太古城中心南場 五樓，鄰近自動扶手電梯

27 太古城中心商場 二樓，詢問處對面

28 港運城商場 地下，兌換櫃檯

29 港運大廈 地下，電梯大堂

30 太古廣場購物商場 LG1中央大堂停車場

31 太古廣場購物商場 金鐘道太古廣場L1，回收站和商場門口附近

32 太古廣場一座 四樓，電梯大堂

33 太古廣場二座 四樓，電梯大堂

34 太古廣場三座 一樓，電梯大堂

35 莎莎零售商店 - 德己立街 香港中環德己立街6號地下及1樓

36 聚賢居 上環荷李活道 108號

37 嘉亨灣 西灣河太康街38號

38 新渡輪中環碼頭(五號) 新渡輪中環碼頭(五號)

39 新渡輪中環碼頭(六號) 新渡輪中環碼頭(六號)

40 彭家浩議員辦事處 香港西環西祥街2號寶翠閣地下8B號

41 黃永志議員辦事處 西營盤皇后大道西335號崑保商業大廈1505室

42 楊哲安議員辦事處 香港中環永吉街21號誠興商業大廈8樓E6A室

43 梁晃維議員辦事處 堅尼地城地下58號舖觀龍樓D座

編號 機構名稱 地址

1 金朝陽中心 香港銅鑼灣羅素街38號地下

2 金朝陽中心二期-Midtown 香港銅鑼灣登龍街1號地下

3 利園一期 3/F寫字樓客戶服務櫃台

4 利園一期 商場G/F禮賓部

5 利園二期 G/F寫字樓客戶服務櫃台

6 利園二期 商場G/F禮賓部

7 利園三期 商場G/F禮賓部

8 利園三期 3/F寫字樓客戶服務櫃台

9 希慎廣場 寫字樓 10/F客戶服務櫃台

10 希慎廣場 商場1/F禮賓部

11 利舞臺廣場 1/F禮賓部

12 禮頓中心 客戶服務櫃台

13 希慎道壹號 客戶服務櫃台

14 利園五期 管理處

15 利園六期 管理處

16 竹林苑 會所

17 新鴻基中心 灣仔港灣道30號新鴻基中心B1管理處

18 灣景國際 香港灣仔港灣道4號

19 集成中心 灣仔軒尼詩道302-8號

20 鴻星中菜(灣仔店) 灣仔港灣道6-8號瑞安中心1樓

21 大都淮揚中菜 灣仔港灣道1號會展廣場8樓

22 Fashion Walk 銅鑼灣記利佐治街

23 遠東金融中心 UG層客戶服務台

24 軒尼詩道28號 一樓，電梯大堂

25 莎莎零售商店 - 駱克 香港銅鑼灣駱克道500號地下

灣仔區



26 莎莎零售商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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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莎莎零售商店 - 禮頓中心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77號禮頓中心地下及2樓

