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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區環工會文件第36/2017號 
 
 

《戶外燈光約章》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介紹《戶外燈光約章》(《約章》)。 
 
 
背景 
 
2. 政府在2016年施政報告中宣佈推出《約章》，鼓勵戶外燈光

裝置的擁有人／負責人在預調時間關掉對戶外有影響的裝飾、宣傳或

廣告燈光。《約章》旨在減低戶外燈光造成的光滋擾和能源浪費問題，

並為居民提供較理想的作息環境。 
 
3. 環境局在2015年6月成立推廣《戶外燈光約章》工作小組（工

作小組），負責策劃及推廣《約章》。工作小組成員包括餐飲、物業

管理、酒店及零售等業界人士，以及區議會議員。工作小組訂定《約

章》的詳情，並向戶外燈光裝置的擁有人／負責人推廣《約章》。《約

章》已於2016年4月1日生效。 
 

 
《約章》的要點 
 
4. 《約章》有以下要點： 
 

(a) 目的：減少光滋擾及能源浪費； 
 

(b) 對象：被邀請參加《約章》的包括戶外燈光裝置的擁有人／

負責人，例如物業管理公司；廣告版的擁有人／負責人；以

及設有戶外燈光裝置或招牌的酒店、商場、店舖、食肆和公

共機構及組織； 
 

(c) 預調時間：參加機構可選擇在晚上十一時到早上七時關燈 
(可獲頒發「鉑金獎」)或由午夜十二時到早上七時關燈 (可獲

頒發「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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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關燈要求的適用範圍：以下戶外燈光裝置應在預調時間關掉： 
 

(i) 用作裝飾、宣傳或廣告用途的燈光裝置； 
 
(ii) 用於照射戶外環境的燈光裝置（不論燈光裝置是在室

內或室外）； 
 

(iii) 宣傳或廣告用途的燈光裝置包括店舖招牌和廣告招

牌（例如以射燈照明的招牌和燈箱招牌等）以及戶外

影視幕牆等； 
 
(iv) 裝飾燈飾，包括建築物外牆和特徵照明等； 
 
(v) 設置於大廈一樓及以上樓層的招牌，包括大廈天台的

招牌及廣告牌。即使有關店舖（不論這些店舖位於地

面或建築物一樓以上的樓層）仍然運作，亦應在預調

時間關掉；及 
 

(vi) 所有用作裝飾、宣傳或廣告用途的動態燈光裝置（例

如閃動招牌和影視幕牆等）應在晚上11時後關掉。若

閃動招牌屬於地面店舖招牌，而該店舖在預調時間仍

然運作，該閃動招牌應在晚上11時後轉為靜態模式； 
 

(e) 可獲豁免的戶外燈光裝置：以下戶外燈光裝置可獲豁免： 
 
(i) 在預調時間繼續營業的地面店舖招牌。但是，舖面招

牌不得以閃動形式操作，若招牌位於建築物一樓以

上，即使地面店舖繼續運作，亦應在預調時間關掉該

等招牌； 
 
(ii) 在聖誕節、元旦和農曆新年公眾假期之前三個星期開 

始，直至這些節日的公眾假期後第七天的早上，用作

裝飾用途的節日燈飾（不包括用作宣傳或廣告用途的

戶外燈光裝置），不論屬靜態或閃動燈飾，均可在預

調時間亮著。不過，只用作宣傳或廣告用途的戶外燈

光裝置應在預調時間關掉；及 
 

(iii) 用作保安、安全及運作用途的燈光（例如街道照明設

施、機場和貨櫃港及建築地盤等的照明設施）：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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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其他運作需要的考慮，這些戶外燈光裝置無需

在預調時間關掉，因此這些戶外燈光的擁有人／管理

人無需簽署《約章》。但政府鼓勵有關機構遵守《戶

外燈光裝置良好作業指引》（載於附件一），以減低這

些燈光造成的滋擾和耗電量；及 
 

(f) 獎勵和宣傳：環境局在網上公布《約章》的參與機構名單，

並派發標貼及證書，供簽署機構在其物業展示。參與機構亦

可在其宣傳物品上使用《約章》標誌。我們暫定會在2017年6
月15日舉行頒獎禮，以表揚遵守關燈要求的參與機構，以及

新加入的參與機構。 
 
 

《約章》推廣工作 
 
5. 截至2017年3月，已有超過4 800個物業和店舖簽署《約章》，

涵蓋不同界別，包括地產發展、物業管理、酒店餐飲、零售、銀行、

洗衣、旅遊和戲院等，以及學校、公用事業和非政府機構。 
 
6. 環境局一直與工作小組緊密合作，通過聯絡有關的行業商會

及非政府組織，邀請戶外燈光裝置的擁有人／負責人（包括物業管理

公司、招牌業主、酒店、商場、店舖、食肆及公共機構）簽署《約章》。

此外，環境局已邀請被投訴的戶外燈光裝置的擁有人／負責人參與

《約章》。環境局亦在戶外燈光較密集的地區進行實地調查，收集有

關戶外燈光裝置的資料，邀請這些燈光裝置的擁有人／負責人簽署

《約章》。 
 
7. 為邀請更多商戶簽署《約章》，工作小組希望加強《約章》

在地區層面的宣傳工作，透過區議會的協助和網絡，接觸更多潛在參

與機構。就此，我們在地區民政事務署的協助下，安排了簡介予區議

會的相關委員會，以加強委員對《約章》的了解，並尋求區議會的協

助，在該些區域向持份者宣傳《約章》。 
 
8. 除了宣傳《約章》外，我們亦誠邀區議會協助，監察參與機

構是否有履行《約章》的關燈要求。在中西區簽署《約章》的機構名

單載於附件二，供委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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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工作 
 
9. 政府會繼續邀請公私營機構簽署《約章》，同時持續提升公

眾對戶外燈光議題的關注。政府會在推出《約章》約兩三年內評估措

施的成效，包括進行調查了解市民對多管齊下方法及光滋擾情況的意

見。 
 
徵詢意見及尋求支持 
 
10. 委員的支持對有效在地區向各持份者推廣《約章》尤為重要。

我們懇請各委員給予支持，透過所屬網絡向擁有戶外燈光裝置的商戶

推廣《約章》。 
 
 
 
 
環境局 
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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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燈光裝置業界良好作業指引》

本指引建議政府部門和私人機構在處理戶外燈光裝置事宜時應參
考之良好作業指引。  

簡介

1. 香港有不同類型的戶外燈光裝置，當中一些典型的例子包括
標誌 /招牌 (內部照亮或外部照亮模式 )、建築物外牆和特徵照
明、建築物外圍的燈光 (包括店舖門面燈光 )、運動場地和遊
樂場地的燈光，和戶外影視設施 (如影視幕牆及顯示屏 )。

2. 本指引的目的是概述在戶外燈光裝置設計、安裝和運作等方
面一般的良好作業指引，供照明設計師、承辦商、裝置擁有
人和用戶作參考，以減低戶外燈光裝置帶來的不良影響。

