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marTone 特約經銷商

成記雜誌報社 香港仔西安街12號

新龍超級市場 田灣街10號地下

文記家品傢俬 田灣邨田灣商場3樓303號鋪

莫溢記書報社 香港仔大道203號香港仔街市大廈地下

華貴文具玩具 華貴邨華貴商場7號地下

創藝沖晒店 香港仔華富一邨商場平台24 鋪

千色攝影沖印公司 置富花園置富花園商場217號鋪

明德找換店 香港仔東勝道與祟文街交界

昭明書局 香港仔大道225號利群商場地下29號

香港仔電腦服務中心 香港仔水塘道18號漁光道街市5樓W85及87鋪

凱琦店 海怡半島東商場G17號

利東書報社 鴨脷洲利東邨商場3樓302鋪

報紙檔 鴨脷洲大街150號地下6號鋪

昌宏報紙雜誌 鴨脷洲西邨利添樓B座13 號鋪

安達報社 赤柱大街18號地下

明記 赤柱大街94A

強記 西環卑路乍街39號B2

Hello Kitty 報紙雜誌 皇后大道西568號地下

祥記 西環西祥街 (近電車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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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

四海唱片中心 西營盤西邊街32號地下

報紙檔 德輔道西343號

華茂公司 德輔道西300號良基大廈3號

港島太平洋酒店有限公司 西營盤干諾道西152號

西城六十 德輔道西60-64號榮裕商業大廈一樓

富麗美冲印中心 西環卑路乍街143號地下

Me Too Photo Service Limited 西環士美菲路43號地下1A

華鋒唱片錄影帶公司 西環德輔道西402-404號創業商場G73及93 鋪

新成中西藥行 西環德輔道西285號地下

賢騰科技 中環德輔道西406號地下B鋪前

星輝找換店 德輔道西320號地下A2號鋪

報紙檔 禧利街33號前北面角

興記士多 上環高街27號A地下

報紙檔 中環德輔道中237至239號 (滙豐銀行門口)

報紙檔 上環般咸道33號

青藤企業 皇后大道中345號上環市政大廈地下NP2

東京沖印公司 上環皇后大道西233號地下

樹記 皇后大道西298號地下

香港港麗酒店 金鐘道88號太古廣場

便利店 香港舊山頂道8號A3座地下

莎瑪中環 中環卑利街26號2樓

報紙檔 中環德輔道中22號地下

報紙檔 中環德輔道中4號 (近渣打銀行大廈側入口)

報紙檔 中環皇后大道中48-50號前萬年大廈對出

報紙檔 中環東亞銀行總行對出 (德輔道中)

湛記 中環3號碼頭

Right Palace Limited 中環4號碼頭

英記便利店 中環5號碼頭KB鋪

洪記便利店 中環6號碼頭低層KA 鋪 (梅窩和坪洲方向)

笑記書報服務社 中環天星碼頭入口處 (近郵政局)

便利店 中環德輔道中4-4A號

報紙檔 中環皇后大道中29號對出

報紙檔 中環皇后大道中90號前西面角

報紙檔 中環皇后大道中58號地下

老友記洗衣店 中環卑利街37號地下

和恩媒體 中環衛城道9號地庫C1鋪

報紙檔 中環遮打道靠面對太子大廈皇后像廣場北面毗鄰的花糟

報紙檔 中環德輔道中52號 (大華銀行門前)

便利店 中環德己笠街 (米蘭站對面)

Mobile One 中環干諾道中168-200號信德中心282鋪

報紙檔 中環畢打街號畢打行門口

長文圖章印刷 畢打大廈側巷畢打里興戲院里交界

報紙檔 中環皇后大道中31號 (戲院里則)

環球 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門前

誠信人民幣找換兌匯公司 中環德輔道中317-319號啟德商業大廈地下B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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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富公司 中環半山堅道120號海雅閣地下2鋪

柳記 中環德輔道西139號地下

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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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

香港四季酒店 中環金融街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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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Tink Labs Limited 灣仔皇后大道東43-59號東美商業中心1708室  

兆雄書報社 灣仔駱克道320號地下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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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號地下

全記 灣仔軒尼詩道311號門口 (同豐大押門口)

報紙檔 灣仔莊士敦道130-132號 (近燒臘店)

喜喜報社 灣仔駱克道72-86號 (喜喜餐廳門前)

Brilliance Forex Exchange 灣仔駱克道271號揭陽大廈地下3鋪

安記 灣仔軒尼詩道375號側行人路面向馬師道

報紙檔 灣仔駱克道430號前

新藝彩色影印 灣仔活道1號地下前座

彩達彩色沖印 灣仔春園街32A榮利樓地下

淑貞報檔 灣仔皇后大道東142號地下

訊達科技(灣仔) 灣仔盧押道7號及譚臣道31號地下B2鋪

手機博士 灣仔莊士敦道50號地下A鋪

灣景國際 灣仔港灣道4號

華訊雜誌 跑馬地毓秀街2號黃泥涌市政大廈

莎瑪銅鑼灣 香港銅鑼灣羅素街8號7樓

洪記報社 銅鑼灣怡和街64號地下

周記 銅鑼灣怡和街28號恒生銀行門口

報紙檔 銅鑼灣希慎道1號對出

新天然辦館 銅鑼灣禮頓道118號地下

波記鮮果屋 銅鑼灣道19-23建康商業大廈地下2號鋪

明記超級市場 銅鑼灣銅鑼灣道60號地下

忠誠鮮菓士多 銅鑼灣英皇道14號地下

報紙檔 銅鑼灣摩頓臺1A號豐景大廈地下

紐約報紙檔 銅鑼灣糖街3號前行人路

零食王 銅鑼灣伊榮街9號欣榮商業大廈5號鋪

PHONE DAI-ICHI 銅鑼灣景隆街4-6號地下

Fairview Enterprise 銅鑼灣百德新街51號華爾大廈9字樓B室

I-Mobile Company 銅鑼灣皇室堡10樓1020室

森森電訊 銅鑼灣啟超道2號鋪地下

宏發賓館 鉰鑼灣百德新街37號百德大廈A座3樓A2室

Max. H Limited 鉰鑼灣勿地臣街6號地下B3

超正有限公司 銅鑼灣利園山道54-70號鳳鳴大廈1樓C室

數碼尊貴電訊 銅鑼灣怡和街22號4號鋪

中橋旅舍 銅鑼灣怡和街1號香港大廈15樓P座

莎瑪炮台山 北角炮台山英皇道151號

三美洗衣店 北角七姊妹道地下201號鋪

精藝補鞋配匙 北角電器道160號地下E2鋪

達記雜誌報社 北角英皇250道號前行人路

香港專業乾洗公司 北角錦屏街30號

富達貿易公司 北角糖水道號地鋪

洗衣店 北角七姊妹道17號地下

洪記 北角英皇道1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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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紙檔 北角英皇道1046-1056東匯中心太平街市45號鋪

