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 SmarTone 特約經銷商

莫溢記書報社 香港仔大道203號香港仔街市大廈地下

成記雜誌報社 香港仔西安街12號

昌宏報紙雜誌 鴨脷洲西邨利添樓B座13 號舖

報紙檔 鴨脷洲大街150號地下6號舖

新龍超級市場 香港仔田灣街10號地下

創藝沖晒店 香港仔華富一邨商場平台24 舖

安達報社 赤柱大街18號地下

明記 赤柱大街94A

Hello Kitty 報紙雜誌 堅尼地城皇后大道西568號地下

堅城雜誌報社 堅尼地城士美菲路12K士美菲市政大樓地下G03舖

A+電訊 西營盤德舖道西402-404號創業商場一樓F04

報紙檔 西營盤德輔道西343號

晉軒國際企業公司 西環德輔道西343號43B1號舖

明輝電訊 西環卑路乍街30號萬發大廈地下A4號舖

美圖攝影服務公司 西環士美菲路43號地下1A

青藤企業 上環皇后大道中345號上環市政大廈地下NP2

桂記報紙檔 上環德輔道中237至239號 (滙豐銀行門口)

報紙檔 上環禧利街33號前北面角

壹電訊 上環干諾道中168-200號信德中心282舖

興記士多 上環高街27號A地下

李蘇記 中環德輔道中20號 (中環站C出口)

環球 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門前

報紙檔 中環砵典乍街30A號前

陳蓮煙檔 中環德輔道中10號地下

報紙檔 中環皇后大道中30號 (娛樂行前)

報紙檔 中環皇后大道中31號 (戲院里則)

報紙檔 中環德輔道中52號 (大華銀行門前)

橋記 中環皇后大道中116號地下 (門前)

嘉華電訊公司 中環德輔道中288號易通商業大廈地下A1舖

報紙檔 中環皇后大道中90號前西面角

便利店 中環德輔道中4-4A號

報紙檔 中環皇后大道中58號地下

笑記書報服務社 中環天星碼頭入口處 (近郵政局)

洪記便利店 中環6號碼頭低層KA 舖 (梅窩和坪洲方向)

Right Palace 便利店 中環4號碼頭

報紙檔 中環德輔道中4號 (近渣打銀行大廈側入口)

湛記 中環3號碼頭

光通訊 灣仔盧押道7號及譚臣道31號地下B3舖

報紙檔 灣仔莊士敦道35-45號前 (西面角) 行人路

報紙檔 灣仔莊士敦道130-132號 (近燒臘店)

報紙檔 銅鑼灣希慎道1號對出

洪記報社 銅鑼灣怡和街64號地下

數碼尊貴電訊 銅鑼灣怡和街22號4號舖

零食王 銅鑼灣伊榮街9號欣榮商業大廈5號舖

森森電訊 銅鑼灣啟超道2號舖地下

波記鮮果屋 銅鑼灣道19-23建康商業大廈地下2號舖

忠誠鮮菓士多 銅鑼灣英皇道14號地下

明記超級市場 銅鑼灣銅鑼灣道60號地下

洪記 北角英皇道151號地下

訊達科技 北角英皇道475號地下D1舖

易訊通通訊服務系統 北角英皇道278-288號柏麗商場93A舖

三美洗衣店 北角七姊妹道地下201號舖

洗衣店 北角七姊妹道17號地下

祥發行 北角電氣道229號電氣道市政大廈地下NP1號店

好運報刊 北角渣華道99號渣華道街市地下NP舖

皇冠數碼 北角馬寶道28號華匯中心地下5B

數碼時尚坊 北角書局街28號國賓大廈地下11號舖

大發行 鰂魚涌太古城高山台金山閣P24-25號

堅記士多 鰂魚涌英皇道1030號地下S1A舖

根記報檔 鰂魚涌英皇道989號前行人路 (新威園門前)

昇輝報紙攤 鰂魚涌市政大廈1樓N2號

海利報社 鰂魚涌英皇道901-907號前面行人路 (東面)

