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及時間 獎券銷售地點

9/20 (三) 上午11時至下午5時半 港鐵沙田第一城站C出口對出行人路

9/20 (三) 上午10時至下午1時 屯門啟民徑 (仁愛廣場對出位置)

9/21 (四) 下午1時半至3時半 大埔南運路，新達廣場新達橋底

9/22 (五)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屯門良景商場A區2樓N1場露天平台

9/22 (五) 上午10時至下午1時 屯門屯順街與屯合街交界近屯門市廣場行人路空地位置

9/22 (五) 上午10時至下午3時 屯門置樂花園青山坊/ 青河坊空地位置

9/22 (五) 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 朗屏港鐵站B2出口對出行人天橋

9/23 (六) 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

                   下午2時至4時
屯門海趣坊 B場 (S73-74側)

9/23 (六) 下午2時至4時 港鐵天水圍站

9/23 (六) 下午2時至4時 大埔安祥路 (昌運中心對出)

9/23 (六) 下午1時至7時 荃灣荃華街3號悅來坊商場(熊貓酒店) 地下大堂

9/23 (六) 下午1時至5時 屯門市中心三樓慈善範圍

9/23(六) 下午1時至5時 屯門兆禧商場1樓N1場 (近明愛)

9/24 (日) 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荃灣荃華街3號悅來坊商場(熊貓酒店) 地下大堂

9/24 (日) 上午10時至下午4時 港鐵葵芳站

9/24 (日) 下午1時至4時半 屯門市中心三樓慈善範圍

9/24 (日) 上午10時至下午2時 元朗朗屏村商場平台N1場(近街市門口)

9/25 (一) 上午7時至下午2時 屯門湖翠路近輕鐵美樂站行人路空地位置

9/25 (一) 上午10時至11時半

                   下午2時半至5時
屯門碼頭出入口行人路空地位置

9/25 (一) 下午1時至3時 沙田馬鞍山頌安商場1樓N1場 (近759)

9/26 (二) 下午2時至4時 大埔運頭街，大埔綜合大樓門口對出空地

9/26 (二) 下午2時半至4時半 朗屏港鐵站B2出口對出行人天橋

9/26 (二) 上午10時至下午4時 屯門良景邨良智樓地下

9/27 (三) 下午1時半至4時15分 天水圍天瑞商場地下N1場(羅馬廣場)

9/28 (四) 下午1時至5時 黃大仙鳳德商場2樓N1場 (近ATM)

9/28 (四) 上午10時至下午7時 元朗谷亭街 (公廁外對出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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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 (四) 上午10時至下午1時 屯門蔡意橋 (往蔡意橋輕鐵站前行人通道)

9/29 (五)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屯門友愛邨愛勇樓地下對出空地

9/29 (五) 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屯門兆禧商場1樓N1場 (近明愛)

9/29 (五) 上午10時至下午4時半 沙田馬鞍山頌安商場1樓N1場 (近759)

9/29 (五) 上午10時至下午4時 元朗朗屏村商場平台N1場(近街市門口)

9/29 (五) 上午10時至下午1時 屯門啟民徑 (仁愛廣場對出位置)

9/29 (五) 下午2時至5時 慈雲山慈樂邨一期廣場

9/30 (六) 下午1時至5時半 九龍灣MegaBox 10樓 Mega Ice

9/30 (六) 下午1時至5時 港鐵黃大仙站

9/30 (六) 下午1時至5時 屯門兆禧商場1樓N1場 (近明愛)

9/30 (六) 下午1時至7時 屯門西鐵兆康站C2出口對出-兆康商場對出

10/1 (日) 中午12時至下午4時 港鐵太古站

10/1 (日) 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屯門兆禧商場1樓N1場 (近明愛)

10/2 (一)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屯門良景商場A區2樓N1場露天平台

10/3 (二) 上午10時至11時半;

                   下午2時半至5時
屯門碼頭啟豐商場側 (近啟豐園第四座)之行人路

10/4 (三) 上午10時至下午1時 屯門屯興路行人隧道 (蔡章閣中學門口)

10/6 (五)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屯門友愛邨愛勇樓地下對出空地

10/6 (五) 上午10時至下午12時半 大埔廣福道54-62號匯豐銀行對出空地

10/6 (五) 下午1時至5時 屯門卓爾廣場地下中庭慈善範圍

10/7 (六) 上午10時至12時;

                   下午2時至4時
天水圍天恩路12-18號置富嘉湖一期地下1A1B場

10/7 (六) 下午1時至5時 港鐵坑口站

10/7 (六) 下午1時至7時 港鐵沙田第一城站C出口對出行人路

10/7 (六) 中午12時至下午4時 港鐵金鐘站C2出口對出行人路

10/7 (六) 下午2時15分至4時15分 屯門卓爾廣場地下中庭慈善範圍

10/7 (六) 下午1時至4時 大埔南運路，新達廣場新達橋底

10/7(六) 下午1時至5時 屯門兆禧商場1樓N1場 (近明愛)

10/8 (日) 上午10時至11時半;

                   下午2時15分至4時15分
天水圍天恩路12-18號置富嘉湖一期地下1A1B場

10/8 (日) 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港鐵沙田站

10/9 (一) 上午7時至下午2時 屯門湖翠路近輕鐵美樂站行人路空地位置

10/9 (一) 上午10時45分至下午4時

15分
天水圍天瑞商場地下N1場(羅馬廣場)

10/9 (一) 下午1時至4時半 屯門兆禧商場1樓N1場 (近明愛)