28 莎莎零售商店 - 皇室堡 香港告士打道311號皇室堡1樓118至119號舖

29 莎莎零售商店 - 羅素街8號 香港銅鑼灣羅素街8號地下及1樓及羅素街20號地下

30 世界貿易中心 香港銅鑼灣告士打道280號

31 羅偉珊及麥景星議員辦事處 灣仔摩理臣山道31號摩利臣商業大廈15樓

32 顧國慧議員辦事處 灣仔茂蘿街7號2/F 207室

33 張嘉莉議員辦事處 跑馬地昌明街2號閣樓

編號 機構名稱 地址

1 K11購物藝術館 尖沙咀河內道18號

2 K11 MUSEA 尖沙咀梳士巴利道18號

3 Nature Discovery Park 尖沙咀梳士巴利道18號K11 MUSEA 8樓

4 K11 ATELIER Victoria Dockside 尖沙咀梳士巴利道18號

5 The Forest 旺角奶路臣街17號

6 永安百貨彌敦道店 九龍彌敦道345號永安九龍中心

7 永安百貨尖東店 九龍尖沙咀東部麼地道62號永安廣場

8 國際廣場 尖沙咀彌敦道63號 - 國際廣場大堂樓層禮賓部

9 國際廣場 尖沙咀彌敦道63號 - 國際廣場港鐵樓層禮賓部

10 鴻星中菜(旺角店) 旺角太子道西193號新世紀廣場6樓601-601A號舖

11 鴻星中菜(尖沙咀店) 尖沙咀堪富利士道8號格蘭中心3樓

12 大都烤鴨 尖沙咀河內道18號K11購物藝術館2樓221號舖

13 恒福商業中心 佐敦彌敦道 221B-E 號

14 家樂坊 旺角登打士街 56 號

15 雅蘭中心 旺角彌敦道 625 及 639 號

16 荷李活商業中心 旺角彌敦道 610 號

17 格蘭中心 尖沙咀堪富利士道 8 號

18 和富商業大廈大堂 香港九龍油麻地彌敦道574-576號和富商業大廈

19 中港城 第一至六座辦公室電梯大堂

20 奧海城三期海泓道1號 UG層客戶服務台

21 奧海城一期海輝道11號 UG層客戶服務台

22 奧海城二期海庭道18號 地下客戶服務台

23 旺角中心第一期 地下客戶服務台

24 千色Citistore大角咀店 香港九龍大角咀福利街8號港灣豪庭廣場一樓

25 莎莎零售商店 - 彌敦88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86-88A地下

26 莎莎零售商店 - 雅蘭 九龍旺角彌敦道625及639號雅蘭中心地下G15至19號及1樓104號舖

27 莎莎零售商店 - 始創 九龍旺角彌敦道750號始創中心地下G12至16號舖

28 莎莎零售商店 - 奧海城 九龍大角咀奧海城二期UG層UG11號舖

29 莎莎零售商店 - 新港 九龍尖沙咀廣東道30號新港中心1樓111至112號舖

30 莎莎零售商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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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莎莎零售商店 - 加威中心 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10號加威中心地下及1樓

32 莎莎零售商店 - 彌敦道221 九龍彌敦道221及221A號同昌商業大廈地下B號鋪及地庫B號鋪

33 新九龍廣場 九龍大角咀道38號

34 環球貿易廣場 九龍柯士甸道西1號

35 新世紀廣場 九龍旺角太子道西193號

36 大角咀蜆殼油站 大角咀道82號 (晏架街交界)

37 角祥街蜆殼油站 深旺道3號地下

38 塘尾道蜆殼油站 旺角道2號

油尖旺區



39 亞皆老街蜆殼油站 亞皆老街108號 (梭椏道交界)

40 通菜街蜆殼油站 旺角界限街48-50號 (通菜街交界)

41 公主道蜆殼油站 公主道58 號 (向九龍塘方向)

42 界限街蜆殼油站 界限街126-128號

43 興富中心 佐敦德興街 11-12號

44 港灣豪庭 大角咀福利街8號

45 新渡輪紅磡碼頭 新渡輪紅磡碼頭

46 朱慧芳議員辦公室 九龍佐敦文英街29B文景樓地下

47 李國權議員辦事處 太子通州街28號頌賢花園地下7號鋪

48 馮文韜及蕭亮聲議員辦事處 旺角亞皆老街98號富都大廈2樓9-10室

49 黃永傑議員辦事處 九龍何文田邨逸文樓地下六號

50 帝國中心 CSC Office

51 尖沙咀中心 CSC Office

編號 機構名稱 地址

1 鴻星中菜(荔枝角店) 荔枝角長沙灣道786-788號羅氏商業廣場地下

2 永康街 9 號 長沙灣永康街9 號

3 國際交易中心 二樓大堂

4 海麗商場 九龍海麗邨海晴樓地下

5 莎莎零售商店 - 西九龍 九龍深水埗欽州街37K號西九龍中心第一層112A號舖

6 V Walk 九龍深水埗深旺道28號

7 通州街蜆殼油站 青山道493-495號 (通州街交界)

