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 - 常見問題

1) 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如何運作？

 利用語音生物識別技術，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系統會以您獨有的聲音建立您個人的聲紋檔案以認證您的身分。
聲紋檔案同時結合多項聲音特徵，包括生理（例如聲帶、口形與大小、鼻腔）及行為（例如說話速度、發音與重音、
口音）等特徵。

 當您成功登記後，電話理財服務系統將自動運用您獨有的聲紋檔案以認證您的身分，讓您操作所有現時及將來已
登記您名下的商業戶口。

2) 使用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對您有甚麼好處？

 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為商業客戶提供另一種認證方式。此項服務既方便又安全，讓您隨時隨地透過您的聲音
輕鬆登入商業電話理財服務，無須再牢記您的電話理財密碼。

3) 誰可申請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服務？

 現有商業電話理財服務的客戶，並持有效的商業電話理財私人密碼及已於本行登記手機號碼，均可致電登記熱線
(852) 2748 8260登記使用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服務。

4) 如果我因病而影響了聲線，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系統仍能認證我的身分嗎？語音認證在甚麼情況下無法正常運作？

 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是建基於您的說話方式，而非單憑聲音本身。所以即使您因病而影響了說話聲線，我們仍
能如常認證您的身分。

 然而語音認證在某些情況下或未能正常運作，例如客戶因病失聲、背景過於嘈雜導致語音被打斷或模糊不清等。
假如您連續數次使用語音認證失敗，您的語音認證服務將會被暫停。

5) 如果我未能成功使用語音認證，該怎麼辦？

 在特殊情況下，如您因病嚴重影響聲線甚至失聲，又或背景太嘈雜，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或未能確認您的身分。
每次您致電滙豐商業理財客戶電話服務熱線，您會有數次機會使用語音認證語句進行認證。如系統在您作出連續
數次嘗試後仍無法確認您的身分，您便需以電話理財密碼確認身分。而您的語音認證服務將會被暫停。

6) 如果我的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服務被暫停了，我該怎麼辦？

 如果您的語音認證服務被暫停，您可致電滙豐商業電話理財熱線 (852) 2748 8288尋求協助。我們的客戶服務主任
會找出您身分未能被確認的原因，並在適當情況下重置您的電話理財保安設定，協助您重新登記一個聲紋檔案。

7) 其他人有機會模仿我的聲音或利用我的聲音錄音來登入我的戶口嗎？

 要冒充您的聲音騙過語音認證系統絕非易事。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會量度超過100項構成您獨特聲線的生理及
行為特徵來建立聲紋檔案，而非單憑聲音本身。我們還實施加強保安措施，以減低欺詐風險，並確保符合香港金
融管理局多重認證的規定。

8) 聲紋檔案的存儲是否安全？

 為全面保障您的私隱，我們遵從最新的行業標準，在受防火牆保護的安全數據庫內存儲客戶的聲紋檔案。聲紋
檔案被盜取的可能性極低，即使發生這種情況，由於進行語音認證時，系統會要求和聲紋檔案相符的實時語音，
因此檔案對黑客也沒有任何價值，而黑客亦無法透過反向工程把聲紋檔案重建為原有通話語音。

9) 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用戶是否需要定期更改語音認證語句 ?

 不需要，語音認證語句是標準劃一的，您不需要定期更改。

10) 如果我與其他地區/國家的滙豐銀行有業務關係，我可以跨區使用語音認證服務嗎？

 不可以，您不能跨區使用香港的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服務。由於每個地區或國家可能採用不同的語音認證語句，
如果您與其他地區或國家的滙豐銀行有業務關係，您亦需要重新登記於當地的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服務。

11) 我可否使用已登記的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操作我的個人理財戶口？同樣地，我可否使用我個人理財戶口登記的