報紙檔 西灣河筲箕灣道65-67號地下(匯豐銀行前)

時代電訊 筲箕灣道57-87號太安樓地下A19舖

拾報社 筲箕灣南安街23號永華大廈地下G7舖
恆記報紙檔 筲箕灣道398號對出

德記報檔 筲箕灣東大街與金華街交界滙豐銀行前 (近明華大廈)

愛蝶報社 筲箕灣愛禮街2號愛蝶灣商場地下28號舖

耀東書報社 筲箕灣耀東邨耀東商場1樓122號舖

報紙檔 柴灣興華邨二期裕興樓地下

K & K 電訊 柴灣新翠商場4樓51舖

報紙檔 柴灣環翠道121號柴灣戲院前 (環翠里口)

富景書報社 柴灣小西灣道18號富景花園地下51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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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phone Booth 電訊 美孚新邨二期吉利徑19號地下50B10號舖

偉華行 美孚新邨四期百老滙93-95號商場地下8號舖

徐記報檔 美孚新邨蘭秀道15號地下

荔枝角 嘉富利文具玩具店 荔枝角海麗邨海麗中心1樓109舖

報紙檔 長沙灣道794號地下 (和味館門口)

報紙檔 長沙灣道789號 (近大南西街側)

南洋報紙檔 深水埗巴域街隧道口 (北海街交界)

新興士多 深水埗青山道181號地下A舖

浩發士多 深水埗元州街174-188號地下A3舖

同心洗衣專門店 深水埗順寧道25B和豐樓地下8號鋪

大角咀 報紙檔 大角咀埃華街73號 (好彩酒樓門口)

任記報檔 太子運動場道/彌敦道772-774號側行人路

東南士多 太子道西102號A2號地下

2發雜誌士多 太子砵蘭街410號地下B舖

好時代公司 太子塘尾道197-199號地下

聯合士多書報社 太子彌敦道760號聯合廣場地下G01號

永安堂記 旺角山東街40號

玉記書報攤 旺角奶路臣街11號前B位 (面對砵蘭街)

報紙檔 旺角西洋菜街132號地下

28便利店 旺角彌敦道 737A金雞廣場地下(停車場入口側)

利娜報檔 旺角通菜街，豉油街44號側

菓味人間士多 旺角豉油街24-26號地下

報紙檔 旺角奶路臣街8號 (電腦中心地下左邊)

好記 旺角山東街48號地下 (中國銀行門前)

恩記 旺角花園街市政大樓NP1

明記 旺角亞皆老街45號馬會門側

耀記 旺角弼街26號恒通大廈B座12樓12室

報紙檔 旺角山東街53 號地下

宇宙電訊有限公司 旺角亞皆老街83號先達廣場地下G100舖

日豐電訊 旺角亞皆老街83號先達廣場地下G38舖

星辰電訊 旺角亞皆老街83號先達廣場地下G69舖

囍 旺角亞皆老街83號先達廣場地下G75B舖

囍 旺角亞皆老街83號先達廣場地下G32舖

報紙檔 旺角上海街438號

南華行 旺角砵蘭街163-173號好旺角中心地下18及20舖

報紙檔 旺角上海街600號對面

1便利 旺角富榮花園地下24號舖

雄記 旺角通菜街129-139號

報紙檔 旺角奶路臣街西洋菜南街交界及西洋菜南街49-51號對面行人路

報紙檔 油麻地彌敦道563號(交通銀行門口)

力進影訊 油麻地文明里廟街1號B地舖

天隆電訊有限公司 油麻地吳松街98號D地舖

華鴻雜誌士多 油麻地窩打老道7號B地下

榮發 佐敦上海街42-46號忠和商業大廈地下

報紙檔 佐敦彌敦道300號前

情報社 佐敦上海街121-123號金海大廈A2B1舖 (南京街交界)