好運報刊 北角渣華道99號渣華道街市地下NP鋪

新通訊綱 北角英皇道475號地下C2

鑫源數碼 北角渣華道72號益漢大廈D1鋪

中美集團有限公司 北角英皇道255號國都廣場地下G14

Sakura Mobile 北角英皇道278-288號柏麗大道商場93號鋪

訊達科技 北角英皇道475號地下D1鋪

電話世界 北角炮台上英皇道278-288號柏麗商場72-73鋪

易訊通通訊服務系統 北角英皇道278-288號柏麗商場93A鋪

先科通訊 北角琴行街7號華麗商場G12鋪

八方社 北角英皇道301-309號麗宮大廈地下G11號鋪

皇冠數碼 北角馬寶道28號華匯中心地下5B

堅記士多 鰂魚涌英皇道1030號地下S1A鋪

根記報檔 鰂魚涌英皇道989號前行人路 (新威園門前)

協和報檔 鰂魚涌基利路寶峰園車場門口側

昇輝報紙攤 鰂魚涌市政大廈1樓N2號

嘉嘉乾濕自助洗衣店 鰂魚涌英皇道774E, 10號C2座 (近民新街)

海利報社 鰂魚涌英皇道901-907號前面行人路 (東面)

Cyber-Comm Limited 鰂魚涌英皇道1010-1056號地庫東匯中心33號A鋪

大發行 太古城高山台金山閣P24-2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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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電訊 筲箕灣道57-87號太安樓地下A19鋪

丙記書報社 筲箕灣道216號地下

耀東書報社 筲箕灣耀東邨耀東商場1樓122號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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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成全球時菓 筲箕灣南安街59號 (南康街交界)

幸運屋 筲箕灣道407-409號筲箕灣中心49號鋪

華昇超級市場 筲箕灣海安街9-15號華星大廈地下D鋪

愛蝶報社 筲箕灣愛禮街2號愛蝶灣商場地下28號鋪

新新威士多 西灣河太安樓商場A19-A地下

興東書報社 西灣河興東邨商場地下4號鋪

報紙檔 西灣河筲箕灣道65-67號地下(匯豐銀行前)

拾報社 筲箕灣南安街23號永華大廈地下G7鋪

漁樂行 西灣河海寧街8-10號G02鋪

祥華士多 西灣河太安樓商場地下A340鋪

恆記報紙檔 筲箕灣道398號對出

天悅電訊有限公司 筲箕灣道360A號天悅筲箕灣廣場1061號鋪

忠記報紙 柴灣興華邨豐興樓地下電梯大堂3號鋪

報紙檔 柴灣環翠道121號柴灣戲院前 (環翠里口)

順景士多 柴灣興華邨安興樓7樓722號鋪

錦漢士多 柴灣柴灣道高威閣商場127號鋪

富景書報社 柴灣小西灣道18號富景花園地下51號鋪

登記電器行 柴灣柴灣道341號宏德居商場地下14號鋪

玲記文化屋 柴灣柴灣道350號樂軒台商場地下322號鋪

同益士多 柴灣漁灣邨漁安樓13號

榮記便利店 柴灣小西灣邨小西灣街市12號鋪

報紙檔 柴灣興華邨二期裕興樓地下

永記雜誌書報社 柴灣魚灣邨廣場地下

東南亞蔬菜 柴灣柴灣街市2樓103鋪

報紙檔 柴灣環翠商場G7號鋪

四春 (裕記) 藥行 柴灣峰華邨曉峰樓地下5號鋪

三美洗衣店 柴灣柴灣道350號樂軒臺地下219鋪

順景包裝文具公司 柴灣高威閣東港城廣場132鋪

祥華士多 柴灣翠灣邨翠灣商場地下6號

拾益書店 柴灣柴灣道333號永利中心G47號鋪

妹記 柴灣公園小食亭

電訊城 柴灣柴灣道333號永利中心地下43號鋪

K & K Telecom 柴灣新翠商場4樓51鋪

柴灣

筲箕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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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站 美孚新邨吉利徑11號地下48A2C號鋪

Trendy Digit 美孚新邨吉利徑19號地下50-B10號鋪

偉華行 美孚新邨四期百老滙93-95號商場地下8號鋪

超霸文具公司 美孚新邨萬事達廣場N73,B2鋪地下

徐記報檔 美孚新邨蘭秀道15號地下

韋豐電腦 美孚荔景徑8號盈暉家居城1樓109鋪

嘉富利文具玩具店 荔枝角海麗邨海麗中心1樓109鋪

美新乾洗 荔枝角宇晴匯 58號鋪

高峰數碼 青山道654-656號浪淘大廈地下B鋪

永興書報 青山道475號兼善里地下

報紙檔 長沙灣道789號 (近大南西街側)

合興糖果屋 長沙灣富昌邨富昌商場地下20號鋪

報紙檔 長沙灣道794號地下 (和味館門口)

報紙檔 長沙灣昌華街23號富華商場8A

泓景報社 長沙灣荔枝角道863號泓景匯樓1號30鋪

愛潔洗衣舍 長沙灣青山道442號地下B鋪

報紙檔 長沙灣元州邨第八座側 (元州商場門口)

消閒書報社 長沙灣麗閣邨麗籮樓56號

消閒書報社 長沙灣麗閣邨麗葵樓15號

報紙檔 青山道240A地下

民興電訊玉器精品 長沙灣元州街353號地下D4 (長發街口)

Stargroup Telecom 長沙灣廣埸1樓116C鋪

報紙檔 深水埗福榮街520-530號前

Sang Hing 深水埗青山道181號地下A鋪

浩發士多 深水埗元州街174-188號地下A3鋪

報紙檔 北河街48號前

報紙檔 深水埗欽州街116號前 (嘉頓斜對面)

見聞書報社 深水埗欽州街9號地下 (海壇街交界)

文記報檔 深水埗基隆街333號北河街街市地下NP2鋪

美舍書屋 深水埗元州街213號美居中心5鋪

21世紀運動用品公司 深水埗麗閣邨商場平台

利生沖印 深水埗汝州街256號C鋪

現美彩數碼冲印 深水埗元州邨元州商場118號鋪

南洋報紙檔 巴域街隊道口 (北海街交界)

青蘋果書報社 深水埗順寧道25號6B鋪

報紙檔 深水埗桂林街50A地下

祥記士多 深水埗白田上邨9座7號

唱片舖 深水涉荔枝角道333號地下A1-4

順記 欽州街94號高登購物中心前

Kowloon Station 深水埗元州街147號地下

英記士多 深水埗通州街270號地下A鋪

 一點便利 深水埗楓樹街33號E (近大埔道)

PHONE  深水埗大埔道32-36號成都大廈地下1B

百方電訊 深水埗桂林街115號地下A及B鋪

金峰科技 深水埗長沙灣道1號B長勝大廈地下

黃金酒店 深水埗欽州街98號1樓

報紙檔 大角咀中滙街37-39號前

麗儀書報社 大角咀福全街1-3號地下後鋪 (向晏架街)

雜誌廊 大角咀晏架街3號1A

週刊書報社 大角咀福全街大角咀街市

報紙檔 大角咀埃華街73號 (好彩酒樓門口)

大富報檔 大角咀道117號 (大全街交界)

