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佳門市換領地點 
地區 門市 地址 

港島區 天后廟 International 香港北角英皇道 6-8 號百利大廈地下及 1 樓全層 

港島區 跑馬地山村道 Fusion 香港跑馬地山村道 32-40 號豐寧大廈地下 

港島區 皇后大道西褔陞閣 Fusion 
香港上環皇后大道中 378 號福陞閣地下入口及 1

樓 

港島區 陽明山莊 Fusion 香港淺水灣大潭水塘道 88 號陽明山莊商場二樓 

港島區 碧瑤灣 Fusion 香港薄扶林域多利道 550 號碧瑤灣 32-40 座地下 

港島區 香港仔中心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香港仔南寧街 13-23 號 ac1 地下 1 及 9 號舖 

港島區 香港仔石排灣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香港仔漁光道 68 號石排灣邨石排灣商場 2

號舖 

港島區 薄扶林華貴邨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香港仔華貴邨華貴坊地下 13 號舖 

港島區 薄扶林置富花園 Fusion 香港薄扶林置富花園商場二樓 201-202 號舖 

港島區 柴灣興華邨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西灣河興東邨興東商場一樓 101 號舖 

港島區 柴灣宏德居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柴灣道 341-343 號宏德居 B 座宏德居商場一

樓 

港島區 杏花邨 Fusion 香港杏花邨杏花新城西翼二樓 217-230 號舖 

港島區 壽臣山廣場 Fusion 香港壽臣山壽山村道 16E 號壽臣山廣場 LG1 號舖 

港島區 小西灣藍灣半島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小西灣小西灣道 28 號藍灣半島商場 1 樓 1A

號舖 

港島區 海怡半島海怡廣場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鴨脷洲海怡半島海怡廣場西座 3 樓 302 號舖 

港島區 堅尼地城士美菲路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堅尼地城士美菲路 45-51 號 Smithfield Walk

低層地下 7 號舖 

港島區 西灣河鯉景灣 Fusion 香港西灣河太安街 25 號鯉景灣地下 8-13 號舖 

港島區 西灣河興東邨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西灣河興東邨興東商場一樓 101 號舖 

港島區 北角和富中心地庫 Fusion 香港北角和富道 21-53 號和富薈地庫 B46 號舖 



港島區 堅城中心 TASTE 
香港堅尼地城卑路乍街 23 號堅城中心地下 A 及 B

號舖 

港島區 花園道科達中心 Fusion 香港中環花園道 51 號科達中心地面入口及 1-2 樓 

港島區 上環堅道 Fusion 香港上環堅道 129-133 號大成大廈地下 B 舖 

港島區 渣甸山 Fusion 香港半山區渣甸山春暉道 9 號地下 

港島區 灣仔集成中心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302-308 號集成中心地庫 1-15

及 17-22 號舖 

港島區 結志街中環大廈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中環擺花街 23-39 號中環大廈地下 

港島區 鰂魚涌東匯中心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1010-1056 號東匯坊 LG01-03

號舖 

港島區 北角福蔭道 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北角福蔭道 1 號海峰園南峰閣地下 2A-2D 號

舖 

港島區 
筲箕灣愛東邨愛東商場百佳超級市

場 
香港筲箕灣愛東邨愛東商場 1 樓 104-105 號舖 

九龍區 
茘灣道美孚新邨 7 期  百佳超級市

場 

九龍荔枝角荔灣道 10-16 號美孚新邨第七期萬事

達廣場地下 N50B 舖 

九龍區 觀塘塘樂華邨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牛頭角樂華北邨樂華商場 3 樓 316 號舖 

九龍區 太子道西別樹一居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太子太子道西 171 號別樹一居 1 樓 

九龍區 窩打老道萬基大廈  Fusion 九龍窩打老道 86 號萬基大廈地下 B2 號 

九龍區 油麻地恒成大廈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油麻地彌敦道 363,365,367,369,371&373 號恒

成大廈地庫高層 B 部分 

九龍區 藍田匯景廣場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藍田匯景廣場 4 樓 401 號舖 

九龍區 順利商場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觀塘利安道 15 號順利邨順利商場 F3 及 F4 樓

R02 號舖 

九龍區 龍翔超級廣場  International 九龍黃大仙上邨黃大仙中心北館 2 樓 N212A 舖 

九龍區 荷里活廣場  TASTE 九龍鑽石山荷里活廣場 4 樓 401 號舖 

九龍區 觀塘安達邨商場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觀塘安達邨安達商場 UG03 號舖 

九龍區 茘枝角海麗邨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荔枝角海麗邨海麗商場一樓 106 號舖 