3. 本指引並不適用於由路政署負責的路燈，有關路燈須遵守路
政署所出版的《公共照明設施設計手冊》。此外，本指引並
不適用於由運輸署管理而具備燈光裝置的交通燈號、可變信
息標誌，以及其他交通 /運輸設施。該些燈光裝置須遵守相關
的交通規例或運輸署出版的設計指南。

4. 為方便參閱，本文件內的各項指引會按以下標題分類：燈光
裝置的操作時段、燈光裝置的自動控制、光滋擾控制措施、
能源效益措施、燈光裝置項目設計規劃、預防眩光影響道路
使用者，及廣告招牌。

5. 本文件並非詳盡無遺。如有需要，應向適當的專業人士如照

附件一

AS(EG)2
打字機文字

AS(EG)2
打字機文字

AS(EG)2
打字機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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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行業內豐富經驗從業人員及顧問諮詢，以便得到進一步的
意見。   

 
燈光裝置的操作時段  

6. 在深夜指定的時間以後限制使用戶外燈光裝置，能減少光滋
擾的可能性和能源消耗，亦能為大家締造一個美好的生活環
境。相關的建議如下：  

(a) 當不需要時或在營業時間後，關掉戶外燈光裝置。  

(b) 在深夜特定的時間後 (如按照國際照明委員會所建議的晚
上十一時 )1，關掉戶外燈光。  

(c) 只維持必需的照明 (如安全和保安用的照明 )在可接受的
水平內。  

(d) 可對特徵照明（即強調某特徵／建築物／結構）的操作
時間考慮作更嚴格規範。  

 
燈光裝置的自動控制  

7. 透過自動控制設施優化戶外燈光的使用，有助減低戶外燈光
的不良影響。這些措施的例子包括：  

(a) 使用自動控制設施 (如時間開關掣 )，以便當不需要戶外燈
光時、或在營業時間後、或當相關場所不在使用時，又

                                                 
1  國際照明委員會為一個國際燈光及照明專業組織，該組織倡議在預調時段(即晚上十一時．除非另有

指示)後，應以較嚴謹的要求控制燈光裝置引致的刺眼燈光。 



3  
 

或在特定的時間  (如按照國際照明委員會所建議的晚上
十一時 ) 後把戶外燈光裝置關掉。  

(b) 透過自動控制設施 (如使用光感控制器來盡用天然光 )，只
於有需要時開啟戶外燈光裝置。  

(c) 使用佔用感應控制設施 (如動態感應器或被動紅外線感應
器 )，以便在適當情況下將戶外燈光開啟或自調暗狀態提
升光度。  

 
光滋擾控制措施  

8. 一些能減低戶外燈光裝置引致光滋擾影響的措施 (如光溢散、
光入侵、眩光和夜空輝光 )包括 : 

(a) 避免過度照亮標誌 /招牌、建築物外牆、店舖門面、影視
幕牆及有關設施。過度照亮會增加光滋擾的可能性。  

(b) 適當地設置燈光裝置的位置和調校照射方向 ,以避免光線
溢出需要照射的範圍之外。  

(c) 照射垂直的結構物 (如標誌和建築物外牆 )時，盡量把光線
引導向該結構物及避免光線溢出。  

(d) 使用設有適當的遮罩、擋板、百葉和截光配套的燈光裝
置，以防止光線溢散至鄰近住宅和天空以及由光源所引
致的眩光。在有需要時，可考慮使用適當的截止式類別
燈具。就翻新加建項目，可向適當的專業人士諮詢附加
遮罩、擋板和百葉等設計，以免有關配件引致額外的風
荷載，而影響現存燈光裝置的結構和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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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當沒有運作需要時可把燈光裝置關掉、又或是無需保持
高照明度時，可把燈光裝置調暗 (例如在營業時間後和有
關燈光裝置並不是作保安用途 )。  

(f) 在面向住戶的位置 (例如當燈光裝置位於住宅的對面馬
路 )，避免使用會閃爍、改變顏色或具有動態效果的影視
幕牆或標誌。在難於避免的情況下，可減低影視幕牆或
標誌的光度、運作時段及 /或閃爍頻率。  

(g) 配置發光二極管 (LED)標誌 /招牌時，使用合適類別的發
光二極管 (例如具有擋板、百葉和光學散光設施來控制光
線的分佈 )，以減低標誌 /招牌亮度和溢散光，以及避免來
自直接光源的眩光。  

(h) 避免把光線向玻璃幕牆、店舖門前顯示屏或淺色的構築
物料（例如公園、露天劇場或廣場的遮蔭設施）等表面
照射，以防止因光線反射引致光溢散和光滋擾。  

 
能源效益措施  

9. 一些有助提高戶外燈光能源效益和節約的措施包括：  

(a) 避免過度照亮標誌 /招牌、建築物外牆、店舖門面及有關
設施。過度照亮會消耗更多照明能耗。  

(b) 使用更具能源效益的照明設備，例如 T5 熒光燈、緊湊型
熒光燈 (即慳電膽 )、陶瓷金屬鹵化物燈、金屬鹵化物燈、
發光二極管和電子鎮流器。  

(c) 使用自動或手動控制設施把燈光裝置調暗 (如適用 )及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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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照明時 (例如營業時間後 )把它關掉。  

(d) 設置分區控制設施，以便關掉或適當地調暗部分沒有需
要運作的燈光裝置。  

(e) 把清潔戶外燈光編制為常規的保養項目，以減低燈具因
塵埃和廢物引致的光衰問題。並提供方便的保養通道及 /

或適當的設施，以便為戶外燈光裝置進行常規清潔。  

 
燈光裝置項目設計規劃  

10. 做好戶外燈光裝置項目設計及規劃，能有助避免燈光裝置引
起不良影響。設計及規劃措施包括：   

(a) 作為照明設計發展過程的一部份，在落實戶外燈光裝置
的設計前，先評估燈光裝置會帶來的影響。考慮因素包
括可能被燈光裝置影響的重要或敏感地點 2、環境光亮情
況、戶外燈光的方向和位置、戶外燈光的類型、燈光裝
置的能耗和光滋擾影響的嚴重性。  

(b) 評估戶外燈光裝置的光線有否溢散至照射範圍外的地方
而影響附近鄰里或天空。如有此情況出現，應優化照明
設計，考慮改變燈光裝置的位置，調整安裝高度及照射
角度，和選擇有適當光線分佈特徵 (例如光線樣式、光線
分佈，截光角度 )或具有光線控制配套 (例如遮罩和擋板 )

的燈具。  

                                                 
2 譬如住宅內長時間有人佔用的可居住空間 (特別是在晚間 )，例如睡房、溫習房。住宅

是指通常有人居住 (特別是夜間時份 )的樓宇，例如住宅樓宇、酒店、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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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使用泛光燈作照明時，確保燈具的光線垂直角度不要過
大，並配置有適當遮罩和截光配備以控制眩光。若可能
的話，使用較低强度的燈以減低光源引致的眩光。  