C2酒店 太子大南街57-59號  

明興報社 柏樹街10號B地下

報紙檔 太子彌敦道789號太白樓地下 (電話亭側)

報紙檔 太子彌敦道750號地鋪

聯合士多書報社 太子彌敦道760號聯合廣場地下G01號

新鈺華堂 旺角太子道西127號地下C鋪

東南士多 太子道西102號A2號地下

報紙檔 旺角白楊街15-19號 (界限街交界百佳超市側)

任記報檔 太子運動場道/彌敦道772-774號側行人路

2發雜誌士多 旺角砵蘭街410號地下B鋪

好時代公司 旺角塘尾道197-199號地下

報紙檔 太子道西141號側 (歌德餐廳側)

報紙檔 太子彌敦道735-735A地下 (迅華大廈前)

報紙檔 太子道152 號

九龍

深水埗

大角咀

長沙灣

美孚

荔枝角

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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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堂記 旺角山東街40號

百老滙士多 西洋菜街4C樓梯地下

玉記書報攤 奶路臣街11號前B位 (面對砵蘭街)

報紙檔 旺角上海街600號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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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心書報社 旺角自由道11A地下

生記報社 旺角窩打老道76-76A (樓梯口)

豪華報社 旺角窩打老道86號前A位 (恒生銀行門口)

利娜報檔 旺角通菜街，豉油街44號側

伍記報檔 旺角山東街22號前 (甘霖街交界)

美記報檔 旺角新填地街402號側 (山東街交界)

聯發書報社 旺角染布房街/窩打老道57-59號側

佳記報檔 旺角道8A與8B前

報紙檔 旺角西洋菜街51號 (近奶路臣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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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紙檔 旺角亞皆老街24號

恩記 旺角花園街市政大樓NP1

好記 旺角山東街48號地下 (中國銀行門前)

寶達記 旺角豉油街近六福金行 (隊道口)

1便利 旺角富榮花園地下24號鋪

報紙檔 旺角道16號 (大眾銀行側)

鄭記 彌敦道608號側 (近豉油街)

耀民電器 旺角花園街100號

明記 旺角亞皆老街45號馬會門側

駿發 旺角登打士街341C鋪

耀記 旺角弼街26號恒通大廈B座12樓12室

啟記 旺角洗衣街82號

報紙檔 旺角道 4B-4C前

雄記 旺角道通菜街129-139號

報紙檔 旺角彌敦道563號(交通銀行門口)

報紙檔 旺角山東街53 號地下

洗衣寶專業乾洗 旺角海泓道16號富榮花園一期地下R鋪

報紙檔 旺角通菜街93號地下

報紙檔 旺角彌敦道488號 (盤谷銀行門口)

報紙檔 旺角彌敦道610號(荷李活中心前)

新亞國際推廣有限公司 旺角亞皆老街先達廣場地下G80鋪

僑華賓館 旺角彌敦道607號新興大廈2008室

芙蓉賓館 旺角彌敦道737-741C金輪大廈3字樓A室及H室

住游行渡假賓館 旺角彌敦道737-741C金輪大廈9字樓C室及D室

雅蘭賓館 旺角彌敦道733號振宜大廈5樓前座

聯豐賓館 旺角彌敦道737號金輪大廈11字樓

電話亭手機配件 花園街2-16號好景商業中心1/F, 39號鋪

捷勝電訊 旺角西洋菜街銀城廣場一樓3號鋪

萬像通訊 旺角豉油街50號富達大廈12A鋪

鎂鎂賓館公司 旺角亞皆老街83號先施大廈3樓7室

No. 28 Telecom 旺角亞皆老街先達廣場地下G28鋪

龍祥旅遊貿易公司 旺角亞皆老街83號先施大廈14樓6室

通訊世紀 旺角亞皆老街先達廣場地下G37鋪

富達賓館 旺角亞皆老街83號先施大廈703室

忠誠賓館 旺角彌敦道737號金輪大廈15字樓A-F室

寶華旅舍 旺角西洋菜南22-22A號榮華大樓2字樓

星豪酒店 旺角亞皆老街29-31號

浪漫高級時鐘賓館 旺角花園街70號一字樓

安達賓館 旺角彌敦道607號新興大廈23字樓2303室

電話潮有限公司 旺角西洋菜南街2A號銀城廣場1樓11,13,15號

維珍尼亞賓館 旺角西洋菜南街86-88號聯興大廈2字樓

I T Mobile Co.Limited 旺角西洋菜街兆萬中心地下G12號鋪

宇宙電訊有限公司 旺角亞皆老街先達廣場地下G100鋪

城市網絡 旺角亞皆老街先達廣場地下G56鋪

太平洋企業 旺角廣東道982號嘉富商業中心A1鋪

日豐電訊 旺角亞皆老街38號先達廣場地下G38鋪

星辰電訊 旺角亞皆老街83號先達廣場地下G69鋪

志城住房 旺角彌敦道648-652號皇上皇大廈15樓

新迎賓館 旺角亞皆老街83號先施大廈617室

LIKE 旺角亞皆老街83號先達廣場地下G75B鋪

旺角

更新日期：2013年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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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a酒店 油麻地彌敦道487-489號

報紙檔 旺角上海街438號

捷豐士多雜誌社 旺角上海街464號地下

富華報紙士多 油麻地碧街15A地下(近東安街交界)

報紙檔 油麻地彌敦道471號地下

華富士多 油麻地窩打老道7號B地下

恆運士多 油麻地新填地街180號A 地下

報紙檔 油麻地彌敦道530號地下(永僑大廈前)

力進影訊 油麻地文明里廟街1號B地鋪

天隆電訊有限公司 油麻地吳松街98號D地鋪

榮泰旅遊貿易公司 彌敦道322-326A號百樂大廈10字樓C室

新豪華賓館 廟街253-255號世華商業大廈4字樓

自由行賓館 油麻地彌敦道385號平安大廈6樓1室

彩城賓館 油麻地碧街41-45號碧蘭大樓2字樓

九龍維港旅館 砵蘭街109-111號偉華商業大廈1字樓

京樺旅館 彌敦道227號金百龍大廈5及6樓

永盛行 彌敦道383-389號平安大廈5字6樓5號室

金城賓館有限公司 彌敦道383-389號平安大廈7字8樓5號室

恆隆旅店 彌敦道578號恆隆大廈6字樓578室

順發 油麻地廟街22號B地鋪

金都賓館 彌敦道383-385號平安大廈4樓1,3及4室

報紙檔 佐敦彌敦道300號前

報紙檔 佐敦道31-37號前A1店鋪B位

報紙檔 佐敦彌敦道341號/西貢街交界

永發士多果店 佐敦偉晴街86號地下

報紙檔 佐敦道20-24號鴻運大廈前

報紙檔 佐敦吳松街150-164號前A

金寶人民幣及外幣找換店 佐敦吳松街25-27號地鋪

永恆裝修工程書報社 佐敦渡船角文蔚街文苑樓1C地鋪

情報社 佐敦上海街121-123號金海大廈A2B1鋪 (南京街交界)

