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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2月 23日 

 

中銀香港分行服務通知 

 

中國銀行(香港)通知客戶和公眾人士，本行全港各區分行註已恢復正常服務（詳見表
一）。除個別分行外（詳見表二），營業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星期六
上午 9時至下午 1時。客戶亦可透過本行 24小時自助銀行中心、自動櫃員機、手機、網
上及電話銀行等電子渠道使用服務。 

 

本行會繼續密切關注疫情發展，以客戶及員工的健康及安全為首要考慮，採取適當
的防疫衞生措施，全力配合防疫工作。客戶可於本行網頁(www.bochk.com/tc/home.html)

的「分行服務安排」查閱最新分行服務詳情及於「分行網絡」查閱鄰近服務網點資料
(www.bochk.com/tc/branch.html) ， 或 致 電 客 戶 服 務 熱 線 (852) 3988 0499 或 

(852) 3988 2388查詢分行服務。 

 

表一：以下分行已恢復正常服務： 

分行名稱 分行地址 

香港 

堅尼地城分行 堅尼地城吉席街 2-2F 海怡花園 

德輔道西分行 德輔道西 111-119 號 

西區分行 德輔道西 386-388 號 

第一街分行 西營盤第一街 55 號 A 

石塘咀分行 石塘咀皇后大道西 534號 

上環皇后大道西分行 上環皇后大道西 2-12號 

般含道分行 般含道 63號 

上環分行 德輔道中 244-248 號東協商業大廈地下 1-4號舖及一樓 

中環永安集團大廈分行 德輔道中 71號永安集團大廈地庫至二樓 

中區分行  德輔道中 2號 A 

堅道分行 堅道 57號 

信德中心分行 干諾道中 200號信德中心二樓 225號 

干諾道中分行 干諾道中 13-14號 

雲咸街分行 中環雲咸街 1-3 號南華大廈地下 

中銀大廈分行 花園道 1號 

統一中心分行 金鐘道 95號統一中心商場 1021號 

灣仔胡忠大廈分行 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號 

莊士敦道分行 灣仔莊士敦道 152-158號 

港灣道分行 灣仔港灣道 28號灣景中心大廈地下 6號舖 

灣仔中國海外大廈分行 灣仔軒尼詩道 139 號 

軒尼詩道 409號分行 灣仔軒尼詩道 409-415號 

銅鑼灣分行 
銅鑼灣軒尼詩道 505號電業城地下 B、C、D 舖及 1至 3

樓 

禮頓道分行 銅鑼灣禮頓道 33-35 號第一商業大廈地下 A 及 B 舖 

跑馬地分行 跑馬地景光街 11 號 

跑馬地中銀理財中心 跑馬地成和道 49-51A 號 

英皇道分行 北角英皇道 131-133號 

北角英皇中心分行 北角英皇道 193-209號 

http://www.bochk.com/tc/home.html
http://www.bochk.com/tc/branc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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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名稱 分行地址 

