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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S London 取件服務店舖地址 

香港島 

地址 

香港大坑勵德邨邨榮樓第 6座 22 & 26號舖 (地下連一樓) 

 

香港中環閣麟街 9-11 號 地下 及 閣樓 舖位 

香港柴灣泰民街 16 號康翠臺商場 5 樓部份 1C 之 1C-1 及部份 2C 舖 

香港筲箕灣金華街 18 號金威樓地下 

香港灣仔天樂里 9-17 號兆豐大廈地下 C 舖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7 號入境大樓地下 3 號鋪 

香港灣仔石水渠街 64, 66, 68, 70-70A 號地下 2 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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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 

 

九龍李鄭屋村李鄭屋商場地下 109 號舖  

 

九龍深水步寶熙苑寶熙苑商場 11 號舖 

九龍富山邨富仁樓地下五號舖位 

九龍彩輝村彩葉樓地下 9 號舖 

九龍啟業村商場 3 號舖 

九龍九龍灣宏照道 33 號國際交易中心地下 09 號舖 

九龍 九龍 灣宏開道 13 號 景發工業中心地下 4D-E 號單位 

九龍九龍灣宏照道 38 號企業廣場 5 期 (MegaBox) 地下 13 及 14 號舖 

九龍彩雲(一)邨彩雲三期商場地下 105 號鋪 

九龍九龍灣宏照道 18 號中國建設銀行中心地下 B 舖 

九龍官塘通明街 7 號光明大樓地下舖位 

九龍觀塘寶琳路 2 號寶達商場地下 14 號舖 

九龍觀塘駿業街 64 號南益商業中心地下 

九龍安達邨安達商場低層地下 19 號舖 

九龍藍田興田村殷田樓一座地下 101 號舖 

九龍廣田村廣田商場 1 號舖位 

九龍藍田啟田商場 2 樓 222 號舖 

九龍藍田碧雲道 223 號 德田村德田商場地下 G1B 號舖 

九龍旺角上海街 514 號地下舖位。 

店舖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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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 旺角上海街 479-481 號地下 3a, 3b & 3c 舖位 

九龍 旺角 長沙街 10 號 地下舖位 及 閣樓 

九龍旺角東安街 38 號安蘭閣地下 4 及 5 號舖 

九龍旺角西洋菜街北 157 號恆安樓地下舖位 

九龍旺角水渠道 34-36 號東樂大樓地下 A 舖 

九龍 牛頭角 彩德商場 5 樓 506 號舖位 

九龍樂華北村順華樓 101-102 號舖 

九龍 牛頭角振華道 70 號 樂華（北）商場 1 樓 106 號 舖位 

九龍衍慶街 2-32 號新蒲崗大廈地下 

九龍深水步樂年花園東沙島街 186 號地下 C1 舖 

九龍青山道 156-162 號永基商業大廈地下 B 舖。 

九龍 深水埗 北河街 44-48 號 永富大廈 地下 1 號舖 

九龍 深水涉南昌邨 昌遜樓地下 14 - 15 號舖位 

九龍 深水埗 元州街 2A-2B 號, 大埔道 47-49 號 及 南昌街 195-199 號, 鑽石樓地下 E1 舖位 

九龍深水埗元州街 160 號元安大廈地下 

九龍深水埗東京街 12 號麗閣商場地下 39 號鋪 

九龍土瓜灣樂民新村樂善樓地下 132 號舖位 

九龍  土瓜灣  譚公道 34-38 號  建安大廈  地下  J 舖 

九龍漆咸道 423-433 義發大廈地下 6 號舖 

九龍尖沙咀赫德道 5-9A 德裕中心地下 1,2 號舖  

九龍尖沙咀漆咸道 17-19 號帝后廣場地下 12 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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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金巴利道 27-33 號永利大廈地下 3 號舖 

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 81 號南海大廈地下 A 舖 (舖面向天文台道) 

九龍尖沙咀麼地道 1A-1H 及 1J 美麗都大廈地下 27, 28 號舖位及 1 樓 34 室。 

九龍油麻地吳松街 42-52 號大觀樓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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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 

店舖地址 

新界粉嶺粉嶺圍北 650 號地下 A 舖 

新界 葵涌 禾塘咀街 127-133 號 錦華樓 地下 C 舖 

新界葵涌石籬商場第二期地下 5 號舖位。 

新界葵涌葵聯邨聯喜樓地下 5 號舖位 

新界沙田秦石村商場地下 4 號舖 

新界大埔廣福道 93 號前部份舖位。 

新界天水圍俊宏軒地下 G02 舖位。 

新界天水圍天晴邨天晴商場地下 7 號舖位。   

新界天水圍俊宏軒俊宏廣場 L01, L02 & L03 號舖 

新界將軍澳怡明邨怡悦樓地下 1 號舗 

新界 荃灣川龍街 69-77 號 千龍大樓地下 B 舖位。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 119 號香港荃灣絲麗酒店地下 

新界屯門三聖村豐漁樓地下 2 號舖 

新界屯門兆麟苑商場地下第 1-2 號舖 

新界屯門浪琴軒地庫二層 001 號舖位 

新界屯門恆福中心商場 101 號舖 

新界 屯門 青山公路 351 號 彩華花園 地下 24 號舖 A,B,C 部份 

新界屯門山景購物中心地下 110 號舖位 

新界元朗安寧路 8 號冠煌樓地下 C 舖 

新界 元朗馬田路 80 號 御庭居地下及閣樓 4 號舖位 

新界元朗擊讓路 17 號順發大廈 J 舖連閣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