(d) 當燈光裝置附近有住宅時，使用有適當的遮罩、擋板、
百葉和截光配備的燈具，以防止光溢散和眩光。當有需
要時，考慮使用合適截止式類別的燈具。  

(e) 就運動場地照明，適當地使用雙重非對稱光線的燈具，
此設計能把燈具玻璃面保持在與照射表面接近平行的位
置，有助減少光線溢散。安裝適當控制設施調節場地的
照明度，以配合不同用途 (例如練習或比賽 )的需要。就泛
光燈的設置，須徹底評估光滋擾（如眩光）對附近居民
所帶來的不良影響，方進行安裝；亦應採取措施以減少
裝置對附近居民的影響至可接受的水平。應考慮須提供
泛光燈場地的實質環境，以減低光滋擾，及於需要時提
供適當的截光配備，以減低眩光。應注意避免把照射場
地的泛光燈過於集中安裝在數座塔架 /燈柱上，以減低對
附近居民造成光滋擾或眩光的問題。  

 
預防眩光影響道路使用者  

11. 戶外燈光引致的眩光或會影響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減低眩光
影響的措施包括：  

(a) 確保戶外燈光裝置安裝於適當位置，並調校好照射方向
或配備有適當遮罩，以免影響到附近的道路照明。  

(b) 確保燈光裝置為適當的類別 (例如具有合適光線分佈樣式



7  
 

或截止式類別的燈具 )以減低眩光影響到道路使用者。     

 
廣告招牌  

12. 廣告招牌亦應遵照屋宇署所出版之《認可人士及註冊結構工
程師作業備考 APP-126》和《安裝及維修廣告招牌指引》內
刊載有關安全、健康及相關事宜的建議及指引。  

 

 

 

 

環境局  

環境保護署  

機電工程署  

201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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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西區簽署《戶外燈光約章》的機構名單 

 
 機構名稱  物業  / 商戶地址  

1.  千両  香港中環德己立街 1-13 號世紀廣場 3 樓  

2.  一風堂  中環德己立街 1-13 號世紀廣場 3 樓  

3.  皇后大道中 168 號  香港皇后大道中 168 號  

4.  360 系列  spaghetti 360° (香港山頂道 118 號山頂廣場

二樓 20 號) 
5.  759 阿信屋  威靈頓街 174-178 號 LG 樓 B 號舖  

6.  759 阿信屋  堅道 33-37A 號利堅大廈地下 D 號舖  

7.  759 阿信屋  中環域多利皇后街 5-8 號鴻基大廈地下 A 及

E 號舖  
8.  759 阿信屋  西環德輔道西 343 號均益大廈第 2 期地下 45

號舖  
9.  759 阿信屋  759 阿信屋超級市場  (皇后大道西 409 號怡

景花園地下) 
10.  759 阿信屋  759 阿信屋超級市場  (皇后大道西 226-228

號及東邊街 23A 號低層地下 A 及 B 號舖及

高層地下 C 號舖) 
11.  759 阿信屋  759 KAWAIILAND (中環域多利皇后街 5-8

號鴻基大廈地下 B 號舖) 
12.  柏廷坊  上環文咸東街 22-26 號  

13.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大廈  (中環德輔道中 2A 號) 

14.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中銀大廈  (中環花園道 1 號) 

15.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中銀信用咭中心  (上環干諾道西  68 號) 

16.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雲咸街 1-3 號南華大廈地下  

17.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

行  
香港中環畢打街 20 號會德豐大廈地下  

18.  海峰發展有限公司  友邦金融中心  (中環干諾道中 1 號) 

http://www.spaghetti36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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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名稱  物業  / 商戶地址  

19.  北京同仁堂香港藥業管理有限

公司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118-120 號地下  

20.  卓悅化粧品批發中心有限公

司   
中環皇后大道中 77 號中旅大廈地下及地庫  

21.  耀才證券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皇后大道中 58-60 號振邦大廈閣樓  

22.  晉逸精品酒店集團  晉逸精品酒店  中環  (香港中環威靈頓街

122 號) 
23.  晉逸精品酒店集團  晉逸好萊塢精品酒店  中環  (香港中環荷李

活道 263 號) 
24.  晉逸精品酒店集團  晉逸海景精品酒店  上環  (香港上環干諾道

西 94 號) 
25.  大家樂快餐  中環干諾道  34-37 號華懋大廈地庫及一樓  

26.  大家樂快餐  中環皇后大道中  88 號勵精中心一樓  

27.  大家樂快餐  香港夏愨道  18 號海富中心商場  42-68 號
舖  C 單位  

28.  大家樂快餐  干諾道西  186-191 號香港商業中心地下及

一樓  
29.  大家樂快餐  皇后大道中  181 號新紀元廣場低座二樓  

208-214 號商舖  
30.  大家樂快餐  香港皇后大道中  33 號萬邦行地下  G1-B 

部份及  G2 號舖  
31.  大家樂快餐  灣仔添美道 1 號中信大廈二樓 201 號舖  

32.  大家樂快餐  中環士丹利街 10-12 號萬利豐中心地下  

33.  大家樂快餐  香港皇后大道中  2 號長江中心地下部份及

地庫一層部份  
34.  大家樂快餐  香港皇后大道西  292-298 號舖八達大厦中

層地下  
35.  大家樂快餐  香港堅尼地城北街 16-30 號建隆樓地下  H 

舖  
36.  家利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億利商業大廈  (上環干諾道西 1-6 號億利商

業大廈) 
37.  家利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美菲閣商場  (西環士美菲路 43 號) 

38.  世邦魏理仕有限公司  中國農業銀行大廈  (香港中環干諾道中 5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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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名稱  物業  / 商戶地址  

39.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夏愨道 12 號美國銀行中心地下

7B(1)舖  
40.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堅尼地道 10 號堅尼地台地下 8 至 10 號

舖  
41.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威靈頓街 39 號六基大廈地下 B 舖  

42.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山頂道 100 號山頂道牛奶公司購物中心

A 座地下 1 及 2 號舖  
43.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堅尼地城卑路乍街 1L 至 Q 曉暉大廈地

下 3 號舖  
44.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西半山巴丙頓道 1 號興華大廈地下 M3- 

2 號舖  
45.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西半山般含道 49A 地下  

46.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西半山般含道 21 號嘉富大廈地下 4 號

舖  
47.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西半山堅道 59 號地下  

48.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西半山般含道 33 號地下  

49.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西半山羅便臣道(西摩道 1 號)輝煌臺地

下 11 號舖  
50.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西半山羅便臣道 21 號豪景閣地下 1 號

舖  
51.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西半山列堤頓道 33 號地下  

52.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西半山羅便臣道 21 號豪景閣地下 2 及

3A 舖  
53.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西半山羅便臣道 42 號地下  

54.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西半山羅便臣道 33 號地舖  

55.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西半山羅便臣道 46-48 號明苑地下 A 舖  

56.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西半山羅便臣道 34 號地下  

57.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西半山干德道 44 號  

58.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西半山衛城道 6 號衛城閣地下 B 舖  

59.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堅尼地城爹核士街 3 及 3A 厚和樓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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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名稱  物業  / 商戶地址  

