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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理財服務
服務費 •中小企業戶口	－	每月300港元#

•Premium中小企業戶口	－	每月200港元
•貿易「盈」商戶口	－	每月300港元##

•海外公司戶口	－	每月500港元###

#	 若過去6個月每日平均總結存不少於下列其中一項，此服務費將可獲豁免：存款	/	投資戶口	/	指定保

險產品之累積保費200,000港元或貸款	/	透支戶口50,000港元或存款	/	投資	/	指定保險產品之累積保費

及貸款	/	透支戶口合共80,000港元。若戶口紀錄不足6個月，將以開戶後第2個月起之每日平均結餘計

算。

##	 若過去6個月每日平均總結存於存款/	投資戶口	/	指定保險產品之累積保費及貸款結餘	/	已使用的透支

額合共不少於200,000港元，此服務費將可獲豁免。若戶口紀錄不足6個月，將以開戶後第2個月起之

每日平均結餘計算。
###	若過去1個月平均總結存不少於存款戶口及貸款	/	透支戶口合共500,000	港元，此服務費將可獲豁免。

若戶口紀錄不足1個月，將由戶口開立日期起之每日平均結餘計算。	(註:	適用於2014年2月24日或以

後開立海外公司戶口之新客戶)

服務費 「優先理財」	－	900港元	(每季)
「Premium理財」	－	360港元	(每季)
「快易理財」	－	120港元	(每季)	

若過去3個月每日平均總結餘符合下表之個別最低總結餘要求，相關服務費將可獲豁免。

最低總結餘要求（港元）
一般客戶 持有樓宇按揭戶口之客戶

持有出糧戶口之
客戶

「優先理財」 1,000,000

未償還按揭貸款額達	
港幣400萬元或以上 1,000,000

0

「Premium理財」 200,000

未償還按揭貸款額達	
港幣150萬元或以上 200,000

0

「快易理財」 10,000 0 0

備註：
•	由2017年10月1日起，於2017年9月30日或之前開立樓宇按揭戶口（適用於按揭貸款提取額達港幣150萬

元或以上）之「Premium	理財」客戶，可享季度服務費豁免優惠。

•	由2017年10月1日起，於2010年9月7日至2017年9月30日期間開立樓宇按揭戶口（適用於按揭貸款提取

額達港幣400萬元或以上）之「優先理財」客戶，可享季度服務費豁免優惠。

•	由2017年10月1日起，於2017年1月1日或以後開立之樓宇按揭戶口（適用於按揭未償還貸款額少於港幣

400萬元），而其最低總結餘達港幣100萬元或以上之「優先理財」客戶，可享季度服務費豁免優惠。

•	由2017年1月1日起，於2016年12月31日或之前開立出糧戶口，而其最低總結餘達港幣50萬元或以上之

「優先理財」客戶，可享季度服務費豁免優惠。

•	由2017年1月1日起，於2010年9月7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間開立樓宇按揭戶口（適用於按揭貸款提取

額少於港幣400萬元），而其最低總結餘達港幣50萬元或以上之「優先理財」客戶，可享季度服務費豁

免優惠。

•	由2011年3月1日起，於2010年9月6日或之前開立樓宇按揭戶口（適用於任何按揭貸款提取額）之「優

先理財」/「	Premium	理財	」客戶，可享季度服務費豁免優惠。

•	若「優先理財」/「	Premium	理財	」客戶取消其於本行之樓宇按揭戶口，其最低總結餘必須達港幣100

萬元	/	20萬元或以上，以享有季度服務費豁免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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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存款戶口有關服務
退票及退回轉賬事項
•	由於存款不足

•	由於其他原因

•	港元支票	/	付款：每張	/	每項150港元
•	美元支票	/	付款：每張	/	每項19美元
•	人民幣支票	/	付款：每張	/	每項人民幣200元

•	港元支票	/	付款：每張	/	每項100港元
•	美元支票	/	付款：每張	/	每項13美元
•	人民幣支票	/	付款：每張	/	每項人民幣50元

停止支票兌現服務 •	港元支票：每張100港元
•	美元支票：每張13美元
•	人民幣支票：每張人民幣80元

保付支票 •	港元支票：每張200港元
•	美元支票：每張26美元

支票戶口透支保障 •	優先理財客戶：最優惠利率	－	年息1%*
•	Premium理財客戶：最優惠利率*
•	快易理財客戶：最優惠利率	+	年息4%*
•	貿易「盈」商戶口客戶：最優惠利率	+	年息6%*
•	渣打非綜合理財客戶、優惠中小企業客戶及中小企業客戶：最優惠利率	+	年息8%
	*	 只適用於透支額不多於本行同意的透支保障限額。任何多於該透支保障限額的透支額（若本行酌情允

許），其透支利率會按最優惠利率+年息8%	收取。

支票戶口透支保障手續費 •	優先理財客戶：每項60港元
•	貿易「盈」商戶口客戶：每項70港元
•	優惠中小企業客戶：每項80港元
•	Premium理財客戶：每項100港元
•	中小企業客戶：每項100港元
•	快易理財客戶及渣打非綜合理財客戶：每項120港元

港元儲蓄戶口存款利率 •	優先理財客戶	—	儲蓄存款利率^

•	Premium理財客戶、快易理財客戶、中小企業客戶及非綜合理財客戶	—	儲蓄存款利率^
•	港幣儲蓄戶口存款低於10港元，存款利率為0%

外幣儲蓄戶口存款利率 •	優先理財、Premium理財、快易理財及非綜合理財客戶及中小企業客戶	—	儲蓄存款利率^

•	外幣儲蓄戶口存款低於下列金額，存款利率為0%
	 澳洲元	 200	 歐羅	 200	 人民幣	 200	 日圓	 20,000
	 加拿大元	 200	 英鎊	 200	 新加坡元	 200
	 瑞士法郎	 200	 紐西蘭元	 200	 美元	 200

^	 儲蓄存款利率將根據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不時之決定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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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餘之定義
「優先理財」及「 Premium理財」客戶：
總結餘包括客戶以私人名義於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本行」)	持有的存款、	投資、指定保險產品之