榮發 佐敦上海街42-46號忠和商業大廈地下

浩然書報士多 佐敦渡船角文蔚街23D地下

彌敦煙檔 佐敦彌敦道368號 (茂林街交界)

鑫鑨酒店有限公司 佐敦彌敦道312號美明大廈10字樓B室

廣西賓館 佐敦道300號華豐大廈1字樓D室

萬年青酒店 佐敦吳松街48號

寶雅賓館 佐敦道18-24號鴻運大廈6字樓A及B室

宏洋賓館 佐敦道15號華豐大廈11字樓G室

荷花賓館 彌敦道240-252號立信大廈2字樓F室

新華僑別墅 彌敦道300號華豐大廈9字樓G座

源通通訊 佐敦白加士街65號地下

順發電訊 彌敦道233D地下

莎瑪尖沙咀 尖沙咀彌敦道74-78號15樓

九龍香格里拉大酒店 尖沙咀東麼地道64號

好時書報社 尖沙咀麼地道63號好時中心21A鋪

報紙檔 尖沙咀天星碼頭外

報紙檔 尖沙咀北京道14號地下

文海店 尖沙咀彌敦道36-44 號重慶大廈地下88B

信和便利 尖沙咀麽地道76號南洋中心地下G1鋪

天然士多 尖沙咀麽地道67號半島中心地下G32號鋪

報紙檔 尖沙咀海防道40號前

報紙檔 彌敦道35號 (北京道與彌敦道交界側)

報紙檔 尖沙咀金馬倫道13號 (恒生銀行門口)

報紙檔 尖沙咀加拿分道26-28號側

報紙檔 尖沙咀加連威老道27號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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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寶公司 尖沙咀彌敦道36-44號重慶大廈地下61B

匯展酒店 彌敦道36-44號重慶大廈B座10字樓B1及B2室

Chiffon Limited 尖沙咀漢口道19-21號漢宜大廈2A

Hong Kong Motel 尖沙咀加連威老道16號2字樓A及B室

海洋賓館 尖沙咀彌敦道80號金鑾大廈4字樓D室

先達科技 尖沙咀東部麼地道67號半島中心地下G01鋪

恆訊科技 尖沙咀東部麼地道67號半島中心地下G22鋪

酒店易 尖沙咀漢口道35-37號恕園大樓3字樓

宏昇電訊有限公司 尖沙咀加連威老道54號地下C

暉苑別墅 尖沙咀加拿分道33-35號發利大廈5樓2室

鈴木賓館 彌敦道80號金鑾大廈3/F, B座

宇宙賓館 彌敦道58號美麗都大廈12字樓F1室

虹橋旅館 彌敦道58號美麗都大廈8/F,樓C3室

利園賓館 尖沙咀金馬倫道34-36號8字樓C及D室

文海店 尖沙咀彌敦道36-44號重慶大廈地下88B鋪

LIKE 科學館道14號新文華中心地下G62號鋪

帝苑酒店 尖沙咀東麼地道69號

尖沙咀

油麻地

佐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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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成自助市場 愛民邨昭民樓地下A座11號鋪

洪記 愛民邨街市46號地下

合成隆 何文田窩打老道86號6樓H室

報紙檔 何文田邨商場地下31號鋪

大成報社 紅磡街市地下N.P鋪

鴻興士多 紅磡庇利街28號B地下

林記報檔 紅磡鶴園街2G

永華士多 紅磡德民街29號F3室 (向民泰街)

報紙檔 紅磡船塢街99號W2鋪

龍鳳書報社 紅磡黃埔花園十二期家居庭B1樓9B鋪

榮信貿易公司 紅磡蕪湖街143號C1鋪

報紙檔 紅磡德民街1號 (交通銀行門側)

41號報紙檔 紅磡民裕街41號地下 (近7-11側)

榮輝士多 紅磡榮光街50號地下E1鋪

C41 Photo Shop 紅磡湖光街鴻運閣聯成大廈地下8A

Moon Station 紅磡漆咸道北275號13號地鋪

東方電話 紅磡德民街25-27號地鋪G1C

I-NET PHONE 馬頭圍道37-39號紅磡廣場1樓90B

數碼新一代 紅磡德民街31號地下1號鋪

Welcome Toko Indonesia 紅磡馬頭圍道43號地下

志遠數碼專門店 紅磡馬頭圍道37-39號紅磡廣場22B鋪

彭記辦館 土瓜灣偉景街31號

現代書屋 土瓜灣長寧街58號地下

報紙檔 土瓜灣浙江街40號A地下 (面向土瓜灣道)

興業書報社 土瓜灣長寧街6號地下

永健鮮菓店 土瓜灣北帝街26號A地下

偉華書報社 土瓜灣蟬聯街2號西座

華記書報社 土瓜灣浙江街44號C鋪地下 (馬頭圍道交界)

老夫子報紙攤 九龍城道2號地下

銀龍士多 土瓜灣隆德街21C

基富貿易公司(新星天地便利店) 土瓜灣北帝街6A地下

日進報社 土瓜灣落山道21A

快捷攝影冲印公司 土瓜灣馬頭涌道50號後座地下

報紙檔 土瓜灣落山道15號

華英報刊什貨 土瓜灣落山道1P

報紙檔 土瓜灣北帝街47號C地下

報紙檔 土瓜灣馬坑涌道6號

J & A Co書報社 土瓜灣馬頭圍道272-274號A6鋪

東江辦館 土瓜灣樂民新邨地下126號鋪

張記 土瓜灣馬頭圍道46號家維邨家廉樓前

柏力洗衣店 土爪灣北帝街133-135地下B鋪

明儀文具玩具公司 土爪灣翔龍灣廣場

濟昌堂 土瓜灣落山道58B地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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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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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

欣榮沖印文儀公司 土瓜灣馬頭角道33號欣榮花園地下26號鋪

報紙檔 九龍土瓜灣道1號

新發 九龍城龍崗道21號C地下

南記 九龍城福佬村道1號

許記報檔 九龍城太子道西404-410號 (汕頭澄海老四大酒樓門口)

廣星士多 九龍城南角道25B鋪地下

森森精品百貨 九龍城衙前圍道52E地下

報紙檔 九龍城福佬村道49號A

鴻達水電工程 九龍城賈炳達道61號

富橋西藥行 九龍城東頭邨旺東樓地下8號鋪

發記 新蒲崗崇齡街81-83號

Bingo 新蒲崗越秀廣場G01鋪

坤記 新蒲崗爵祿街52-56號

美華 新蒲崗錦榮街2號地下

報紙檔 新蒲崗景福街91-95號

分享食品店 新蒲崗彩虹道街市23號地下

順記小食士多 新蒲崗景福街

利昌物業人民幣找換 新蒲崗彩虹道84-114號1B地鋪

九龍塘 學術專業圖書中心 九龍塘浸會大學道9號新翼地下

生活電器有限公司 樂富廣場3214-3216號店

亨通 (香港) 有限公司 樂富乾貨街市場53號地下

杜海記 樂富富茂街街市M009號鋪

倩影彩色沖印公司 石硤尾偉智里1-3號白田商場地下79號鋪

報紙檔 石硤尾南山邨商場P71檔位

鏵洪書報社 石硤尾邨44座C鋪

東龍士多 石硤尾大坑東邨東龍酒樓側

訊達數碼 慈雲山雙鳳街39號金鳳樓地下C鋪

便利店 慈雲山慈正商場第一期五號

大業報社 慈雲山竹園邨街市SS141號鋪

裕昌隆 慈雲山富山邨富仁樓13-14號地下

晨曦攝影冲印 慈雲山毓華街60A 地下

土瓜灣

慈雲山

樂富

何文田

紅磡

九龍城

新蒲崗

石硤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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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記書報社 黃大仙雙鳳街12號D

