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銷商種類 店舖名稱 店舖地區 店舖地址 電話
LOG-ON 時代廣場分店 香港 銅鑼灣時代廣場B1地庫 2506 2888
LOG-ON 朗豪坊分店 九龍 旺角朗豪坊6樓1,23號舖 2625 6100
LOG-ON 名店坊分店 香港 銅鑼灣記利佐治街11-19號, 百德新街27-47號名店坊1樓F10-F16號舖 2596 8308
LOG-ON 將軍澳分店 新界 將軍澳唐賢街9號Popcorn,G24號舖 2996 2705
LOG-ON 葵芳新都會分店 新界 葵芳興芳路223號新都會廣場B101  2642 3211
LOG-ON 金鐘廊分店 香港 金鐘道93號金鐘廊 LAB Concept C03 店 2736 3866
LOG-ON 海港城分店 九龍 尖沙咀海港城港威商場三階3202 號鋪  2736 3866
LOG-ON apm 分店 九龍 觀塘APM一樓 2705 6222
LOG-ON 國際廣場分店 九龍 尖沙咀彌敦道63號國際廣場2樓201-202號舖 26279501
LOG-ON 屯門分店 新界 屯門市廣場一期2樓2251-2252號舖 2736 3866
LOG-ON 又一城分店 九龍 九龍塘又一城UG層01舖 2375 8222
LOG-ON 大埔分店 新界 大埔超級城B區二樓273-275號舖 22637801
千色 荃灣分店 新界 新界荃灣地段 301號荃灣千色匯 II 2413 8686
千色 元朗分店 新界 新界元朗教育路1號元朗千色匯二至四樓 2476 8666
千色 馬鞍山分店 新界 新界沙田馬鞍山鞍祿街18號新港城中心二樓及三樓 2643 8338
千色 將軍澳分店 新界 將軍澳 MCP Central 二樓 2706 8068
COG LIMITED (DNA) COG 美麗華商場 九龍 尖沙嘴彌敦道132號美麗華商場1期2樓232號鋪 3690 9380
DG Lifestyle 奧海城分店 九龍 西九龍奧海城 2 期 G65 - 67 號舖 2625 5968
DG Lifestyle Mikiki分店 九龍 東九龍新蒲崗太子道東 638 號 Mikiki G15 - 16 號舖 2331 8628
DG Lifestyle 沙田新城市廣場分店 新界 沙田新城市廣場 1 期 6 樓 641 號舖 2692 2488
DG Lifestyle 荃灣荃新天地分店 新界 荃灣荃新天地1期地舖 76 C&D 號舖 2941 0182
J-select HomeSquare 分店 新界 沙田 HomeSquare 327 - 328號舖
J-select K11 MUSEA 分店 九龍 尖沙咀梳士巴利道18號K11 MUSEA 4樓402號鋪
J-select 元朗形點 分店 新界 新界元朗朗日路9號形點I 2樓2005舖
J-select PopCorn 分店 新界 將軍澳 PopCorn F57 - 58號舖
豐澤 萬邦行分店 香港 中環皇后大道中33號萬邦行低層地下1-2號舖豐澤店舖內
豐澤 時代廣場分店 香港 銅鑼灣時代廣場8樓豐澤店舖內
豐澤 太古城分店 香港 太古城中心南商場4樓418號舖豐澤店舖內
豐澤 德福分店 九龍 德福廣場第一期G45-51號豐澤店舖內
豐澤 黃埔分店 九龍 黃埔花園第十二期家居庭地庫B3
豐澤 東涌分店 新界 大嶼山東涌達東路18-20號東薈城5樓502B號舖
豐澤 沙田分店 新界 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期6樓612號舖
豐澤 尖沙咀分店 九龍 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18號K11 MUSEA 4樓409室
百老匯 太古城分店 香港島 太古城中心4樓410號舖 2884 0324
百老匯 時代廣場分店 香港島 銅鑼灣時代廣場814號舖 2506 0228
百老匯 銅鑼灣分店 香港島 銅鑼灣百德新街恒隆中心地庫 3427 9819
百老匯 銅鑼灣分店 香港島 銅鑼灣百德新街恒隆中心地下 3121 4094
百老匯 旺角分店 九龍 豉油街28號地下至二樓 2359 7899
百老匯 觀塘分店 九龍 創紀之城第五期APM五樓Xsite2 3148 1296
百老匯 九龍灣分店 九龍 德福廣場第一期G44號舖 2753 7309
百老匯 九龍灣分店 九龍 德福廣場第一期G22號舖 2753 5594
百老匯 旺角分店 九龍 西洋菜南街78號地下 2381 6760
百老匯 旺角分店 九龍 西洋菜南街80號地下至三樓 2381 6760
百老匯 尖沙咀分店 九龍 海港城海洋中心三階341號舖 2736 7733
百老匯 鑽石山分店 九龍 荷里活廣場二樓202號舖 3101 1013
百老匯 九龍塘分店 九龍 MTR-02, 又一城 2265 8778
百老匯 尖沙咀分店 九龍 彌敦道63號iSQUARE國際廣場MTR14號舖 2721 2829
百老匯 青衣城分店 新界 青衣青衣城一樓136號舖 2436 4988
百老匯 屯門分店 新界 屯門市廣場第一期地下G17號舖 2146 8757
百老匯 屯門分店 新界 屯門市廣場第一期地下G031號舖 2146 8761
百老匯 上水分店 新界 上水新都廣場二樓211號舖 2639 0837
百老匯 荃灣分店 新界 眾安街43號地下至二樓 2498 4007
百老匯 沙田分店 新界 沙田新城市廣場第一期六樓613號舖 2606 7762
百老匯 元朗分店 新界 教育路16號樂成大廈A-C及D7舖地下至三樓 2944 7188
百老匯 將軍澳分店 新界 東港城2樓218號舖 2868 94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