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能讓顧客安心購買到原裝正貨及享有更優質的售後服務
現公開本公司認可之 NUTZEN （樂斯牌）特許零售商及經銷商名單
本公司只接受特許零售商及經銷商的單據
提供相關貨品的免費售後服務（包括維修服及零件、配件選購服務）
非特許零售商及經銷商的單據本公司將一律不會受理，
本公司不會為相關產品提供任何售後服務。
NUTZEN （樂斯牌）香港特許零售商及經銷商名單：
（最後更新日：2020 年 10 月 21 日）
千色 CITISTORE

荃灣分店：香港新界荃灣地段 301 號荃灣千色匯 II（3/F 電器部）
馬鞍山分店：香港新界沙田馬鞍山鞍祿街 18 號新港城中心（3/F 電器部）
元朗分店：香港新界元朗教育路 1 號千色匯（4/F 電器部）
屯門分店：香港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北翼（3/F 電器部）
將軍澳分店：香港九龍將軍澳 MCP Central （2/F 電器部）

一田 YATA 百貨

沙田分店：香港沙田正街 2 號新城市廣場 3 期（1/F 家品部）
大埔分店：香港大埔安邦路 8 號大埔超級城 B 區（1/F 家品部）
荃灣分店：香港新界荃灣大壩街 4 號荃灣廣場（4/F 家品部）

Fortress 豐澤

美國冒險樂園 Jumpin Gym U.S.A

Jetour Mall

裕華國貨

地址 : 佐敦彌敦道 301-309 號 3 字樓
電話：3511 2245
暉柏 (香港) 有限公司

地址 : 旺角彌敦道 602-608 號 總統商業大廈(W Plaza) 2 樓 218-220 號鋪
Whatsapp : 91406664 /

電話：29979450

香港區：
SOGO 崇光百貨
地址：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 555 號
電話：28338338
電器通(北角)
地址：北角渣華街 52-60 號地下 G-H 舖
電話：2812 9633
帝國電器行
地址：筲箕灣道 199-201 舖地下
電話：2560 1072
朱榮記
地址：上環水坑口街 26 號地下
電話：2671 2644
基業影音電器有限公司(柴灣)
地址：柴灣道 341-343 號宏德居商場一樓全層 BLK B 號舖
電話：2976 0380
基業影音電器有限公司(北角)
地址：北角渣華道 61 號地下
電話：2806 3638
明豐行電器
地址：香港中環機利文街 50 號地下
電話：2544 8991
新紀元(興華)店
地址：柴灣興華邨興華商場一期一樓 107 號舖
電話：2544 8991
新紀元(小西灣)店
地址：柴灣興華邨興華商場一期一樓 107 號舖
電話：2613 9682

樂聲爐具電器優惠中心(環翠)
地址：柴灣環翠商場一樓 112-113 號舖
電話：2505 1269
二德惠(灣仔)
地址：灣仔柯布連道 5 號耀基商業大廈 1 樓全層
電話：3188 1887
仁光電器行
地址：香港仔鴨脷洲大街 81 號地下
電話：2552 6150
I love Cake (灣仔)
地址：灣仔道 188 號 H2 號舖
電話：26712644

九龍區 續下頁

九龍區：
烘在家(上海街)
地址：油麻地上海街 383 號興業商業中心 7 樓 A 室
電話：2148 2615
電器通(土瓜灣)
地址：九龍土瓜灣馬頭圍道 117 號地下
電話：2333 2439
電器通(上海街)
地址：旺角上海街 408 號地下
電話：2384 9277
時代電氣化中心有限公司(秀茂坪)
地址：秀茂坪商場 1 樓 103 號舖
電話：2354 8031
時代電器(黃大仙)
地址：黃大仙中心南館地下 G2 舖
電話：2707 9796
信發電業有限公司
地址：新蒲崗崇齡街 30 號地下
電話：2325 1785
東亞冷凍鋼藝集團有限公司(Electric Oven)
地址：油麻地上海街 292-300 號地下
電話：2388 2778
時尚室內設計
地址：旺角上海街 682 號潤基商業大廈 3 樓全層
電話：3460 4331
環球電器燈飾公司
地址：旺角西洋菜南街 214 號地下
電話：2393 6628

