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品音響
U-Acoustic Ltd.
波斯富唱片
名聲音響
極品音響
古典樂社
Hi Fi Gallery
威威音響真空管直銷中心
派斯音響
Ernest Audio Ltd.
聲望音響
聲之島
寶韻唱片
Choice Hi Fi
亞洲影音
KEF Music Gallery
凌智有限公司
香港原音有限公司
御品音響/CK Music
派美音響
Hi Fi 音響

中西區
上環干諾道西21-24 號 海景商業大廈805 室‧2891 8219
中環干諾道中41 號 盈置大廈104-106 舖‧3748 9335
中環永吉街35 號地下‧2541 0855
中環利源東街9號利東大廈22樓B室‧2868 3360
中環利源東街9號利東大廈25樓全層‧2882 7072
中環皇后大道中125 號 顯光樓2/F
中環皇后大道中18 號 新世界大廈1 座17 樓1703-05 室‧2868 3600
中環皇后大道中184-192 號 恒隆大廈3 樓‧2544 1277
中環砵旬乍街8-10號立輝大廈904室‧29477119
中環砵甸乍街10 號 14 樓‧2889 8876
中環砵甸乍街24-26 號 寶城大廈1樓及4 樓‧2130 1928
中環砵典乍街10 號18 樓‧2524 1881
中環域多利皇后街3 號 源記大廈5 樓‧2122 9369
中環域多利皇后街8號
中環都爹利街1 號19 樓‧2180 2701
中環都爹利街1號12樓‧28771778
中環萬宜商場2樓216-217舖‧2868 9993
中環德輔道中102-104 號詹氏商業大廈閣樓‧2845 0813
中環德輔道中156-164 號通用商業大廈M 樓1 號室‧2851 9898
中環德輔道中40-42 號通明大廈201 室‧2426 0186
中環德輔道中40-42號通明大廈505室‧2869 9021

DMA 泛音
搖擺廊
Let's Go Audio
新漢建業有限公司
新和偉音響
大象行有限公司

灣仔區
灣仔軒尼詩道130號灣仔電腦城2樓218號‧3583 1948
灣仔莊士敦181 號 大有廣場2 樓 202 號舖‧2893 7791
灣仔電腦城2樓227&267舖‧28919971
灣仔駱克道188 號 兆安中心5 樓‧24898068
灣仔駱克道188號兆安中心5樓‧25570012
灣仔駱克道93-107 號 利臨大廈3 樓‧2520 2330

CD Warehouse
雅詠音響
Audio Link Ltd.
凱旋發展(香港)有限公司
威達公司
香港原音有限公司
SONY

東區
太古城道18 號太古城中心2 樓257 號‧3528 0992
北角屈臣道4-6 號海景大廈B 座10 樓1012 室‧2525 0388
北角英皇道278-288號新時代廣場2樓203-205舖‧2807 1855
柴灣利眾街40 號 富誠工業大廈A 座24 樓2402 室‧2578 7813
銅鑼灣告士打道280號世貿中心35樓3504-5 室‧2506 3131
銅鑼灣怡和街29 號樂聲大廈地下‧2868 1208
銅鑼灣軒尼詩道555號東角中心16樓‧29091809

現代影音中心(元朗)
格蘭公司
CD Warehouse
CD Warehouse
英國劍橋音響
CD Warehouse
CD Warehouse

新界區
元朗泰豐街錦華樓19 號B 鋪地下‧2473 2285
屯門天后路18號南豐工業城第2座509室‧2543 2789
屯門屯門鄉事會路83 號V City, MTR 層M-49 號舖‧25060959
沙田新城市廣場第一期7 樓705 號‧2175 0866
荃灣大涌道22-28號合福工業大廈10樓‧24493610
荃灣大壩街4-30 號荃灣廣場4 樓437-438 號舖‧37550408
將軍澳唐賢街9 號POPCORN 商場地下48 號舖

CD Warehouse
HK68 黑膠專門店

葵芳興芳路223 號新都會廣場3 樓389-392 號舖‧2506 0621
葵涌葵豐街53-57號福業大廈2701室‧34891533

聲望音響
音響配送
新利通影音工程有限公司
CD Paradise
通利琴行
上揚愛樂
Pioneer & Onkyo
方浪國際有限公司
Hi Fi Gallery
威達公司
銀聲貿易公司
音響廣場
Mic Audio
悠揚音響有限公司
DMA泛音
Lowther China
Michael's Audio
音響工房
OPPO
聲輝音響
聲耀全音
別超原音有限公司
AV Hospital Ltd.
專業影院
胆皇音響
顯赫音響
滙訊音響
影音居
忠信影音
昌業音響
絃聲音響有限公司
華仁影音
輝煌影音
阿二無線電
天下影音
影音天地
英京音響中心
國際影音
駿誠影音
AV Gala
極品音響
標緻音響
尚賢音響
CD Warehouse