滙豐語音認證操作我的商業理財戶口？

 不可以，您透過滙豐商業理財熱線登記的聲紋檔案只適用於商業理財服務。如果您需要利用語音認證服務登入個人
理財戶口，您必需致電個人理財客戶服務熱線另行登記。

12) 我該怎樣登記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服務？

 現有商業電話理財服務的客戶，並持有效的商業電話理財私人密碼及已於本行登記手機號碼，均可致電登記熱線，
使用匯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服務。我們建議您在寧靜的地方進行登記，以提高錄音質素。

 步驟：

 1) 致電登記熱線 (852) 2748 8260。

 2) 選擇您的語音認證語句的錄音語言（英文、粵語、普通話）。

 3) 輸入任何滙豐商業銀行戶口號碼及6位數字的電話理財密碼。
 如果您的商業銀行戶口已登記多於一個用戶，請同時輸入用戶號碼。

 4) 收到短訊後，輸入六位數字的一次性密碼，然後按「#」。

 5) 聆聽及選擇「同意」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的條款及細則。

 6) 請重複讀出三次語音認證語句（最多嘗試五次）以建立您的個人聲紋檔案。

 7) 完成登記後，您會收到確認短訊。

 請注意，您透過滙豐商業理財熱線登記的聲紋檔案只適用於商業理財服務。如果您需要利用語音認證服務登入
個人理財戶口，您必需致電個人理財客戶服務熱線另行登記。

13) 我是否必須透過致電登記熱線進行滙豐語音認證登記？電話理財客戶服務主任能否為我講解，然後為我轉駁？

 您可隨時致電登記熱線 (852) 2748 8260，登記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服務。滙豐商業電話理財客戶服務主任亦
能為您轉駁至登記熱線。

14) 我可以使用已登記的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來登入銀行流動理財應用程式或其他服務熱線嗎？

 不可以，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服務目前僅適用於滙豐商業電話理財服務。

15) 我可以選擇自己的語音認證語句嗎 ?

 我們為香港商業理財客戶設定了一個標準劃一的語音認證語句。這是一個最佳做法，能夠盡量降低客戶忘記自己
語音認證語句的風險。在您成功登記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服務後，每當您使用滙豐商業電話理財服務，我們
便會自動以您的聲紋作為識別您身分的預設認證方法，並自動提示客戶以登記時選擇的語言及重複讀出語音認證
語句。

 語音認證語句：粵語：我有件事想揾你幫下手

 普通話：我有事情需要你們幫忙

16) 如果我使用合成語音儀器或流動應用程式發聲，或有言語障礙該怎麼辦？

 在這情況下，語音認證或未能正常運作。請如常繼續使用滙豐商業電話理財密碼進行滙豐商業電話理財服務的
身分認證。

17) 如果我忘記了電話理財密碼該怎麼辦？

 您可按正常程序重設您的滙豐商業電話理財密碼。

18) 我在登記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服務之前是否需要擁有電話理財密碼？

 需要。在登記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服務前您必須擁有滙豐商業電話理財密碼。如您沒有滙豐商業電話理財密碼，
請先登記滙豐商業電話理財服務。

19) 我能否選擇在哪些時候以電話理財密碼或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作身分認證？

 在您成功登記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服務後，每當您使用滙豐商業電話理財服務時，我們便會自動以您的聲紋
作為識別您身分的預設認證方法。若您選擇不登記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服務，您仍然能如常使用電話理財密碼
作為身分認證。

20) 為何當我說出與語音認證語句不完全相同的句子，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仍能成功認證我的身分 ?

 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會以您的說話方式，而非您所說的語句確認您的身分。我們的語音認證能夠接受及識別與
語音認證語句有輕微分別的語句，考慮到擁有不同口音的人就同一個字可能會有不同的發音，這做法可確保所有
滙豐客戶都能夠享受語音認證服務。