60.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堅尼地城卑路乍街 56 號嘉明大廈地下

A 舖  
61.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堅尼地城卑路乍街 1G 至 1K 號澤安閣

地下 D 舖  
62.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上環皇后大道中 368 號偉利廣場地下 6

號舖   
63.  長江實業地產有限公司  長江集團中心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2 號) 

64.  中國建設銀行 (亞洲 )股份有限

公司  
中國建設銀行大廈  (香港中環干諾道中 3
號) 

65.  中國建設銀行 (亞洲 )股份有限

公司  
中環德輔道中 6 號  

66.  中國建設銀行 (亞洲 )股份有限

公司  
中環干諾道中 111 號永安中心 9 樓 910 室  

67.  中國建設銀行 (亞洲 )股份有限

公司  
中環德輔道中 237 號  

68.  中國建設銀行 (亞洲 )股份有限

公司  
西環德輔道西 73-79 號  

69.  香港中旅(集團)有限公司  中旅集團大廈  (香港上環干諾道中 78-83 號) 

70.  集友銀行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78 號  

71.  集友銀行  香港上環皇后大道中  315 - 319 號地下  3 
號舖  

72.  集友銀行  香港西區皇后大道西  443 - 445 號地下  13 
號舖  

73.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上環永樂街 163 號  

74.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德輔道中 24 號創興銀行中心地下及 1
樓  

75.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德輔道西 347 至 349 號  

76.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德輔道西 81 至 85 號  

77.  周生生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中環皇后大道中 37 號  

78.  周大福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42-46 號  

79.  周大福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3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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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名稱  物業  / 商戶地址  

80.  泉昌有限公司  上環永樂街 148 號南和行大廈  

81.  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中環德輔道中 141 號中保集團大廈地下 B 舖   

82.  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中環畢打街 20 號會德豐大廈地下及 10 樓   

83.  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中環康樂廣場 8 號交易廣場第 2 座 3 樓

311-312 號舖   
84.  中信大廈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大廈  (香港中環添美道 1 號) 

85.  港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中環中心  (香港皇后大道中 99 號) 

86.  港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菁英臺  (半山麥當勞道 42A 號) 

87.  香港港麗酒店  香港金鐘道 88 號太古廣場  

88.  文化村 (長者用品展銷中心 )有
限公司  

香港干諾道中 38 號永安集團大廈地下 E1 及

E2 舖  
89.  大昌行集團有限公司  太平洋行國際有限公司  (中環干諾道中

74-77 號標華豐集團大廈地下 B 鋪) 
90.  大昌行集團有限公司  大昌食品市場  (香港西營盤第二街  68 號

裕新大廈地下  1 號舖) 
91.  大昌行集團有限公司  合迪汽車有限公司  (奧迪香港陳列室香港

金鐘夏愨道 18 號海富中心一期地下) 
92.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夏愨道 18 號海富中心商場一樓 10 號舖  

93.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德輔道中 19 號環球大廈地下 A 號舖  

94.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士美菲路 12 號文光閣地下 A2 號舖及 1 樓 A
室   

95.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皇后大道西 443-453 號地下 15-16 號舖  

96.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德輔道中 288 號易通商業大廈地下 B2 號舖

連一樓 B 室  
97.  Delifrance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19 號環球大廈 1 樓  

98.  Delifrance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135-137 號華懋廣場第 2
期 1A, B, C & 2A, B 

99.  Delifrance 香港金鐘道 89 號力寶中心 1 樓 1A 及 1B 號

舖  
100.  Delifrance 香港薄扶林香港大學百周年校園寶馬會教

學樓下地下 B 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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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名稱  物業  / 商戶地址  

101.  Delifrance 香港山頂道 118 號山頂廣場地下 6 號  

102.  文化村專業護理安老院  香港西環干諾道西 162-164 號昌寧大廈地下

1, 2 號舖及 1 樓  
103.  大快活集團  中環皇后大道中 368 號偉利商場 2 字樓 203

號舖  
104.  大快活集團  中環皇后大道中 38-48 號萬年大廈 2 字樓  

105.  大快活集團  金鐘夏愨道 16 號遠東金融中心地下 B 舖及

高層地下 A2 及 A3 舖  
106.  大快活集團  香港薄扶林道置富南區廣場 5 樓 501, 

532-533 及 535-538 號舖  
107.  大快活集團  香港金鐘夏慤道 12 號美國銀行中心地下 G3

號舖  
108.  大快活集團  上環干諾道中 73 號中保集團大廈地庫及地

下 C1A,C1B,C1C 及 C2C 號舗  
109.  大快活集團  上環文咸東街 50 號寶恆商業中心地下 1 及 3

號舖  
110.  豐澤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107 -111 號余崇本大廈

地下  
111.  豐澤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33 號萬邦行低層地

下  1-2 號舖  
112.  豐澤  香港德輔道西  396 號華明中心地下後座  

113.  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德輔道中 38 號富邦銀行大廈  

114.  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德輔道中 210 號顏氏大廈地下及 1 樓  

115.  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堅尼地城卑路乍街 44A-46 號低層地下 1 號

舖  
116.  新柏力洗衣  堅尼地城吉席街 60A 

117.  新柏力洗衣  香港西營盤第一街 31 號  

118.  金龍中心  香港德輔道中 188 號  

119.  金電腦用品  上環永樂街 1-3 號世瑛大廈地下  

120.  金電腦用品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102 號詹氏商業大廈地下  

121.  協興大廈  香港中環德己立街 58-6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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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名稱  物業  / 商戶地址  

122.  佳定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BLINK (上環文咸東街 111 號) 

123.  Haagen-Dazs 香港山頂道 118 號山頂廣場地下 2 號店  

124.  恒隆地產有限公司  渣打銀行大廈  (中環德輔道中 4-4A) 

125.  恒隆地產有限公司  山頂廣場  (山頂道 118 號) 

126.  恒隆白洋舍  般含道 78 號地下 B2 號舖  

127.  恒生銀行  恒生銀行總行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83 號) 

128.  恒生銀行  德輔道中 51 號東寧大廈 1 樓 9-10 號舖  

129.  恒生銀行  卑路乍街 77 號  

130.  恒生銀行  石塘咀優越及優進理財中心  (皇后大道西

486 號) 
131.  恒生銀行  中環優越及優進理財中心  (皇后大道中

50-52 號陸佑行地庫) 
132.  夏利文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中保集團大廈  (中環德輔道中 141 號) 

133.  夏利文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永安集團大廈  (中環德輔道中 71 號永安集

團大廈) 
134.  夏利文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卡佛大廈  (皇后大道中 70 號) 

135.  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  富衛金融中心  (香港德輔道中 308-320 號) 

136.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附屬機構─
偉邦物業管理公司  

天匯  (香港半山干德道 39 號) 

137.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附屬機構─
偉邦物業管理公司  

富匯豪庭  (香港半山寶雲道 2 號) 

138.  協成行發展有限公司  Bowen Verde (香港半山東山臺 6 號) 

139.  協成行發展有限公司  協成行中心  (中環德輔道中 51-57 號) 