10/9 (一) 上午10時至下午12時半 大埔安慈路 (八號花園7-11便利店對出空地)

10/10 (二) 上午10時至下午4時 天水圍天端路88號俊宏軒燈位 (十字路口)

10/11 (三)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屯門良景商場A區2樓N1場露天平台

10/11 (三) 上午10時至下午4時 朗屏港鐵站B2出口對出行人天橋

10/11 (三) 上午10時至下午1時 屯門啟民徑 (仁愛廣場對出位置)

10/12 (四) 上午10時至下午4時 元朗大棠道合益廣場大棠道正門對出通道

10/12 (四) 上午10時至11時半;

                     下午2時30半至5時
屯門碼頭出入口行人路空地位置

10/12 (四) 上午10時至下午4時 荃灣街市街(荃灣街市門口對出)

10/13 (五) 上午9時至下午5時 元朗水邊圍邨康水樓側空地

10/13 (五) 上午9時至下午6時 沙田穗禾苑商場(聖安娜餅店旁樓梯底)

10/13 (五) 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

                      下午2時至4時
天水圍天瑞商場地下N1場(羅馬廣場)

10/13 (五) 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黃大仙鳳德商場2樓N1場 (近ATM)

10/14 (六) 上午10時半至下午1時 沙田銀城街5號沙田第一城置富第一城地下FCO Piazza

10/14 (六) 下午1時至4時 大埔南運路，新達廣場新達橋底

10/14 (六) 下午1時至7時 連接市中心輕鐵站及屯門時代廣場行人天橋

10/14 (六) 下午2時半至4時半 天水圍天瑞商場地下N1場(羅馬廣場)

10/14 (六) 下午1時半至4時半 元朗大棠路光華廣場對出空地(大棠路及阜財街交界)

10/14 (六) 下午1時至4時 天水圍天耀商場對出露天空地

10/15 (日)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屯門良運街近建生邨商場行人路空地位置

10/15 (日) 上午10時至下午4時45分 屯門良德街- 海麗花園中國銀行對出位置

10/15 (日) 上午10時至下午4時半 沙田銀城街5號沙田第一城置富第一城地下FCO Piazza

10/15 (日) 上午10時至下午2時 元朗朗屏村商場平台N1場(近街市門口)

10/16 (一) 上午7時至下午2時 屯門湖翠路近輕鐵美樂站行人路空地位置

10/17 (二) 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屯門兆禧商場1樓N1場 (近明愛)

10/17 (二) 上午10時至下午4時 屯門蔡意橋 (往蔡意橋輕鐵站前行人通道)

10/17 (二) 下午1時至5時 港鐵鑽石山站C1出口對出大磡道行人路

10/17 (二) 上午10時半至下午1時 沙田馬鞍山頌安商場1樓N1場 (近759)

10/19 (四) 上午10時45分至下午4時

15分
天水圍天瑞商場地下N1場(羅馬廣場)

10/19 (四) 上午10時至下午7時 元朗同益街市正門對出空地

10/19 (四) 上午10時45分至下午4時

15分
元朗谷亭街 (公廁外對出空地)

10/20 (五) 中午12時至下午5時 連接市中心輕鐵站及屯門時代廣場行人天橋



10/21 (六) 下午1時至5時 新界將軍澳運亨道1號新都城中心一期 (地下展覽場地) - 位置A

10/21 (六) 下午2時至5時 大埔安泰路1號大埔廣場投注站對出空地

10/22 (日) 上午10時至下午4時 屯門兆麟苑兆興里三號兆麟商場廣場

10/22 (日) 中午12時至下午4時 港鐵中環站E出口對出行人路

10/22 (日) 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新界將軍澳運亨道1號新都城中心一期 (地下展覽場地) - 位置A

10/23 (一) 上午7時至下午2時 屯門湖翠路近輕鐵美樂站行人路空地位置

10/23 (一) 上午10時半至下午1時 沙田馬鞍山頌安商場1樓N1場 (近759)

10/23 (一) 上午10時至下午2時 大埔南運路，新達廣場新達橋底

10/24 (二) 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黃大仙鳳德商場2樓N1場 (近ATM)

10/24 (二) 上午10時至下午4時 荃灣街市街(荃灣街市門口對出)

10/24 (二)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天水圍天慈邨天城路行人天橋下行人路

10/25 (三) 上午10時至下午4時 元朗大棠路光華廣場對出空地(大棠路及阜財街交界)

10/25 (三) 下午1時至4時半 屯門兆禧商場1樓N1場 (近明愛)

10/26 (四) 下午1時至5時 元朗天耀邨耀華樓興天祐苑之間對出空地

10/26 (四)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屯門良景商場A區2樓N1場露天平台

10/27 (五) 上午10時至下午2時 大埔安祥路 (昌運中心對出)

10/27 (五) 下午2時至6時 元朗教育路與大棠路交界對出空地 (千色廣場對出)

10/28 (六) 下午2時至4時 天水圍天瑞商場地下N1場(羅馬廣場)

10/28 (六) 下午1時至5時 屯門兆禧商場1樓N1場 (近明愛)

10/30 (一) 上午7時至下午2時 屯門湖翠路近輕鐵美樂站行人路空地位置

10/30 (一)  上午10時至11時半;

                       2時半至5點
屯門碼頭出入口行人路空地位置

10/31 (二)  上午10時至下午4時 元朗大橋街市對出空地

註：銷售時間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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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韻社

滿愛堂

樂善舞揚

蕭浪鳴議員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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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銹花園業主聯會

龍瑞卿議員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