21) 客戶服務主任會否提示滙豐商業電話理財客戶在登記滙豐語音認證時選擇了哪種語言錄音？

 不能，客戶服務主任無法查看您在登記時選擇了哪種語言。然而，當您使用電話理財服務，在輸入戶口號碼後，
互動語音系統會提示您以登記時選擇的語言重複讀出語音認證語句。

22) 我在登記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之後將可享用什麼服務？

 無論您是使用電話理財密碼還是語音認證進行身分認證，您均能享用劃一的滙豐商業電話理財服務。

23) 我可以於登記後選擇取消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服務嗎？

 您可以隨時選擇取消此項服務。如要取消服務，可致電滙豐商業理財熱線 (852) 2748 8288，聯絡商業理財客戶
服務主任辦理相關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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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隨時致電登記熱線 (852) 2748 8260，登記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服務。滙豐商業電話理財客戶服務主任亦
能為您轉駁至登記熱線。

14) 我可以使用已登記的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來登入銀行流動理財應用程式或其他服務熱線嗎？

 不可以，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服務目前僅適用於滙豐商業電話理財服務。

15) 我可以選擇自己的語音認證語句嗎 ?

 我們為香港商業理財客戶設定了一個標準劃一的語音認證語句。這是一個最佳做法，能夠盡量降低客戶忘記自己
語音認證語句的風險。在您成功登記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服務後，每當您使用滙豐商業電話理財服務，我們
便會自動以您的聲紋作為識別您身分的預設認證方法，並自動提示客戶以登記時選擇的語言及重複讀出語音認證
語句。

 語音認證語句：粵語：我有件事想揾你幫下手

 普通話：我有事情需要你們幫忙

16) 如果我使用合成語音儀器或流動應用程式發聲，或有言語障礙該怎麼辦？

 在這情況下，語音認證或未能正常運作。請如常繼續使用滙豐商業電話理財密碼進行滙豐商業電話理財服務的
身分認證。

17) 如果我忘記了電話理財密碼該怎麼辦？

 您可按正常程序重設您的滙豐商業電話理財密碼。

18) 我在登記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服務之前是否需要擁有電話理財密碼？

 需要。在登記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服務前您必須擁有滙豐商業電話理財密碼。如您沒有滙豐商業電話理財密碼，
請先登記滙豐商業電話理財服務。

19) 我能否選擇在哪些時候以電話理財密碼或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作身分認證？

 在您成功登記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服務後，每當您使用滙豐商業電話理財服務時，我們便會自動以您的聲紋
作為識別您身分的預設認證方法。若您選擇不登記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服務，您仍然能如常使用電話理財密碼
作為身分認證。

20) 為何當我說出與語音認證語句不完全相同的句子，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仍能成功認證我的身分 ?

 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會以您的說話方式，而非您所說的語句確認您的身分。我們的語音認證能夠接受及識別與
語音認證語句有輕微分別的語句，考慮到擁有不同口音的人就同一個字可能會有不同的發音，這做法可確保所有
滙豐客戶都能夠享受語音認證服務。

21) 客戶服務主任會否提示滙豐商業電話理財客戶在登記滙豐語音認證時選擇了哪種語言錄音？

 不能，客戶服務主任無法查看您在登記時選擇了哪種語言。然而，當您使用電話理財服務，在輸入戶口號碼後，
互動語音系統會提示您以登記時選擇的語言重複讀出語音認證語句。

22) 我在登記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之後將可享用什麼服務？

 無論您是使用電話理財密碼還是語音認證進行身分認證，您均能享用劃一的滙豐商業電話理財服務。

23) 我可以於登記後選擇取消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服務嗎？

 您可以隨時選擇取消此項服務。如要取消服務，可致電滙豐商業理財熱線 (852) 2748 8288，聯絡商業理財客戶
服務主任辦理相關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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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 - 常見問題

1) 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如何運作？

 利用語音生物識別技術，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系統會以您獨有的聲音建立您個人的聲紋檔案以認證您的身分。
聲紋檔案同時結合多項聲音特徵，包括生理（例如聲帶、口形與大小、鼻腔）及行為（例如說話速度、發音與重音、
口音）等特徵。

