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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发放计划」书面表格收集分行

中银大厦分行001 香港花园道1号

干诺道中分行002 香港干诺道中13-14号

云咸街分行003 香港中环云咸街 1-3 号南华大厦地下

统一中心分行004 香港金钟道95号统一中心商场1021号

中区分行005 香港德辅道中2号A

湾仔胡忠大厦分行006 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213号

湾仔中国海外大厦
分行007 香港湾仔轩尼诗道139号

轩尼诗道409号分行008 香港湾仔轩尼诗道409-415号

庄士敦道分行009 香港湾仔庄士敦道152-158号

港湾道分行010 香港湾仔港湾道28号湾景中心地下4号铺

长洲分行011 长洲大新街53-55号

上环皇后大道西
分行012 香港上环皇后大道西2-12号

小西湾分行013 香港小西湾富怡花园商铺19号

信德中心分行014 香港干诺道中200号信德中心二楼225号

太古城分行015 香港太古城智星阁P1025 - 1026

分行 地址

香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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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香港仔分行016 香港仔湖北街25号

英皇道分行017 香港北角英皇道131-133号

北角英皇中心分行018 香港北角英皇道193-209号

北角恒英大厦分行019 香港北角英皇道318-328号B1铺

北角分行020 香港北角英皇道480号昌明洋楼地下B及C铺

健康村分行021 香港北角英皇道668号健康村二期1-2号

渣华道分行022 香港北角渣华道 188 - 194号侨华大厦地下B铺

田湾分行023 香港田湾嘉禾街2-12号

石塘咀分行024 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534号

第一街分行025 香港西营盘第一街55号A

西湾河分行026 香港西湾河筲箕湾道142-146号

赤柱分行027 香港赤柱广场 3楼 301B

利众街分行028 香港柴湾利众街29-31号

杏花邨分行029 香港柴湾杏花邨东翼商场205-208号

柴湾分行030 香港柴湾道341-343号宏德居B座

般含道分行031 香港般含道63号

坚尼地城分行032 香港坚尼地城吉席街2-2F海怡花园

分行



3

坚道分行033 香港坚道57号

跑马地分行034 香港跑马地景光街11号

金华街分行035 香港筲箕湾金华街3号

筲箕湾宝文大厦
分行

036 香港筲箕湾道260-262号

铜锣湾分行037 香港铜锣湾轩尼诗道505号

渣甸街分行038 香港铜锣湾渣甸街23号兆基商业中心地下

礼顿道分行039
香港铜锣湾礼顿道 33-35 号第一商业大厦
地下 A 及 B 铺

机利文街分行040 香港德辅道中136号

上环分行041 香港德辅道中244-248号东盟商业大厦地下1-4号铺

中环永安集团大厦
分行042 香港德辅道中71号永安集团大厦地库至二楼

德辅道西分行043 香港德辅道西111-119号

西区分行044 香港德辅道西386-388号

海怡分行045 香港鸭脷洲海怡广场西翼 G13 及 G15铺

鸭脷洲分行046 香港鸭脷洲惠风街13-15号

置富南区广场分行047 香港薄扶林置富南区广场510号

鲗鱼涌分行048 香港鲗鱼涌英皇道1060号柏惠苑

地址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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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冠道分行049 九龙九龙湾临乐街19号南丰商业中心地下G1铺位

九龍区

北帝街分行050 九龙土瓜湾北帝街4-6号

马头角道分行051 九龙土瓜湾马头角道39-45号

土瓜湾分行052 九龙土瓜湾道80号N

彩云邨分行053
九龙牛池湾清水湾道 45 号彩云商场第二期
三楼 A317 及 A318 号

彩虹分行054 九龙牛池湾清水湾道19号

牛头角道169号分行055 九龙牛头角道169号

竹园邨分行056 九龙竹园南邨竹园中心商场S1号

秀茂坪分行057 九龙秀茂坪商场214号

油塘分行058 九龙油塘中心嘉富商场G1-G27

九龙城太子道分行059 九龙城太子道382-384号

衙前围道分行060 九龙城衙前围道25号

红磡义达大厦分行061 九龙红磡马头围道21号

马头围道分行062 九龙红磡马头围道47-49号

黄埔花园分行063 九龙红磡黄埔花园第一期商场G8B号

黄埔中银理财中心064
九龙红磡德民街1-15号黄埔新邨A-E座
地下A1-A2及G1号铺

地址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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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仙分行065 九龙黄大仙黄大仙中心南馆地下G13及G13A号铺