140.  香港電訊  香港中環威靈頓街 52-54 號地下  

141.  香港電訊  中環德輔道中 112-114 號地下  

142.  香港電訊  香港卑路乍街 116-122 & 122A 號聯康新樓

地下 B 舖  
143.  香港電訊  中環德輔道中 115 號遠東發展大廈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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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名稱  物業  / 商戶地址  

144.  香港電訊  香港中環威靈頓街 23 號騏利大廈地下   

145.  開僑商業大廈  上環干諾道中  158 號  

146.  香港家庭福利會  香港西區分會  (香港西營盤第一街 80 號 A
西園) 

147.  香港家庭福利會  香港  (上環 ) 分會  (香港皇后大道中 181 - 
183 號新紀元廣場低座地下) 

148.  香港房屋協會  觀龍樓  (香港堅尼地城龍華街 20 號) 

149.  香江地產管業有限公司  鴻基大廈  (香港中環域多利皇后街 5-8 號) 

150.  香港置業(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西區卑路乍街 1P 號曉暉大廈 4 號地舖   

151.  香港置業(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西半山堅道 49 號浩堅大廈 AB 舖  

152.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蔚山花園  (麥當勞道 48 號) 

153.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寶德臺  (半山寶雲道 8A-9B 號) 

154.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御花園  (堅尼地道 9A) 

155.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商業中心  (香港干諾道西 188 號香港商

業中心) 
156.  香港置地(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歷山大廈  

157.  香港置地(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太子大廈  

158.  香港置地(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遮打大廈  

159.  香港置地(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怡和大廈  

160.  香港置地(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富臨閣  

161.  香港置地(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交易廣場  

162.  香港置地(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置地廣塲中庭  

163.  香港置地(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Ermenegido Zegna (歷山大廈)  

164.  香港置地(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Dolce & Gabbana (歷山大廈) 

165.  香港置地(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Prada (歷山大廈) 

166.  香港置地(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YSL (歷山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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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香港置地(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Cartier (太子大廈) 

168.  香港置地(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Van Cleef Arpels (太子大廈) 

169.  香港置地(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Chanel (太子大廈) 

170.  香港置地(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Berluti (太子大廈) 

171.  香港置地(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Ralph Lauren (太子大廈) 

172.  香港置地(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Brooks Brothers (太子大廈) 

173.  香港置地(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JPMC (遮打大廈) 

174.  香港置地(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Giorgio Armani (遮打大廈) 

175.  香港置地(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Emporio Armani (遮打大廈) 

176.  香港置地(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Bvlgari (遮打大廈) 

177.  香港置地(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Grappa's Cellar (怡和大廈) 

178.  香港置地(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Market Place (怡和大廈) 

179.  香港置地(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渣打銀行  (富臨閣) 

180.  香港置地(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DeBeers (置地廣塲中庭) 

181.  香港置地(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Tiffany & Co. (置地廣塲中庭) 

182.  香港置地(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Gucci (置地廣塲中庭) 

183.  香港置地(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LV (置地廣塲中庭) 

184.  香港置地(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Harvey Nichols (置地廣塲中庭) 

185.  鴻福堂集團  香港堅尼地城卑路乍街 96 號及士美菲路 41
號地下 B 號舖  

186.  鴻福堂集團   香港中環天星碼頭中環 7 號碼頭上層 D 號

舖  
187.  和記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和記大廈  (中環夏愨道 10 號) 

188.  和記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華人行  (中環皇后大道中 29 號) 

189.  和記電訊香港有限公司  3 專門店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127 號有餘貿

易中心地下 1 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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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和記電訊香港有限公司  3 專門店  (香港堅尼地城卑路乍街 139-153 
號金堂大廈地下  B2 號舖) 

191.  和記電訊香港有限公司  3 專門店  (香港上環永樂街 2-6 號廣發行大

廈地下  A 號舖) 
192.  宜必思香港中上環  香港上環德輔道西 28 號  

193.  港島太平洋酒店  香港干諾道西 152 號  

194.  日本城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328 號中源廣場地下

G23-27 號舖  
195.  日本城  香港中環威靈頓街 128 號地下 A-C 號舖  

196.  日本城  香港中環堅道 23 號雅苑地下及地庫  

197.  日本城  香港西營盤德輔道西 246 號東慈商業中心地

下 1 號舖  
198.  日本城  香港西營盤正街 51 號裕豐花園地下 A 舖  

199.  日本城  香港西環吉席街 2 號海怡花園 10 號 A&B 地

下  
200.  日本城  香港德輔道西 426-428B 號業昌大廈地下 12 

& 12B 號舖  
201.  日本城  香港德輔道西 29-31 號西區商業大廈地下  

202.  日本城  香港西環卑路乍街 8 號西寶城 2 樓 235 號舖  

203.  日本城  香港上環永樂街 67 & 69 號地下及閣樓  

204.  日本城  香港科士街 34 號，士美菲路 45 號聯德大廈

地下 G 號舖  
205.  日本城  香港西環卑路乍街 163 號聚賢逸居地下 9、

10 號鋪及 1 樓  
206.  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華威大廈  (中環威靈頓街 50 號) 

207.  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李寶椿大廈  (香港德輔道中 189 號李寶椿大

廈地庫) 
208.  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維壹  (香港西營盤德輔道西 458 號) 

209.  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美國銀行中心  (香港中環夏愨道 12 號) 

210.  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羅便臣道 31 號  (香港中環半山羅便臣道 3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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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中國建設銀行大廈  (香港中環干諾道中 3
號) 

212.  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維港峰  (香港干諾道西 180 號) 

213.  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花園台第 2 及第 3 座  (香港中環舊山頂道

8A) 
214.  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得怡坊  (中環雲咸街 52 號) 

215.  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無限極廣場(香港上環德輔道中 199 號) 

216.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曉峰閣  (香港舊山頂道 18 號) 

217.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帝景園  (香港舊山頂道二十三號) 

218.  金記冰室  西環西營盤德輔道西 213-215 號地下  

219.  嘉里建設有限公司  譽皇居  (香港中環半山地利根德里 12 號) 

220.  嘉里建設有限公司  Tavistock (香港中半山地利根德里 10 號) 

221.  嘉里建設有限公司  Tavistock II (香港中半山  地利根德里 10A
號) 

222.  嘉里建設有限公司  縉城峰  (西營盤第一街八號) 

223.  KFC 香港夏愨道 18 號海富中心地下 42-68 號 A
舖  

224.  KFC 香港中環干諾道中 200號信德中心 2 樓 231A
號舖       

225.  KFC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127-131 號有餘貿易中心

1 樓  
226.  祺棧茶行  中環干諾道中 60 號  

227.  景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30-32 號地下  

228.  景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畢打街 1-3 號中建大廈地下 21號舖  

229.  景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畢打街 1-3 號中建大廈地下 13 及

15 號舖  
230.  景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畢打街 1-3 號中建大廈地下 13 及

15 號舖  
231.  羅氏地產  / 堡基物業管理有

限公司  
E168 (香港上環德輔道中 166-16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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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羅氏地產  / 堡基物業管理有

限公司  
Connaught 48 (香港上環干諾道西 48-51 號) 