 當您成功登記後，電話理財服務系統將自動運用您獨有的聲紋檔案以認證您的身分，讓您操作所有現時及將來已
登記您名下的商業戶口。

2) 使用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對您有甚麼好處？

 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為商業客戶提供另一種認證方式。此項服務既方便又安全，讓您隨時隨地透過您的聲音
輕鬆登入商業電話理財服務，無須再牢記您的電話理財密碼。

3) 誰可申請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服務？

 現有商業電話理財服務的客戶，並持有效的商業電話理財私人密碼及已於本行登記手機號碼，均可致電登記熱線
(852) 2748 8260登記使用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服務。

4) 如果我因病而影響了聲線，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系統仍能認證我的身分嗎？語音認證在甚麼情況下無法正常運作？

 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是建基於您的說話方式，而非單憑聲音本身。所以即使您因病而影響了說話聲線，我們仍
能如常認證您的身分。

 然而語音認證在某些情況下或未能正常運作，例如客戶因病失聲、背景過於嘈雜導致語音被打斷或模糊不清等。
假如您連續數次使用語音認證失敗，您的語音認證服務將會被暫停。

5) 如果我未能成功使用語音認證，該怎麼辦？

 在特殊情況下，如您因病嚴重影響聲線甚至失聲，又或背景太嘈雜，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或未能確認您的身分。
每次您致電滙豐商業理財客戶電話服務熱線，您會有數次機會使用語音認證語句進行認證。如系統在您作出連續
數次嘗試後仍無法確認您的身分，您便需以電話理財密碼確認身分。而您的語音認證服務將會被暫停。

6) 如果我的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服務被暫停了，我該怎麼辦？

 如果您的語音認證服務被暫停，您可致電滙豐商業電話理財熱線 (852) 2748 8288尋求協助。我們的客戶服務主任
會找出您身分未能被確認的原因，並在適當情況下重置您的電話理財保安設定，協助您重新登記一個聲紋檔案。

7) 其他人有機會模仿我的聲音或利用我的聲音錄音來登入我的戶口嗎？

 要冒充您的聲音騙過語音認證系統絕非易事。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會量度超過100項構成您獨特聲線的生理及
行為特徵來建立聲紋檔案，而非單憑聲音本身。我們還實施加強保安措施，以減低欺詐風險，並確保符合香港金
融管理局多重認證的規定。

8) 聲紋檔案的存儲是否安全？

 為全面保障您的私隱，我們遵從最新的行業標準，在受防火牆保護的安全數據庫內存儲客戶的聲紋檔案。聲紋
檔案被盜取的可能性極低，即使發生這種情況，由於進行語音認證時，系統會要求和聲紋檔案相符的實時語音，
因此檔案對黑客也沒有任何價值，而黑客亦無法透過反向工程把聲紋檔案重建為原有通話語音。

9) 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用戶是否需要定期更改語音認證語句 ?

 不需要，語音認證語句是標準劃一的，您不需要定期更改。

10) 如果我與其他地區/國家的滙豐銀行有業務關係，我可以跨區使用語音認證服務嗎？

 不可以，您不能跨區使用香港的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服務。由於每個地區或國家可能採用不同的語音認證語句，
如果您與其他地區或國家的滙豐銀行有業務關係，您亦需要重新登記於當地的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服務。

11) 我可否使用已登記的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操作我的個人理財戶口？同樣地，我可否使用我個人理財戶口登記的

滙豐語音認證操作我的商業理財戶口？

 不可以，您透過滙豐商業理財熱線登記的聲紋檔案只適用於商業理財服務。如果您需要利用語音認證服務登入個人
理財戶口，您必需致電個人理財客戶服務熱線另行登記。

12) 我該怎樣登記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服務？

 現有商業電話理財服務的客戶，並持有效的商業電話理財私人密碼及已於本行登記手機號碼，均可致電登記熱線，
使用匯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服務。我們建議您在寧靜的地方進行登記，以提高錄音質素。