張記 黃大仙雙鳳街新九龍地段4744A位 (鳳凰酒樓側)

海龍報社 黄大仙龍翔道110號豪苑中心海龍桌球會地鋪

祥興報社 竹園南邨街市SS31 鋪

晨彩攝影冲印 黃大仙下邨黃大仙中心2 樓S41-S42鋪

億豐雜誌書報社 彩虹啓德花園商場2期地下16鋪

報紙檔 黃大仙正德街黃大仙中心地下G10鋪

報紙檔 沙田坳道 (黃大仙上邨南座對開之行人路)

Stanthea Co 黃大仙橫頭墈邨宏暉中心3樓12室

新竹園(耀興)報社 黃大仙竹園邨商場2樓S232鋪

歐記報社 黃大仙環鳳街24號

港九電業 黃大仙天馬苑商場2樓SS05鋪

八達科技通訊 黃大仙下村黃大仙中心UG14B號鋪

Fung Wong Telecom 黃大仙環鳳街40-44號海鴻大廈地下G3鋪

凌上香港公司 黃大仙鳳凰新村環鳳街7號A鋪

駿榮公司 黃大仙鳳凰新村鳴鳳街鳳凰大廈地下4號鋪

誌記書報社 彩虹坪石邨玉石樓地下1號鋪

報紙檔 彩虹邨金碧樓地下2號鋪

友發大辦館 彩雲邨彩雲商場3期 B1-1

晨暉晨彩攝影沖印 彩雲邨彩雲商場A2-8

頤豐精品文具香燭百貨 彩虹道242號采頤花園地下鋪位767號

彩禧攝影沖印公司 彩德邨彩德商場5樓512號

漫晝廊 鑽石山龍蟠苑商場1號鋪

日報社有限公司 鑽石山斧山道185號宏景花園14號地鋪

日報社有限公司 鑽石山鳳德邨商場205鋪

報紙檔 九龍灣啟業邨商場13號地鋪

嘉麟行 九龍灣常悅道企業廣場地下3號鋪

常悅報紙雜誌 九龍灣常悅道福康工業大廈地下2號鋪

永恆數碼沖印中心 九龍灣啟業邨商場4號地鋪

鐳射廊 九龍灣啟業邨商場13A號地鋪

明儀文具玩具公司 九龍灣麗晶花園商場220號鋪

華記小食 九龍灣麗晶花園21座C1,3號鋪

宏記 佐敦谷北路7號地下

報紙檔 牛頭角道177-188號地下

報紙檔 觀塘道雅麗道 (巴士站側)

宜安報檔 觀塘宜安街街市地下

Yuen Tai Compradore 觀塘樂華邨寧華樓地下112-113號

金湖書報社 牛頭角安華街2B鋪

成記士多酒莊 牛頭角道249號喜鵲摟地下 (花園大廈)

泰昌士多 牛頭角定富街4號地下

報紙檔 觀塘道299號C鋪 (慶祥書報檔)

報紙檔 牛頭角道77號

東成藥行 牛頭角彩霞邨彩悅樓 1室

永昌藥房 牛頭角道174號德昌樓地下A1鋪

快捷數碼沖印 牛頭角安基苑商場15號地下

瑞和書報社 觀塘瑞和街市政大樓地下9號

招記 觀塘協和街與雲漢街交界之公園對開行人路

城市報社 觀塘翠屏邨翠柳樓101號鋪

順利自助辦館 順利邨利業樓D10號鋪

雷霆戰士 (富都士多) 觀塘通明街9A地下

利晶攝影冲印 觀塘利安道順利紀律部隊宿舍2號鋪

報紙檔 觀塘翠屏道5號行人路上 (觀塘職訓練局中心前)

報紙檔 觀塘開源道47A號前行人路上

高記雜誌鮮果店 觀塘開源道68號觀塘廣場地下6號鋪

呂記報檔 觀塘翠屏南邨近游泳池馬路側 (佳康道/翠屏道交界)

德福士多 觀塘輔仁街38號A地下

順發辦館 順利邨利溢樓E-6

順利報紙雜誌社 順利邨街市SS2鋪

蔣記 觀塘巧明街100號 (OK 便利店對面)

宏輝中西藥行 觀塘牛頭角道297號花園大廈297號4號鋪

張記 觀塘裕民坊70號

日報社有限公司 順天邨天耀樓地下7號

美新乾洗公司 觀塘北翠屏道翠屏商場地下1C號鋪

朗文文具禮品 觀塘麗港城商場地下19號鋪

德興文具書籍 觀塘德田商場地下119號

金禧攝影沖印公司 樂華北邨商場2樓207室

強記 觀塘康寧道11號冠天閣地下

合興士多 觀塘鴻圖道59號鵬光大廈地下

Brillance Forex Exchange 觀塘道396號毅力工業中心地下2號鋪

叻叻店 觀塘開源道62號觀塘廣場地庫M24鋪 

Lasermate Centre Company 秀茂坪曉麗苑曉麗商場228鋪

日報社 秀茂坪寶達邨太平街市第一期地下60號鋪

日報社 秀茂坪曉麗苑曉麗商場209A鋪

日報社有限公司 秀茂坪商場M45-46號鋪地下

得成文具公司 秀茂坪商場2樓206號

黃大仙

秀茂坪

觀塘

九龍灣

牛頭角

彩虹

鑽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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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龍