又一城分行066 九龙塘又一城LG256号

毓华街分行067 九龙慈云山毓华街46-48号

大有街分行068 九龙新蒲岗大有街35号

彩虹道分行069 九龙新蒲岗彩虹道58-68号

乐富分行070 九龙联合道198号乐富广场地下G204号铺

蓝田分行071 九龙蓝田启田道49号12号铺

九龙湾分行072 九龙湾宏开道16号德福大厦2号

德福广场分行073 九龙湾伟业街 33 号德福广场 P2-P7 号铺

观塘牛头角道分行074 九龙观塘牛头角道327号

协和街分行075 九龙观塘协和街195-197号

开源道分行076 九龙观塘开源道55号

观塘广场分行077 九龙观塘开源道68号观塘广场G1

翠屏邨分行078 九龙观塘翠屏邨商场二楼116号

辅仁街26号分行079 九龙观塘辅仁街26-32号

钻石山分行080 九龙钻石山荷里活广场G107号

地址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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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角咀分行081

082

083

084

085

086

087

088

089

090

092

091

093

094

095

096

097

九龙大角咀道73-77号

福全街分行 九龙大角咀福全街32-40号

尖沙咀分行 九龙尖沙咀加拿芬道24-28号

尖沙咀东分行
九龙尖沙咀汤加连威老道96号希尔顿大厦
低层地下3号铺

金巴利道分行
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37号豪丽大厦
地下A&B铺及一楼

堪富利士道分行 九龙尖沙咀堪富利士道4-4A

广东道
中银理财中心

九龙尖沙咀广东道 60 号

中港城分行 九龙尖沙咀广东道33号中港城 2 楼19-20 号铺

佐敦道分行 九龙佐敦道23-29号新宝广场一楼

香港公开大学分行 九龙何文田牧爱街30号香港公开大学

太子上海街分行 九龙旺角上海街689-693号

李郑屋邨分行 九龙李郑屋邨商业中心108号

旺角太子道西分行 九龙旺角太子道西116-118号

旺角道分行 九龙旺角道50-52号

旺角分行 九龙旺角弥敦道589号

旺角总统
商业大厦分行 九龙旺角弥敦道608号

旺角
银高国际大厦分行

九龙旺角弥敦道707-713号B铺

地址分行



7

地址分行

西贡分行 新界西贡福民路22-40号西贡苑56及58号

将军澳君傲湾分行 新界将军澳 Popcorn 商场地下 G59-60 号铺

东港城分行 新界将军澳重华路 8 号东港城 2 楼 217 D-E 号

油麻地分行

110

111

112

113

098

0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8

107

109

九龙油麻地弥敦道471号

长沙湾青山道分行 九龙长沙湾青山道365-371号

长沙湾广场分行 九龙长沙湾道833号长沙湾广场G08号

九龙广场分行 九龙青山道485号九龙广场1号

美孚二期分行 九龙美孚新邨吉利径19号

美孚万事达广场
分行

九龙美孚新邨万事达广场地下 N47-49 号铺

奥海城分行 九龙海庭道18号奥海城二期一楼133号

汝州街分行 九龙深水埗汝州街42-46号

长沙湾道194号
分行

九龙深水埗长沙湾道194-196号

新界区

深水埗分行 九龙深水埗南昌街207-211号

窝打老道分行 九龙窝打老道86号万基大厦A2铺

西九龙中心分行 九龙深水埗钦州街37号K西九龙中心206A号

太子分行 九龙弥敦道774号



8

地址分行

将军澳广场分行114

115

116

新界将军澳将军澳广场L1层112-125号

新都城分行 新界将军澳新都城一期二楼209号

香港科技大学分行 新界清水湾道香港科技大学

上水中心分行117 新界上水上水中心第一层1005-1009号

彩园广场分行118 新界上水彩园广场三楼R9-10号

上水分行119 新界上水新丰路61号

大埔广场分行120 新界大埔安泰路1号大埔广场地下商场4号

安慈路分行121 新界大埔安慈路3号翠屏花园地下10号铺

富亨邨分行122 新界大埔富亨邨商场1-2号

广福道分行123 新界大埔墟广福道40-50号

大埔分行124 新界大埔墟宝乡街68-70号

