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ffer

RMB

中銀伴隨
開展留學新里程！

留学金融服务



世界那麽大， 
應該去看看！

中國銀行的分支機構已遍布在全球 63 個

國家。中國銀行金邊分行推出的一站式

留學金融服務，將陪伴您子女開啟在不

同國家的出國留學之旅，讓您子女的留

學生活更加安全、方便、溫馨。

現在，就透過本指南協助您規劃和準備

子女海外（特別是中國內地和香港） 

留學進修。

出國留學是了解世界的最佳方式！

盡享先進的知識、國際化視野、	

不同的文化和一生的朋友。

出國留學是人生最有價值的一筆	

投資！獲得高薪的工作、志同道合

的創業夥伴和光明的職業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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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留學

國家

主要留學

專業

澳大利亞、美國、	

英國、日本、	

中國內地

工商管理、	

健康和福利、	

藝術和人文、	

自然科學和數學、	

信息技術和工科、	

社會科學、	

教育

年份 學生數量

2017 279,000

2016 283,000

2015 248,000

1. 資料來源 :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截至 2020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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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 開始計劃

首先，來看看您的子女 
適合出國留學嗎？

近年出國留學趨勢
1

子女需要全科都考取高分才能出國 

留學嗎？這倒不必，但留學通常	

需要考慮以下幾點：

 33 外語能力：良好的英語能力和學習外語的 

 興趣（例如中文）對於留學海外非常重要。

 33 經濟能力：出國留學會是您家庭的一項重要 

 經濟開支，所以必須保證資金充足。

 33 職業發展：越來越多留學生畢業後選擇在國 

 外開始職業生涯，如果您子女有類似計劃， 

 應該先了解有關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結構、行業 

 競爭優勢和就業市場发展，選擇合適的學習 

 專業。

 33 能獨立生活：子女要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及 

 能力，面對獨立生活時可能遇到的問題。

近年從東南亞前往

其 他 國 家 深 造 的

學 生 人 數 保 持 在 

25萬以上。

http://data.uis.unesco.org/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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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料來源 : 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QS TOPUNIVERSITIES, 2019
 中國內地：Studyportals, 2020

 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 , 2019

 新加坡：Studylink, 2020

 日本：Motivist Japan, 2019

教育財務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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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全部費用/每年

美国 42,000元起

英国 32,000元起

加拿大 34,000 元起

澳大利亞 37,000 元起

中國內地 10,000 元起

香港 22,000 元起

新加坡 17,500 元起

日本 12,000 元起

由於教育是家庭的重要投資之一， 

明智的您應盡早開始計劃。一般家庭

會預留特定的資金來支付學費、其他

學習費用和生活費。來看看在一些 

熱門目的地就讀大學需要花費多少
1

（以美元計）

中國銀行金邊分行為您提供美元
和 人 民 幣 儲 蓄 產 品， 您 可 以 在 
最佳的時間兌換相應貨幣及早為 
子 女 制 定 您 的 儲 蓄 計 劃， 每 年 
定期存入不同金額的貨幣。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student-info/student-finance
https://www.mastersportal.com/articles/1587/study-abroad-in-china-all-you-need-to-know-about-tuition-%20and-living-costs.html
http://www.studyinhongkong.edu.hk/cn/hong-kong-education/tuition-fee-and-living-expenses.php
http://studylink.com/study-in-singapore
https://www.motivistjapan.com/budget-to-study-in-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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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是 目 前 世 界 上 人 口 最 多 的 