九龍區 慈雲山中心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慈雲山毓華街 23 號慈雲山中心 5 樓 528-535

號舖 

九龍區 尖沙咀希爾頓大廈  International 
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 96 號希爾頓大廈地下 B

號舖 

九龍區 油塘油麗邨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油塘油塘道 9 號油麗商場地下 1 號舖 

九龍區 黃埔花園  TASTE 九龍紅磡黃埔花園第十二期家居庭地庫 B2 號舖 

九龍區 何文田愛民廣場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何文田愛民廣場地下 G23A 號舖 

九龍區 茶果嶺麗港城  Fusion 九龍觀塘茶果嶺道 88 號麗港城第一期商場地下 



九龍區 深水埗 V Walk Fusion 
九龍深水埗深旺道 28 號 V Walk 2 樓 L2-137&138

號舖 

九龍區 土瓜灣欣榮花園  Fusion 九龍土瓜灣馬頭角道 33 號欣榮花園地下 27 號舖 

九龍區 紅磡灣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紅磡黃埔花園第 3 期地下 26 號舖 

九龍區 秀荗坪寶達中心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觀塘秀茂坪寶達商場一樓 116 號舖 

九龍區 黃大仙啟德花園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黃大仙啟德花園二期地下 13, 15 及 28 號舖 

九龍區 九華徑盈暉家居城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荔枝角景茘徑 8 號盈暉臺盈暉家居城 2 樓

201 號舖 

九龍區 鳳德邨鳳德商場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鳳德邨鳳德商場 2 樓 215 號舖 

九龍區 荔枝角宇晴軒 International 
九龍荔枝角深盛路 9 號宇晴軒商場 2 層 4-6,66 號

舖 

九龍區 深水埗海盈邨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深水埗海盈邨盈昌樓地下 3 號舖 

九龍區 深水埗蘇屋商場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深水埗蘇屋商場 1 樓 117 號舖 

九龍區 何文田曾榕大廈 Fusion 九龍窩打老道 70 號曾榕大廈地下 G 號舖 

九龍區 石峽尾邨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石硤尾石硤尾邨第二期服務設施大樓 SQ05

號舖 

九龍區 大角咀浪澄灣 Fusion 九龍大角咀海輝道 8 號浪澄灣 2 樓 2 號舖 

新界區 長沙灣幸福邨  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長沙灣幸祥街 8 號幸福商場 1 樓 107 號舖 

新界區 大埔富亨邨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大埔富亨邨富亨商場地下 7 號舖 

新界區 屯門中心仁愛堂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屯門啟民徑 18 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

中心地下 

新界區 屯門兆康苑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屯門兆康路 2-22 號兆康苑兆康商場 1 樓 225

號舖 

新界區 葵涌恒景商場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葵涌榮芳路 9 號恆景花園恒景商場 1 樓 103-

106 號舖 

新界區 青龍頭豪景花園 Fusion 
新界青龍頭青山公路青龍頭段 100 號豪景花園第

3 期豪景花園商場地下 

新界區 西貢翠塘路 Centro Fusion 新界西貢翠塘路 1 號 A 三樓 301 及 302 號舖 

新界區  屯門愛琴海岸 Fusion 
新界屯門掃管笏管青路 2 號愛琴海岸地下 3C 號

舖 

新界區 屯門井財街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屯門井財街 15 號金銘大廈 1 樓 B 號舖 

新界區 荃灣麗城薈街市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荃灣麗城花園三期麗城薈街市 M22 至 M69 

新界區 愉景灣  Fusion 大嶼山愉景灣愉景灣商場 C 座 G25 號舖 

新界區  調景嶺都會駅  Fusion 新界將軍澳都會駅 2 樓 L2-S01 及 046-047 號舖 

新界區 將軍澳尚德商場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將軍澳唐明街 2 號尚德邨尚德商場 2 樓 209

號舖 



新界區 將軍澳厚德商場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將軍澳厚德商場東翼 1 樓 E146 號舖及 2 樓

E203 號舖 

新界區 
元朗 Park Circle  Fusion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潭尾段 18 號 ParkCircle 地下

118 號舖 

新界區  沙田廣源邨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沙田廣源商場第二座 5B 號舖 

新界區  葵涌石蔭邨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葵涌石蔭邨石蔭商場 1 樓 114 號舖 

新界區 東涌映灣園  Fusion 
大嶼山東涌健東路 1 號映灣坊 1 樓平台 22-23 號

舖 

新界區 沙田愉翠苑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沙田愉翠苑愉翠商場 1 樓 104 號舖 