累積保費、已動用之透支額	(包括有抵押及無抵押之透支服務)	、渣打信用卡^結欠及渣打私人貸款之貸

款結欠。

「快易理財」客戶：
總結餘包括客戶於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本行」)	以私人名義單獨持有或作	為主要戶口持有人聯名

持有的存款、投資、指定保險產品之累積保費、已動用	之透支額	(包括有抵押及無抵押之透支服務)	、

渣打信用卡^結欠及渣打私人貸款之貸款結欠。

^	 渣打信用卡指由本行所發出之渣打信用卡、渣打WorldMiles卡(原名為渣打American	Express
®
卡)及

渣打聯營卡(包括附屬卡及公司卡)	。附屬卡之結欠將納入主卡持有人之總結餘內。



小額存款收費
•	只適用於非綜合理財客戶：客戶每日平均總結存低於	10,000港元（包括港元存款，
支票戶口，人民幣存款，支票戶口及外幣存款，支票戶口）

每月100港元

註：以下客戶可獲豁免收費：

•	65歲或以上的長者

•	18歲以下的客戶

•	持有下列任何一項產品	/	服務的客戶：優先理財、Premium理財、快易理財、Click-a-Count存款戶口、

透支、貸款、按揭、InvestPro專智投資服務、定期存款、「零存致富」儲蓄計劃、自動轉賬出糧

•	領取政府傷殘津貼	/	高齡津貼人士或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人士

報失存摺	/	印鑑 每戶口100港元

開戶後三個月內取消之戶口 •	綜合存款戶口/支票戶口：每戶口200港元
•	儲蓄存款戶口：每戶口50港元

到期前提取定期存款 由銀行酌情決定並收取罰款。罰款金額將按下列程式計算：
定期存款本金	x	（最優惠利率#	－	定期存款利率）	x	尚餘到期日數	/	一年總日數

註：客戶提前提取任何款項須得到本行允許。本行可能不支付所有應計的利息。此外，扣除提前提款費				

用後，亦可能令客戶未能取回本金金額。

常行指示
•	每次設立
•	每項修訂
•	由於存款不足而被退回之轉賬事項

•	每項100港元^

•	每次100港元
•	每項150港元

自動轉賬
•	由於存款不足而被退回之轉賬事項 每項150港元

提款卡年費 •	免費

補發提款卡 •	優先理財客戶：免費
•	Premium理財、快易理財及非綜合理財客戶：每張50港元
•	Click-a-Count存款戶口之提款卡

†
：免費

本行收取的自動櫃員機提取儲蓄或支票戶口現金之手續費
（信用卡預支現金除外）

•銀通網絡
	 －	本港：免費
	 －	海外（香港地區以外）：每次28港元△

•	Visa	/	PLUS網絡：每次28港元△

•	Mastercard	/	Cirrus網絡：每次28港元△

•	銀聯網絡：每次15港元
Ω△

 Ω	若使用雙幣提款卡在中國內地提款，手續費為人民幣12元
	△	 優先理財及	Premium	理財客戶於海外提款可獲豁免手續費

註：提供自動櫃員機服務的海外當地銀行或會就海外提款收取費用。提款前請留意。

電子理財服務年費 •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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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優惠利率將根據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不時之決定而釐定。

^	 優先理財客戶，及使用Click-a-Count存款戶口設立常行指示均可豁免設立收費。

†
	 只適用於連繫Click-a-Count存款戶口為基本戶口之提款卡。



找換服務
以人民幣現鈔存入	/	提取相同貨幣之戶口 •	豁免

	(大量現金存款費適用於客戶於同一日之內存入超過200張現鈔)

以外幣現鈔存入	/	提取相同貨幣之戶口

•	每位客戶每天存入	/	提取低於或相等於設定限額
•	每位客戶每天存入	/	提取超過設定限額

貨幣限額：
Premium	理財、快易理財、非綜合理財、中小企業及其他客戶：
1,500澳洲元	 1,500加拿大元	 1,500瑞士法郎	 1,500歐羅
1,500英鎊	 150,000日圓	 1,500紐西蘭元	 1,500新加坡元
2,500美元

優先理財客戶：
3,000澳洲元	 3,000加拿大元	 3,000瑞士法郎	 3,000歐羅
3,000英鎊	 300,000日圓	 3,000紐西蘭元	 3,000新加坡元
7,500美元

•	豁免
•	存款	/	提款額之0.25%

人民幣或外幣現鈔兌換 •	免費

購買外幣支票（貨幣本土交收）
•	存入港元戶口

•	存入相同幣值之戶口

•	退票

•	支票面額之0.25%（最低之收費50港元）及郵費，另附加有關代理銀行所收之服務費
（如適用）

•	支票面額之0.375%（最低之收費60港元）及郵費，另附加有關代理銀行所收之服務
費（如適用）

•	每張支票150港元，另附加有關代理銀行所收之服務費（如適用）

購買外幣支票（非貨幣本土交收）
•	存入港元戶口
•	存入相同幣值之戶口
•	退票

•	郵費另附加有關代理銀行所收之服務費
•	支票面額之0.5%（最低之收費50港元）及郵費，另附加有關代理銀行所收之服務費
•	每張支票150港元，另附加有關代理銀行所收之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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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香港境外櫃員機於存款戶口或支票戶口提取外幣* •銀通網絡^

	 －	不會收取額外的外幣交易手續費
	 －	外幣交易之金額將會以銀通於交易日釐定之匯率兌換至港元
•	Visa	/	PLUS網絡^

	 －	將會收取1.95%外幣交易手續費	(本行收取0.95%，Visa	收取1%)
	 －	外幣交易之金額將會以Visa於交易日釐定之匯率兌換至港元
•	Mastercard	/	Cirrus網絡^

	 －	Mastercard	將會收取1%外幣交易手續費	
	 －	外幣交易之金額將會以Mastercard於交易日釐定之匯率兌換至美元，再以本行於

交易日之匯率兌換至港元
•	銀聯網絡

#

	 －	不會收取額外的外幣交易手續費
	 －	外幣交易之金額將會以銀聯於交易日釐定之匯率兌換至港元
 
*	 交易日的參考匯率可於網絡商之網站查閱	
^	 一般當於外地使用銀通,Visa	/	PLUS	及Mastercard	/	Cirrus網絡提款時，交易金額可選擇於該提款卡

