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屯门市广场 奧海城 荃新天地

儿童服装及玩具 儿童服装及玩具 儿童服装及玩具
CHICKEEDUCK Artistic Studios GR Play

Hallmark Babies 巴拉巴拉 My Little Korner
Kingkow Chicco 微影

la compagnie des petits FILA KIDS 玩具站
MiDes Jakewell Wing's Puzzle
鞋波士 Kingkow 精品

玩具"反"斗城 MiDes 影音电器及电子产品
影音电器及电子产品 玩具站 DG Lifestyle Store

生活影音 玩具"反"斗城 丰泽
BOSE 影音电器及电子产品 苏宁
百老汇 生活影音 保健产品及个人护理
张毛记 DG Lifestyle Store 北京同仁堂
丰泽 丰泽 (UG05B, 二期) Brilliant Hair Salon

STUDIO A (Apple Premium Reseller) 丰泽 (UG06A, 二期) C' Hair (Hair Products and Consultant)
苏宁 香港电业城 华光儿科
卫讯 i-Sense 华润堂

保健产品及个人护理 保健产品及个人护理 唐朝发型
澳至尊 安康 科士威

澳至尊 (Aeon) AQ Bio 余仁生
北京同仁堂 Aquarius Beauty Care & Healthy Trim Centre 千悠发型用品

康维他 (Aeon) 雅倩坊 稻田
华润堂 北京同仁堂 ITSU
余仁生 Bioscreen Paris Kamda Beauty
发栈 C' Hair (Hair Products and Consultant) 万宁 (Citywalk G/F)
GNC 康维他 万宁 (Citywalk2 UG/F)
稻田 COSWAY 美康

英格蜜儿 华润堂 姜心比心
启泰药业 ECHOUSE OGAWA

联丰大药房 余仁生 有机足印
万宁 GNC 百成堂

Mannings Baby 点点绿 俪凝美聚
Maxcare 韩印红 足君好沐足保健中心
美康 源生坊 东方红

南北行 新活方 维特健灵

OGAWA Ichi Hair 位元堂

OSIM 英格蜜儿 屈臣氏 (Citywalk2 G/F)

OTO ITSU 屈臣氏 (Citywalk G/F)

QB House (二期) 利康中西药房 和顺堂中医诊所 -名医 . 名药-

维特健灵 万宁 (一期) 正官庄

位元堂 万宁 (二期) 书店, 文具及教育中心

屈臣氏  (一期) 美康 儿童流行舞蹈学院

屈臣氏 (二期) Nail Beauty 美乐文化•音乐

和顺堂中医诊所 OGAWA 啓言英语教育中心

书店, 文具及教育中心 Ohana by IL COLPO hair Kid Smart

大众书局 OSIM 悦学

Smiggle Pretty House Beauty Centre 乐坊

TYPO Pure Color Play Together

百货公司, 超级市场及便利店 诗琳美容 (UG01, 一期) 大众书局

7-11便利店 (一期) 诗琳美容 (UG37&38, 一期) UrbanWrite

7-11便利店 (二期) The Nail Gallery by Nail Me 演奏‧家钢琴音乐学院

AEON (1/F, 一期) 东方红 百货公司, 超级市场及便利店

AEON (G/F, 一期) 维特健灵 7-11便利店

AEON (UG/F, 一期) 位元堂 MARKET PLACE by JASONS

AEON超级市场 屈臣氏 英国马莎 (G/F)

英国马莎 和顺堂中医诊所 -名医 . 名药- 英國馬莎 (UG/F)

Taste 正官庄 先施

「合家欢」勋章

勋章赚取日期: 10月28日至11月24日



屯门市广场 奧海城 荃新天地

电讯 书店, 文具及教育中心

3 Shop Aureus Academy

中国移动(一期) 青苗琴行

中国联通 苗成长教室

csl. 状学堂

HKT 香港电讯 / 1O1O 小王子学习中心

香港宽频 大众书局

蓝天电讯 爵士芭蕾舞学院

SmarTone Smiggle

东元之电 通利琴行

百货公司, 超级市场及便利店

7-11便利店 (一期)

7-11便利店 (二期)

Circle K

MARKET PLACE by JASONS (一期)

MARKET PLACE by JASONS (二期)

英国马莎

电讯

中国移动

csl.

香港宽频

电讯数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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