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屯門市廣場 奧海城 荃新天地

餐飲美饌 餐飲美饌 餐飲美饌

霸嗎拉麺 一品螞蟻 大家樂
Beerliner德國餐廳酒吧 東海堂 CoCo 壹番屋

Cafe 360 八方雲集 (大食代) Goobne Korea Oven Roasted Chicken
大家樂 BEP Vietnamese Kitchen 牛陣

重慶劉一手火鍋 Black Sugar Coffee 牛角日本燒肉專門店
翡翠拉麵小籠包/ 翡翠小廚 Café & Meal MUJI 牛太

da dolce Gelato Italiano 大家樂 喜茶
大門 (Aeon) 書湘門第 漁屋日本料理
euro go go 金安 板長壽司 & 自家烏冬
元気壽司 十二味麻辣小當家 翠園

Girlboss by Master Kama 茶匠清水一芳園 金田家
牛角日本燒肉專門店 Cocina 3 Tapas Restaurant & Bar Karami Curry 辛味屋
八天堂 & 辻利茶舖 道頓堀御好燒專門店 & 名代宇奈備長炭燒鰻魚飯專門店 肯德基

HEY.YO 元気寿司 羅麥記
海天堂 George Coffee 麗都讌客
許留山 牛角及牛涮鍋 麥奀雲吞麵世家

Joō de Rolls Café HABITU Marco's Oyster Bar & Grill
金久 (Aeon) 八番拉麵 (大食代) 炑八韓烤
炑八韓烤 香港地#OMG 米線陣
名苑 洪祖師 (大食代) MOS BURGER
牛一 一風堂 鳴門魚市場居酒屋

名點屋 (Aeon) 板長壽司 麗都總廚
利華超級三文治 肯德基 大戶屋

Outback Steakhouse 霸王山莊 OS Plus
Pacific Coffee 韓國屋 (大食代) 蝦麵店

錦麗 品越 札幌拉麵
Pokka Café 羅麥記 上海婆婆 336

School Food Mad For Garlic 唐宮小聚
惹味馬拉 麥當勞 星巴克
小南國 金滿庭京川滬菜館 太興
星巴克 家上海 譚仔三哥米線
一粥麵 紅葉茶屋 茶木
鮨千壽 MOS CAFE The BASE nature
茶木 利華超級三文治 Tom N Toms Coffee
意粉屋 Outback Steakhouse Triple-O's

Tom N Toms Coffee 樂天經典 美酒及輕便美食
靠得住 胡椒厨房 (大食代) 759 阿信屋

Urban Café Commune Phat PaPa A-1 BAKERY & Châteraisé
囍越 PizzaExpress 優品 360°
新斗記 譽小館 (大食代) 祝奇餅

一芳台灣水果茶 Pret A Manger Emack & Bolio's
夢見屋 (Aeon) Say Cheese 奉茶

戲院及娛樂 三巡小廚 (大食代) GODIVA
StagE 將之湯蛋包飯 (大食代) 鴻福堂

美酒及輕便美食 陶源酒家 奇華餅家
優之良品 利寶閣酒家 美心西餅
東海堂 星巴克 零食物語 & 日本雪糕物語
優品 360° 譚仔三哥米線 Taste of Italy
曲奇童話 糖心軒 一芳台灣水果茶

Florte & Frutti-Nutti 千味家 (大食代) 旅遊及旅遊產品
豪大大雞排 吐司工坊 (大食代) PLEN+Y
鴻福堂 蕃滿門 (大食代) S & T Co.
奇華餅家 靠得住
龍島 UCC Coffee Shop

Luna Cake, Frantz 居食屋「和民」
摩洛歌夫 鐵板燒 (大食代)

零食物語&日本雪糕物語 穴居酒屋
Panash 吉野家

Paul Lafayet ZAKKA
批&撻專門店

Powcookhk
鯉魚門紹香園合桃果子專門店

泰昌餅家
魚尚

屈臣氏酒窖
榮華餅家
山崎麵包

英記茶莊 (Aeon)
Italian Tomato (Aeon)

「為食鬼」勳章

勳章賺取日期: 10月28日至11月17日



屯門市廣場 奧海城 荃新天地

旅遊及旅遊產品 戲院及娛樂

香港中國旅行社 the sky

康泰旅行社 美酒及輕便美食

星晨旅遊 759 阿信屋

新秀麗 賞茶

新華旅遊 優品 360°

專業旅運 bless

永安旅遊 Chateraise

Das Gute

Get Fresh

GODIVA

綠日堂

華御結

花羨沐嵐

香江茶園

鴻福堂

帝醇酒莊

有機兒

Luna Cake

美心西餅

Mrs. Fields Cookies

零食物語

Panash

紅酒村

聖安娜餅屋

上海么鳳

品味1+1

手作之店

殿糖級自家製甜品專門店

大昌x士多

旅遊及旅遊產品

專業旅運

「為食鬼」勳章

勳章賺取日期: 10月28日至11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