233.  利豐行洗衣專門店  西環西祥街 2 號寶翠閣 6 號地下  

234.  陸海通大廈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31 號  

235.  萬興行地產有限公司  多寧大廈  (香港上環干諾道中 145 號) 

236.  萬興行地產有限公司  百佳大廈  (中環皇后大道中 72 號) 

237.  萬興行地產有限公司  裕昌大廈  (中環德輔道中 48 至 52 號) 

238.  萬興行地產有限公司  太平行  (中環皇后大道中 20 號) 

239.  萬宜大廈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68 號  

240.  馬田專業乾洗  香港堅道 145 號地下低層  

241.  馬田專業乾洗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商場  103 號舖  

242.  馬田專業乾洗  香港中環己連拿利  7 號地下  

243.  美心集團  美心 MX (中環大會堂高座地下) 

244.  美心集團  美心 MX (香港德輔道西  402-404 號創業中

心地下  G76-G78 及  G84-G88 號舖) 
245.  美心集團  MX (香港干諾道中 24 至 25 號中華總商會大

廈地下及一樓) 
246.  美心集團  美心西餅  (香港西營盤皇后大道西 307 號地

下) 
247.  美心集團  美心西餅  (香港皇后大道西 445 號業昌大廈

地下 14 號舖  
248.  美心集團  美心西餅  (香港德輔道西 402-404 創業中心

地下 G1 號舖) 
249.  美心集團  美心西餅  (香港皇后大道中 368 號偉利大廈

地下 1 及 2 號舖) 
250.  美心集團  美心西餅  (香港卑路乍街  85 號地下) 

251.  美心集團  美心西餅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20 號德成大

廈地下  3 號舖) 
252.  美心集團  Paper Stone Bakery(香港德輔道中 308 號富

衛金融中心地下 4 及 5 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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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美心集團  東海堂  (香港西環皇后大道西 506-516 號盛

貿飯店地下) 
254.  美心集團  東海堂  (香港堅尼地城士美菲路 41 號及卑

路乍街 96 號地下 A 號舖) 
255.  麥當勞有限公司  香港山頂山頂道 118 號山頂廣場二樓 11 及

12 號舖  
256.  麥當勞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夏愨道 12 號美國銀行中心地下

G7A 及 G7B(2)號舖  
257.  美聯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山頂山頂道 100 號  牛奶公司購物中心

A 座 3 號地舖   
258.  美聯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金鐘夏慤道 12 號美國銀行中心 9 號地

舖   
259.  美聯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西半山堅道 63, 65, 67 & 69 號慧源閣 B1

地舖   
260.  美聯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西半山干德道 43A 地舖   

261.  美聯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西半山羅便臣道 52 號威勝大廈 3 樓 H
舖  

262.  美聯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西半山羅便臣道 36 至 40 號  雅緻大廈

A&B 地舖   
263.  美聯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西半山般咸道 59-61 號金風大廈 B 地舖   

264.  美聯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西半山西摩道 1 號輝煌臺 1 號地舖   

265.  美聯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西半山西摩道 1 號輝煌臺 2 號地舖   

266.  美聯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西半山般咸道 29-31 號新聯大廈 E 地舖   

267.  美聯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中半山麥當勞道 5A 號地舖   

268.  美聯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西半山干德道 26&28 號 H 地舖   

269.  美聯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西半山般咸道 29-31 號新聯大廈 D 地舖   

270.  美聯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西半山羅便臣道 30-32 號寶時大廈 A 地

舖   
271.  美聯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西半山衛城道 6 號衛城閣 C 地舖   

272.  美聯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西區卑路乍街 6-6G 號新城大樓 3 號地

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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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美聯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西區卑路乍街 3-3A 號大新閣 4A 地舖   

274.  美聯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西區卑路乍街 3-3A 號大新閣 4B-F 地

舖   
275.  美聯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北街 27 號及卑路乍街 67, 71/79, 81&83

號恒輝大廈地下 2 號舖部份  
276.  美聯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士丹利街 6 號歐亞大廈地下連閣樓  

277.  美聯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西區西環北街 37-41A 號金寶樓地下 A
地舖  

278.  美聯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繼園臺 11-12 號及丹拿道 44-58 號友福

園地下 E 舖  
279.  卅二公館  中環德輔道中 4-4A 渣打銀行大廈地庫  

280.  麥奀雲吞麵世家有限公司  山頂山頂道 118 號山頂廣場地下 1C 號舖  

281.  南豐集團  - 民亮發展有限公

司  
永亨保險大廈  (香港中環永吉街 9-17 號) 

282.  南豐集團  - 新卓管理有限公

司  
羅便臣道 80 號  (香港西半山羅便臣道 80 號) 

283.  南洋商業銀行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151 號  

284.  南洋商業銀行  香港皇后大道中 359-361 號 1 樓及 2 樓  

285.  南洋商業銀行  香港堅尼地城卑路乍街 86 號  

286.  南洋商業銀行  香港德輔道西 334 號  

287.  南洋商業銀行  香港中環德己立街 1-13 號世紀廣場 2 樓  

288.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新世界大廈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18 號) 

289.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萬年大廈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38-48 號) 

290.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EIGHT SOUTH LANE (香港堅尼地城南里

8/12 號) 
291.  皇后大道中 9 號  中環皇后大道中 9 號  

292.  Oliver Super Sandwiches 金鐘夏慤道 18 號海富中心商場地下 42-68
號舖 D 單位  

293.  Oliver Super Sandwiches 中環皇后大道中 33 號萬邦行地下 G1-B 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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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安記海味有限公司  上環急庇利街 8 號金豐大廈地下 F-G 鋪  

295.  百成堂集團  上環文咸西街 2 號地下  

296.  百佳超級市場(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般咸道  37-47 號穎章閣地下  

297.  百佳超級市場(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堅道 129-133 號大成大廈地下  

298.  百佳超級市場(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  378 號褔陞閣 1 樓  

299.  百佳超級市場(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西摩道 1 號輝煌臺地庫 1 至 2 號舖及地

下 4 至 5 號舖   
300.  百佳超級市場(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石塘咀山道  7-9 號長發大廈地下  

301.  百佳超級市場(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西 115,117 & 119 號僑發大廈

部份地舖  
302.  百佳超級市場(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堅尼地城卑路乍街  17-35 號及堅尼地

城海旁  36-38 號 A 及  B 號舖  
303.  百佳超級市場(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德輔道西 271-285 號及干諾道西 158A

號均益大廈三期一樓部份  
304.  百佳超級市場(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西環吉席街 83 號高逸華軒地下 A 舖  

305.  百佳超級市場(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士美菲路 45-51 號地下及地庫  

306.  百佳超級市場(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花園道 51 號科達中心 1-2 樓  

307.  百佳超級市場(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結志街  2A 中環大廈地下  

308.  香港薄餅博士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般咸道 63B-F 號興漢道 15 號興漢大廈 3
樓 1 號舖  

309.  香港必勝客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德輔道西 402-404 號創業商場 1 樓