相連的港元存款戶口或支票戶口中扣除

#	 銀聯網絡並不容許選擇提款戶口。當於外地使用銀聯網絡提款時，交易金額將於該提款卡相連的基本

港元存款戶口或支票戶口扣除	(如使用銀聯雙幣卡於中國提款，交易金額將由該銀聯雙幣卡首個相連

的人民幣戶口扣除)



託收外幣支票
•	託收外幣支票
•	退票

•	每張支票200港元及郵費，另附加有關代理銀行所收之服務費
•	每張支票150港元，另附加有關代理銀行所收之服務費

匯出款項
即期匯票 •	優先理財客戶：每份50港元

•	Premium	理財及快易理財客戶：每份80港元
•	優惠中小企業客及貿易「盈」商戶口客戶：每份96港元
•	渣打非綜合理財客戶及中小企業客戶：每份100港元

電匯（包括服務費及電報費） •	優先理財客戶：每份120港元*^

•	貿易「盈」商戶口客戶：每份140港元*
•	優惠中小企業客戶：每份160港元*
•	Premium理財客戶：每份170港元*
•	快易理財、非綜合理財及中小企業客戶：每份200港元*

非當地貨幣的電報收費 •	優先理財客戶：每份60港元*^

•	貿易「盈」商戶口客戶：每份70港元*
•	優惠中小企業客戶：每份80港元*
•	Premium理財客戶：每份85港元*
•	快易理財、非綜合理財及中小企業客戶：	每份100港元*

海外銀行匯款費+	(亦稱收款人銀行收費)
•	電匯
•	本地電子付款	 (	經由即時支付結算系統(RTGS)結算,	又稱結算所自動轉帳系統
(CHATS))

•	全數（最低收費250港元）
•	全數（最低收費200港元）

本地電子付款（經由即時支付結算系統（RTGS）	結算,	又稱結算所自動轉帳系統
（CHATS））
•	港元
•	美元
•	歐羅
•	人民幣

•	每次170港元（或等值）
•	每次22美元（或等值）
•	每次22歐羅（或等值）
•	每次人民幣170元（或等值）

透過網上理財轉賬至其他本地銀行 免費

非主要貨幣匯款之額外收費
（如斐濟元、南韓圜、澳門元、新臺幣）

•	每項200港元*
^

即期匯票及電匯
•	更改、取消及退回
•	信件或電報諮詢
•	中文電碼翻譯費
•	由於存款不足而取消申請指示

•	每項250港元*
•	每項250港元*#

•	每份150港元#

•	每項100港元

+	 適用於匯款費用類別	「OUR	–	所有收費由匯款人支付	」 *	 另附加有關代理銀行所收之服務費（如適用）。

^	 優先理財客戶轉賬至海外渣打戶口可獲豁免收費。

#	 優先理財客戶轉賬至海外渣打戶口可獲豁免有關電匯服務之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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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款項
本地電子付款（經由即時支付結算系統（RTGS）	結算，又稱結算所自動轉帳系統
（CHATS））
•	港元
•	美元
•	歐羅
•	人民幣

•	優先理財客戶：免費
•	Premium理財客戶：每次5港元	/	0.65美元	/	0.70歐羅	/	人民幣5元
•	快易理財客戶、渣打非綜合理財客戶及中小企業客戶：每次15港元	/	1.95美元	/	2.10
歐羅	/	人民幣15元

電匯匯入 •	優先理財客戶：免費
•	Premium	理財客戶：每次29.25港元	/	3.76美元	/	3.51歐羅	/	人民幣25.66元
•	貿易「盈」商戶口客戶：每次45.4港元	/	5.84美元	/	5.45歐羅	/	人民幣39.82元
•	優惠中小企業客戶：每次52港元	/	6.69美元	/	6.24歐羅	/	人民幣45.61元
•	快易理財、非綜合理財、中小企業及其他客戶：每次65港元	/	8.36美元	/	7.8歐羅	/	人
民幣57.02元

其他服務收費
禮券 •	所有65歲或以上之渣打客戶：免費

•	優先理財及渣打Visa	Infinite卡客戶：每張5港元
•	Premium理財、快易理財、非綜合理財及中小企業客	戶：每張10港元

簽發港元本票 •	優先理財及渣打Visa	Infinite	卡客戶：每張25港元
•	Premium理財、快易理財、非綜合理財、中小企業及其他客戶：每張50港元

簽發美元本票 •	優先理財及渣打Visa	Infinite	卡客戶：每張3美元
•	Premium理財、快易理財、非綜合理財、中小企業及其他客戶：每張6美元

簽發人民幣本票 •	優先理財及渣打Visa	Infinite	卡客戶：每張人民幣20元
•	Premium理財、快易理財、非綜合理財、中小企業及其他客戶：每張人民幣40元

報失本票 50港元	另加香港銀行同業結算有限公司所收取之費用

取消	/	回購本票 •	優先理財客戶	-	免費
•	其他客戶	-	每張50港元

銀行存摺紀錄副本
•	一年內之資料
•	兩年內之資料
•	超過兩年之資料

•	每戶口250港元
•	每戶口750港元
•	每戶口每年1,000港元

已過戶支票	/	結單	/	傳票	/	客戶交易收據之紀錄副本
•	六十天內之資料
•	超過六十天之資料

•	每結單週期或每份30港元
•	每結單週期或每份50港元

財務諮詢函件 •	優先理財客戶：每份200港元
•	Premium理財、快易理財、非綜合理財及中小企業客戶：每份300港元

戶口結餘證明書	/	戶口印鑑證明 •	優先理財客戶：每份75港元
•	Premium理財、快易理財、非綜合理財及中小企業客戶：每份15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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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服務收費
查閱個人資料要求 每項200港元