火炭分行125 新界火炭山尾街18-24号沙田商业中心1楼2号

大围分行126 新界沙田大围道74-76号

沙角邨分行127 新界沙田沙角邨商场39号

隆亨邨分行128 新界沙田隆亨邨商场103号

新城市广场分行129 新界沙田新城市广场第一期六楼608号

沙田第一城分行130 新界沙田银城街2号置富第一城乐荟地下24-2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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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分行

沙头角分行132 新界沙头角沙头角邨16-18座

沙田分行131 新界沙田横壆街好运中心

粉岭中心分行133 新界粉岭中心2D-E及H号

花都广场分行134 新界粉岭百和路88号花都广场28号

联和墟分行135 新界粉岭联和墟和丰街17-19号

马鞍山广场分行136 新界马鞍山西沙路马鞍山广场L2层2103号

恒安邨分行137 新界马鞍山恒安邨商场203号

置富嘉湖分行138
新界元朗天水围天恩路18号
置富嘉湖第一期地下 G65号

机场畅达路分行139 香港赤鱲角畅达路9号富豪机场酒店地下G03A号铺

香港国际机场分行140 香港国际机场一号客运大楼 5 楼 5T054-5T056 铺

上葵涌分行141 新界上葵涌石宜路7-11号

元朗分行142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102-108号

元朗青山道分行143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162号

元朗恒发楼分行144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8-18号

教育路分行145 新界元朗教育路18-24号

天瑞邨分行146 新界天水围天瑞商场地下G30号

嘉湖山庄分行147 新界天水围嘉湖山庄新北江商场A18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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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分行

良景邨分行149
新界屯门田景路31号良景邨良景广场
L2层 L221及L222号

屯门市广场分行148 新界屯门市广场第二期商场2号

海丽花园分行150 新界屯门良德街海丽花园商场地下13-15号

屯门花园分行151 新界屯门青海围6号G及H铺

建荣街分行152 新界屯门建荣街24-30号

屯门新墟分行153 新界屯门乡事会路雅都花园商场G13-14号

蝴蝶邨分行154 新界屯门蝴蝶广场地下 R156 - R164号

长发邨分行155 新界青衣长发邨长发广场地下114D号铺

青衣长康商业中心
分行

156 新界青衣岛长康邨商业中心地下2号

青衣城分行157 新界青衣岛青衣城115号

荃湾分行158 新界荃湾沙咀道297-299号

荃湾青山道分行159
新界荃湾青山公路荃湾段 201-207 号新青大厦
地下及一楼

祈德尊新邨分行160 新界荃湾海盛路24号祈德尊新邨商场1-3号

荃新天地分行161 新界荃湾杨屋道1号荃新天地地下65及67-69号铺

德士古道分行162 新界荃湾德士古道36号东亚花园A112号

深井分行163 新界深井海韵花园商场G1及G2

梨木树分行164 新界葵涌梨木树商场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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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分行

葵涌广场分行166 新界葵涌葵富路7-11号葵涌广场地下A18-20号

葵昌路分行165 新界葵涌葵昌路40号

葵涌道分行167 新界葵涌道1009号

下葵涌分行168 新界葵涌兴芳路192-194号

新都会广场分行169 新界葵涌兴芳路223号新都会广场260-26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