順發電訊 佐敦彌敦道233D地下

報紙檔 佐敦彌敦道341號/西貢街交界

報紙檔 佐敦吳松街150-164號前A

報紙檔 尖沙咀天星碼頭外

定記書報社 尖沙咀天星碼頭第一檔

輝記報擋 尖沙咀彌敦道36-44號重慶大廈側

源發貿易公司 尖沙咀彌敦道36-44號重慶大廈地下26A

報紙檔 尖沙咀金馬倫道13號 (恒生銀行門口)

文海店 尖沙咀彌敦道36-44號重慶大廈地下88B舖

報紙檔 尖沙咀北京道14號地下

合成隆 何文田窩打老道86號6樓H室

報紙檔 何文田邨商場2樓201號舖

洪記 何文田愛民邨街市46號地下

萬成自助市場 何文田愛民邨昭民樓地下A座11號舖

報紙檔 紅磡船塢街99號W2舖

C41 攝影冲印 紅磡湖光街鴻運閣聯成大廈地下8A

大成報社 紅磡街市地下N.P舖

報紙檔 紅磡德民街1號 (交通銀行門側)

Welcome Toko Indonesia 電訊 紅磡馬頭圍道37-39號紅磡廣場

手機先生2 紅磡馬頭圍道37-39號紅磡商場地下19A舖

欣榮沖印文儀公司 土瓜灣馬頭角道33號欣榮花園地下26號舖

明儀文具玩具公司 土爪灣翔龍灣廣場地下G40舖

基富貿易公司(新星天地便利店) 土瓜灣北帝街6A地下

現代書屋 土瓜灣長寧街58號地下

老夫子報紙攤 土瓜灣九龍城道2號地下

日進報社 土瓜灣落山道21A

新百好攝影沖曬器材公司 土瓜灣落山道88號僑裕大廈地下B舖

報紙檔 土瓜灣浙江街40號A地下 (面向土瓜灣道)

百好攝影沖曬器材公司 土瓜灣道273號益豐大廈A座地下110及121舖

J & A Co書報社 土瓜灣馬頭圍道272-274號A6舖

P.SCOVER 土瓜灣新碼頭街38號翔龍灣廣埸地下G15舖

南記 九龍城福佬村道1號

報紙檔 九龍城福佬村道49號A

森森精品百貨 九龍城衙前圍道52E地下

廣星士多 九龍城南角道25B舖地下

新發 九龍城龍崗道21號C地下

新蒲崗 坤記 新蒲崗爵祿街52-56號

杜海記 樂富富茂街街市M009號舖

電話亭 樂富聯合道198號樂富廣場3樓3115舖

生活電器有限公司 樂富聯合道198號樂富廣場3樓3214-3216號舖

鏵洪書報社 石硤尾邨44座C舖

倩影彩色沖印公司 石硤尾偉智里1-3號白田商場地下79號舖

東龍士多 石硤尾大坑東邨東龍酒樓側

南山報社 石硤尾南山邨商場P71檔位

祥記士多 石硤尾白田上邨9座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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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

慈雲山 裕昌隆 慈雲山富山邨富仁樓13-14號地下

億豐雜誌書報社 啓德花園商場2期地下16舖

海龍報社 黄大仙龍翔道110號豪苑中心海龍桌球會地舖

財記書報社 黃大仙雙鳳街12號D

大業報社 黃大仙竹園邨街市SS141號舖

新竹園(耀興)報社 黃大仙竹園邨商場2樓S232舖

友發大辦館 彩雲邨彩雲商場3期 B1-1

報紙檔 彩虹邨金碧樓地下2號舖

鑽石山 日報社有限公司 鑽石山鳳德邨商場205舖

九龍灣 華記小食 九龍灣麗晶花園21座C1及C3號舖

源泰辦館 牛頭角樂華邨寧華樓地下112-113號

報紙檔 牛頭角道77號

報紙檔 牛頭角雅麗道 (巴士站側)

