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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存款戶口／服務

項目 港元 人民幣 美元 其他外幣 「外幣通」結單儲蓄戶口 

往來戶口 儲蓄戶口# 往來戶口 儲蓄戶口 往來戶口 儲蓄戶口#
 往來戶口 儲蓄戶口 

月費 

戶口如每月結餘少於25,000港元或等值* 75港元 50港元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50港元 不適用 不適用 50港元（適用於美元存款貨幣） 

不動戶口收費（按每種貨幣每六個月收取） 
戶口兩年以上未有款項進支而結餘不足： 100港元 100港元 人民幣100元 人民幣100元 20美元 20美元 20澳元  2,000日圓 20澳元  2,000日圓 20澳元  2,000日圓 

350澳元 50,000日圓  2,000港元 20加元  20新西蘭元 20加元  20新西蘭元 20加元  20新西蘭元 

350加元 350新西蘭元     10,000泰銖 20英鎊  20瑞士法郎  20英鎊  20瑞士法郎  20英鎊  20瑞士法郎  

350瑞士法郎 人民幣1,000元    200英鎊 20歐羅  1,000泰銖 20歐羅  1,000泰銖 20歐羅  1,000泰銖 

200歐羅 350新加坡元     250美元 20新加坡元 20新加坡元 20美元  20新加坡元 

結束戶口 

因遺失存摺而結束 不適用 50港元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50港元 不適用 50港元 不適用 

於開戶後三個月內結束 200港元 50港元 人民幣200元 人民幣50元 200港元 50港元 200港元 50港元 50港元 

因戶口使用不當被本行結束 300港元 不適用 人民幣300元 不適用 300港元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補發存摺

因存摺損毀或遺失圖章而須補發存摺 不適用 100港元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100港元 不適用 100港元 不適用 

櫃位交易費（只適用於「儲蓄易」服務‡） 

由櫃員提供的轉賬／現金提款服務（每項交易） 不適用 20港元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申請支票簿 (每本) 
由2023年3月1日生效

50港元 不適用 50港元 不適用 50港元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寄遞支票簿（每本）

平郵 無 不適用 無 不適用 無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掛號 25港元 不適用 25港元 不適用 25港元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退票 
因款項不足而遭退票 每張150港元 不適用 人民幣200元 不適用 每張150港元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因其他理由而被退票 每張50港元 不適用 人民幣50元 不適用 每張50港元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停止付款指示 
由戶口持有人發出停止支付一張或數張順序的 

支票／股息單的指示 
每次150港元 不適用 每次150港元 不適用 每次150港元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由「網上理財」服務發出停止支付支票指示 

（只適用於電子支票） 
豁免 不適用 豁免 不適用 豁免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取消停止支付指示（不適用於電子支票） 每次150港元 不適用 每次150港元 不適用 每次150港元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未經授權透支 
如戶口並無透支安排，或透支金額超出指定限額 每次120港元 另加根據當行利率按日計算

的利息，並每月收取 

不適用 每次120港元 另加

根據當行利率按日

計算的利息，並每

月收取 

不適用 每次120港元 另加根

據當行利率按日計算

的利息，並每月收取 

不適用 不適用 

透支 
利息 另議 不適用 另議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 指過去三個月的平均結餘。月費並不適用於持有下列任何一項產品／服務的客戶：商業綜合戶口、透支、借貸、單位信託基金及定期存款。 

‡ 已登記「儲蓄易」服務的現有港元存摺儲蓄戶口不受最低結餘額限制，亦無戶口月費。 

# 月費適用於存摺儲蓄戶口及結單儲蓄戶口。 

D. 定期存款
項目 收費 
到期前提取存款 本行保留權利徵收費用* 

* 本行可酌情容許定期存款於到期前提取。有關定期存款利息將不會支付，並會按以下計算方法收取手續費：定期存款本金 x (匯豐銀行同業拆息 – 定期存款年利率) x 尚餘到期日數／一年總日數 或 港幣200元 (以高者為準) 

註：扣除到期前提取手續費後，實際取回本金金額可能少於開立存款時的本金金額。匯豐銀行同業拆息按匯豐銀行不時公佈的利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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