香港 

北角恒英大廈分行 北角英皇道 318-328號 B1舖 

北角中銀理財中心 北角英皇道 460-470 號樂嘉中心地下 5B 號舖 

健康村分行 北角英皇道 668 號健康村二期 1-2號 

渣華道分行 北角渣華道 188 - 194號僑華大廈地下 B舖 

鰂魚涌分行 鰂魚涌英皇道 1060 號柏惠苑 

太古城分行 太古城智星閣 P1025 - 1026 

太古城分行保管箱服務中心 太古城海星閣 G1006 

西灣河分行 西灣河筲箕灣道 142-146號 

筲箕灣寶文大廈分行 筲箕灣道 260-262 號 

金華街分行 筲箕灣金華街 3 號 

小西灣分行 小西灣富怡花園商舖 19號 

杏花邨分行 柴灣杏花邨東翼商場 205-208號 

利眾街分行 柴灣利眾街 29-31 號 

柴灣分行 柴灣道 341-343號宏德居 B座 

柴灣分行保管箱服務中心 柴灣道 345號金源洋樓 27號 

香港仔分行 香港仔湖北街 25 號 

田灣分行 田灣嘉禾街 2-12 號 

鴨脷洲分行 鴨脷洲惠風街 13-15號 

海怡分行 鴨脷洲海怡廣場西翼 G13 及 G15舖 

海怡分行保管箱服務中心 鴨脷洲海怡東商場 118號 

置富南區廣場分行 薄扶林置富南區廣場 510號 

赤柱分行 赤柱廣場 3樓 301B 

九龍 

紅磡義達大廈分行 紅磡馬頭圍道 21 號 

紅磡中銀理財中心 紅磡馬頭圍道 37-39號 

馬頭圍道分行 紅磡馬頭圍道 47-49號 

黃埔花園分行 紅磡黃埔花園第一期商場 G8B號 

馬頭角道分行 土瓜灣馬頭角道 39-45號 

北帝街分行 土瓜灣北帝街 4-6號 

土瓜灣分行 土瓜灣道 80號 N 

圓方分行 柯士甸道西 1號圓方一樓 1003-1004號舖 

尖沙咀東分行 尖沙咀東加連威老道 96號希爾頓大廈低層地下 3號舖 

尖沙咀分行 尖沙咀加拿芬道 24-28號 

堪富利士道分行 尖沙咀堪富利士道 4-4A 

金巴利道分行 尖沙咀金巴利道 37號豪麗大廈地下 A&B舖及一樓 

中港城分行 尖沙咀廣東道 33 號中港城 2 樓 19-20 號舖 

中港城中銀理財中心 尖沙咀廣東道 33 號中港城高層地下 1號舖 

廣東道中銀理財中心 尖沙咀廣東道 60 號 

佐敦道分行 佐敦道 23-29號新寶廣場一樓 

油麻地分行 油麻地彌敦道 471 號 

奧海城分行 海庭道 18號奧海城二期一樓 13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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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名稱 分行地址 

九龍 

福全街分行 大角咀福全街 32-40號 

大角咀分行 大角咀道 73-77號 

旺角分行 旺角彌敦道 589 號 

旺角總統商業大廈分行 旺角彌敦道 608 號 

旺角銀高國際大廈分行 旺角彌敦道 707-713號 B舖 

旺角道分行 旺角道 50-52號 

旺角太子道西分行 旺角太子道西 116-118 號 

太子上海街分行 旺角上海街 689-693號 

太子分行 彌敦道 774號 

窩打老道分行 窩打老道 86號萬基大廈 A2舖 

香港都會大學分行 何文田牧愛街 30 號香港都會大學 

深水埗分行 深水埗南昌街 207-211 號 

長沙灣道 194號分行 深水埗長沙灣道 194-196號 

汝州街分行 深水埗汝州街 42-46號 

李鄭屋邨分行 李鄭屋邨商業中心 108號 

九龍廣場分行 青山道 485號九龍廣場 1號 

長沙灣青山道分行 長沙灣青山道 365-371號 

美孚中銀理財中心 美孚新邨萬事達廣場地下 17-B 號舖 

美孚萬事達廣場分行 美孚新邨萬事達廣場地下 N47-49 號舖 

美孚二期分行 美孚新邨吉利徑 19號 

又一城分行 九龍塘又一城 LG256 號 

香港城市大學銀行服務中心 九龍達之路 83號香港城市大學楊建文學術樓 3樓 

黃大仙分行 黃大仙黃大仙中心南館地下 G13及 G13A號舖 

鑽石山分行 鑽石山荷里活廣場 G107號 

竹園邨銀行服務中心 竹園南邨竹園廣場 G層 S001A 號舖 

彩雲邨銀行服務中心 牛池灣清水灣道 45 號彩雲商場第二期三樓 A318號 

彩虹分行 牛池灣清水灣道 19號 

彩虹道分行 新蒲崗彩虹道 58-68號 

大有街分行 新蒲崗大有街 35 號 

爵祿街中銀理財中心 新蒲崗爵祿街 86 號 

樂富分行 聯合道 198號樂富廣場地下 G204號舖 

衙前圍道分行 九龍城衙前圍道 25號 

九龍灣分行  九龍灣宏開道 16 號德福大廈 2號 

德福廣場分行 九龍灣偉業街 33 號德福廣場 P2-P7 號舖 

宏冠道分行 九龍灣臨樂街 19 號南豐商業中心地下 G1 舖位 

牛頭角道 169號分行 牛頭角道 169號 

開源道分行 觀塘開源道 55號 

觀塘廣場分行 觀塘開源道 68號觀塘廣場 G1 

輔仁街 26號分行 觀塘輔仁街 26-32 號 

協和街分行 觀塘協和街 195-197號 

安泰邨銀行服務中心 觀塘安泰邨安泰商場 UG樓 106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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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名稱 分行地址 