商業登記調查
•	本地公司
•	海外公司

•	所有中小企業客戶：每份150港元
•	所有中小企業客戶：每份2,000港元起（按本行實際	支出費用）

開立海外公司戶口 每間公司5,000港元

賬目證明書 每個戶口200港元（最低收費500港元）

傳真銀行 服務已被終止

傳真銀行及速遞服務 傳真銀行服務︰已被終止
速遞服務︰每月1,500港元

Click-a-Count存款戶口
分行櫃台交易服務費用（包括現金提款，由存款戶口作第三者戶口轉賬至本行或其他銀
行戶口及繳付信用卡賬單）

每次20港元*
*	 Click-a-Count存款戶口客戶可經其他種類之存款戶口享用免費之分行櫃枱交易服務

輔幣找贖 每包2港元

大量現金存款
•	每位客戶一日內不超過200張現鈔
•	每位客戶一日內超過200張現鈔

•	免費
•	存款總額之0.25%（最低收費50港元）

大量輔幣存款（必須預先分類）
•	每位客戶一日內少於500枚
•	每位客戶一日內存入500枚或以上

•	免費
•	存款總額之2%（最低收費50港元）

大量支票存款
•	一日內不超過30張
•	一日內超過30張

•	免費
•	未備有填妥表格，每張2港元；
	 備有填妥表格，每張1港元

樓宇按揭服務	-	收費
申請手續費 每次提交的申請為1,000港元

處理費 每次於簽署確認通知書後取消申請收取批核金額0.15%	之款項，最低為5,000港元，最
高為15,000港元

申領供款表+ 每份提供的供款表為100港元

還款紀錄	/	貸款結單 每份提供的按年還款紀錄	/	貸款結單為100港元（以每年計算）

銀行樓宇按揭確定書 每份提供的銀行樓宇按揭確定書為100港元

出租同意書 每份提供的出租同意書為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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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契或按揭契副本 每份提供的樓契或按揭契副本為200港元

按揭契註銷費1 於提前贖回為500港元

更改貸款之手續費（以每項申請計算）
•	還款戶口1

•	年期2

•	還款日2

•	還款方式2

•	還款金額2

•	其他貸款資料2

每次更改左列之貸款條款收取：
•	1,000港元
•	1,000港元
•	1,000港元
•	1,000港元
•	1,000港元
•	1,000港元

更改按揭計劃 每次更改揭計劃為2,000港元

更改按揭人	/	擔保人	/	按揭契 每次更改按揭人	/	擔保人	/	按揭契為1,000港元

火險
•	估價費 •若以重建價為保險金額，每年收取1,000港元

提前償還部份貸款手續費1 每次提前償還部份貸款為1,000港元

提早贖回物業費	/	提前償還部份貸款費	/	撤回提取貸款手續費 提早全數清還或每次提前償還部份貸款按適用之樓宇按揭申請要約書	/	樓宇按揭確認通
知書所列收費

逾期還款費用 每次於還款日或之前未能全數償還每月還款額或逾期償還款項收取按有關還款日逾期未
付還款額的本金及利息總額2%之款項	

逾期還款行政手續費用 於還款日或之前未能全數償還每月還款額每次收取100港元

MortgageOne
®
按揭戶口

•	申請手續費
•	年費
•	存款服務月費

•	信貸總額調整
	 －	增加信貸總額
	 －	減低信貸總額

BusinessOne按揭戶口
•	年費

•	每次於提取貸款收取2,000港元
•	按提取貸款日之每週年日收取500港元
•	當戶口於兩個連續的還款日之間每日平均信貸額使用率高於要約書上所訂明的信貸總
額百分比時收取超額部分(即戶口於兩個連續的還款日之間每日平均信貸額超出要約書
上所訂明的MortgageOne

®
增值按揭戶口百分比乘以現時MortgageOne

®
增值按揭戶口

信貸總額之金額)之年利率1%之款項

•	每次增加信貸總額為1,000港元（包括物業估價費用）
•	每次減低信貸總額為600港元或參照適用之樓宇按揭申請要約書所列明之收費

•	按提取貸款日之每週年日的貸款結餘之0.5%

報價書副本 每貸款戶之每份為200港元*

發出提早還款結單 每貸款戶之每份為200港元*

1	 此項費用	/	收費不適用於以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作為服務代理之貸款（以下統稱"Servicing	

Loan"）
2	 對於"Servicing	Loan"每次按每項更改申請為400港元

*	 只適用於中小企業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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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慳息」按揭計劃
•	開立費
•	年費

•	每次於提取貸款收取2,000港元
•	按提取貸款日之每週年日收取500港元

FamilyLink
•	年費
•	指定戶口掛鈎費
•	指定戶口掛鈎	/	指定戶口脫鈎
•	更改可享紅利部分
•	更改利息抵銷功能
•	LinkOne�通知書的副本
	 －	申請日期前六十天內之資料
	 －	申請日期前超過六十天之資料
•	LinkOne�月結單副本
	 －	過去兩個月內所發出之月結單
	 －	超過兩個月以前發出之月結單

•	每次於提取貸款收取500港元（包括一個指定按揭貸款戶口及三個指定戶口掛鈎）
•	每額外加入掛鈎戶口為500港元
•	每個指定戶口掛鈎	/	脫鈎為500港元（包括任何有需要的重整）
•	每次更改可享紅利部分為500港元
•	每次更改利息抵銷功能為500港元

•	每張提供為30港元
•	每張提供為50港元

•	每張提供為30港元
•	每張提供為50港元

樓宇加按貸款透支及樓宇按揭貸款透支服務
•	續期費
•	取消費用
•	更改透支限額費

•	按提取貸款日之每週年日收取透支限額的1%
•	加按貸款批出後首兩年內取消透支須繳付透支限額之1%（不適用於樓宇按揭透支）
•	每次更改按新透支限額的0.5%

代繳政府費用手續費 •	每次代繳政府費用為500港元

已全數清還貸款之物業契約托管費 •	若於物業全數清還貸款仍未取回物業契約每年為4,000港元

信貸服務
私人貸款
•	手續費
•	提前償還貸款
•	逾期還款

•	0%
•	最初批核貸款金額的2.5%
•	每月1,000港元

私人透支服務
•	年費
•	逾期還款

•	透支額的1%，最低200港元，最高700港元
•	若未能依期繳交「最低每月還款額」，本行將收取逾期還款手續費70港元

拓展易中小企業分期貸款紀錄副本：
•	提取貸款通知書
•	貸款確認書
•	擔保人文件

每份200港元

透支易中小企業透支戶口續期審查年費 每年1,500港元或透支額的1%，以較高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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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循環貸款卡
年費 •	100港元	-	300港元，或信貸額之1%#