8 大埔道蜆殼油站 大埔道45號B (南昌街交界)

9 九龍水塘蜆殼油站 大埔公路488號

10 曉悅 長沙灣福華街 571號

11 楊彧議員辦事處 荔枝角海麗邨海禧樓地下4室

12 利瀚庭議員辦事處 元州邨元泰樓地下B2室

13 李炯議員辦事處 深水埗麗閣邨麗芙樓地下S14室

14 劉偉聰議員辦事處 深水埗西洋菜北街211號騏昌大廈地下2號鋪

15 回收便利點 — 綠在長沙灣 長沙灣青山道468號ONE NEW YORK地舖

編號 機構名稱 地址

1 莎莎零售商店 - 黃大仙 九龍黃大仙龍翔道136號黃大仙中心北館1樓N125, N126及N127號舖

2 陳俊裕議員辦事處 九龍黃大仙上邨啟善樓地下1號

3 張嘉宜議員辦事處 鑽石山鳳德邨斑鳳樓205室

4 莫綺霞議員辦事處 慈雲山慈康邨康德樓地下4A及4B室

編號 機構名稱 地址

1 e-Print門市觀塘分店 九龍觀塘道436-446官塘工業中心第4期地下B鋪

2 鴻星中菜(觀塘店) 觀塘開源道64號源成中心1樓

3 淘大商場 九龍灣牛頭角道 77 號

4 宏天廣場 地下電梯大堂

5 亞太中心 地下客戶服務台

6 油麗商場 九龍油麗邨商場3樓商場

7 坪石邨 九龍坪石邨玉石樓一樓

8 莎莎零售商店 - 德福 九龍九龍灣偉業街33號德福廣場地下G36號舖

深水埗區

黃大仙區

觀塘區



9 莎莎零售商店 - 新蒲崗 九龍新蒲崗太子道東638號Mikiki地下G17及18號舖

10 莎莎零售商店 - 油塘 九龍油塘高超道38號大本型1樓124號舖

11 創貿廣場 九龍觀塘開源道49號

12 One Harbour Square 九龍觀塘海濱道181號

13 Two Harbour Square 九龍觀塘偉業街180號 

14 俊匯中心 九龍觀塘鴻圖道 22號

15 絲寶國際大廈 九龍觀塘偉業街108號

16 建生商業中心 九龍觀塘敬業街49號

17 創紀之城五期 九龍觀塘觀塘道418號

18 九龍灣(西)蜆殼油站 九龍灣啟福道6號 (向土瓜灣方向)

19 九龍灣(東)蜆殼油站 九龍灣啟福道5號 (向觀塘方向)

20 鯉魚門道蜆殼油站 鯉魚門道8號

21 建造業零碳天地 九龍灣常悅道8號（近室內展覽館入口)

22 黎寶桂議員辦事處 觀塘坪石邨藍石樓地下125室

23 李軍澤議員辦事處 九龍灣牛頭角道77號淘大商場F161舖

24 王嘉盈議員辦事處 九龍藍田匯景廣場第五層821舖

25 鄭景陽議員辦事處 觀塘和樂邨長安樓地下104室

26 張敏峯議員辦事處 九龍觀塘曉光街21號曉麗商場204號舖

27 王偉麟議員辦事處 油塘油麗邨逸麗樓地下

編號 機構名稱 地址

1 晴朗商場 九龍晴朗商場B區1樓

2 莎莎零售商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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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啟德蜆殼油站 太子道東590號