德田報社 藍田德田邨街市2號鋪

啓田資訊站 藍田啓田邨街市K29號鋪

辛子影視中心 藍田滙景花園滙景商場L3 4B2鋪

日東文具玩具公司 藍田啓田商場3樓314號

Color 3 藍田德田邨德田商場 3鋪

報紙檔 藍田廣田邨街市32A鋪

長城中西藥房 藍田興田邨商場1樓211號鋪

嘉勝報社 藍田滙景花園L5樓15鋪

力勤電腦服務中心 藍田德田邨德田商場 222鋪

日報社有限公司 藍田平田邨商場3樓210室

非凡電訊 藍田匯景廣場L3 49鋪

匯景站 藍田匯景廣場L4 305鋪

天綱電訊 藍田匯景廣場L4 321鋪

金峯攝影冲印有限公司 油塘鯉魚門道80號鯉魚門廣場1期211鋪

必利店 油塘鯉魚門廣場108號鋪

毅誠電腦公司 油塘鯉魚門廣場油塘街市地下8號鋪

森林公司 鯉魚門街市NP檔

藥房 油塘中心嘉華商場 G15-G17號鋪

潤發沖印公司 油塘中心嘉貴商場G9鋪

油塘

藍田

更新日期：2013年7月22日



SmarTone 特約經銷商

華興士多 屯門華都花園地下67號

One Convenience Shop 屯門麗寶商場地下8號鋪

山明報紙雜誌 屯門大興邨街市49號

新潤士多 屯門悅湖山莊商埸地下163鋪

大興書報社 屯門大興邨商埸地下54號鋪

洗衣店 屯門蝴蝶邨蝶翎樓地下119號鋪

喜悅餐廳 屯門大興花園一期地下5-6號鋪

啟明書局 屯門友愛商場202號鋪

兩益公司 屯門富泰邨富泰商場2號鋪

成益趣趣屋 屯門建生邨街市G1號

良景書報社 屯門良景邨街市９號

中華書報社 屯門新屯門中心商場L3 151號鋪

三江書報社 屯門三聖邨豐魚樓地下S13

福澤集團有限公司 屯門兆康苑商場一樓 202

福澤集團有限公司 屯門兆康苑商場地下 102

利晶攝影沖印 屯門恆福花園105號鋪

定禧書報社 屯門兆禧苑街市22號鋪

定天書報社 屯門山景邨商場 22 號鋪

定禧書報社 屯門兆禧苑街市SS17號鋪

温拿便利店 屯門建群街3B號永發工業大廈地下

東南亞食品店 屯門良德街9號盈豐商場1樓69B鋪

裕興發糧食公司 屯門石排頭路11號康德花園12號地鋪

好景雜貨便利店 屯門彩暉花園A座地下2號

杏芳園士多 屯門青山公路竹苑大廈4號地下

報紙檔 屯門仁政街 (卓健門口)

松發士多 屯門華樂大廈152地段地下25鋪

黄坤記書報社 屯門鄉事會路雅都商場門口 (右手邊)

新世紀報社 屯門安定邨安定街市46及48號鋪

金源洗衣店 屯門良景邨商場中心104 地下

啓明文具 屯門龍門居89-90號鋪地下

日發食品公司 屯門龍門居商場3號鋪

華興中西藥行 屯門兆麟苑商場10號鋪

港星士多 屯門華都花園19號

南方集團藥業公司 屯門寶田商場4號地下

安定邨報社 屯門寶田邨街市1號

手機館 屯門啟發徑19號B地鋪

通天地電訊 屯門良景商場4樓L439號

電訊站 屯門龍門居地鋪59號

電訊站 屯門悅湖山莊商場25號鋪

東昇電訊 屯門置樂花園65A地下

飛天流動有限公司 屯門石排頭路卓爾廣場123 號鋪

林記商店 洪水橋大街20號德昌大廈地下

朗文報社 元朗朗平邨商場M3鋪

漢記書報社 元朗水邊圍村1號鋪

報紙檔 元朗安寧路2-6號地下 (大榮華酒樓前)

華興 元朗屏會街9號同發大廈地下16-B鋪

好彩報社 元朗屏昌徑聯發大廈1座地下14A

樂天書報士多 元朗安景路俊賢坊權益大樓D座地下19號鋪

隆盛書報社 元朗擊壤路9號金寶大廈B鋪

萍記報社 元朗康樂路33-35號豐興大廈側行人路

安寧報社 元朗安寧路19號A4鋪 (近橫洲路交界)

恒星雜誌社 元朗鳳琴街22號金龍樓9A店

日日店報紙雜誌 元朗福德街36號地下A

興發報社 元朗西堤街19號A鋪

順發報社 元朗擊壤路17號順發大廈地下

真開心書報社 元朗康景街7 -11地下C2誧

正豐泰 元朗洪水橋德祥樓35號地下

電聯電訊 元朗康景街6號鈞德樓13C地鋪

信聯電訊 元朗裕景坊14-32C號祥發大廈地下4號鋪

華輝電訊 元朗壽富街23號地下

華通電訊公司 元朗裕景坊30號祥發大廈地下5B鋪

恆鉻數碼科技專門店 元朗炮仗坊42號

叻叻店 元朗康景街3-19號利景樓地下D鋪 

飛天流動有限公司 元朗康樂路27-31號嘉好樓地下B2-3號鋪

天瑞書報社 天水圍天瑞邨街市T1鋪

嘉福書報社 天水圍天澤邨商場二期地下6號鋪

寶城書報社 天水圍天耀邨街市80號鋪

HKQQ書報社 天水圍新北江商場A97號

麗湖居書報社 天水圍天葵路3號麗湖居5座地下

添盛報章雜誌 天水圍天盛苑天盛街市TS46鋪

九洲報社 天水圍天華路頌富商場2期地下7號鋪

新天恩報社 天水圍天恩邨天恩街市2號

寶圖美有限公司 天水圍天耀商場L30號鋪

報紙檔 天水圍天秀墟703號鋪

新通訊 天水圍天湖路1號嘉湖新北江商場1樓C57B號鋪

輝達電訊 天水圍天湖路1號嘉湖新北江商場1樓C50號鋪

No.1 電訊 天水圍天澤商場211號鋪

飛天流動有限公司 天水圍天恩路18號嘉湖銀座二期G37B 號鋪

飛天流動有限公司 天水圍天恩路18號嘉湖銀座二期地下22A號鋪

叻叻店 天水圍嘉湖銀座 2 期 G15D 號鋪

元朗

新界及離島

屯門

天水圍

更新日期：2013年7月22日



SmarTone 特約經銷商

新界及離島

報紙檔 上水符興街43-45號地下

永記報紙雜誌 上水彩園邨彩珠樓101號鋪

錦錦書報社 上水巡撫街2號地下

百好士多 上水新豐路19A地下

翡翠谷攝影冲印 上水新豐路119號地下

南園報紙檔 上水新康街60號門口

智昌書報社 上水志昌街13號石湖墟街市L86號地下

彩虹書報社 上水彩園邨商場1樓G27號鋪

源泰文具公司 上水清河邨商場地下4號鋪

興華 上水新成路30B地下

金鋒書報雜誌社 上水天平邨商場112號鋪

壹科技 上水龍33深路龍豐花園L95號地鋪

新星電子科技 上水龍豐花園龍豐商場1期85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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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運報紙雜誌 粉嶺嘉宏中心地下9號鋪

雍盛報紙廊 粉嶺雍盛街市2號地下39鋪

荔之屋 粉嶺祥華邨商場302號鋪

莊記書報社 粉嶺聯和墟和豐街15A

育華書報檔 粉嶺聯安街1-7號 (育華海鮮菜館門口)

日日兌換店 粉嶺聯和墟和泰街17D號地下(近聯興街交界)

碧湖雜誌社 粉嶺一鳴路15號碧湖商場地下2號鋪

海怡攝影冲印公司 粉嶺一鳴路15號碧湖商場UG/F 3A鋪

電話店 粉嶺一鳴路15號碧湖花園商場UG/F 8號鋪

影相舖 粉嶺雍盛商場地下11鋪

蓉記報紙檔 粉嶺聯和墟和泰街20-24號B鋪 (利口福餐廳旁)

