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屈臣氏 & 萬寧列表 Watson's & Mannings list

中文18區 連鎖店 中文名 中文地址 電話
萬寧 萬寧 (太子大廈) 中環 遮打道10號太子大廈3樓321-322號舖 2973 6960

萬寧 (國際金融中心) 中環 港景街1號國際金融中心商場第2層2004號舖 2523 9135

萬寧 (勵精中心) 中環 皇后大道中88號勵精中心地下2號 2810 6281

萬寧 (跑馬地) 跑馬地 成和道25-27號地下 2575 6716

萬寧 (白沙道) 銅鑼灣 白沙道13號地下 2504 3372

萬寧 (總統戲院) 銅鑼灣 謝菲道517號地下B舖 2574 6092

萬寧 (北角城) 北角 英皇道250號北角城中心地下02號舖 2571 5939

萬寧 (康橋大廈) 鰂魚涌 太古坊康橋大廈地下A舖 2284 4810

萬寧 (太古城) 太古城 太古城道18號太古城中心第一期420舖 2907 1990

萬寧 (新翠商場) 柴灣 新翠商場4樓1-11號 2595 1709

萬寧 (金馬倫道) 尖沙咀金馬倫道26-28號金壘商業中心地下 2907 6556

萬寧 (新中港城) 尖沙咀 廣東道33號中港城高層地下28號舖 2296 4368

萬寧 (新寶廣場) 佐敦 佐敦道23號新寶廣場地下1號舖 2783 9177

萬寧 (奶路臣街) 旺角 彌敦道655 號胡社生行地下C號舖 2749 9792

萬寧 (創紀之城) 觀塘 創紀之城5期ＡPM 1樓L1-28及L1-29號舖 3148 1028

萬寧 (大本型) 油塘 高超道38號大本型2樓233號舖 2870 3914

萬寧 (德福中心) 九龍灣 德福廣場第一期F16A & F17-F17A號舖 2798 6524

九龍城區 萬寧 (又一城) 九龍塘 達之路80號又一城MTR-09號舖 3104 0230

沙田區 萬寧 (新城市廣場) 沙田 新城市廣場一期3樓307及307A號舖 2698 6470

萬寧 (太和) 大埔 太和廣場東翼2樓S214號舖 2389 6479

萬寧 (新達廣場) 大埔 新達廣場1樓7號舖 2653 9831

北區 萬寧 (上水BABY) 上水 龍運街8號新都廣場106A號舖 2325 3781

葵青區 萬寧 (青衣城) 青衣 青敬路33號青衣城二樓216-217號舖 2497 3325

萬寧 (元朗廣場) 元朗 元朗廣場1樓130及181-183號舖 2320 6844

萬寧 (光華中心) 元朗 阜材街34-36號光華中心地下4號舖 2443 5965

屯門區 萬寧 (屯門市廣場) 屯門 屯順街1號屯門市廣場1期2樓2199B-2199F號舖 2404 9767

萬寧 (T1 L7 出境大堂) 大嶼山 香港國際機場一號客運大樓離境大堂7T100號舖 2261 0453

萬寧 (T1 L7E105 禁區東大堂) 大嶼山 香港國際機場七樓離境大堂7E105號舖 2296 4479

屈臣氏 屈臣氏 (國際金融中心商場) 中環 國際金融中心商場三樓3015號舖 2670 5629

屈臣氏 (裕昌大廈) 中環 德輔道中48-52號裕昌大廈地庫及地下A及B舖 2840 1489

屈臣氏 (天后) 北角 英皇道14號僑興大廈地下C舖 2571 5912

屈臣氏 (太古廣場) 金鐘 太古廣場2期1樓145號鋪 2523 1814

屈臣氏 (金鐘海富中心) 金鐘 海富中心一期一樓23-26號舖 3153 5884

屈臣氏 (恩平中心) 銅鑼灣 恩平道44-48號恩平中心地舖, 1樓及2樓 2259 3026

屈臣氏 (時代廣場) 銅鑼灣 時代廣場9樓928號舖 3468 7630

東區 屈臣氏 (筲箕灣) 筲箕灣 東大街102-104號景輝大廈地下D及E號舖 2967 9702

油尖旺區 屈臣氏 (星光行) 尖沙咀 梳士巴利道星光行地下1至2號舖 2730 2803

西貢區 屈臣氏 (都會駅) 將軍澳 澳景嶺路8號都會駅第二層18-19號舖 3549 8507

屈臣氏 (馬鞍山) 馬鞍山 馬鞍山廣場第二層222-225號 2633 8730

屈臣氏 (新樂酒店) 佐敦 彌敦道223號新樂酒店地下A及B舖 2735 1646

北區 屈臣氏 (上水中心) 上水 智昌路3號上水中心2樓2006A-2007舖 3142 4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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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青區 屈臣氏 (新都會廣場) 葵芳 新都會廣場221-223號舖 3152 3741

荃灣區 屈臣氏 (綠楊新村) 荃灣 綠楊新村商場F20A號舖 2493 58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