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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Apple 零售店 (需網上預約 Genius Bar服務) 

香港中環金融街 8 號國際金融中心商場 

    維修時間：10:00-21:00 (星期一至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客戶服務熱線：3972 1500 

九龍塘達之路 80 號又一城 

    維修時間：10:00-21:00 (星期一至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客戶服務熱線：3979 3600 

尖沙咀廣東道 100 號 

    維修時間：09:00-23:00 (星期一至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客戶服務熱線：3979 8800 

沙田正街 18 號新城市廣場 

    維修時間：10:00-22:00 (星期一至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客戶服務熱線：3899 7800 

銅鑼灣軒尼詩道 500 號希慎廣場 

    維修時間：10:00-22:00 (星期一至星期四及星期日) 

         10:00-23:00 (星期五至星期六) 

客戶服務熱線：3979 3100 

觀塘道 418 號 APM 

    維修時間：11:00-23:59 (星期一至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客戶服務熱線：3572 8900 

網址：https://www.apple.com/hk/retail/storelist/ 

 

授權維修中心: 電訊首科有限公司 (需網上預約服務) 

香港銅鑼灣駱克道491-499號京都商業中心23樓B室         

    維修時間：11:00-20:00 (星期一至星期六);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九龍旺角西洋菜南街2A至2H號銀城廣場12樓01-03室         

    維修時間：11:00-20:00 (星期一至星期六);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客戶服務熱線：2332 3020 

網址：http://www.telecomdigital.cc/tso01/550.jhtml 

 

授權維修中心：華風電腦有限公司 (需網上預約服務) 

九龍旺角登打士街56號柏裕商業中心10樓1006-8室 

    維修時間：10:00-19:00 (星期一至星期六);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九龍觀塘鴻圖道26號威登中心9樓901室 

    維修時間：10:00-19:00 (星期一至星期六);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客戶服務熱線：2807 8156 

網址：http://ebooking.applewf.com/ebooking.php?lang=zh_hk 

 
ASUS 

九龍深水埗長沙灣道202-204號瑞星商業大廈7樓A室 

 維修時間：10:00-19:00 (星期一至星期六);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灣仔莊士敦道178號-188號華懋莊士敦廣場16樓 02室 

 維修時間：10:00-19:00 (星期一至星期六);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客戶服務熱線：3582 4770 

網址：http://www.asus.com/hk/support 

 
CAT 

九龍旺角西洋菜南街2A-2H號, 銀城廣場10樓05-06室 

    維修時間：11:00-20:00 (星期一至星期六);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客戶服務熱線：8118 1717 

網址：http://www.tso.cc/eng/index.htm 

 

HTC (需網上預約服務) 

葵芳大連排道202至210號偉倫中心1期1樓A室 

 維修時間：10:00-19:00 (星期一至星期五);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旺角登打士街32-34A號歐美廣場21樓01室 

 維修時間：10:00-19:00 (星期一至星期五) 

    09:00-13:00 (星期六);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灣仔莊士敦道178-188號華懋莊士敦廣場16樓02室 

 維修時間：10:00-19:00 (星期一至星期五) 

    09:00-13:00 (星期六);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客戶服務熱線：3077 5588 

網址：http://www.htc.com/hk-tc/contact/reservation/ 

 

Huawei 

九龍旺角登打士街56號柏裕商業中心16樓1626室 (由即日運作至 7/1/2018) 

 維修時間：12:00-20:00 (星期一至星期六) ;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九龍旺角彌敦道677號恆生大廈8樓01室 (由 8/1/2018 起開始運作) 

 維修時間：11:00-20:00 (星期一至星期六) ;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客戶服務熱線：8128 8810 

網址：http://consumer.huawei.com/hk/support/service-center/ 

 

K-TOUCH 

九龍觀塘道 378 號創紀之城 2期 1606室 

 維修時間：10:00-18:00 (星期一至星期五) 

    10:00-13:00 (星期六) 

客戶服務熱線：2789 9737 
 

LeEco 

九龍旺角西洋菜南街2A至2H號銀城廣場10樓05-06室 

 維修時間：11:00-20:00 (星期一至星期六) ;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客戶服務熱線：8118 1717 

網址：http://www.LeMall.com 

 

Lenovo 

型號: TAB2 A7-30, A7000 Plus, A6000 

九龍旺角西洋菜南街2A-2H號銀城廣場10樓1005-1006室 

 維修時間：11:00-20:00 (星期一至星期六) 

客戶服務熱線：8118 0800 

型號: PHAB, Lenovo Yoga BOOK 10" 