好滋味 粉嶺新運路33號粉嶺中心2期1樓233-A號鋪

威信科技 粉嶺名都商場2褸75號鋪

恆達科技 粉嶺名都商場2褸43B號鋪

成記 大埔大榮里34號地下

星光報社 大埔富亨邨街市39號鋪

飛鷹書報社 大埔廣福邨廣仁樓地下50-51號鋪

暢運書報社 大埔運頭塘邨商場K2鋪

東陽報社士多 大埔廣福道118號地下

通恒書店 大埔鄉事會街43號3A鋪地下 (近大光里)

世紀雜誌社 大埔寶鄉街54號地下

安富報社 大埔墟安富路9號萬鴻樓9B-2鋪地下

成記報檔 大埔廣福道22號鋪前 (近安富道交界)

華樂鮮果士多 大埔寶鄉街47-53號地下 (近南盛街)

業成雜誌報社 大埔墟大明里26-28號龍騰閣地下D1鋪

廣福報社 大埔廣福道109A

鴻盛報社 大埔新興花園B1地鋪

永豐士多 大埔墟同秀坊5-7號地下

本報社 大埔翠怡花園B座地下17A

四仔便利店 大埔寶湖花園街市N2號鋪

新昌運店 大埔昌運中心昌盛廊A1鋪

和味隆 大埔安埔路12號富善邨街市90號鋪

四仔 大埔太和商場229A 鋪

K100 士多 大埔新興花園商場8號鋪

2038電腦便利店 大埔大明里37號金福大廈地下前鋪

源泰書局 大埔富亨邨商場商場5號鋪

大埔玩具模型公司 大埔運頭塘邨商場15號鋪

鄭記 大埔安慈路2號八號花園地下11-14號鋪對面

H & L Mobile Pro Shop 大埔安慈路4號昌運中心廣場地下22B號A鋪

天地綱電訊 大埔安慈路4號昌運中心廣場地下A3鋪

全球通移動電話 大埔大明里金福樓29號地下A1-2地鋪

全球通移動電話 大埔大明里金福樓29號地下A3地鋪

K7 數碼科技 大埔安慈路4號昌運中心廣場地下71號A2鋪

Telecom Tone 大埔大埔廣場16-40號鋪

DIGI 2000 Telecom Company Ltd 大埔安慈路昌運中心1字樓40A鋪

Hang Tat Telecom 大埔昌運中心地下14號鋪

88便利店 馬鞍山富寶花園富寶商場R2

恒昌文具 馬鞍山恆安邨商場233-4號鋪

新創意文具 馬鞍山耀安邨商場G101號鋪

東澎書報社 馬鞍山福安花園1樓82號鋪

錦泰書報店 馬鞍山錦泰苑錦泰商場地下16鋪

新港城報社 馬鞍山新港城廣場2期4鋪

文華皮鞋服裝內衣公司 馬鞍山利安邨利安商場109號L/G1

富達報紙雜誌社 馬鞍山富安花園商場地下18B鋪

味之店 馬鞍山新港城3期2C地鋪

源灃書報社 馬鞍山新港城街市地下S80鋪

駿豐書報社 馬鞍山頌安商場119號鋪

明山公司 馬鞍山新港城第三期商場地下35號鋪

K-100 馬鞍山富寶商場G30鋪

新時代數碼專門店 馬鞍山鞍誠街18號新港城中心2200室

新資訊通訊 馬鞍山鞍誠街18號新港城中心2149室

天悅電訊 馬鞍山新港城廣場第五期二樓47號鋪

上水

馬鞍山

粉嶺

大埔

更新日期：2013年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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良記 沙田顯徑邨街市83號

永記報紙雜誌 沙田顯徑邨商場116號地下

富嘉美澤商店 沙田大圍街市N1號

綠洲報紙雜誌 沙田沙角邨漁鷹樓地下13號鋪

永恆書報社 沙田乙明邨街市1A鋪

金禾田報紙雜誌 沙田新田圍邨新田圍商場26號鋪

新興雜誌士多 沙田新田村地下62號鋪

泰昌書報社 沙田大圍美林邨美林商場地下22號鋪

惠群食品公司 沙田禾輋邨商場2樓K2鋪

金鸞圖書文具公司 沙田隆亨邨隆亨商場中心1/F120號鋪

彩虹書報社 沙田沙角邨商場18號鋪

富記士多 沙田上徑口村 (DD187 Lot 583) 地下52B號

富成報社 大圍富嘉花園地下24A鋪

李洪記 沙田瀝源邨商場平台2號鋪

德華報紙檔 沙田愉田苑愉悅閣地下6號鋪

頌安報社 沙田愉田苑愉翠街市YC26B

珍珍百寶店 沙田瀝源街7號地下娛樂城商場地鋪

姚華記書報服務 沙田火炭駿景園商場G65

漢峰影視攝影中心 沙田沙角邨商場4號舖

漢峰影視攝影中心 沙田乙明邨乙明商場地下11號鋪

漢峰影視攝影中心 沙田隆亨邨隆亨商場中心114號鋪

得寶書報社 沙田大涌橋路20-30號河畔花園一期地下10C鋪

好味店 沙田新翠邨商場地下9號鋪

海怡攝影沖印公司 沙田大圍火車站市場37號鋪

便利士多 沙田大圍道24-26號A3鋪

心悅軒 沙田大圍仁安醫院地下

益豐人民幣及外幣找換店 沙田火炭41-43坳背灣街安華工業大廈地下73號

廣源報社 沙田廣源邨街市14號鋪

康壽中西藥行 沙田大圍雲疊花園商場14號鋪

K100 士多 沙田乙明邨明耀樓5號地下

K100 士多 沙田穗禾苑商場地下30號鋪

Tiffany's Trading Company 沙田沙田中心3樓36號鋪

BG Telecom 沙田好運中心商場L3 178號鋪

時代通訊 沙田好運中心商場L3 28A號鋪

天悅電訊 沙田第一城銀城商場地下7號鋪

中信通電訊 沙田大圍道55-65號金禧花園商場1樓131鋪

A SHOP 沙田好運中心L3 18號鋪

天匯科技 沙田大圍道55-65號金禧花園商場1樓121A鋪

飛天流動有限公司 沙田第一城銀城商場83號鋪

Kin Shing Telecom 沙田橫壆街1-15號好運中心L3 142鋪

威信科技 沙田橫壆街1-15號 好運中心L3 181號室

報紙檔 葵涌高芳街31號行人天橋側

新興書報社 葵興新葵興廣場1樓9號鋪

金城雜誌社 葵興邨商場K1號鋪地下 (花園酒家樓下)