實惠電器直銷倉
地址：荔枝角永明街 3 號泰昌工廠大廈 3 樓 C2 室
電話：2742 3883
家居電器爐具燈飾 (坪石)
地址：坪石邨藍石樓 122 號舖
電話：3168 6038
I P Shop
地址：九龍荔枝角道 71 號地下
電話：2989 6338
基業影音電器有限公司(油塘購物廊電器部)
地址：九龍油塘高超道 38 號大本型 42 號地下
電話：2976 0069
佳群無線電器行
地址：九龍土瓜灣馬坑道 3 號地下
電話：2715 0431
領先家電
地址：長沙灣道 787 號地下
電話：2371 2833
聯發電器冷氣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油麻地上海街 172 號地下
電話：2807 0710
萬曜電業有限公司
地址：紅磡馬頭圍道 46 號家維邨家廉樓地下 G11,14,18 舖
電話：2954 4668
新紀元(慈雲山)店
地址：慈雲山中心 6 樓 624-629 號舖
電話：2756 6599

安寧家電中心
地址：九龍石硤尾偉智街 38 號福田商場地下 19-20 號舖
電話：2363 2373
新昌源電器直銷中心
地址：九龍深水埗元州街 18 號地舖
電話：2386 2077
百誠電器批發
地址：旺角太子道西 90 號大華大廈地下
電話：2393 8543
泰安電業公司
地址：藍田啟田商場 205 號舖
電話：2349 0108
3D 家電廚櫃
地址：九龍長沙灣長裕街 16 號志興昌工業大廈地下
電話：2777 6669
二德惠(油麻地)
地址：油麻地上海街 395 號安業商業大廈 1 樓全層
電話：3188 1834
威聲無線電器行
地址：藍田德田商場一樓 108 號舖
電話：2772 5431
匯仕設備
地址：油麻地上海街 310 號地下
電話：2384 8289
雲華(明記) 無線電行
地址：大角咀晏架街 4 號麗華中心地下 4 號舖
電話：2395 2869

新興電器公司
地址：將軍澳尚德商場 114 號舖
電話：2792 1899
黃埔家居用品
地址：紅磡黃埔花園金柏苑第一期商場 G6A 號舖地下
電話：2364 2977
榮興石油有限公司(深水埗)
地址：九龍深水埗黃竹街 15 號 C 舖地下
電話：2381 2545
榮興石油有限公司(總店)
地址：九龍油麻地上海街 322 號 B 舖地下
電話：2385 6638
榮興石油有限公司(油麻地分店)
地址：九龍油麻地上海街 329 號地下
電話：2385 6638
中興行
地址：九龍旺角廣東道 888 號廣發大廈 D 舖地下
電話：2770 0138
大記行
地址：九龍油麻地炮台街 48 號地下(西貢街)
電話：2332 7911
I love Cake (油麻地)
地址：油麻地上海街 338 號地下
電話：2671 2671
聯品企業集團有限公司 (油麻地) 旗艦店
地址：油麻地上海街 307-309 號地下
電話：2349 5600

聯品企業集團有限公司 (九龍城)
地址：九龍城啟德道 72-78 號地下
電話：2718 1817
聯品企業集團有限公司 (油麻地) 分店
地址：油麻地上海街 293-295 號地下
電話：2770 3636
Cakes Library (旺角)
地址：旺角彌敦道 582-592 號信和中心 602 室
電話：3188 5234
Cakes Library (將軍澳)
地址：將軍澳常寧路 TKO GATEWAY 東翼地下 EF12 號舖
電話：3188 5234
廣業公司
地址：九龍長沙灣長裕街 16 號志興昌工業大廈 7 樓 B 室
電話：2777 2200
Beyondonlinestore
地址：紅磡馬頭圍道 21 號義達工業大廈 A 座 8 樓 8A2 室.
電話：2954 9168
賣家電
地址：紅磡馬頭圍道 21 號義達工業大廈 A 座 8 樓 8A2 室
電話：2468 3128
電器淘寶
地址：荔枝角永明街 3 號泰昌工廠大廈 3 樓 C 室
電話：2959 1281
ENGY LTD
地址：紅磡民樂街 23 號駿昇中心 18 樓 A5 室
雅思家居精品
地址：荃灣沙咀道 292 號地下
電話：24153649

Sweet Decoration Company Limited (油麻地)
地址：油麻地上海街 395 號安業商業大廈 21 樓全層
電話：2896 6955
One2Cakes
地址：九龍慈雲山毓華街 23 號慈雲山中心 5 樓 550 舖
電話：51187580
Shop123 烘焙專門店
地址：九龍聯合道 198 號樂富廣場地下樂富街市 420-421 舖
電話：54012499