利率
•	基本利率
•	拖欠利率
	 過去六個月內有兩次或以上未能在指定之到期繳款日或之前繳付「每月最低付款額」
（「拖欠情況」）

•	按批核的信貸額而定#

•	按任何結欠賬項適用之基本利率再額外附加每日0.019%（約至小數後3個位）。並適
用於出現拖欠情況起直至本行之記錄再不出現該拖欠情況

提款手續費
•	每次使用「循環貸款卡」提取現金

•	提取款額的1%（最低為50港元）

逾期費用	/	逾期附加費
•	未能在指定之繳款日期前繳付「每月最低付款額」

•	有關月結單所示到期繳款日以後的60日或90日內仍未繳付「每月最低付款額」

•	100港元或符合條件金額的8%（以較高者為準），符合條件金額相等於每月最低付款
額減去下列款項:

	 (i)	任何超逾信貸限額銀碼
	 (ii)		該月月結單週期日內所繳付之任何費用或於上一月結單週期日內尚未繳付之每月

最低付款額（以較高者為準）
•	額外100港元

退回支票	/	退回授權直接轉賬 •	每項120港元

補領遺失之「循環貸款卡」 •	每賬戶100港元

以外幣支票還款 •	每張100港元

超逾信貸限額手續費
•	在月結單週期內的任何時侯，戶口之結欠超逾可用之信貸額 •	每期130港元

申領月結單副本
•	最近兩個月所發出之月結單
•	最近兩個月以前所發出之月結單

•	每張30港元
•	每張50港元

賬戶結餘提款
•	以銀行支票	/	本票提取「循環貸款卡」結餘款項 •	每張75港元

最低付款額 •	每月最低付款額為50港元或以下各項於有關到期繳款日的總和（以較高者為準）：
	 (a)	未付利息、費用及收費總額（如適用）；
	 (b)	有關月結單結餘超逾限額的部分；及
	 (c)	不包括以上	(a)	及	(b)	項的欠款結餘的1%。

註：於2001年5月30日前開設之循環貸款卡客戶	—	年費：100港元，其他收費請參閱上表。 #	 欲查詢適用於閣下的年費或利率，請致電24小時客戶服務熱線2886	4111。



MANHATTAN「循環錢」
年費	 •	信貸額之1%

利率
•	基本利率
•	拖欠利率
				－			過去十二個月內有一次未能在指定之到期繳款日或之前繳付每月「最低還款額」		
									(「拖欠情況」)
				－			過去十二個月內有兩次或以上未能在指定之到期繳款日或之前繳付每月「最低還	
								款額」(「兩次或以上之拖欠情況」)

•	按批核的信貸額而定^

				－	按任何結欠賬項適用之基本利率再額外附加5%年利率。並適用於出現拖欠情況起	
								直至本行之記錄再不出現該拖欠情況
				－	按任何結欠賬項適用之基本利率再額外附加9%年利率。並適用於出現兩次或以上																
								之拖欠情況起直至本行之記錄再不出現該兩次或以上之拖欠情況

提款手續費
•	每次使用MANHATTAN「循環錢」提取現金 •	提取款額的1%	(最低為50港元)

補領遺失之MANHATTAN「循環錢」卡	 •	每賬戶100港元

逾期費用
•	未能在指定之繳款日期前繳付「最低付款額」	 •	每月200港元

申領月結單副本	 •	每張25港元

賬戶結餘提款
•	以銀行本票	/	本票提取「循環貸款卡」結餘款項	 •	每張75港元

經渣打分行出納提取貸款手續費	 •	每次30港元

最低付款額 •	閣下必須以預先授權的自動繳費方式於有關到期繳款日，支付每月最低還款額，即50
港元或以下各項總和（以較高者為準）：

	 (a)	未付利息、費用及收費總額（如適用）；
	 (b)	有關月結單結餘超逾限額的部分；及
	 (c)	不包括以上	(a)	及	(b)	項的欠款結餘的1%。

^	 欲查詢適用於閣下的利率，請致電客戶服務熱線	2210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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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
年費
•	Visa卡	/	萬事達卡	/	行政人員信用卡	/	倍多紛信用卡
•	Visa金卡	/	萬事達金卡
•	Titanium	信用卡
•	白金信用卡	/	行政人員白金信用卡	/	Preferred	Banking信用卡	/	銀聯雙幣白金信用卡	/	
倍多紛白金信用卡

•	公司信用卡	/	Visa	Signature	商務卡
•	「優先理財」信用卡
•	Visa	Infinite	卡
•	亞洲萬里通萬事達卡
•	Simply	Cash	Visa卡
•	渣打WorldMiles卡(原名為渣打American	Express

®
卡)

•	Click-a-Count	Titanium信用卡
•	MANHATTAN	Platinum信用卡
•	MANHATTAN	Titanium信用卡	/	Visa金卡	/	萬事達金卡
•	MANHATTAN	21	/	Infinity信用卡
•	MANHATTAN	Visa卡	/	萬事達卡

主卡
•	每年250港元
•	每年550港元
•	每年600港元
•	每年1,800港元

•	每年1,800港元
•	每年2,400港元
•	每年6,000港元
•	每年1,800港元
•	每年1,800港元
•	每年1,800港元
•	豁免
•	每年1,800港元
•	每年600港元
•	每年330港元
•	每年216港元

附屬卡+

每年125港元
每年275港元
每年300港元
豁免++

不適用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不適用
每年900港元
每年300港元
每年160港元
每年108港元

同時持有多於一張共享信用額之渣打信用卡可享之特惠年費	(只適用於主卡)
•	Visa卡	/	萬事達卡
•	Visa金卡	/	萬事達金卡	(不適用於白金信用卡	/	聯營卡)