皇后書報社 葵涌青山道456號地下B鋪

英記士多 葵芳葵芳閣街市地下50號鋪

栢麗影寶沖印 葵涌荔景邨明景樓5號鋪

藍天報紙雜誌 葵涌葵涌花園商場3B鋪

亞寶書報社 葵涌石梨邨梨貝街地下1號

金輪書報公司 葵涌石梨邨石梨商場2期地下7號鋪

葵芳書報社 葵芳好爵中心43號地下

大中雜誌社 葵涌和宜合道218號地下25B鋪

祥記書報社 葵涌敬祖路6號祖堯邨D座街市地下143號鋪

北京便利店 葵涌茘枝嶺路翠瑤苑1-3號

路華報紙雜誌 葵涌廣場地下A15號鋪

報紙檔 葵涌盛芳街40號寬德大廈前

天記書報社 葵芳葵涌廣場1樓88B號

富誠店 葵涌梨木樹商場地下2號鋪

和記辦館 葵涌葵盛西邨購物中心26號

梨木樹資訊站 葵涌梨木樹街市74號鋪

報紙檔 葵涌葵涌邨商場203號鋪

報紙檔 葵涌石蔭路116號葵涌北街市194號鋪地下

安陰報紙雜誌 葵涌安蔭商場6號地下

蒙恩書報社 葵盛東邨商場124號鋪

國際報社 葵涌葵豐街53-57號福業大廈地下1號

便利店 荔景荔祖路57號悅麗苑麗虹樓地下2號鋪

新活洗衣改衣專門店 葵涌華景山莊商場地下17號鋪

Yat Newspaper Stand Ltd 葵涌葵涌邨街市地下38A號鋪

大一文具店 葵芳盛芳街7號葵芳商業中心地下3號鋪

J R 電訊 葵涌葵富路7-11號葵涌廣場2樓C102A鋪

手提電話維修博士 葵涌葵富路7-11號葵涌廣場2樓C03(2)鋪

專業維修手提電話公司 葵涌葵富路7-11號葵涌廣場2樓C46(B)鋪

叻叻店 葵涌葵富路7-11號葵涌廣場1樓B81鋪

Nobletime Ltd 葵涌工業街17-21號美安工業大廈22樓D室

沙田

葵涌

更新日期：2013年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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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發士多 荃灣大壩街47號 地下1號鋪

廣昌食品市場 荃灣中心第一期商埸C2A

大眾圖書報紙 荃灣大廈街11號宏華大廈地下

永佳辦館 荃灣象山邨翠山樓商場205號鋪

中華辦館 荃灣褔來邨永泰樓地下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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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北京乾洗專門店 荃灣祈德尊新邨4A地下

報紙檔 荃灣眾安街30-32號地下銀行外牆報紙攤位31號

彩虹圖書 荃灣路德圍32C地下

芳記書報社 荃灣石圍角邨街市25鋪

蝦記報紙檔 荃灣楊屋道街市和笛街45號

新民興辦舘 荃灣象山邨翠山樓207號鋪

報紙檔 荃灣衆安街2號門前

報紙檔 荃灣大河道及登發街交界報攤 (大河道橋底)

簫耀記 荃灣川龍街72B地下

報紙檔 荃灣眾安街78號地下

裕興士多 荃灣荃華街36-48號富麗花園B場地下72號鋪

越洋企業公司 荃灣荃威花園1期商場5號A鋪

順發人民幣找換店 荃灣沙咀道362號荃發商業大廈G11

富麗報社 荃灣富麗商場地下2A鋪

報紙檔 (好彩酒樓門口) 荃灣享和街59 號門前報紙攤位第49號

大裕書報社 荃灣富麗商場地下68鋪

Digital Telecom 荃灣南豐中心1樓142號

創域手璣維修中心 荃灣南豐中心1樓A80號

數碼電訊 荃灣享和街98A號地鋪

海洋電訊 荃灣南豐中心1樓A155號

資訊站 荃灣南豐中心1樓A153號

數碼綱絡 荃灣南豐中心1樓A133號

新環球 荃灣南豐中心1樓A94號

Galaxy Mobile Phone Shop 荃灣南豐中心1樓A76號

飛天流動有限公司 荃灣南豐中心1樓A118號

世紀電訊 荃灣南豐中心1樓A81號

建龍電訊貿易公司 荃灣荃華街16號東亞花園地下108號鋪

IN 'S 手機維修中心 荃灣力生廣場2樓264號鋪

電訊國際有限公司 荃灣綠楊坊2樓S14鋪

Hang Yin Technology 荃灣荃豐中心商場地下A27鋪

香港帝景酒店 荃灣青山公路353號

海韻報社 深井海韻花園商場 (嘉韻酒樓門口)

美景328報社 青衣美景花園商場82號鋪

長康書報社 青衣長康邨康和樓地下23號鋪

報紙檔 青衣長康邨第二街市56號

青衣報紙雜誌社 青衣邨商場一樓47號鋪

良友書報社 青衣長亨邨商場14號

三洋書報社 青衣長發邨街市27號鋪

網絡電腦系統公司 青衣長發商場2樓240號

美生百貨 青衣長青邨青葵樓4樓5號鋪

328報社 青衣翠怡花園2期商場地下G20,22-23 鋪

全記報社 青衣青敬路青衣街市地下76鋪

彩暉攝影冲印 青衣青衣中心1樓1A鋪

家家洗衣店 青衣海悅花園24B地鋪

甜心餅屋 青衣長宏邨商場4號鋪

南華士多 青衣大王下村2號地下

華記報檔 西貢宜春街19號 (東苑酒家前)

新強興凍肉超級市場 西貢灣景街22號地下

安寧書報社 將軍澳安寧花園商場31號地下

英明閣 將軍澳寶林邨寶勤樓119-120室

厚發書報社 將軍澳厚德邨商場137號鋪

厚德書報社 將軍澳厚德邨街市H1號

東京書屋 將軍澳景林邨景松樓地下5號

日報社 將軍澳明德商場地下MK29號鋪

彩明書報社 將軍澳彩明邨彩明邨商場19號鋪

日報社有限公司 將軍澳尚德邨街市地下63鋪

惠寶泰食品公司 將軍澳毓雅里9號慧安園地下A3鋪

康栢數碼攝影沖印 將軍澳彩明邨彩明邨商場地下

和利文具 . 玩具 . 辦館 將軍澳富寧花園富寧商場8A鋪

新意屋 將軍澳唐德街1號將軍澳廣場L1-007鋪

海洋報社 將軍澳富康花園商場地下42號

寶林(榮記)印尼店 將軍澳寶林邨街市45號鋪

日報社有限公司 將軍澳寶琳邨街市地下11號鋪

木各子 將軍澳調景嶺彩明苑彩明商場2573號鋪

泰昌士多 將軍澳翠林邨商場5樓125號鋪

尚書房有限公司 將軍澳培成路8號南豐廣場1樓B10室

豐喬西葯坊 將軍澳海悅豪園UG/F, 14號鋪

報紙檔 將軍澳翠林邨商場5樓104號鋪

飛天流動有限公司 將軍澳重華路8號東港城270A鋪

飛天流動有限公司 新界將軍澳培成路8號南豐廣場B177號

飛天流動有限公司 將軍澳君薈坊G28B號鋪

飛天流動有限公司 將軍澳調景嶺都會駅L2-043號鋪

西貢

將軍澳

青衣

荃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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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機場 Nobletime Ltd 香港國際機場客運大樓U5

報紙檔 東涌逸東邨逸東街市27號鋪

堅料快訊 東涌富東邨萬有街市F43號鋪

富康中西藥行 東涌富東商場地下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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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涌

更新日期：2013年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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