國家，同時亦是世界上發展最快的

主要經濟體之一。世界排名前 50

的公司都在中國內地開展業務。 

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中國內地的

教育質量也在不斷提高，受到世界

各地學生青睞。

留學中國內地

中國內地教育

過去幾十年里，中國內地在教育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資源，因此國際

學生的數量不斷增加。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最新資料顯示，有超過

49萬名國際學生在中國留學 1。

第二步 : 選擇留學國家 / 地區

	 普通話

學習中文能了解世界上最豐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

並了解中國的歷史、文化價值觀、哲學和宗教信仰，

以及美學傳統。

普通話是中國內地的官方語言，全國各地幾乎所有

人都說普通話。隨著中國內地經濟和其他方面不斷

发展和增長，普通話在全球化的帶動下變得越來越

重要。 

了解更多學習中文的資源 請按此

1. 資料來源 :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 2018

	 漢語獎學金

中國內地有許多大學為國際學生提供學習漢語獎學

金。在眾多為赴華留學生而設的獎學金當中，漢語

獎學金最為知名。 

了解提供漢語獎學金的排名前10名的大學 請按此

中國內地概況

https://www.chinaeducenter.com/en/learnchinese/learnchinese.php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04/t20190412_377692.html
https://www.chinesescholarshipcouncil.com/chinese-language-scholarships-in-china 
https://www.chinesescholarshipcouncil.com/chinese-language-scholarships-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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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認可的教育質量

截至 2019年，中國政府與 52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學歷互認協議。中國內地大學

頒发的學術資格被大多數发達國家承認。

居住在中國內地

	 較低的費用和生活成本

在中國內地接受高等教育一般比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都更物有所值。中國內地的

生活開銷相對較低，因此對教育儲蓄要求也比較靈活。此外，中國的政府、大學、

基金會和企業還提供各種獎學金支持不同學科的國際留學生。

	 較理想的就業發展前景

中國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主要經濟體之一，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跨國公司也來到

中國內地開展業務，以充分利用中國內地巨大的市場。因此，各行各業對人才的

需求有增無減，市場上存在充分的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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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料來源 : numbeo, 2020 （以人民幣計）

在中國內地，支付寶（Alipay）和微信支付（WeChat Pay）等移動支付應用已將中國轉變為一個幾乎 

“無現金”的社會。只要帶著手機，不帶現金和信用卡也能輕松應對日常生活。

住宿方面，留學生可以選擇住在大學宿舍或校外，而大學宿舍的費用較為便宜，是不少留學生的首選。

為什麽在中國內地學習 ?

近年來，隨着智能手機普及，中國內地的生活

方式變得越來越電子化，無論是衣食住行都非

常方便。

城市 食品和其他生活費用/月 宿舍/學期

北京 3,500元 13,000元

上海 3,900元 11,000元

广州 3,100元 5,000元

厦門 3,000元 5,000元

杭州 3,000元 6,000元

在中國內地，不同城市的

物價水平有一定差異。北

京、上海或廣州的物價一

般比其他城市高
1
：

https://www.numbe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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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概覽

	 語言

在香港，中文和英文都是官方語言。英語廣泛

應用於工商企業、公營機構、大專院校，以及

法律界、商界和其他專業。大多數專上學院都

以英語作為教學語言，您的子女可以在學校里

或是和朋友交流時學習中文。

香港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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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香港

香港在科研和創新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令香港的教育體系獲得	

多元化的發展。香港的大學也一直投入資源來吸引國際學生報讀，

包括提供越來越多的獎學金。

		 優質的教育水平

香港有許多世界知名的大學，

例如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大

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等均提供

高質素的教育和強大的研究 

網絡。

		 優越的地理位置

香港是一個國際都會，有著

非一般的區域以至全球性的

聯動地位。香港距離作為中國

科技創新中心的深圳僅 20 公

里，與北京和上海的關系也 

相當緊密。

		 豐富的機會
1

因為吸引的稅收結構、現代

化的基礎設施、毗鄰中國和

其他亞洲市場等因素，許多世

界知名企業都在香港設有分

公司，甚至區域總部。香港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

憲法的保證，而大灣區（包

括香港、澳門、深圳和附近

的 9 個城市）也經常被視為中

國的「硅谷」。在香港學習有

助您的子女建立有利的社會和

職場關系，這對開展職業生涯 

尤其重要。

香港是一個高度繁榮的國際 

大 都 市， 也 是世界三大金融	

中心之一。

1. 資料來源 : braingainmag.com, 2018

為什麽來香港學習 ?

https://www.braingainmag.com/why-hong-kong-is-a-great-study-destina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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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香港

1.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2019

香港是一個中西方文化、傳統和現代文化交融

的多元化的城市。在香港這個大都市生活並不 

便宜，房租、食物、衣服和其他必需品的價格與

紐約或倫敦等城市持平，但在這里您也可以找到

便宜而美味的食物。

此外，這里的交通、電信和公共醫療費用都明

顯低於歐洲和北美許多國家。學生折扣也很常

見，如交通（第四步交通部分）、藝術和文化 

活動等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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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大學提供的宿舍，每學期的費用大概是港幣 5,000 元（約 650 美元）至港幣

