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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登記表格收集箱地點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編號 地區 銀行分行 分行地址

1 香港 銅鑼灣分行 香港銅鑼灣駱克道463至483號銅鑼灣廣場二期地
下G08舖及地庫B1舖

2 香港 跑馬地分行 香港跑馬地成和道45號日月大廈地下

3 香港 合和中心分行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樓2A舖

4 香港 柏寧分行 香港銅鑼灣告士打道310號柏寧酒店1樓1.09 - 1.10
號舖

5 香港 新鴻基中心分行 香港灣仔港灣道30號新鴻基中心1樓115-117及
127-133室

6 香港 中環分行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29號地庫

7 香港 交易廣場分行 香港中環交易廣場1樓102號
8 香港 熙華大廈分行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71-85熙華大廈

9 香港 香港總行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1號3樓
10 香港 柴灣分行 香港柴灣宏德居B座地下1-11號舖

11 香港 太古城中心分行 香港鰂魚涌太古城中心第1期065號舖

12 香港 電氣道分行 香港北角屈臣道海景大廈A座A2號舖

13 香港 港運城分行 香港北角英皇道500號港運城131-132號
14 香港 北角分行 香港北角英皇道306-316號雲華大廈地下

15 香港 鰂魚涌分行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971號1樓及地下

16 香港 筲箕灣分行 香港筲箕灣筲箕灣道306-310號
17 香港 惠安苑分行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1037號
18 香港 香港仔中心分行 香港香港仔香港仔中心第1期地下2號舖

19 香港 般含道分行 香港西營盤般含道68號蔚庭軒1樓及地下

20 香港 德輔道中分行 香港上環德輔道中141號中保集團大廈

21 香港 德輔道西分行 香港上環德輔道西40-50號西區中心大廈

22 香港 上環分行 香港上環德輔道中293-301號粵海投資大廈地下A
舖

23 香港 西寶城分行 香港西環卑路乍街8號西寶城地下低層1-3 號舖

24 香港 香港大學分行 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學邵仁枚樓地下

25 香港 128皇后大道中分行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128-140號威享大廈

26 九龍 彌敦道378號分行 九龍彌敦道378號地下B號舖

27 九龍 東海中心分行 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98號東海商業中心地下
G10-G11號舖

28 九龍 紅磡分行 九龍紅磡馬頭圍道37-39號紅磡商業中心地下

29 九龍 半島中心分行 九龍尖東麼地道67號半島中心地下G55-60號
30 九龍 尖沙咀分行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82-84號地庫,高層地下及1樓
31 九龍 黃埔花園分行 九龍黃埔花園第4期商場地下G6, 6A及G7號舖

32 九龍 東港城分行 新界將軍澳重華路8號東港城108號舖

33 九龍 又一城分行 九龍九龍塘達之路80號又一城LG2-01
34 九龍 九龍灣分行 九龍九龍灣宏照道33號國際交易中心地下06, 08,

10, 11, 12A及12B舖
35 九龍 觀塘分行 九龍觀塘開源道71號王子大廈地下及1樓



編號 地區 銀行分行 分行地址

36 九龍 樂富分行 九龍橫頭磡樂富廣場UG2樓L202號舖

37 九龍 大有街分行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26-28號
38 九龍 德福花園分行 九龍九龍灣德福廣場1期G座P16號舖

39 九龍 土瓜灣分行 九龍土瓜灣炮仗街142-144A
40 九龍 滙豐中心分行 九龍大角咀深旺道1號滙豐中心第一座高層地下E

舖

41 九龍 荔枝角道分行 九龍深水埗荔枝角道245號1樓及地下

42 九龍 美孚新邨分行 九龍荔枝角美孚新邨第4期百老匯街79號
43 九龍 旺角分行 九龍旺角彌敦道673號地庫及高層地下

44 九龍 始創中心分行 九龍旺角彌敦道750號始創中心2樓218舖
45 九龍 窩打老道分行 九龍何文田窩打老道71號
46 新界 國泰城分行 大嶼山赤鱲角觀景道8號國泰城商場1樓B-E舖
47 新界 長洲分行 長洲南海傍路1116號地段

48 新界 愉景灣分行 大嶼山愉景灣愉景廣場地下G13, G12D及G15A號
舖

49 新界 坪洲分行 坪洲永興街1-3號
50 新界 梅窩分行 大嶼山銀礦灣4號
51 新界 榕樹灣分行 南丫島榕樹灣大街19號
52 新界 粉嶺分行 新界粉嶺聯和墟和豐街14-16號地下

53 新界 翠屏花園分行 新界大埔翠屏花園商場26號
54 新界 葵芳分行 新界葵芳新都會廣場地下153-160號舖

55 新界 馬鞍山分行 新界馬鞍山西沙路628號新港城中心2樓2601-04號
舖

56 新界 青衣城分行 新界青衣青衣城3樓308F舖
57 新界 沙田分行 新界沙田沙田中心商場第3層30D號舖

58 新界 沙田廣場分行 新界沙田沙田正街21-27號沙田廣場L1樓49舖
59 新界 上水分行 新界上水新豐路79-81號地下

60 新界 大埔分行 新界大埔廣福道54-58號地下

61 新界 大圍分行 新界沙田九鐡大圍站42-44號舖

62 新界 天水圍分行 新界天水圍天恩路12-18號置富嘉湖第二期地下
G39-G40及G43-44舖

63 新界 荃灣分行 新界荃灣青山公路210號富華中心1樓4A, 4B(A)-
4B(C)及5-6號舖

64 新界 荃灣西分行 新界荃灣大河道100號海之戀商場1樓1026-1037號
舖

65 新界 屯門市廣場分行 新界屯門屯門市廣場第二期高層地下1號舖

66 新界 東涌分行 香港大嶼山東涌達東路18-20號東薈城5樓509號舖

67 新界 元朗分行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150-160號元朗滙豐大廈地下

68 新界 新都城中心分行 新界將軍澳貿業路8號新都城中心三期商場二樓
221-222號舖

69 新界 西貢分行 新界西貢親民街西貢花園9-10號舖

70 其他 流動銀行 請參閱以下網址的服務時間表:
https://www.hsbc.com.hk/zh-hk/ways-to-
bank/branch/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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