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在 2012 年 3 月 31 日年滿 18 歲並持有在 2003 年 6 月 23 日
或以後簽發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智能身份證(
或以後簽發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智能身份證(或符合其他身份證準則的
人士)
人士)，均屬「
均屬「$6,000 計劃」
計劃」的合資格人士。
的合資格人士。在 2011 年 8 月 28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期間經由銀行或香港郵政登記。
日期間經由銀行或香港郵政登記。每名合資格市民只
可就計劃登記一次，詳情如下
可就計劃登記一次 詳情如下:
詳情如下:
組別

出生年份 (年齡)

登記日期

1

1946 或以前 (65 歲或以上)

2011 年 8 月 28 日開始

2

1947-1956 (55 至 64 歲)

2011 年 9 月 11 日開始

3

1957-1966 (45 至 54 歲)

2011 年 9 月 25 日開始

4

1967-1981 (30 至 44 歲)

2011 年 10 月 9 日開始

5

1982-1993 (18 至 29 歲)

2011 年 10 月 23 日開始

索取登記表格

銀行轉帳收款的登記表格(1)
收款的登記表格(1)

支票收款的登記表格(2)
收款的登記表格(2)

21 家零售銀行的本地分行索取
家零售銀行的本地分行索取

郵政局索取
郵政局索取

民政事務總署各區諮詢服務中心
民政事務總署各區諮詢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區福利辦事處

房屋委員會轄下各公共屋邨辦事處

房屋委員會客戶服務中心

亦可於 2011 年 8 月 22 日起在 www.scheme6000.gov.hk 本網頁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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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銀行遞交登記表格
經銀行遞交登記表格

(適合有銀行個人戶口人士)
適合有銀行個人戶口人士)

合資格市民可通過以下 21 間銀行登記，以指定的銀行帳戶收取款項。無須親身
無須親身前往銀行
無須親身
櫃台辦理登記手續。 放入所選擇銀行的任何一間本地分行(位於港鐵站內的分行除外)內
的表格收集箱(只限於分批登記期內)；

21 間零售銀行的本地分行
1. 中國銀行

香港

4. 中國建設銀行

亞洲

7. 花旗銀行
10. 星展銀行

香港

2. 交通銀行

3. 東亞銀行

5. 集友銀行

6. 創興銀行

8. 中信銀行國際

9. 大新銀行

11. 富邦銀行

12. 恒生銀行

13.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

14. 中國工商銀行

16. 南洋商業銀行

17. 大眾銀行

19. 渣打銀行

20. 永亨銀行

香港

香港

亞洲

15. 豐明銀行
18. 上海商業銀行
21. 永隆銀行

透過銀行帳戶收取款項
透過銀行帳戶收取款項填寫登記表格
銀行帳戶收取款項填寫登記表格(1)
填寫登記表格(1)所需
(1)所需資料
所需資料
1

中、英文姓名；

2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號碼；

3

本港聯絡電話號碼；

4

指定收取款項的銀行名稱；

5

收取款項的銀行帳戶號碼 。

「$6,000 計劃」
計劃」不接受以聯名帳戶收取款項。
不接受以聯名帳戶收取款項。經核實符合資格準則後，
經核實符合資格準則後，會在
登記約 10 個星期後直接通過指定的銀行帳戶收取款項。
個星期後直接通過指定的銀行帳戶收取款項。未能成功登記的人士
會收到書面通知。
會收到書面通知。

2

(二)經香港郵政登記及領取款項
經香港郵政登記及領取款項(適合沒有銀行個人戶口人士)
適合沒有銀行個人戶口人士)
如合資格人士並無以本人名義開立的本地港元銀行帳戶，可通過香港郵政登記及領取款
項。市民無須親身
無須親身前往郵政局櫃台辦理登記手續
登記表格可以放入任
無須親身前往郵政局櫃台辦理登記手續。
前往郵政局櫃台辦理登記手續。已填妥及簽署的登記表格可以放入任
何一間郵政局(
何一間郵政局(流動郵局除外)
流動郵局除外)內的表格收集箱(只限於分批登記期內)，或郵寄香港郵政
內的表格收集箱
總局郵政信箱 186000 號。

透過郵政局
透過郵政局收取款項
郵政局收取款項填寫登記表格
收取款項填寫登記表格(2)
填寫登記表格(2)所須資料
(2)所須資料
1

中、英文姓名；

2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號碼；

3

本港聯絡電話號碼；

4

本港聯絡地址；

5

選擇領取支票的郵政局。

經核實符合資格準則後，
經核實符合資格準則後，會在登記後三個月內獲郵寄通知前往選定的郵局
會在登記後三個月內獲郵寄通知前往選定的郵局領取支票
選定的郵局領取支票。
領取支票。支
票可於本港任何一間渣打銀行分行
票可於本港任何一間渣打銀行分行兌現
渣打銀行分行兌現。
兌現。登記人必須親身
登記人必須親身領取支票及將支票兌現
必須親身領取支票及將支票兌現，
領取支票及將支票兌現，並須
出示身份證以確認身份。
出示身份證以確認身份。未能成功登記的人士會收到書面通知。
未能成功登記的人士會收到書面通知。

(三)銀行網上理財服務遞交表格
如選擇以下列 14 間銀行的帳戶收取款項，並為有關銀行網上理財服務的登記用戶，可通
過網上理財服務遞交表格。

14 間網上銀行
1. 中國銀行 (香港)

2. 交通銀行

3. 東亞銀行

4. 集友銀行

5. 中信銀行國際

6. 大新銀行

7. 恒生銀行

8.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

9. 中國工商銀行 (亞洲)

10. 南洋商業銀行

11. 上海商業銀行

12. 渣打銀行 (香港)

13. 永亨銀行

14. 永隆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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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選擇收取

6,000 元連獎賞 200 元，可在 2012 年 4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期間登記，
日期間登記，政府將於 2012 年 5 月初開始陸續
發放 6,200 元。
**在 2011 年 8 月 28 日不符合計劃資格準則
日不符合計劃資格準則，
計劃資格準則，但在 2012 年 3 月
31 日符合準則的人士 ：
可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遞交登記表格。
日或之前
政府會在 2012 年 4 月 1 日或之後處理這類合資格人士遞交的登記表格，並於 2012 年 5
月初開始陸續向他們發放 6,000 元。 收取 6,000 元連獎賞 200 元的選擇不適用
不適用於這類合
不適用
資格人士。

保障個人私穩
身份證號碼及銀行帳戶號碼是敏感的個人資料，
身份證號碼及銀行帳戶號碼是敏感的個人資料，必須小心處理，
須小心處理，不應
隨便把資料交予第三者。
隨便把資料交予第三者。市民如確有需要他人協助填寫登記表格，應向信
任的人士求助。
任的人士求助。市民應注意下列三項重要事項：
1. 應了解有關非政府機構收集資料的目的，以及這些資料會否被轉移予政府(包括其
代理，例如銀行)以外的機構或人士。如非政府機構表示會把這些資料用於登記
「$6,000 計劃」以外的目的，則市民向它們提供資料前，應慎重考慮是否願意接
受這些額外目的。
2. 不要提供超乎適度的個人資料。如市民向非政府機構提供的資料較登記「$6,000
計劃」所需為多，應要求有關機構提供解釋。
3. 保留資料收集者的姓名及聯絡資料，以及他所代表的非政府機構名稱。

註：「$6,000
計劃」
「
計劃」登記及領取詳情，
登記及領取詳情，以香港特區政府的最後公佈為準。
以香港特區政府的最後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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