15,000 元（約 2,000 美元）。 校外住宿方面，每月租金和每學期的宿舍費用差

不多。此外，應該準備每年港幣 3 萬至 5 萬元（3900 至 6500 美元）的其他生

活費用支出，包括食物、休閑、交通和個人物品
1     
。

http://www.studyinhongkong.edu.hk/cn/live-in-hong-kong/cost-of-living.php


查詢熱線：+855 23988886

返回目錄

09 / 第三步： 選擇大學和課程

中國內地的大學

第三步：	選擇大學和課程

大部分課程都以中英文兩種語

言授課。如果選擇中文授課，

就必須證明語言能力符合教學

標準。如果選用英語學習，但

英語又不是母語的話，同樣需

要達到一定程度。

国內排名 世界排名 大學

1 15 清華大學

2 23 北京大學

3 34 复旦大學

4 47 上海交通大學

5 53 浙江大學

2. 資料來源：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21, 2020

1.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18

首先，您的子女需要決定想在哪里學習和生活。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

教育部的統計數字顯示，北京市、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及遼	

寧省是最受歡迎的 5 個留學城市和省份
1
。

中國內地有很多優質的大學和院校。根據 2021	QS世界大學排名，中國
內地 5家頂尖大學分別是 2

：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21
http://en.mo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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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料來源
 北京：北京理工大學留學生本科生費用， 北京理工大學漢語進修生費用，北京師範大學留學生費用，北京大學留學生本科 

  生費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中文授課本科生費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英文授課本科生費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漢語 
  進修生費用

 上海：上海交通大學中文授課本科生費用，上海交通大學英文授課本科生費用，覆旦大學留學生本科生費用，覆旦大學漢 
  語進修生費用，同濟大學留學生本科生費用，同濟大學漢語進修生費用

 廣州：中山大学国际学生（本科）招生簡章，華南理工大學留學生學習費用

 杭州：浙江大學國際本科生招生簡章，浙江大學漢語言與中國文化進修項目招生簡章

 廈門：廈門大學留學生學習費用

		 獎學金

有意在中國內地學習的國際學

生有許多獎學金可以申請，

這些獎學金由政府、大學、 

基金會及企業提供，以學生自

身的成就、國家、地區等因素

作為挑選準則，分為本科生和

研究生獎學金。

漢語水平考試

城 市 本科課程/	年
英語授課

本科課程/	年
漢語課程/	年

北 京 26,000元 30,000元 19,000元

上 海 24,000元 65,000元 19,000元

广 州 28,000元 26,000元 17,000元

杭 州 25,000元 63,000元 18,000元

厦 門 25,000元 38,000元 26,000元

（以人民幣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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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國家漢辦管理，可以在線或紙質試卷形式進行。HSK 考試適用於