宜安報檔 牛頭角宜安街街市地下

城市報社 觀塘翠屏邨翠柳樓101號舖

招記 觀塘協和街與雲漢街交界之公園對開行人路

瑞和書報社 觀塘瑞和街市政大樓地下9號

強記 觀塘康寧道11號冠天閣地下

順發辦館 觀塘順利邨利溢樓E-6

金禧攝影沖印公司 觀塘樂華北邨商場2樓207室

日報社有限公司 觀塘順天邨天耀樓地下7號

日報社 秀茂坪曉麗苑曉麗商場209A舖

日報社有限公司 秀茂坪商場M45-46號舖地下

日報社 秀茂坪寶達邨太平街市第一期地下60號舖

德田報社 藍田德田邨街市2號舖

德興文具書籍 藍田德田商場地下119號

Color 3 攝影冲印 藍田德田邨德田商場 3舖

報紙檔 藍田廣田邨街市32A舖

金峯攝影冲印有限公司 油塘鯉魚門廣場1期211舖

必利店 油塘鯉魚門廣場108號舖

森林公司 油塘鯉魚門街市NP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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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書報社 屯門三聖邨豐魚樓地下S13

利晶攝影沖印 屯門恆福花園105號舖

彩虹書報社 屯門友愛邨街市D1302舖

報紙檔 屯門仁政街 (卓健門口)

手機館 屯門啟發徑19號B地舖

杏芳園士多 屯門青山公路竹苑大廈4號地下

德記書報 屯門龍門居商塲83號舖地下

福澤集團有限公司 屯門兆康苑商場地下102號舖

雅樂報社 屯門美樂花園商場38號A

成益趣趣屋 屯門建生邨街市G1號

盈輝糖果屋 屯門良德街9號1樓B26A鋪

真開心書報社 元朗康景街7 -11地下C2舖

隆盛書報社 元朗擊壤路9號金寶大廈B舖

興發報社 元朗西堤街19號A舖

安寧報社 元朗安寧路19號A4舖 (近橫洲路交界)

漢記書報社 元朗水邊圍村1號舖

順發報社 元朗擊壤路17號順發大廈地下

恒星雜誌社 元朗鳳琴街22號金龍樓9A店

源發家居用品 元朗錦田大馬路87號地下

電聯電訊 元朗康景街6號鈞德樓13C地舖

網視多媒體製作室 新界元朗安興52 好彩洋樓52E閣樓

星匯數碼 天水圍新北江商場1樓C58H 舖

新天恩報社 天水圍天恩邨天恩街市2號

新資訊 天水圍天恩商場1樓124號

報紙檔 天水圍天澤邨商場地下24檔

報紙檔 天水圍天瑞街市T1號鋪

報紙檔 上水符興街43-45號地下

南園報紙檔 上水新康街60號門口

百好士多 上水新豐路19A地下

永記報紙雜誌 上水彩園邨彩珠樓101號舖

電話店 粉嶺一鳴路15號碧湖商場UG/F 8號舖

蓉記報紙檔 粉嶺聯和墟和泰街20-24號B舖 (利口福餐廳旁)

莊記書報社 粉嶺聯和墟和豐街15A

好運報紙雜誌 粉嶺嘉宏中心地下9號舖

育華書報檔 粉嶺聯安街1-7號 (育華海鮮菜館門口)

李記書報社 粉嶺聯興街1A地下

報紙廊 粉嶺華明邨街市43號

雍盛報紙廊 粉嶺雍盛街市2號地下39舖

通恒書店 大埔鄉事會街43號3A舖地下 (近大光里)

業成雜誌報社 大埔墟大明里26-28號龍騰閣地下D1舖

四仔便利店 大埔寶湖花園街市N2號舖

成記報檔 大埔廣福道22號舖前 (近安富道交界)