4 大坑東道蜆殼油站 大坑東道17號

5 馬頭圍道蜆殼油站 馬頭圍道163號

6 迎豐 九龍土瓜灣馬頭角道50號

7 翔龍灣 土瓜灣新碼頭街38號

8 新渡輪九龍城碼頭 新渡輪九龍城碼頭

9 梁銘康議員辦事處 九龍樂富邨樂泰樓高層地下16號

編號 機構名稱 地址

1 D．Park 愉景新城 青山公路荃灣段398號愉景新城L1及L2樓層

2 鴻星中菜(荃灣店) 荃灣大壩街4-30號荃灣廣場第6層621-630號舖

3 千色Citistore荃灣店 香港新界荃灣地段 301號荃灣千色匯 II

4 莎莎零售商店 - 荃灣 新界荃灣眾安街51號地下

5 莎莎零售商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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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莎莎零售商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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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莎莎零售商店 - 新荃灣廣場 新界荃灣大壩街4-30號荃灣廣場2樓257-258號舖

8 莎莎零售商店 - 如心廣場 荃灣楊屋道8號如心廣場一期一樓117號舖

9 葵涌蜆殼油站 大窩口青山道682-688號 (向九龍方向)

10 荃灣西蜆殼油站 荃灣柴灣角街84-92號

11 荃灣新蜆殼油站 大窩口青山公路731-737號 (向屯門方向)

12 劉肇軒議員辦事處 新界荃灣西樓角路170至184號華都中心地下43號舖

13 黃家華議員辦事處 新界荃灣梨木樹邨第五座地下9號

九龍城區

荃灣區

葵青區



編號 機構名稱 地址

1 莎莎零售商店 - 新青衣 新界青衣青荃路33號青衣城1期2樓215號舖

2 莎莎零售商店 - 新新都會 新界葵芳興芳路223號新都會廣場2樓219號舖

3 九龍貿易中心 葵涌葵昌路51號

4 新都會廣場 新界葵芳興芳路223號

5 貿易之都 新界葵涌葵昌路56號

6 新葵興廣場 新界葵涌興芳路166-174號

7 青衣蜆殼油站 青衣西路173號 

8 香港義工學院 葵涌祖堯邨敬祖路6號祖堯坊D座1樓D101 - 102號

9 蔡雅文議員辦事處 葵涌祖堯邨松齡舍地下1號舖

10 王必敏及冼豪輝議員辦事處 青衣青衣邨宜偉樓地下12號

11 譚家浚議員辦事處 青衣長安邨安湖樓平台308A室

12 郭子健議員辦事處 
青衣長宏邨宏善樓地下C翼

13 劉子傑議員辦事處 青衣長發邨敬發樓地下101室

14 譚家浚議員辦事處 青衣長安邨安湖樓平台308A室

編號 機構名稱 地址

1 鴻星中菜(元朗店) 元朗朗日路8-9號及元龍街9號形點II3樓 A301-A302號舖

2 萬金中心 地下護衛站崗

3 千色Citistore元朗店 香港新界元朗教育路1號元朗千色匯二至四樓

4 莎莎零售商店 - 元朗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138號地下及閣樓

5 莎莎零售商店 - 嘉湖銀座 新界天水圍天恩路18號嘉湖二期地下G12號舖

6 莎莎零售商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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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莎莎零售商店 - 新頌富 新界天水圍天華路30號T Town South 1樓S106舖