主卡
•	每年125港元
•	每年275港元

附屬卡
不適用
不適用

購物財務費

•公司信用卡
•MANHATTAN信用卡
•Visa	Infinite卡	/「優先理財」信用卡	/	Preferred	Banking信用卡	
•其他信用卡

當閣下開立戶口時，購物財務費為以下列載之利率。本行會定時檢討費用。如果閣下
在每月的到期繳款日或之前支付欠款結餘，本行將不會向閣下收取利息。否則，利息^	

將按	(i)	所有欠款結餘（顯示於上一期月結單內之欠款結餘將按日計算直至所有款項還
清為止），以及	(ii)	所有新交易賬項（	在到期繳款日前一個月結單截數日後誌賬的新交
易賬項）須根據交易日期起按日計息，直至全數還清為止。

•	每日0.067%	(實際年利率^^	25.53%)
•	每月2.625%	(實際年利率^^	34.04%)
•	每日0.082%	(實際年利率^^	31.73%)
•	每日0.086%	(實際年利率^^	33.41%)

透支現金財務費**

•	公司信用卡
•MANHATTAN信用卡
•Visa	Infinite卡	/「優先理財」信用卡	/	Preferred	Banking信用卡	
•其他信用卡

當閣下開立戶口時，透支現金財務費為以下列載之利率。本行會定時檢討費用。利息^	
會由透支當日起按日計算，直至全數還清為止。

•	每日0.082%	(實際年利率^^	34.41%)
•	每月2.625%	(實際年利率^^	37.24%)
•	每日0.082%	(實際年利率^^	34.67%)
•	每日0.086%	(實際年利率^^	3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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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與其他機構聯合推出之信用卡。
+	 附屬卡不適用於MANHATTAN	id	Platinum信用卡及MANHATTAN	id信用卡。由2016年12月1日起，
	 每個信用卡戶口最多可獲發3張附屬卡。
++	 最多可獲3張年費全免之附屬卡，此後每張附屬卡之年費為900港元。
+++	最多可獲3張年費全免之附屬卡，此後每張附屬卡之年費為1,200港元。

**	 本行未必會許可閣下使用銀聯雙幣白金信用卡作透支現金。

	 	人民幣戶口之有關收費將按照人民幣金額收取。金額將計入銀聯雙幣白金信用卡之人民幣戶口內。

^	 	受本行訂定有關購物及透支現金之利息最高限制所規限。客戶可透過24小時客戶服務熱線查詢有關現行
或適用於閣下的利率。

^^		實際年利率乃根據《銀行營運守則》所載之指引計算，僅供參考，而透支現金之實際年利率已將透支現
金手續費計算在內（如適用）。



拖欠利率
•	公司信用卡
－	過去一個月未能在指定之繳款日期或之前繳付「最低付款額」
－	過去十二個月有兩次或以上未能在指定之繳款日期或之前繳付「最低付款額」

•	MANHATTAN信用卡
－	過去一個月未能在指定之繳款日期或之前繳付「最低付款額」
－	過去十二個月有兩次或以上未能在指定之繳款日期或之前繳付「最低付款額」

•	其他信用卡
－	過去一個月未能在指定之繳款日期或之前繳付「最低付款額」
－	過去十二個月有兩次或以上未能在指定之繳款日期或之前繳付「最低付款額」

•	按現行或適用於閣下的購物財務費及透支現金財務費再額外每日附加0.014%^

•	按現行或適用於閣下的購物財務費再額外每日附加0.022%^	/	按現行或適用於閣下的
透支現金財務費再額外每日附加0.014%^

•	按現行或適用於閣下的購物財務費及透支現金財務費再額外每月附加0.42%^

•	按現行或適用於閣下的購物財務費及透支現金財務費再額外每月附加0.5%^

•	按現行或適用於閣下的購物財務費及透支現金財務費再額外每日附加0.014%^

•	按現行或適用於閣下的購物財務費及透支現金財務費再額外每日附加0.0165%^

透支現金費用 ,**
•	經銀行櫃檯***或經「銀通」、Visa		/	萬事達卡	/	銀聯國際自動櫃員機網絡（適用於相
關之信用卡類別）
－	公司信用卡
－	其他信用卡

•	交易金額的3%（最低為55港元）
•	交易金額的3.5%（最低為100港元）

透支現金限額** 閣下之透支現金限額將不時被本行檢討。閣下可隨時透過24小時客戶服務熱線查詢有關
閣下最新的透支現金限額。

逾期費
•	未能在指定之繳款日期或之前繳付「最低付款額」
－	公司信用卡
－	其他信用卡

•	最低付款額之5%（最低為220港元，最高為350港元）或最低付款額，以較低者為準。
•	未付結欠餘額的5%（最低為220港元/人民幣，最高為350港元/人民幣）或最低付款額，以
較低者為準。

過時補加費
•	逾期三個月或以上 •	豁免

退款費 	(退回授權直接轉賬	/	「任安排」靈活結賬) 每項120港元/人民幣

失卡補發費 每賬戶100港元

外幣支票繳款費
•	渣打信用卡
•	MANHATTAN信用卡

•	每張100港元/人民幣
•	每張最低為15港元，最高為100港元

購物單據檢索費
•	副本
－	渣打信用卡
－	MANHATTAN信用卡

•	正本

•	每張40港元
•	每張50港元
•	每張70港元

月結單檢索費
•	公司信用卡
－	最近兩個月所發出之月結單（副本）
－	最近兩個月以前所發出之月結單（副本）

•	其他信用卡

•	每張30港元
•	每張50港元
•	每張50港元

現金提款費 （以銀行支票	/	本票提取信用卡結餘款項）
•	渣打信用卡
•	MANHATTAN信用卡

•	每張75港元/人民幣
•	每張75港元	(轉賬至渣打戶口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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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本行訂定有關購物及透支現金之利息最高限制所規限。客戶可透過24小時客戶服務熱線查詢有
關現行或適用於閣下的利率。

	 	人民幣戶口之有關收費將按照人民幣金額收取。金額將計入銀聯雙幣白金信用卡之人民幣戶口
內。

	**	 本行未必會許可閣下使用銀聯雙幣白金信用卡作透支現金。

***	 銀行櫃檯透支現金只限於香港提取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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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戶口之有關收費將按照人民幣金額收取。金額將計入銀聯雙幣白金信用卡之人民幣戶口內。

	 	所有其他由本行不時決定適用之費用及收費，包括但不限於全數當期月結單收取及尚欠之任何「代
綢繆」/	MANHATTAN「代綢繆」/「代綢繆」Plus保險費用。本行保留決定及更改費用及收費之權
利並作出通知。