中國內地各級各類學校的入學要求。學生 HSK 證書有效期為兩年。瀏覽國家漢辦官方網站了解 

更多信息 請按此

課程費用及獎學金

漢語水平考試（HSK）是一項國際標準化的漢語水平
測試，旨在評估非漢語母語人士在日常、學術和職業

生活中使用漢語的能力。

計劃留學時，做好預算很重要。以下是中國內地 5個城市學習和生活
平均費用的數據

1
：

http://isc.bit.edu.cn/admissionsaid/financialaid/tuitionfee/112916.htm
http://isc.bit.edu.cn/admissionsaid/financialaid/tuitionfee/112919.htm
http://iso.bnu.edu.cn/cn/single_page_fragment?id=3
http://www.isd.pku.edu.cn/lxsq.htm
http://www.isd.pku.edu.cn/lxsq.htm
https://is.buaa.edu.cn/index.php/Overseas/info/id/20.html
https://is.buaa.edu.cn/index.php/Overseas/info/id/21.html
https://is.buaa.edu.cn/index.php/Overseas/info/id/30.html
https://is.buaa.edu.cn/index.php/Overseas/info/id/30.html
https://isc.sjtu.edu.cn/EN/content.aspx?info_lb=212&flag=2
https://isc.sjtu.edu.cn/EN/content.aspx?info_lb=213&flag=2
https://iso.fudan.edu.cn/_upload/article/files/81/86/e368e17e4b878fd429d28fe6f6a9/9c468a6b-d2ce-432d-ae72-143977a37a62.pdf
https://iso.fudan.edu.cn/_upload/article/files/3d/40/cb8a2f5f42cfae456ef3e3ad48e1/4897b368-a975-4865-9536-10127bbc5f84.pdf
https://iso.fudan.edu.cn/_upload/article/files/3d/40/cb8a2f5f42cfae456ef3e3ad48e1/4897b368-a975-4865-9536-10127bbc5f84.pdf
https://study.tongji.edu.cn/info/1008/1596.htm
https://study.tongji.edu.cn/info/1009/1034.htm
http://iso.sysu.edu.cn/cn/zs/zfxm/1370438.htm
http://www2.scut.edu.cn/sie_cn/xxfy/list.htm
http://iczu.zju.edu.cn/redir.php?catalog_id=139
http://iczu.zju.edu.cn/redir.php?catalog_id=138
https://admissions.xmu.edu.cn/cn/16978/list.htm
http://www.hanb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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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排名 世界排名 大學

1 22 香港大學

2 27 香港科技大學

3 43 香港中文大學

4 48 香港城市大學

5 75 香港理工大學

課程費用及獎學金

由於香港所有院校在招收學生方面有

高度的自主權，因此不同院校、課程在

招生方面會有不同要求。校方主要根據

申請人各方面的表現作出甄選。部份院

校會邀請申請人參加面試。申請入學時

應該仔細閱讀課程資訊。如有疑問，可

直接向您子女有意報讀的院校查詢
2
。

香港的大學

香港有許多世界級院校在 QS世界大學排名中位列前 50名。香港的大學開辦

優秀的工商管理課程，也與世界各地的著名大學合辦多種課程。根據 2021 
QS世界大學排名，香港排名靠前的 5所大學如下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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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料來源 :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21, 2020

3. 資料來源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

2. 資料來源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

	 獎學金

	 開放予來自柬埔寨的傑出學生來港修讀 

 公費自助全日制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

瀏覽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網頁，	

了解詳情 請按此

海外留學生的學費視乎課程的程度和學科，一般為港幣 90,000 － 
265,000元（約 11,500 － 34,000美元）3

每年

香港特區政府丶專上院校和其他 

公私營機構都有提供獎學金和獎勵

計劃，資助海外學生在港就讀。

提供予來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

地區的學生的獎學金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21
https://www.studyinhongkong.edu.hk/cn/hong-kong-education/tuition-fee-and-living-expenses.php
https://www.studyinhongkong.edu.hk/cn/apply-to-study/admission-requirement.php
https://www.studyinhongkong.edu.hk/cn/hong-kong-education/scholarships.php
https://www.studyinhongkong.edu.hk/cn/hong-kong-education/scholarship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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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服務

第四步 :	準備出发

無論您的子女是剛拿到大學錄取通知，還是馬上要出發，我們都能

提供全面周到的留學金融服務，讓您的子女輕鬆開展留學之旅。 

短信通知：

留學生、家長可及時掌握

賬戶變動；支持中國大陸、

柬埔寨手機號；可同時发

送 3 個手機號。

本地賬戶：

親臨分行，簡單 步驟

開立賬戶

注 : 如有需要，請聯系我行了解以上產品及服務的條款和細則

雙幣借記卡：

一卡可存入美元和人民幣。

憑卡可於全球任何貼有銀聯

標志的 ATM 機取款，在中國

境內任一中國銀行 ATM 機

取 款每月可免前 2 筆手	

續費，並可在全球貼有銀聯

標志的商戶消費簽賬，且支

持線上支付。 

存款證明：

用作申請留學簽證

兌換：

手 機 銀 行， 網 上 銀 行 

和分行均可兌換人民幣

或美元

海外匯款：

VISA信用卡：

留學生父母可在金邊分

行申請 Visa 信用卡時， 

為 留 學 生 本 人 申 請 附 

屬卡，供留學生使用

交學費、生活費，櫃

台匯款手續費全免；

手機銀行 / 網銀匯款

享有優惠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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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檢 ( 中國內地 )