F5-21 號舖  
310.  香港必勝客管理有限公司  聖士提反里 3 號亨順閣地下 B 舖  

311.  香港必勝客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羅便臣道 34 號低層地下(摩羅廟交加街

內街) 
312.  香港必勝客管理有限公司  上環蘇杭街 49-51 號建安商業大廈地下  

313.  實惠家居有限公司  香港堅尼地城卑路乍街 116-122 號聯康樓、

聯基樓、聯昇樓一樓部分及地下 F 鋪  
314.  大眾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總行  (香港德輔道中 120 號大眾銀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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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大眾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71 號永安集團大廈地下

A 舖  
316.  大眾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香港干諾道西 188 號香港商業中心地下 B1

舖  
317.  大眾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香港德輔道西 163-173 號金坤大廈地下 2-3

號舖  
318.  聖安娜餅屋有限公司  香港堅拿道西 10 號冠景樓地下 E 號鋪  

319.  聖安娜餅屋有限公司  薄扶林置富南區廣場 402A 號鋪  

320.  聖安娜餅屋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138 號威享大廈地下一

號鋪  
321.  聖安娜餅屋有限公司  香港半山西摩道 1 號輝煌臺 10 號鋪  

322.  莎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88 號勵精中心地舖 1
號  

323.  莎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德己立街 6 號地下及 1 樓  

324.  莎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山頂道 118 號山頂廣場 1 樓 32 至 34 號

舖  
325.  莎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環永樂街 88 號地下  

326.  莎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環干諾道中 168-200 號信德中心 2 樓

234-235 號舖  
327.  莎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西環卑路乍街 8 號西寶城 2 樓 205 號舖  

328.  莎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30 號娛樂行 1 樓 B 號

舖  
329.  第一太平戴維斯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  
中銀保險大廈  (德輔道中 134-136 號) 

330.  第一太平戴維斯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  
The Loop (威靈頓街 33 號) 

331.  第一太平戴維斯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  
力寶中心  (金鐘道 89 號) 

332.  上海商業銀行  中環皇后大道中  48 號萬年大廈地庫  

333.  上海商業銀行  上環蘇杭街 41-47 號地下  

334.  上海商業銀行  西環吉席街 4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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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上海弄堂  中環歌賦街 35-37 號地下  

336.  信德置業管理有限公司 -信德

中心  
信德中心  (香港上環干諾道中 168-200 號) 

337.  信德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寶翠

園  
西寶城  (香港卑路乍街 8 號) 

338.  信德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寶翠園  (薄扶林道 89 號) 

339.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梅道一號  (中半山梅道一號) 

340.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中央廣場  (中環雲咸街 60 號) 

341.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紐約行  (中環干諾道 60 號) 

342.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太平洋廣場  (上環德輔道西 410 號) 

343.  SmarTone 中環德輔道中 127-131 號地下有餘貿易中心

2 號舖  
344.  源發管理有限公司  (華懋集

團) 
華懋大廈  (中環干諾道中 34-37 號) 

345.  意粉屋  香港金鐘夏愨道 18 號海富中心商場地下 68
號 B 

346.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88 號  

347.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威靈頓街 1 號荊威廣場地下低層至 2 樓  
詳情  

348.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4-4A 號渣打銀行大廈地

下 G1 號舖及 1 樓  
349.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康樂廣場 8 號交易廣場富臨閣  

350.  太古地產有限公司  太古廣場一座  

351.  太古地產有限公司  太古廣場二座  

352.  太興飲食集團  中環租庇利街 12-13 號萬安商業大廈地下 A
和 B 舖及閣樓  

353.  太興飲食集團  堅尼地城士美菲路 41a 至 43 號美菲閣地下

7 號舖  
354.  稻香集團(稻香控股有限公司) 泰昌餅家有限公司  (香港山頂道 118 號山頂

廣場 2 樓 19 號鋪) 
355.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金鐘金鐘道 95 號統一中心 1 樓 1007-1008



18 
 

 機構名稱  物業  / 商戶地址  

號  

356.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上環般含道 19-27 號嘉富大廈 1-3 號  

357.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半山堅道 63-69 號慧源閣地下 C 

358.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大學百周年校園地下 P0030 號舖  

359.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上 環 干 諾 道 中 200 號 信 德 中 心 2 樓

296A-296B 號舖  
360.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堅尼地城卑路乍街 108 號地下 D 舖  

361.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石塘咀皇后大道西 484-496 號新安大樓地下

I 及 J 號  
362.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上環德輔道中 181 號大新行地下  

363.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總行  (中環德輔道中 10 號) 

364.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金鐘顯卓理財中心  (金鐘金鐘道 95 號統一

中心 2 樓 2003-2006 號舖) 
365.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太古廣場 i-理財中心  (金鐘金鐘道 88 號太

古廣場 355 號舖) 
366.  The Body Shop 中環德輔道中  68 號萬宜大廈商場  1 樓  

101-2 號舖  
367.  香港中華總商會  中環干諾道中 24-25 號  

368.  牛奶有限公司  - 惠康  香港般含道 1 號嘉威花園地下  

369.  牛奶有限公司  - 惠康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142-146 號 , 金利商業

大廈  
370.  牛奶有限公司  - 惠康  香港上環德輔道中 267-275 號龍記大廈地下  

371.  牛奶有限公司  - 惠康  香港半山西摩台 1 號地下及地庫  

372.  牛奶有限公司  - 惠康  半山般咸道怡基閣地下 62-62A 

373.  牛奶有限公司  - 惠康  香港卑路乍街 46A 隆基大厦  G/F 

374.  牛奶有限公司  - 惠康  香港德輔道西 260-264 號 ,正德大廈地下  

375.  牛奶有限公司  - 惠康  香港西環德輔道西 402-404 號創業中心商場

地下 G21 - G43 號舖  
376.  牛奶有限公司  - 惠康  香港山頂和福道 2-4 號 1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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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  牛奶有限公司  - 萬寧  香港上環德輔道中 144-148 號安泰大廈地

下  
378.  牛奶有限公司  - 萬寧  香港般咸道 57 號地下  

379.  牛奶有限公司  - 萬寧  香港卑路乍街 57-61 號利達樓地下 1 號  

380.  牛奶有限公司  - 萬寧  香港卑路乍街 116-122 及 122A 號聯康新樓

地下 C 舖  
381.  牛奶有限公司  - 萬寧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59 號中南行地下及地庫  