◇	 欲查詢適用於閣下的手續費，請致電24小時客戶服務熱線。

◇◇	 欲查詢閣下的費用	/	利率，請致電銷售熱線	183	6336。

超逾信用額費	(不適用於Visa	Infinite卡及公司信用卡) 每期180港元

渣打信用卡「月結單分期」計劃及「MANHATTAN乜都得分期」計劃	(不適用於渣打
WorldMiles卡(原名為渣打American	Express®

卡)、公司信用卡及Visa	Signature	商務
卡)
•手續費
•提早還款之行政費用

•按批核情況而定◇

•每計劃150港元

渣打信用卡「兌現分期」計劃及MANHATTAN「信用額自由使」兌現分期計劃
•申請手續費
•手續費
•提早還款之行政費用

•每次200港元
•按批核情況而定◇◇

•最終批核款額之1%	(最低為300港元)

渣打信用卡「兌現年息優惠」計劃及MANHATTAN「信用額自由使」年息優惠計劃
•		優惠年息 •按批核情況而定◇◇

經櫃檯付款手續費	(不適用於「優先理財」信用卡及Visa	Infinite卡) 每次交易30港元

最低付款額
•渣打信用卡及MANHATTAN信用卡 •	最低付款額為以下所有項目之總額或220港元/人民幣，以較高者為準：

a)	當期月結單收取及尚欠的全數利息及其他被動收費之總額；
b)	當期月結單收取及尚欠的全數其他費用及收費，或是閣下所申請的任何額外服務
的其他應收費項目之總額 ；

c)	超逾信貸額之全數金額及	/	或全數逾期金額（如適用）；及
d)	月結單上載列之欠款結餘之1%。

在香港或海外以外幣	(即除港元之外的任何貨幣)	簽賬
•	銀聯雙幣白金信用卡

•	渣打WorldMiles卡(原名為渣打American	Express
®
卡)

•	Visa卡	/	萬事達卡

	•	免收外匯轉換費用

•	所有交易賬項均以港元支付。就所有以外幣(美元除外)交易的賬項，當經由美國運通
公司兌換，美國運通公司將按其匯率先兌換為美元，繼而再兌換為港元。所有經美國
運通公司兌換的外幣交易均以美國運通公司於處理有關簽賬之日期所選擇之兌換率折
算為相應金額，並收取1.25%交易徵費，另加本行收取的0.75%以計算客戶應付金額	
(合共2%)。此外，由於市場匯率經常波動，實際採用的匯率可能與簽賬當日的匯率有
所不同。

•	所有交易賬項均以港元支付。就所有以外幣交易的賬項，將按Visa/Mastercard	
International	從國際市場兌換率中選擇的或有關政府強制適用的兌換率，於Visa	 /	
Mastercard	 International處理有關簽賬之日期折算為相應數額的港元，並收取1%交
易徵費^，另加本行收取的	0.95%，以計算客戶應付金額	(合共1.95%)。此外，由於
市場匯率經常波動，實際採用的匯率可能與簽賬當日的匯率有所不同。

	 ^在香港以外幣(即除港元之外的任何貨幣)簽賬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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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以港幣簽賬
•	銀聯雙幣白金信用卡	/	渣打WorldMiles卡(原名為渣打American	Express

®
卡)

•	萬事達卡

•	Visa	卡	/	萬事達卡

•	不適用

•	Mastercard	 International對所有在海外以港元交易的賬項會收取1%作為交易徵費。
同樣的費用將由本行代Mastercard	International	收取。

•	閣下在外地消費時，有時候可選擇以港元支付外幣簽賬。此選項屬海外商戶的直接安
排，而非由信用卡發卡機構提供。閣下應於簽賬前向該商戶查詢有關匯率及手續費的
詳情，因為以港元支付外幣簽賬，所涉及的費用可能會較以外幣簽賬的手續費為高。

	 如閣下選擇在香港或海外以外幣簽賬，請參閱上述之「在香港或海外以外幣（即除港
元之外的任何貨幣）簽賬」了解有關收費。

以人民幣進行的交易
•	銀聯雙幣白金信用卡 •	在香港境外以人民幣進行的所有交易均不會轉換為港元。在中國進行的交易將直接按

人民幣計入人民幣信用卡戶口。

超額電子轉賬手續費
•	渣打信用卡
•	MANHATTAN信用卡

•	由2016年12月25日起，若閣下在於該月（以交易日計算為準）憑渣打/	MANHATTAN
信用卡透過不時生效之電子銀行服務、個人對個人(P2P)支付服務或流動裝置/應用程
式/電子轉賬平台作任何轉賬/增值到指定賬戶（包括但不限於八達通O!	ePay賬戶）
累積轉賬多於25,000港元，本行會就25,000港元其後之所有轉賬金額收取3.5%手續
費並誌賬於其中一張累積最多轉賬金額之有效信用卡賬戶內。如當月最後一天為星期
日，任何當天之有關交易將計算於下一個月份內。

備註：

i)	 本行保留根據客戶之戶口紀錄並不時發出通知更改利率的權利。

ii)	本行可不時通知客戶修改上述項目。

iii)	客戶需接受上述之服務費及有關之條款及細則，方可讓銀行為閣下繼續提供信用卡服務。如閣下對此

協議及/或收費有任何意見，請致函香港東九龍郵箱68397號，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iv)	中、英文版本內容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24小時客戶服務熱線
MANHATTAN信用卡客戶服務熱線	 ：	2881	0888

MANHATTAN	Titanium信用卡客戶服務熱線	 ：	2902	7388

MANHATTAN	Platinum信用卡客戶服務熱線	 ：	2210	2288

渣打白金信用卡	/	渣打行政人員白金卡	/	渣打銀聯雙幣白金信用卡	/		 ：	2886	9338

渣打倍多紛白金信用卡客戶服務熱線	

渣打Visa	Signature	商務卡客戶服務熱線	 ：	2282	3423

渣打信用卡	/	渣打Titanium信用卡	/	渣打聯營卡	/	渣打行政人員卡	/	渣打倍多紛信用卡	/		 ：	2886	4111

渣打亞洲萬里通萬事達卡	/	渣打Simply	Cash	Visa卡	/

渣打WorldMiles卡(原名為渣打American	Express
®
卡)	/	渣打VISA公司信用卡客戶服務熱線

Visa	Infinite卡客戶服務熱線	 ：	2267	2218

「優先理財」信用卡客戶服務熱線	 ：	2886	8866

Preferred	Banking信用卡客戶服務熱線	 ：	2886	8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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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投資服務
轉戶費
•	基金由其他金融機構轉入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	基金由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轉出其他金融機構
•	基金由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基金戶口轉戶至其他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之
基金戶口