新界區 馬鞍山富安花園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沙田馬鞍山恆信街 2 號富安花園 1 樓部份 

新界區  元朗洪福商場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元朗洪水橋洪福邨洪福商場地下 14 號舖 

新界區 
第一邨葵涌石籬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葵涌石籬(第一)邨石籬購物中心 1 樓 107 號

舖 

新界區 馬灣栢麗灣  Fusion 新界馬灣珀麗灣商場地下 S7 號舖 

新界區 青衣長宏邨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青衣寮肚路 9 號長宏邨長宏商場地下 6 號舖 

新界區 大埔新達廣場  Fusion 新界大埔南運路 9 號新達廣場 2 樓 131-140 號舖 

新界區 
天水圍俊宏軒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天水圍天瑞路 88 號俊宏軒商場 1 樓 101-102

號舖 

新界區 
 沙田偉華中心  Fusion 

新界沙田正街 11-17 號偉華中心商場 2 樓 6-7 號

舖 

新界區 
火炭駿景園  Fusion 

新界沙田火炭駿景路 1 號駿景廣場地下 G1-G17

號舖 

新界區 
 深井海韻花園  Fusion 

新界荃灣深井青山公路-深井段 38 號海韻花園商

場地下 

新界區 
西貢花園  Fusion 

新界西貢親民街 16 號西貢花園地下入口部分及

樓梯及 1 樓 

新界區 
 天水圍置富嘉湖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天水圍天恩路 12-18 號 +WOO 嘉湖 1 期 2 樓

220 號舖 

新界區 
荃灣創意無限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荃灣荃華街創意無限廣場 1 樓 F201 號舖 

 

新界區 
馬鞍山廣場  TASTE 

新界沙田馬鞍山西沙路 608 號馬鞍山廣場 3 樓

343-363 號舖 

新界區 
粉嶺名都  Fusion 

新界粉嶺粉嶺車站路 18 號粉嶺名都地下 11-15 號

舖 

新界區 盈翠半島青衣城 Fusion 新界青衣青敬路 33 號青衣城地下 34-35 號舖 

新界區 東涌東薈城 TASTE 大嶼山東涌達東路 20 號東薈城 B1-B10 號舖 

新界區 
 將軍澳景林商場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西貢將軍澳寶琳北路 38 號景林邨景林商場地

下 10 號舖 



新界區 
 青衣長發邨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青衣担杆山路 6 號長發邨長發廣場 3 樓 320

號舖 

新界區 大埔康樂園 Fusion 新界大埔康樂園市中心商場 C 座地下及 1 樓 

新界區 元朗加州花園 Fusion 新界元朗和生圍加州花園廣場地下 G20 號舖 

新界區 
天水圍嘉湖山莊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天水圍天湖路 1 號嘉湖新北江商場地下 1 號

舖 

新界區 
天水圍頌富商場 Fusion 

新界天水圍天華路 33 號 T Town North 2 樓 N206-

209 號舖 

新界區 
元朗好順福大廈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元朗壽富街 60 號好順福大廈地下 G01 及

G23 號舖 

新界區 
沙田銀城商場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沙田銀城街 2 號置富第一城‧樂薈地下 7B, 

46-80 號 

新界區 沙田新田圍邨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沙田新田圍邨新田圍商場 4 樓 25 號舖 

新界區 
火炭銀禧花園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沙田火炭樂景街 2-18 號銀禧花園商場 3 樓

329 號舖 

新界區 
大圍顯徑商場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沙田大圍車公廟道 69 號顯徑邨顯徑商場地

下 101-103 號舖 

新界區 
將軍澳翠林邨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將軍澳翠琳路 11 號翠林邨翠林新城 5 樓 132

舖 

新界區 青衣青怡花園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青衣青綠街 7-19 號青怡花園青怡薈地下 1 號 

新界區 青衣藍澄灣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青衣青衣路 1 號藍澄灣商場 1 樓 3 號舖 

新界區 
荃灣沙咀道滿樂大廈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荃灣沙咀道 141-169 號滿樂大廈福至樓地下

155 至 165 號舖 

新界區 大窩口商場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葵涌石頭街大窩口第 2 商場地下 5 號舖 

新界區 麗景袓堯邨 百佳超級市場 新界葵涌祖堯邨敬祖路 6 號 D 座地下 3-8 號舖 

離島區 東涌東環 Fusion 大嶼山東涌迎康街 6 號東環地下 G07-09 號舖 

離島區 大嶼山梅窩 Fusion 大嶼山梅窩碼頭路 12 號梅窩大廈地下及 1 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