382.  牛奶有限公司  - 萬寧  香港德輔道西 202-204 號地下 A & B 舖  

383.  牛奶有限公司  - 萬寧  香港上環皇后大道西 42-56 號賴恩樓地下 A
號舖  

384.  牛奶有限公司  - 萬寧  香港皇后大道西 230-236 號好時大廈地下 C 
舖  

385.  牛奶有限公司  - 萬寧  香港西摩道 1 號輝煌臺地下 8 號舖  

386.  牛奶有限公司  - 萬寧  香港德輔道西 334 至 350 號恆裕大廈地下 8
號舖  

387.  牛奶有限公司  - 萬寧  香港皇后大道西 572-574 號高良大廈地下  

388.  牛奶有限公司  - 7-Eleven 香港堅尼地城觀龍樓觀龍樓電梯穿梭大樓

地下  1 號舖位  
389.  牛奶有限公司  - 7-Eleven 香港德輔道西 301 號天興大廈  C 舖地下  

390.  牛奶有限公司  - 7-Eleven 香港西營盤第三街 178-180 號  榮昇閣地下

C 部份舖  
391.  牛奶有限公司  - 7-Eleven 香港西環第一街 83 號俊景閣地下 5 及 6 號

舖  
392.  牛奶有限公司  - 7-Eleven 香港西環堅尼地城卑路乍街  56 號嘉明大

廈地下  B 舖  
393.  牛奶有限公司  - 7-Eleven 香港中環昭隆街 9 號地下 1 號鋪  

394.  牛奶有限公司  - 7-Eleven 香港中環干諾道中 13-14 號及德輔道中

21-23 號歐陸貿易中心地下 Y2 號舖  
395.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香港滙豐總行大廈  (香港皇后大道中一號) 

396.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中環皇后大道中 128-140 號威享大廈  

397.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128 皇后大道中卓越理財中心中環皇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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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128-140 號威享大廈  

398.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香港般含道 68 號蔚庭軒地下  

399.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文咸東街商業客戶服務中心  (上環文咸東

街 35-45 號) 
400.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中環皇后大道中 29 號地庫  

401.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中環卓越理財中心  (中環皇后大道中 29 號

閣樓) 
402.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德輔道中 141 號中保集團大廈  

403.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德輔道中卓越理財中心  (德輔道中 141 號中

保集團大廈) 
404.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德輔道西 40-50 號西區中心大廈  

405.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德輔道西卓越理財中心  (德輔道西 40-50 號

西區中心大廈) 
406.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中環交易廣場 1 樓 102 號  

407.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交易廣場卓越理財中心  (中環交易廣場 3 樓

301-304 及 2 樓 201-202 及 204-205 號) 
408.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夏慤道卓越理財中心  (夏慤道 10 號和記大

廈地下) 
409.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擺花街 23-39 號中環大廈地下 E 舖  

410.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金鐘道 88 號太古廣場商場 102 號舖  

411.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太古廣場卓越理財中心  (金鐘道 88 號太古

廣場商場 102 及  403 舖及太古廣場 2 期 14
樓 1415 - 1418 室) 

412.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香港德輔道中 293-301 號粵海投資大廈地下

A 舖  
413.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上環卓越理財中心  (香港德輔道中 293-301

號粵海投資大廈地下 A 舖) 
414.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香港西環卑路乍街  8 號西寶城地下低層

1-3 號舖  
415.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西寶城卓越理財中心  (香港西環卑路乍  街  

8 號西寶城地下低層 1-3 號  舖) 
416.  香港賽馬會  屈地街 3-7 號光前大廈地下 4 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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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香港賽馬會  士丹利街 10-12 號地下至三樓 2 號舖  

418.  香港賽馬會  水坑口街 9 號寶泰大廈地下 5 號舖  

419.  香港賽馬會  干諾道西 118 號一洲國際廣場地下 6-8 號舖  

420.  香港賽馬會  干諾道中 64 號廠商會大廈地下 A1 

421.  香港賽馬會  干諾道西 3 號億利商業大廈地下 D - F 及 G1
舖  

422.  香港賽馬會  卑路乍街 35 號 A 翡翠閣地下 7A 及 8-17 號

舖  
423.  香港賽馬會  天星碼頭行人隧道  

424.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干諾道開關站及電站  (中環機利文街 71 號) 

425.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上環電站  (上環西消防街 9 號) 

426.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添馬電站  (金鐘添美道 1 號 a) 

427.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港燈中心  (堅尼地道 44 號) 

428.  中環石板街酒店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74 號  

429.  救世軍家品店  香港西環卑路乍街 26 號綠意居地下 A 號  

430.  香港大學  本部校園  (香港般咸道九十號) 

431.  香港大學  百周年校園  (香港薄扶林道七十八號) 

432.  香港大學  沙宣道校園  (香港沙宣道) 

433.  奕居  香港金鐘道 88 號太古廣場  

434.  永安百貨公司  上環總店  (香港上環德輔道中 211 號永安中

心) 
435.  合眾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華懋

集團) 
華人銀行大廈  (德輔道中 61 號) 

436.  合眾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華懋

集團) 
華懋廣場 II 期  (干諾道中 68 號) 

437.  合眾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華懋

集團) 
華懋荷李活中心  (荷李活道 1-13 號) 

438.  東華三院  東華三院黃鳳翎紀念大樓  (普仁街 1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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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  東華三院  東耀商業大廈  (中環雲咸街 31A-31B 號) 

440.  東華三院  東慈商業中心  (德輔道西 246 號) 

441.  亞洲聯合財務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干諾道中  61-61A 號福興大廈閣

樓及 1 樓  
442.  亞洲聯合財務有限公司  香港西營盤德輔道西  151 號地舖  

443.  亞洲聯合財務有限公司  香港堅尼地城卑路乍街 101 號地舖  

444.  亞洲聯合財務有限公司  香港金鐘金鐘道 95 號統一中心 15 樓  C2
室  

445.  亞洲聯合財務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39 號永傑商業大廈  2 
樓  

446.  富城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豐盛創建大廈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39 號) 

447.  富城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清暉大廈  (半山旭和道 10 號) 

448.  富城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恒栢園  (香港半山列堤頓道 1 號) 

449.  富城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柏道 2 號  (香港西半山柏道 2 號) 

450.  富城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雍慧閣  (中環半山般咸道 11 號) 

451.  雅潔洗衣有限公司  中半山堅道 35 號 C1 店  

452.  屈臣氏  香港中環干諾道中 19-20 號馮氏大廈地下

（地舖）  
453.  屈臣氏  香港德輔道西 396 號華明中心地下  

454.  屈臣氏  香港堅尼地城卑路乍街  42 至  44 號寶雅

山低層地下  1 及  2 號舖  
455.  屈臣氏  西環卑路乍街 102-114 號聯友新樓地下 G 及

H 號舖  
456.  屈臣氏  香港西營盤正街 13-15 號地舖   

457.  屈臣氏  香港德輔道中 48-52 號裕昌大廈地庫及地下  
A 及  B 舖  

458.  屈臣氏  香港堅道 99 號豐樂閣地下 B-D 舖及 2 號舖  

459.  會德豐大廈  中環畢打街 20 號  

460.  永隆銀行  香港德輔道中 4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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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永隆銀行  德輔道中 189 號  

462.  永隆銀行  皇后大道西 262 號  

463.  永隆銀行  吉席街 28 號  

464.  永安中心  香港中環干諾道中 111 號  

465.  吉野家(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干諾道中  15 -18 號大昌大廈地舖  

466.  吉野家(香港)有限公司  西環石塘咀德輔道西 347 - 349 號豐業大廈

地下 G 及 H 舖  
 

註：除上述參與機構外，全港有合共超過 200 個巴士站已簽署《戶外燈光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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