8 莎莎零售商店 - 形點 新界元朗朗日路8號形點2期1樓A111號舖

9 莎莎零售商店 - 開心廣場 新界元朗開心廣場地下G1及G2號鋪

10 形點 新界元朗元龍街9號

11 元朗廣場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249-251號

12 開心廣場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123號

13 唐人新村蜆殼油站 元朗唐人新村路20號

14 屏山蜆殼油站 元朗屏山青山公路11號

15 坳頭蜆殼油站 元朗凹頭青山公路

16 洪水橋蜆殼油站 元朗洪水橋青山公路202號

17 錦上路蜆殼油站 錦上路118號

18 尚悅 元朗十八郷路11號

19 李俊威議員辦事處 元朗凹頭友善街11號朗善邨善愛樓地鋪1號

20 郭文浩議員辦事處 元朗天晴邨晴雲樓地下6號室

21 梁德明議員辦事處 元朗洪福邨洪欣樓地下G01室

22 陳敬倫議員辦事處 元朗馬田路38號怡豐花園12號舖

23 司徒博文議員辦事處 元朗大棠路大棠花園A6地下

24 王頴思議員辦事處 元朗天水圍天澤邨澤辰樓地下B翼

25 方浩軒議員辦事處 新界元朗好順意大廈地下49號舖

26 黎國泳議員辦事處 元朗水邊圍邨康水樓地下101室

27 伍健偉議員辦事處 元朗天水圍嘉湖銀座 一期251室

28 林廷衞及石景澄議員辦事處 新界元朗安寧路38號世宙1座地下3號舖

29 林進議員辦事處 天水圍天瑞邨瑞財樓地下2室

30 陳詩雅議員辦事處 新界天水圍天華邨華祐樓B翼地下1號單位

31 區國權議員辦事處 天水圍新北江商場1樓B 6舖

元朗區



編號 機構名稱 地址

1 沙田商業中心 地下大堂客戶服務台

2 雅濤居商場 客戶服務台

3 水泉澳商場 新界沙田水泉澳廣場

4 美田商場 新界大圍美田邨美致樓地下

5 千色Citistore馬鞍山店 香港新界沙田馬鞍山鞍祿街18號新港城中心二樓及三樓

6 莎莎零售商店 - 沙田 新界沙田沙田正街18號新城市廣場一期3樓357號舖

7 莎莎零售商店 - 沙田第一城 新界沙田銀城街1號置富第一城地下G18B, G19-20及G24A4號舖

8 莎莎零售商店 - 大圍 新界沙田大圍道55-65號金禧花園地下9號舖

9 莎莎零售商店 - 新馬鞍山 新界馬鞍山新港城中心2樓2311-12號舖

10 新城市廣場一期 新界沙田正街18-19號

11 新城市中央廣場 新界沙田沙田鄉事會路138號

12 新城市商業大廈 新界沙田白鶴汀街10-18號

13 新城市廣場三期 新界沙田正街2號

14 馬鞍山蜆殼油站 馬鞍山鞍山里21號

15 沙田第一城蜆殼油站 沙田第一城樂城街5-7號

16 沙田嶺蜆殼油站 沙田嶺大埔公路8500號

17 鍾禮謙及許立燊議員辦事處 馬鞍山褔安花園商場地下27號舖

18 黃文萱議員辦事處 沙田第一城23座地下F2舖

19 周曉嵐及雷啓榮議員辦事處 火炭銀禧薈7樓706室及707室

編號 機構名稱 地址

1 帝庭軒 一樓大堂

2 帝庭軒 會所大堂

3 上水廣場 新界上水龍琛路39號

4 新都廣場 新界上水龍運街8號

5 粉嶺北蜆殼油站 粉嶺沙頭角公路龍躍頭段46 號

6 黃凱盈議員辦事處 粉嶺祥華邨祥和樓地下102號

編號 機構名稱 地址

1 莎莎零售商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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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莎莎零售商店 - 新大埔新達 新界大埔南運路9號新達廣場1樓A05號舖