新界區 續下頁

新界區：
工商會家電優惠中心(大埔)
地址：大埔廣福道 89 號地下
電話：2653 0398
華南電業
地址：粉嶺祥華邨商場地下 G1B 舖
電話：3562155
樂焙
地址：元朗東提街 20 號地下
電話：2443 3440
南洋電器行
地址：西貢灣景街 7 號舖地下(渣打銀行隔離)
電話：2791 5690
樂聲電器爐具燈飾中心(屯門)
地址：屯門大興商場 2 期 1 樓 8 號舖
電話：2454 3668
百事家居
地址：西貢親敬民街路西貢大廈 17 號舖地下
電話：2792 0010
新匯電器
地址：元朗宏業東麗街新元朗中心 3 樓 02 室
電話：9333 7905
晉榮電器有限公司
地址：大埔廣褔道 63 號地下
電話：2817 2627
祟發電器行
地址：將軍澳寶林商場寶勤樓 118 號舖地下
電話：2346 6105

荃灣貿易公司
地址：荃灣西樓角路 202-216 號昌寧路商場 1 樓 34 號
電話：6398 8138
華南電業
地址：粉嶺祥華邨商場地下 G1B 舖
電話：3956 2155
永光第一電器
地址：粉嶺雍盛苑雍盛商場 35 號舖地下
電話：3523 1739
盈豐直銷優惠中心
地址：荃灣街市街 144 號地下
電話：2615 9281
盈豐燈飾電業有限公司(新北江)
地址：天水圍嘉湖新北江商場 B 部地下 A7A & A8A
電話：3480 1608
源興電器有限公司
地址：大埔汀角路 512A 太平工業中心 4 座 401 室
電話：21092488
聯品企業集團有限公司 (元朗) 分店
地址：元朗教育路 70-86 號地下 A 舖
電話：2476 7698
諾丁山烘焙材料專門店(元朗)
地址：元朗建業街 78 號地下
電話：9706 5913
Bestlife 優質生活
地址：葵涌青山公路葵涌段 403-413 號匯城集團大廈 6 樓 D 室
網址：www.bestlife.com.hk

時代電氣化中心有限公司(寫字樓)
地址：屯門建泰街 6 號恆威工業中心 B1 座 17 樓 B1 及 B3 室
電話：2618 0626
One2Cakes
地址：屯門湖翠道 1 號蝴蝶邨街市 M403 號舖
電話：55067835
沙田電業
地址：沙田第一城銀城商場地下 98 號舖
電話：2635 6889
諾丁山烘焙材料專門店(上水)
地址：上水龍深路 2A 地下
電話：2671 8486
Shop123 烘焙專門店
禾輋店：新界厚德街 3 號禾輋街市 M65 號舖
電話：9423 3326
瀝源店：沙田瀝源邨褔海樓平台 4 號 舖中國銀行旁邊(教室)
電話：5599 2097
大埔中心店：大埔中心大元邨大元街市地下 123 號舖
電話：5113 2687
二德惠(荃灣)
地址：荃灣青山道 264 號南豐中心 803 號
電話：5404 5773
東泰電器有限公司
地址：沙田禾輋廣場 2 樓 268 舖
電話：3709 9108
時代電氣化中心有限公司(嘉湖商場)
地址：天水圍嘉湖銀庭 2 期 1 樓 116 號舖
電話：3169 3599

時代電氣化中心有限公司(屯門良景)
地址：屯門田景路 31 號良景廣場 Level 1 L109-L112 號舖
電話：2618 8569
時代電氣化中心有限公司(屯門蝴蝶村)
地址：屯利蝴蝶廣場 2/R R222 號舖
電話：2387 3091
時代電器(天澤)
地址：天水圍天澤商場 109 號舖
電話：2486 3228
時代電器(天頌)
地址：天水圍頌富商場 1 期 2 樓 214 號舖
電話：2486 4833
豐利電器中心
地址：屯門啟豐商場 1 樓 16 樓 B 室
電話：2441 9389
海暉電器有限公司
地址：元朗青山公路大馬路 218-230 號富興大廈地下 E 號舖
電話：2474 2260
金怡電業潔具中心(銀城)
地址：沙田第一城銀城商場地下 98 號舖
電話：2635 6889
凱誼電器行
地址：葵涌青山公路葵涌段 403-413 號匯城集團大廈 6 樓 D 室
電話：2764 3398
家政坊烘焙器具及材料專門店
地址：元朗安寧路 186 號地下
電話：2479 73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