星光報社 大埔富亨邨街市39號舖

飛鷹書報社 大埔廣福邨廣仁樓地下50-51號舖

和味隆 大埔安埔路12號富善邨街市90號舖

本報社 大埔翠怡花園B座地下17A

源灃書報社 馬鞍山新港城街市地下S80舖

新港城報社 馬鞍山新港城廣場2期4舖

明山公司 馬鞍山新港城第三期商場地下35號舖

東澎書報社 馬鞍山福安花園1樓82號舖

K100 士多 馬鞍山富寶商場G30舖

富嘉美澤商店 沙田大圍街市N1號

良記 沙田顯徑邨街市83號

K100 士多 沙田乙明邨明耀樓5號地下

彩虹書報社 沙田沙角邨商場18號舖

新興雜誌士多 沙田新田邨地下62號舖

金鸞圖書文具公司 沙田隆亨邨隆亨商場中心1/F120號舖

珍珍百寶店 沙田瀝源街7號地下娛樂城商場地舖

廣源報社 沙田廣源邨街市14號舖

K100 士多 沙田穗禾苑商場地下30號舖

彩虹書報社 沙田沙角邨商場218號

路華報紙雜誌 葵涌廣場地下A15號舖

葵芳書報社 葵芳好爵中心43號地下

英記士多 葵芳葵芳閣街市地下50號舖

報紙檔 葵涌高芳街31號行人天橋側

大一文具店 葵芳盛芳街7號葵芳商業中心地下3號舖

電話亭 葵涌葵芳邨葵芳廣場1樓112舖

金輪書報公司 葵涌石梨邨石梨商場2期地下7號舖

藍天報紙雜誌 葵涌葵涌花園商場3B舖

皇后書報社 葵涌青山公路456號地下B舖

大中雜誌社 葵涌和宜合道218號地下25B舖

電話亭 葵涌石蔭邨石蔭廣場6號舖

亞寶書報社 葵涌石梨邨梨貝街地下1號

富誠店 葵涌梨木樹商場地下2號舖

安陰報紙雜誌 葵涌安蔭商場6號地下

梨木樹資訊站 葵涌梨木樹街市74號舖

新興書報社 葵興新葵興廣場1樓9號舖

廣昌食品市場 荃灣中心第一期商場C2A

新一線書報社(佳訊書報社) 荃灣路德圍建明街昌華大廈地下16A

蝦記報紙檔 荃灣楊屋道街市和笛街45號

明發士多 荃灣大壩街47號 地下1號舖

報紙檔 荃灣眾安街78號地下

太陽電訊 荃灣南豐中心1樓A83

恆星手提電話專門店 荃灣南豐中心1樓A76號

華記 荃灣大河道及登發街交界 (大河道橋底)

彩虹圖書 荃灣路德圍32C地下

中華辦館 荃灣褔來邨永泰樓地下1號

大裕書報社 荃灣富麗商場地下68舖

裕興士多 荃灣荃華街36-48號富麗花園B場地下72號舖

新民興辦舘 荃灣象山邨翠山樓207號舖

建龍電訊貿易公司 荃灣荃華街16號東亞花園地下72號舖

新紅葉士多 荃灣荃威花園一期商場9號B舖

葵涌

荃灣

新界及離島

馬鞍山

沙田

屯門

沙田

大埔

天水圍

上水

粉嶺

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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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SmarTone 特約經銷商

新界及離島

三洋報社 青衣長發邨街市128號舖

全記報社 青衣青敬路青衣街市地下76舖

彩暉攝影冲印 青衣青衣中心1樓1A舖

家家洗衣店 青衣海悅花園24B地舖

西貢 華記報檔 西貢宜春街19號 (東苑酒家前)

日報社有限公司 將軍澳尚德邨街市地下63舖

安寧書報社 將軍澳安寧花園商場31號地下

日報社 將軍澳明德商場地下MK29號舖

新資訊通訊 將軍澳培成路8號南豐廣場1樓B-100號

東涌 源泰文具公司 東涌逸東村商場地下11號鋪

長洲 蔡慶記 長洲大新街67A地下

南丫島 新樂士多 南丫島榕樹灣大街55號地下

除上述主要特約經銷商外，全港任何一間掛有SmarTone 標誌嘅特約經銷商都有出售增值券。

青衣

將軍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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