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生銀行

銀行分行

地址

1. 黃大仙分行

黃大仙中心 1 樓 121A 號

2. 港鐵葵芳站辦事處

港鐵葵芳站 (近 C 出口)

3. 新都城分行

將軍澳新都城一期 2 樓 211 號鋪

4. 樂富廣場分行

樂富廣場 G202 號

5. 青山道分行

長沙灣青山道 339 號

6. 鰂魚涌分行

英皇道 989 號地下

7. 理工大學分行

紅磡理工大學 VA207 室

8. 筲箕灣分行

筲箕灣道 295 號譽都 1 樓 6 號舖

9. 大埔分行

大埔廣福道 35 號

10. 莊士敦道分行

莊士敦道 142 號

11. 太古城分行

太古城道 25 號富山閣地下 G15 號

12. 譚公道分行

譚公道 38 號

13. 太子道 141 號分行

旺角太子道 141 號

14. 香港仔中心分行

香港仔南寧街 10 號

15. 粉嶺分行

新界粉嶺聯和墟聯興街 9 號

16. 上環分行

德輔道中 251 號東寧大廈 1 樓 9-10 號舖

17. 慈雲山分行

慈雲山鳳德道 63 號

18. 大圍分行

大圍道 33 號

19. 美孚新邨(蘭秀道)分行

美孚新邨蘭秀道 10 號

20. 美孚新邨(蘭秀道)優越理

美孚新邨蘭秀道 1-15 號, 2-24 號地下 N23-N25

財中心

號舖

銀行分行

地址

21. 新豐路分行

上水新豐路 53 號

22. 新豐路優越理財中心

上水新豐路 94 號

23. 沙田分行

沙田橫壆街 1-15 號好運中心 18 號

24. 太古城優越及優進理財中

太古城道 24 號夏宮閣地下 G408 號

心
25. 德輔道西分行

香港德輔道西 52 號地下

26. 上葵涌分行

上葵涌石蔭路 50 號

27. 大河道分行

大河道 30 號

28. 紅磡分行

紅磡馬頭圍道 21 號

29. 牛頭角分行

牛頭角佐敦谷北道 5 號

30. 總 行

中環德輔道中 83 號

31. 油麻地分行

九龍油麻地彌敦道 363 號

32. 九龍城分行

九龍城太子道 360 號

33. 尖沙咀分行

尖沙咀加拿芬道 18 號

34. 灣仔分行

灣仔告士打道 138 號聯合鹿島大廈 1 樓

35. 中文大學分行

沙田香港中文大學富爾敦樓 101 室

36. 北角分行

北角英皇道 335 號

37. 九龍總行

旺角彌敦道 618 號

38. 新蒲崗分行

新蒲崗爵祿街 56 號

39. 漢口道分行

漢口道 4 號

40. 堅尼地城分行

卑路乍街 77 號

41. 土瓜灣分行

土瓜灣道 33 號

42. 港鐵佐敦站辦事處

港鐵佐敦站 (近 A/B 出口)

銀行分行

地址

43. 港鐵黃大仙站辦事處

港鐵黃大仙站 (近 D 出口)

44. 港鐵彩虹站辦事處

港鐵彩虹站 (大堂)

45. 港鐵觀塘站辦事處

港鐵觀塘站 (近 C 出口)

46. 中環(歷山大廈)港鐵站辦

港島線中環站(歷山大廈)大堂

事處
47. 港鐵荔枝角站辦事處

港鐵荔枝角站 (近 A 出口)

48. 港鐵荔景站辦事處

荃灣線荔景站

49. 新都會廣場分行

新都會廣場 4 樓 473D-E 號

50. 港鐵荃灣站辦事處

港鐵荃灣站 (近 C 出口)

51. 北河街分行

北河街 151 號

52. 眾安街分行

眾安街 38 號

53. 港鐵上環(中)站辦事處

港島線上環站(近 B 出口)

54. 港鐵上環(東)站辦事處

港島線上環站(近 E 出口)

55. 港鐵天后站辦事處

港鐵天后站 (近 A 出口)

56. 開源道分行

觀塘開源道 55 號

57. 沙田第一城分行

置富第一城商場 141-143 號

58. 大埔(安慈路)分行

安慈路昌運中心 48 號

59. 港鐵藍田站辦事處

觀塘線藍田站

60. 城市大學分行

達之路城市大學教學樓三樓

61. 科技大學分行

香港科技大學學術大樓地下G201-203室

62. 天水圍分行

天水圍天恩路 12-18 號嘉湖(二期)1 樓 122 號舖

63. 浸會大學分行

窩打老道 224 號浸會大學邵逸夫大樓四樓

64. 長沙灣廣場分行

長沙灣道 833 號長沙灣廣場 M02 號舖

銀行分行

地址

65. 統一中心分行

香港金鐘道 95 號統一中心二樓 2029 號

66. 統一中心優越理財中心

香港金鐘道 95 號統一中心一樓 1026-1028 號

67. 新葵興廣場分行

葵涌興芳路 168 號新葵興廣場 2 樓 B 舖

68. 九龍灣(常悅道)分行

(此分行已於2020年10月10日後停止營業)

69. 港鐵九龍站辦事處

港鐵九龍站 (近 C 出口)

70. 港鐵東涌站辦事處

港鐵東涌站 (大堂)

71. 東港城分行

將軍澳東港城商場 2 樓 217C 號

72. 柴灣分行

香港柴灣祥利街 7 號萬峯工業大廈地下

73. 青衣城分行

青衣城 G11-G14 號舖

74. 希慎道分行

銅鑼灣希慎道 8 號裕景商業中心地下 D&E 舖

75. 元朗(教育路)分行

及1 樓
元朗教育路 5 號富好大廈 1 樓

76. 九龍灣優越及優進理財中

九龍灣宏開道 16 號德福大廈 1 樓 3B 室

心
77. 城市花園優越及優進理財

北角電氣道 233 號

中心
78. 跑馬地優越及優進理財中

山村道 76 號

心
79. 中環優越及優進理財中心

中環皇后大道中 50-52 號陸佑行地庫

80. 馬鞍山分行

新界馬鞍山馬鞍山廣場 2 樓 256-257 號舖

81. 將軍澳中心分行

將軍澳唐德街 9 號將軍澳中心 1 樓 131-132 號舖

82. 觀塘優越及優進理財中心

開源道 79 號鱷魚恤中心 1 樓 7 號舖

83. 元朗分行

元朗青山公路 93 號

84. 窩打老道優越及優進理財

窩打老道 86 號

中心
85. 綠楊坊優越及優進理財中

綠楊坊 1 樓 F21A 號舖

心

銀行分行

地址

86. 旺角優越及優進理財中心

旺角彌敦道 677 號

87. 石塘咀優越及優進理財中 (此分行已於2020年9月5日後停止營業)
心
88. 黃埔新邨優越及優進理財

紅磡德民街 46 號

中心
89. 銅鑼灣分行

銅鑼灣怡和街 28 號

90. 屯門鄉事會路分行

屯門鄉事會路 4-26 號明偉大樓 6-7 號舖

91. 屯門市廣場優越及優進理

屯門市廣場第二期高層地下 28 號鋪

財中心
92. 天后優越及優進理財中心

香港天后銀幕街 1 號海景軒地下

93. 北角(渣華道) 優越及優進

北角渣華道 146-166 號嘉威大廈地下 6-10 號舖

理財中心
94. 新港城中心分行

馬鞍山鞍祿街18號新港城中心3樓3221-3223舖

* 此分行暫停營業直至另行通知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