在中國內地申請居留證時，必須提交外國人體檢表，以確認體檢合

格。在居留證发出的 11 個月內，您的子女可以憑證多次出入境，方

便回家度假或前往其他地方旅游。

所有前往中國內地學習的留學生，在進入中國之前或之後都要接受

體檢。在申請簽證時必須提交填寫好的外國人體檢表。請向錄取您

子女的大學或中國簽證申請中心查詢，以確認具體要求。

		 X1簽證：在內地停留超過 180 天

		 X2簽證：停留時間 =<180 天

簽證

		一份有效期至少為 6 個月的護照原件和空白簽證頁

		一份填妥的簽證申請表和一張最近的彩色護照照片

中國簽證

您子女獲得了大學的錄取通知後，請盡早申請簽證。這可以在位於	

金邊市的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辦理。

申請學習簽證時，您的子女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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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前，請確保護照有效期為 6個月或以上，持有進入中國內地的有效

簽證，並再次檢查航班，同時確認往返機場的交通工具。

		學校錄取通知書原件和覆印件

		中國學習簽證申請的原件和覆印件

有關申請人及保證人須要提交的文件、 

申請手續及入學政策的詳情，請瀏覽 

香港入境事務處網頁 請按此

有關簽證申請的更多信息，請瀏覽

中國簽證申請服務中心網站 請按此

香港簽證

獲得院校錄取後，必須取得簽證或進入許可。一般而言，

海外學生必須提供一名本地保證人（保證人可以是取錄申

請人的院校或個人）及提供所需的證明文件。入境事務處

在收到所有所需文件後，大約要六星期處理簽證或進入許

可申請，因此請及早提出申請。

https://www.immd.gov.hk/hks/services/visas/study.html
https://www.immd.gov.hk/hks/services/visas/study.html
http://www.visaforchina.org
http://www.visafor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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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

設置微信支付和	

支付寶的詳細說明

		 微信支付

微信支付是集成在微信客戶端的支付功

能，用戶可以通過手機完成快速的支付

流程。

		 支付寶

支付寶是一個虛擬的支付平台，提供便利及安全的支付

功能。如果持有信用卡，只需下載支付寶應用程序，通

過幾個簡單的步驟注冊和認證即可使用。然而，有部分

功能只有在綁定中國內地发行的信用卡（或借記卡）後

才可以使用。

		 銀聯二維碼支付

銀聯二維碼在中國大陸及香港的商戶中普遍使用。中國銀行金邊分行將推出手機銀行銀聯二維碼 

掃碼支付功能，綁定金邊分行銀聯借記卡就可使用手機銀行掃銀聯二維碼進行支付，還可享受許多

銀聯優惠服務。具體推出時間尚未確定，請留意我們最新的新聞公告。

請按此

		 電子錢包

越來越多人使用支付寶、微信支付、TNG 錢包和 TAG&GO 進行電子支付。客戶在使用電子錢包前，

需以現金或綁定信用卡或借記卡為電子錢包充值。

香港的支付

		 八達通卡

八達通卡是一種非接觸式的充值支付

卡，可在香港進行線上和線下付款。在

香港，基本上所有人都有八達通卡。

		 信用卡

在香港廣泛使用，大部分商戶都支持維薩卡、萬事達卡

及銀聯卡。無接觸支付在香港也越來越受歡迎，包括蘋

果支付、谷歌支付、萬事達無接觸卡、維薩 PayWave 和

三星支付。

中國內地的支付

如今，中國內地正在向無現金社會發展。一般情況

比較少使用現金，都是用手機支付。時下最流行的

三種電子支付工具分別是：

https://www.dragonsocial.net/blog/what-is-alipay-wechat-pay-payments
https://www.dragonsocial.net/blog/what-is-alipay-wechat-pay-payments
https://www.dragonsocial.net/blog/what-is-alipay-wechat-pay-pay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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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辦事（EPS）