九龍 

翠屏邨銀行服務中心 觀塘翠屏邨商場二樓 116號 

秀茂坪分行 秀茂坪商場 214 號 

藍田分行 藍田啟田道 49號 12號舖 

油塘分行 油塘中心嘉富商場 G1-G27 

新界 

香港科技大學分行 清水灣道香港科技大學 

東港城分行 將軍澳重華路 8 號東港城 2樓 217 D-E號 

新都城分行 將軍澳新都城一期二樓 209號 

將軍澳廣場分行 將軍澳將軍澳廣場 L1 層 112-125號 

日出康城銀行服務中心 將軍澳康城路 1 號 The LOHAS 康城 4樓 413號舖 

西貢分行 西貢福民路 22-40 號西貢苑 56及 58號 

上葵涌分行 上葵涌石宜路 7-11號 

葵涌道分行 葵涌道 1009號 

下葵涌分行 葵涌興芳路 192-194號 

葵涌廣場分行 葵涌葵富路 7-11 號葵涌廣場地下 A18-20 號 

葵昌路分行 葵涌葵昌路 40號 

梨木樹分行 荃灣梨木樹商場 22號舖 

祈德尊新邨分行 荃灣海盛路 24號祈德尊新邨商場 1-3號 

德士古道分行 荃灣德士古道 36 號東亞花園 A112號 

荃灣分行 荃灣沙咀道 297-299號 

荃新天地分行 荃灣楊屋道 1號荃新天地地下 65及 67-69 號舖 

荃灣青山道分行 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 201-207 號新青大廈地下及一樓 

荃灣青山道中銀理財中心 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 167號昌耀大廈地下 1號舖 

深井分行 深井海韻花園商場 G1及 G2 

青衣城分行 青衣島青衣城 115 號 

青衣城中銀理財中心 青衣青衣城 3樓 309A-B號舖 

長發邨分行 青衣長發邨長發廣場地下 114D號舖 

青衣長康商業中心分行 青衣青康路 12號長康邨第一商場地下 102 號舖 

元朗恒發樓分行 元朗青山公路 8-18號 

元朗分行 元朗青山公路 102-108號 

元朗青山道分行 元朗青山公路 162 號 

教育路分行 元朗教育路 18-24 號 

屯門市廣場分行 屯門市廣場第二期商場 2號 

屯門中銀理財中心 屯門時代廣場商場北翼第一層 5號 

屯門新墟分行 屯門鄉事會路雅都花園商場 G13-14號 

建榮街分行 屯門建榮街 24-30 號 

蝴蝶邨分行 屯門蝴蝶廣場地下 R156 - R164 號 

良景邨分行 屯門田景路 31號良景邨良景廣場 L2層 L221 及 L222號 

天水圍分行 天水圍天恩路 12-18號嘉湖(一期)地下 G65 號舖 

天瑞邨分行 天水圍天瑞商場地下 G30號 

大圍分行 沙田大圍道 74-76 號 

大圍中銀理財中心 沙田大圍道 37 -47號 

沙田分行 沙田橫壆街 1-15 號好運中心地下 20號舖 

沙田中銀理財中心 沙田沙田廣場 L1 層 1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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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個別分行亦已恢復正常服務，營業時間如下： 

分行名稱 分行地址 

新界 

瀝源銀行服務中心 沙田瀝源街 6號瀝源邨福海樓地下 2-3號舖及 F2層 

沙角邨分行 沙田沙角邨商場 39號 

隆亨邨分行 沙田隆亨邨商場 103號 

沙田第一城分行 沙田銀城街 2號置富第一城樂薈地下 24-25 號 

火炭分行 
沙田山尾街 18-24 號沙田商業中心 1樓 B1-1A 及 B2A-C

號舖 

科學園銀行服務中心 沙田科學園科技大道西 10 號浚湖樓地下 S041B 

恆安邨分行 沙田恆安邨恆安商場 2樓 203號舖 

馬鞍山廣場分行 馬鞍山西沙路馬鞍山廣場 L2層 2103號 

大埔分行 大埔墟寶鄉街 68-70號 

大埔廣場分行 大埔安泰路 1號大埔廣場地下商場 4號 

安慈路分行 大埔安慈路 3號翠屏花園地下 10號舖 

富亨邨分行 大埔富亨邨商場 1-2號 

聯和墟分行 粉嶺聯和墟和豐街 17-19號 

聯和墟分行保管箱服務中心 粉嶺聯和墟聯盛街 10-16號 B舖 

粉嶺中心分行 粉嶺中心 2D-E及 H號 

上水分行 上水新豐路 61號 

上水銀行服務中心 上水新豐路 136 號 

上水中心分行 上水上水中心第一層 1005-1009號 

彩園廣場分行 上水彩園廣場三樓 R9-10號 

香港國際機場分行 香港國際機場一號客運大樓 5 樓 5T054-5T056 鋪 

東薈城銀行服務中心 東涌東薈城 2樓 264及 273號舖 

愉景灣銀行服務中心 愉景灣愉景廣場 C 座地下 G28號舖 

長洲分行 長洲大新街 53-55 號 

分行名稱 分行地址 營業時間 

九龍 

香港城市大學銀

行服務中心 

九龍達之路 83 號香港城

市大學楊建文學術樓 3樓 

星期一至五：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 

星期六：照常休息 

安泰邨銀行服務

中心 

觀塘安泰邨安泰商場 UG

樓 106號舖 

星期二及四：下午 1時至下午 5時 

星期一、三、五、六：照常休息 

翠屏邨銀行服務

中心 

觀塘翠屏邨商場二樓 116

號 

星期一、三、五：下午 1時至下午 5時 

星期二、四、六：照常休息 

新界 

科學園銀行服務

中心 

沙田科學園科技大道西

10 號浚湖樓地下 S041B 

星期一至五：上午 11時至下午 7時 

星期六：照常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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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機場暢達路分行將繼續暫停營業，直至另行通知。 

 
-完- 

分行名稱 分行地址 營業時間 

新界 

香港科技大學分

行 
清水灣道香港科技大學 

星期一至五：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 

星期六：照常休息 

愉景灣銀行服務

中心 

大嶼山愉景灣愉景廣場 C

座地下 G28號舖 

星期一至五：上午 10時至下午 6時 

星期六：上午 10時至下午 1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