香港鰂魚涌海灣街1號華懋交易廣場14樓1403室 

 維修時間：09:00-18:00 (星期一至星期五);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九龍荔枝角長沙灣道932號興迅廣場10樓B及C室 

 維修時間：11:00-19:00 (星期一至星期五) 

    10:00-15:00 (星期六) ;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客戶服務熱線：3140 2788 

網址：http://www.lenovo.com/contact/hk/en/contact_pc.shtml 

型號: A6600 

九龍旺角西洋菜南街2A-2H號銀城廣場10樓1005-1006室      
 維修時間：11:00-20:00 (星期一至星期六) 

客戶服務熱線：8118 1717 

網址：http://www.tso.cc/eng/index.htm 

 
LG 

旺角彌敦道580號A-F周大福中心9樓901-904室 

 維修時間：11:00-20:00 (星期一至星期六) 

    12:00-16: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客戶服務熱線：3543 7777 

網址：http://hk.lgworld.com 

 

Meitu 

旺角西洋菜南街銀城廣場10樓1005室  

 維修時間：11:00-20:00 (星期一至星期六);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客戶服務熱線：5115 8716 

網址：http://www.meitu.com/hk/ 

 

MICROSOFT/ NOKIA 

觀塘成業街27號日昇中心地下G4 

 維修時間：11:00-20:30 (星期一至星期五) 

    11:00-19:00 (星期六);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長沙灣醫局街555號怡高工業中心1樓1-5室 

 維修時間：11:00-20:30 (星期一至星期五) 

    11:00-19:00 (星期六);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屯門建榮街25號百利中心9樓10室 

 維修時間：11:00-20:00 (星期一至星期五) 

    11:00-19:00 (星期六);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客戶服務熱線：2136 6338 

網址：http://www.microsoft.com/zh-hk/mobile 

 
Motorola 

九龍旺角西洋菜南街2A-2H號, 銀城廣場10樓05-06室 

 維修時間：11:00-20:00 (星期一至星期六);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客戶服務熱線：8118 1717 

網址：http://www.tso.cc/eng/index.htm 

 

ONKYO 

香港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星光行10樓1033室  

   維修時間：9:00-12:00; 13:00-18:00 (星期一至星期六);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客戶服務熱線：2429 8148 

網址：https://www.hk.onkyo.com/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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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SUNG 

銅鑼灣軒尼詩道489銅鑼灣廣場1 期15樓1502室 

 維修時間：11:00-20:00 (星期一至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九龍旺角亞皆老街8號朗豪坊辦公大樓40樓09至12及15室 

 維修時間：11:00-20:00 (星期一至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九龍旺角西洋菜街2A-2H號銀城廣場10字樓1005–1006室 

 維修時間：11:00-20:00 (星期一至星期六;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客戶服務熱線：3698 4698 

網址：http://www.samsung.com/hk 

 

SHARP 

新界葵涌葵昌路51號九龍貿易中心1座26樓 

 維修時間：9:00-18:00 (星期一至星期五) 

 維修時間：9:00-13:00 (星期六;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客戶服務熱線：2423 5151 

網址：https://www.sharp.com.hk/tc/ 

 

Smartisan 

九龍旺角西洋菜南街2A-2H號銀城廣場10樓1005-1006室 

 維修時間：11:00-20:00 (星期一至星期六,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客戶服務熱線：8118 1717 

網址：http://www.tso.cc/eng/index.htm 

 
SONY Xperia 

香港九龍旺角登打士街56號柏裕商業中心1907-09室 

 維修時間：11:00-20:00 (星期一至星期六);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香港中環德輔道105號大新人壽大廈地下 

 維修時間：11:00-20:00 (星期一至星期六);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客戶服務熱線：8203 8863 

網址：http://www.sonymobile.com 

 

vivo 

香港九龍觀塘鴻圖道一號19樓01室 

 維修時間：12:00-20:00 (星期一至星期五; 星期四休息);  

   11:00-19:00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客戶服務熱線：2301 0999 

網址：http://www.vivo.com 

 
Xiaomi/ ZMI 

沙田新城市中央廣場2座17樓1713室 

 維修時間：11:00-20:00 (星期一至星期六);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客戶服務熱線：3001 1888 

網址：http://www.mi.com/hk/service 

 
ZTE 

九龍旺角西洋菜南街2A至2H號銀城廣場10樓05-06室 

 維修時間：11:00-20:00 (星期一至星期六);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客戶服務熱線：2374 0199 

網址：http://www.myzt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