客戶可以使用與銀行賬戶相連

的借記卡輕松和安全地付款。

交通

		 BoC Pay

BoC Pay 是一種通過中國銀行手機銀行進行綜合支付的方式， 

可以在所有接受銀聯二維碼支付的商戶付款。只要持有中銀香港

提款卡或中銀香港銀聯雙幣信用卡，又或者是中銀香港的網上 

銀行客戶，就能使用 BoC Pay 在香港及大灣區享受暢通無阻的 

支付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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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城市交通

		 公共汽車：方便又便宜的城市交通工具

		 地鐵：遍布 20 多個城市，路線圖一般用英語和漢語標注

		 自行車：常見的校園交通工具。近幾年，「共享單車」在 

   中國內地各大城市非常流行

		出租車：	使用打車 App 可方便打車和預約出租車接送機等服

務。目前在中國內地比較流行的打車 App 有滴滴出

行，用戶可綁定金邊分行 VISA 信用卡或銀聯借記

卡進行付款

中國內地面積廣闊，

人口眾多，同時也有

著完善的交通基礎

設施。

香港市內交通

		 地鐵（MTR）:	貫通主要人口集中地、新界區、以至與中國內 

 地邊境連接的地區；地鐵也是來往機場最快捷的交通工具

		 巴士和小巴：路線覆蓋香港大部分地區（離島除外）。服務一 

 般從清晨開始到深夜，部分巴士路線 24 小時服務 

		 電車：橫跨港島東（至柴灣）至西（至堅尼地城）的實惠交通工具。 

 途徑市中心地區包括中環、金鐘、灣仔和銅鑼灣等

		 渡輪：渡輪前往離島如長洲、南丫島等，也來往維多利亞港兩岸

香港海陸交通四

通八達。只需一

張八達通卡，就

能乘坐大部分的

公共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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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交媒体

		 微信

前往中國內地之前，最好先注冊一個微信 

賬號。微信是中國內地最為流行的即時通訊 

應用，它可以发送文本、多媒體信息，並可以

通過互聯網與親友實時聊天。

金邊分行樂意為優秀的留學生提供假期實習崗位，讓留學生在提前獲得銀行業務實際操作經驗。

		 微博

微博是一個通過關注機制，以文字、圖片、 

視頻等形式分享和傳播簡短實時信息的社交 

平台，和 Twitter 很相似。

		 Facebook

Facebook 是香港人最常用的社交媒體。根據

Statista 截至 2019 年第三季度的數據顯示，香港

有 82% 的人都在使用 Facebook1。

		WhatsApp

WhatsApp 是 香 港 最 多 人 使 用 的 即 時 通 訊 應

用，根據 Statista 截至 2019 年第三季度的數據 

顯示，普及率為 79%1。

1. 資料來源 : Statista 2020

中國內地社交媒體

假期實習計劃

社交媒體

第五步：	留學生活

金邊分行可以提前為您聯系中國銀行在當地的分支機構，提供預約開戶，金融服務咨詢的業務。

當地金融服務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412500/hk-social-network-pene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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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聯系渠道 
		 客服熱線：+855 23988886	

		 官網：www.bankofchina.com.kh  

		 官方微信公眾號：中國銀行金邊分行

		 官方 Facebook：Bank of China Hong Kong 
Limited Phnom Penh Branch

		 官方 Instagram：bocpphk

中国银行金边分行联系方式

网点 聯系方式

營業部 
城市：
金邊

地址：

電話：

五洲支行 
城市：
金邊

地址：

電話：

奧林匹克支行 
城市：
金邊

地址：

電話：

暹粒支行 
城市：
暹粒

地址：

電話：

西港支行 
城市：
西哈努克市

地址：

電話：

聯系我們

柬埔寨，金邊市，217 街，五洲酒店 C 座，#5-7A/168 號

+855 23988886  分機號：8688 （留學金融 )

柬埔寨，暹粒省，暹粒市，遂隆貢分區蒙多二村 57

+855 63969518 
+855 63969519

柬埔寨，西哈努克省，西哈努克市， 第二分區第一村 

獨立街門牌 144 號

+855 34934048

柬埔寨，金邊市，西哈努克大街 275 號

+855 23967228

柬埔寨，金邊市，莫尼旺大道 315 號， 加華大廈 1、2 層

+855 23988886 
+855 23988886  分機號：8821 （留學金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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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聲明中「本公司」指中國銀行 ( 香港 ) 金邊分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