 步驟：

 1) 致電登記熱線 (852) 2748 8260。

 2) 選擇您的語音認證語句的錄音語言（英文、粵語、普通話）。

 3) 輸入任何滙豐商業銀行戶口號碼及6位數字的電話理財密碼。
 如果您的商業銀行戶口已登記多於一個用戶，請同時輸入用戶號碼。

 4) 收到短訊後，輸入六位數字的一次性密碼，然後按「#」。

 5) 聆聽及選擇「同意」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的條款及細則。

 6) 請重複讀出三次語音認證語句（最多嘗試五次）以建立您的個人聲紋檔案。

 7) 完成登記後，您會收到確認短訊。

 請注意，您透過滙豐商業理財熱線登記的聲紋檔案只適用於商業理財服務。如果您需要利用語音認證服務登入
個人理財戶口，您必需致電個人理財客戶服務熱線另行登記。

13) 我是否必須透過致電登記熱線進行滙豐語音認證登記？電話理財客戶服務主任能否為我講解，然後為我轉駁？

 您可隨時致電登記熱線 (852) 2748 8260，登記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服務。滙豐商業電話理財客戶服務主任亦
能為您轉駁至登記熱線。

14) 我可以使用已登記的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來登入銀行流動理財應用程式或其他服務熱線嗎？

 不可以，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服務目前僅適用於滙豐商業電話理財服務。

15) 我可以選擇自己的語音認證語句嗎 ?

 我們為香港商業理財客戶設定了一個標準劃一的語音認證語句。這是一個最佳做法，能夠盡量降低客戶忘記自己
語音認證語句的風險。在您成功登記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服務後，每當您使用滙豐商業電話理財服務，我們
便會自動以您的聲紋作為識別您身分的預設認證方法，並自動提示客戶以登記時選擇的語言及重複讀出語音認證
語句。

 語音認證語句：粵語：我有件事想揾你幫下手

 普通話：我有事情需要你們幫忙

16) 如果我使用合成語音儀器或流動應用程式發聲，或有言語障礙該怎麼辦？

 在這情況下，語音認證或未能正常運作。請如常繼續使用滙豐商業電話理財密碼進行滙豐商業電話理財服務的
身分認證。

17) 如果我忘記了電話理財密碼該怎麼辦？

 您可按正常程序重設您的滙豐商業電話理財密碼。

18) 我在登記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服務之前是否需要擁有電話理財密碼？

 需要。在登記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服務前您必須擁有滙豐商業電話理財密碼。如您沒有滙豐商業電話理財密碼，
請先登記滙豐商業電話理財服務。

19) 我能否選擇在哪些時候以電話理財密碼或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作身分認證？

 在您成功登記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服務後，每當您使用滙豐商業電話理財服務時，我們便會自動以您的聲紋
作為識別您身分的預設認證方法。若您選擇不登記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服務，您仍然能如常使用電話理財密碼
作為身分認證。

20) 為何當我說出與語音認證語句不完全相同的句子，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仍能成功認證我的身分 ?

 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會以您的說話方式，而非您所說的語句確認您的身分。我們的語音認證能夠接受及識別與
語音認證語句有輕微分別的語句，考慮到擁有不同口音的人就同一個字可能會有不同的發音，這做法可確保所有
滙豐客戶都能夠享受語音認證服務。

21) 客戶服務主任會否提示滙豐商業電話理財客戶在登記滙豐語音認證時選擇了哪種語言錄音？

 不能，客戶服務主任無法查看您在登記時選擇了哪種語言。然而，當您使用電話理財服務，在輸入戶口號碼後，
互動語音系統會提示您以登記時選擇的語言重複讀出語音認證語句。

22) 我在登記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之後將可享用什麼服務？

 無論您是使用電話理財密碼還是語音認證進行身分認證，您均能享用劃一的滙豐商業電話理財服務。

23) 我可以於登記後選擇取消滙豐商業理財語音認證服務嗎？

 您可以隨時選擇取消此項服務。如要取消服務，可致電滙豐商業理財熱線 (852) 2748 8288，聯絡商業理財客戶
服務主任辦理相關手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