九龍區
九龍灣常悅道9號企業廣場1期2座301室‧21560789
九龍灣臨興街19號同力工業中心B座9樓911室‧35689817
大角咀必發道93號The Bedford 15樓W2室‧2838 9801
尖沙咀東部麽地道67 號 半島中心 LG03
尖沙咀金馬倫里1號 地下‧2301 3728
尖沙咀柯士甸道102 號 704-705 室‧2620 5130
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 號 星光行10 樓1033 室‧2484 6922
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 號 星光行616 室‧2545 0369
尖沙咀彌敦道132號美麗華廣場一期低層地下B107號舖‧2730 0622
尖沙咀彌敦道63 號 iSQUARE 國際廣場505 室‧2317 7188
尖沙咀彌敦道88 號安樂大廈2 樓I 室‧2768 7641
旺角山東街47-51 號中僑商業大廈1704 室‧2783 8870
旺角山東街47-51 號中僑商業大廈1905 室‧3188 0144
旺角山東街47-51號中僑商業大廈20樓2001室‧2388 3690
旺角山東街47-51號星際城市2樓219-223號
旺角奶路臣街6A-E德發商場地庫6號舖‧31113482
旺角奶路臣街6E德發商場地庫10號‧2770 0033
旺角奶路臣街6號地庫E舖‧27838390
旺角西洋菜南街1A 百寶利商業中心1405 室‧3188 1720
旺角西洋菜街14-24 號榮華大廈4 樓22 室‧2928 6083
旺角西洋菜街1A-1K百寶利商業中心1405室‧31881720
旺角西洋菜街2T 添置商業中心11 樓‧2332 3980
旺角西洋菜街2T 添置商業中心16 樓‧26978088
旺角西洋菜街2T 添置商業中心2 樓‧2388 9394
旺角西洋菜街2T 添置商業中心5 樓‧2361 1229
旺角西洋菜街2T 號添置商業大廈10 樓 (全層)
旺角西洋菜街2T 號添置商業中心13 樓‧2770 2505
旺角西洋菜街2T 號添置商業中心18 樓全層‧2155 0755
旺角西洋菜街2T 號添置商業中心3 樓‧2770 8600
旺角西洋菜街2T 號添置商業中心9 樓‧2413 7017
旺角西洋菜街5 號好望角大廈15 樓1504 室‧2388 2893
旺角西洋菜街51 號友誠商業中心10 樓‧2872 5338
旺角西洋菜街51 號友誠商業中心11 樓‧2137 5638
旺角西洋菜街51 號友誠商業中心13 樓‧2393 6381
旺角西洋菜街51 號友誠商業中心16 樓(全層)‧2399 7486
旺角西洋菜街51 號友誠商業中心6 樓‧2388 8348
旺角西洋菜街51 號友誠商業中心8 樓‧2391 5331
旺角西洋菜街51號友誠商業中心7樓全層‧21915803
旺角西洋菜街南2T 添置商業中心20樓‧37051159
旺角西洋菜街南2T添置商業中心18樓‧21550755
旺角西洋菜街南2T添置商業中心4樓‧27706848
旺角西洋菜街南2T添置商業中心6樓全層‧2905 1919
旺角西洋菜街南2T號添置商業中心15樓‧ 2838 1381
旺角亞皆老街8 號朗豪坊12 樓1 號舖‧3428 8800

銘佳音響發燒有限公司
豐寧音響(亞洲)有限公司
凱韻音響公司
金聲耳筒專門店
威威店
節拍唱片
德發行
聽眾有限公司
亦軒耳機旗艦店
樂機寶音響
信昌唱片
新華音響
毅智科技
捷豐影音
Master Pro
DMA泛音
聯興電業(香港)有限公司
幸運(蘇記)音響有限公司
信昌唱片
亞洲影音/樂燊貿易公司
米樂影音
德生電子實業有限公司
CD Warehouse
原木高級影音機架專門店
CD Warehouse

旺角亞皆老街86 號昌明大廈2 樓H 室‧2394 8238
旺角亞皆老街86 號昌明大廈4 樓E,I 室‧2321 8515
旺角洗衣街39 號金雞廣場12 樓1211 室‧2332 1821
旺角洗衣街39號金雞廣場1202-6室‧3572 0016
旺角通菜街49 號地下‧2782 2819
旺角通菜街53 號地下‧2780 0956
旺角通菜街61號德發商場地庫7號舖‧23941327
旺角彌敦道580 號A-F 周大福商業中心1203 室‧3119 0636
旺角彌敦道608號總統商業大廈901室‧27706919
旺角彌敦道610號荷李活商業中心916-917室‧26774722
旺角彌敦道636號銀行中心801室‧23326397
旺角彌敦道760 號東海大廈433 室‧2381 8125
長沙灣長沙灣道932號興迅廣場6樓B室‧31880767
紅磡馬頭圍道紅磡廣場37-39號地庫B52‧2363 5694
深水埗高登電腦中心一樓3號舖‧60912442
深水埗福華街146-152號高登購物中心1樓82B
深水埗鴨寮街152 號地下‧2728 8745
深水埗鴨寮街160 號地下‧2729 2225
新蒲崗大有街29號宏基中心11樓1101-1102室‧23322397
觀塘巧明街112號友聯大廈12樓A室‧28383699
觀塘巧明街114號迅達工業大廈10樓 D室‧2521 5999
觀塘開源道55號開聯工業中心A座13樓11室‧28951586
觀塘道418 號 創紀之城 5 期,APM, 第3 層10 號舖‧3428 8298
觀塘鴻圖道 31 號鴻貿中心7樓703室‧3102 0505
鑽石山龍蟠街3 號荷里活廣場2 樓249-250 號舖‧3101 90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