3 新達廣場 新界大埔南運路9號

4 大埔超級城 新界大埔安邦路8及10號

5 康樂園蜆殼油站 大埔康樂園市中心徑16號

6 陳振哲議員辦事處 大埔懷仁街41號閣樓

7 姚鈞豪議員辦事處 大埔廣福邨廣祐樓平台228室

8 連桷璋議員辦事處 大埔廣福邨廣平樓平台224室

9 何偉霖議員辦事處 大埔富亨邨亨裕樓地下22號

10 姚躍生議員辦事處 大埔懷仁街41號泰和樓閣樓

11 陳蔚嘉議員辦事處 大埔汀角路29-35號榮暉花園商場地下14號舖

12 周炫瑋議員辦事處 大埔太和邨麗和樓地下122A室

13 林名溢議員辦事處 大埔寶鄉邨第一層平台P102室

沙田區

北區

大埔區

西貢區



編號 機構名稱 地址

1 千色Citistore將軍澳店 香港九龍將軍澳 MCP Central 二樓

2 莎莎零售商店 - PopCorn 新界將軍澳唐俊街9號PopCorn 2期1樓F108-110號舖

3 莎莎零售商店 - 新都城 新界將軍澳欣景道8號新都城中心二期1136至1138號舖

4 莎莎零售商店 - 東港城2 新界將軍澳重華路8號東港城1樓136至137號舖

5 莎莎零售商店 - 將軍澳中心 將軍澳唐德街9號將軍澳中心1樓 106-107號舖

6 銀線灣廣場 新界西貢銀岬路2號

7 東港城商場 新界將軍澳重華路8號

8 天晉匯 新界將軍澳至善街19號

9 清水灣道蜆殼油站 清水灣道壁屋地段1174號

10 將軍澳蜆殼油站 將軍澳寶康路100號

11 新都城二期 將軍澳欣景路8號

12 呂文光議員辦事處 將軍澳毓雅里9號慧安商場1樓B23室

13 陳緯烈議員辦事處 將軍澳健明邨健暉樓地下

14 黎銘澤議員辦事處 將軍澳厚德邨德安樓地下10號

15 陳嘉琳議員辦事處 西貢普通道32號地下

編號 機構名稱 地址

1 香港黃金海岸 會所及客戶服務中心

2 玫瑰花園 地下護衛站崗

3 屯門市廣場 一期一樓客戶服務台

4 千色Citistore屯門店 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北翼三樓

5 莎莎零售商店 - 屯門V City 新界屯門屯門鄉事會路83號V City 地下G11號舖

6 莎莎零售商店 - 卓爾居 新界屯門石排頭道1號卓爾居地下G11-G13舖  

7 卓爾廣場 新界屯門石排頭徑1號

8 V City 新界屯門鄉事會路83號

9 珀御坊 新界屯門良德街8號

10 屯門蜆殼油站 屯門震寰路5號

11 小欖蜆殼油站 新界青山公路(大欖段) 98號

12 新墟蜆殼油站 屯門新墟新德街3 號

13 豫豐花園 屯門藍地福亨村路8號

14 伍顯龍議員辦事處 青龍頭豪景花園商場低層一號舖

15 黃丹晴議員辦事處 屯門山景邨景貴樓地下25號

16 羅佩麗議員辦事處 屯門建生邨樂生樓地下5號

17 潘智鍵議員辦事處 屯門石排頭路15號翠林花園地下11B號舖

編號 機構名稱 地址

1 一號客運大樓旅客服務中心 ( L7) 香港國際機場一號客運大樓

2 機場行政大樓 香港大嶼山香港國際機場翔天路1號

3 機場商業大樓 (LG/F) 香港國際機場翔天路1號

4 東薈城一座 地下，電梯大堂

5 東薈城名店倉 一樓北場主入口，鄰近商場指南

6 東薈城名店倉 二樓顧客服務中心，鄰近259號商店

7 莎莎零售商店 - 新東涌 新界東涌達東路20號東薈城1樓116號舖

8 機場空運中心 香港赤鱲角駿運路2號

9 機場貨運中心蜆殼油站 赤鱲角機場駿運路20號

10 機場客運大樓蜆殼油站 赤鱲角機場暢景路6號

屯門區

離島區



11 新渡輪長洲碼頭 新渡輪長洲碼頭

12 新渡輪梅窩碼頭 新渡輪梅窩碼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