•	免費
•	每基金100港元
•	免費

其他收費
•	例如首次認購、贖回、管理年費等
•	基金轉換到相同基金公司之基金的轉換手續費用
•	基金贖回之電匯費

•	按照個別基金說明書所例為準
•	按轉換基金之價值之1%
•	每基金100港元*

*	根據基金貨幣之等值徵收。

債券投資服務
買入	/	賣出交易（只適用於結構性票據之二手市場交易） 每次交易票面值之0.75%

託管服務 免費

代收利息 免費

贖回到期債券（現金） 免費

贖回到期債券（股票交收） 0.25%結算費

債券轉戶指示 每次指示為500港元

債券（結構性票據除外）的買入	/	賣出交易服務金額將根據每次發行的公佈為準。

股票掛鈎投資服務
認購 免費

提早贖回 股票掛鈎投資面值之0.75%

代收利息 免費

到期贖回（現金） 免費

到期贖回（股票交收） 0.1%結算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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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資服務
股票交易服務 (適用於香港股票)

股票佣金 •	網上銀行及SC	Equities︰0.20%（不設最低佣金收費）
•	股票熱線︰0.30%（每宗交易最低佣金收費為港幣100元）

買入股票存入費用 •	豁免

交易徵費（由香港證監會收取） 每宗交易須按成交金額繳付0.0027%

交易費（由香港交易所收取） 每宗交易須按成交金額繳付0.005%

印花稅（由香港政府收取） 每宗交易須按成交金額繳付0.1%，而不足1港元之數亦須當作1港元計

結算費（由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收取） 每張中央結算系統股票須按成交金額繳付0.002%交收費用，最低收費2港元，最高收費
100港元

股票交易服務 (適用於合資格「滬股通」及「深股通」股票)

股票佣金 •	股票熱線：0.30%	(每宗交易最低佣金收費為人民幣100元)

買入股票存入費用 •	豁免

證管費（由中國證監會收取） 雙邊成交金額0.002%

經手費（由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收取） 雙邊成交金額0.00487%

交易印花稅（由國家稅務總局收取） 只收賣方成交金額0.1%

過戶費（由中國結算收取） 雙邊成交金額0.002%

過戶費（由香港結算收取） 雙邊成交金額0.002%

股票交收服務

釐印費（由香港政府收取） 每張新的轉手紙須繳納轉手紙釐印費5港元予香港政府，由註冊股份持有人，即賣方繳納

股票存入（非實貨）/	股票實貨
^存入費用 •	銀行收費豁免

•	股票存入（非實貨）收取中央結算交收指示輸入收費1港元
•	存入非中央結算系統實貨股票，每買賣單位10港元，最低收費30港元

股票提取費用（非實貨） •	每買賣單位收費5港元，最低收費30港元
•	另加中央結算交收指示輸入收費1港元

股票實貨提取費用 •	每買賣單位收費5港元，最低收費30港元
•	託管於中央結算系統之記名或不記名債券，另加中央結算之有關收費

資訊服務

即時報價服務（只適用於渣打網上服務）
優先理財客戶 Premium理財客戶

快易理財客戶/
非綜合理財客戶

每月免費即時報價 1,000個 500個 200個

額外免費即時報價 每單成功股票交易可獲100額外即時報價

其後收費 每個報價收費0.1港元，最低收費每月10港元

即時到價提示服務（只適用於透過渣打網上之登記） SMS短訊 電郵

收費 每個提示收費1港元 每月首200個提示免費（之後每個提示收
費0.1港元，最低收費每月10港元）



由渣打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刊發

代理人服務及企業行動

代收現金股息 如股息款額︰
•	少於30港元/人民幣25元︰股息款額；或
•	30港元/人民幣25元或以上︰股息款額之0.5%(最低收費︰30港元/人民幣25元)

代收票據股息 •	票據股息現金總值之0.5%，最低收費15港元	/	人民幣12元
•	非中央結算系統股票，另加每買賣單位10港元，最低收費30港元
•	非上市股票，另加每宗收費30港元及過戶處收取之費用

代收紅股 •	每宗收費30港元	/	人民幣25元
•	非中央結算系統股票，另加每買賣單位10港元，最低收費30港元
•	非上市股票，另加過戶處收取之費用

公司行動服務費（包括現金收購、供股、行使認股權証、收購） •	每買賣單位收費1港元
•	託管於中央結算系統之記名或不記名債券，另加中央結算之有關收費

備兌認股權證轉名手續費（由過戶處收取） •	每宗收費200港元

其他服務

認購新股 ·	每份申請費用100港元（不會退還）

辦理未領取的權益之手續費 ·	每宗收費150港元	/	人民幣125元
·	另加股息款額0.5%，最低收費15港元	/	人民幣12元
·	紅股則另加每宗收費30港元	/	人民幣25元
·	另加有關代理人服務費

月結單或股票買賣之紀錄副本 每份月結單	/	股票買賣單據50港元

財務諮詢函件 每份200港元

^	存入實貨股票，請前往九龍觀塘觀塘道388號渣打中心15樓辦理

請注意：

1.	不足一個買賣單位亦視作一個買賣單位計算。

2.	代付費用由貴客承擔。

3.	倘交易貨幣為人民幣，所訂載有關之人民幣收費適用。

4.	上述的股票投資服務收費可被修改。

18

帳戶服務

保管服務費 •	豁免

每半年戶口服務費 •	每年1月至6月	/	7月至12月期間於本行未曾進行任何股票交易（買或賣）及未持有任
何股票，本行將於該年7月	/	翌年1月收取港幣100元戶口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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