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讓渣打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本行」）
能全面了解您的理財需要，助您籌劃未來，我們希望透過此申請表更深入
了解閣下。現請提供有關資料，以便我們為您提供更優質服務。
銀行專用
CASA

Core card(s)
Pre-screen
WI

2. 姓名 (英文)

先生

3. 身份證明文件種類
香港身份證 01  
號碼

4. 出生日期
5.
6.
7.
8.

日

日

On-us AUM

Cross Border - ATM / Debit Card

請提供您的個人資料

1. 稱謂

Out-branch
channels

女士

博士

（請註明）

其他

(中文)
護照/旅行證件 04  

月

月

年

年

（請註明）

其他

年

填寫綠色方格時，請勿超出格線。

年

性別
男 1/1 (M)
女 2/0 (F)
（請註明）
國籍 (國家/地區)，請列出所有國籍/公民身份
中國大陸 (CHI)
香港特別行政區 (HKG)
其他
(OTH)
婚姻狀況 (附加資料)
未婚 0 (S)   已婚 1 (M)    其他 6 (O)
( 提供地址」) 與住址證明 (如有) 所示之地址 「
( 住址證明地址」) 不同，住址證明地址或會取代提供地址。
居住地址 (恕不接納郵政信箱) 如以下提供之地址 「
室、樓及座
(如適用)

9. 電話號碼
		
		

大廈/屋苑
地區

住宅

香港

公司 (適用於受僱及自僱人士)

		
手提電話 1
(如屬本地電話號碼，毋須填寫國家及地區編號。)		

國家編號

–

–

–

–

–

–

地區

10. 電郵地址 (必須填寫以使用電子月結單/電子通知書服務)
11. 公司名稱

12. 業務性質/種類  
13. 職業/職銜

銀行/金融服務

14. 教育程度 (僅適用於信用卡申請)  

製造業  
中學 1 (S)

政府

15. 年薪 (港幣)
16. 工作性質
受僱 ﹣ 固定收入
受僱 ﹣ 臨時/兼職/合約員工
		
17. 公司地址 (僅適用於信用卡申請)

分期/還款

如戶口各有不同理由，請列出每個戶口及其理由：

受僱薪金

地區

國際匯款/轉帳
領取工資/退休金

遺產/饋贈

投資

郵政編碼

電話號碼

其他

工業/職業訓練學院 7 (V)

大廈/屋苑

如戶口各有不同用途，請列出每個戶口及其用途：
19. (僅適用於開立存款往來戶口之境外居住的非香港永久性居民)
開立賬戶之原因：
個人投資
準備移民香港
自僱收入

新界

其他 8 (S)

受僱 ﹣ 非固定收入 (佣金制)
自僱 (專業人士)
自僱 (非專業人士)

室、樓及座
(如適用)
街道號數及名稱
18. 開立存款往來戶口之用途 (不可用作商業用途)
儲蓄
出糧
一般/個人交易

客戶開立戶口的資金來源：

九龍

專業服務 (如醫生、律師)

大學/大專 5 (A)

街道號數及名稱

其他

（請註明）

佣金

（請註明）
積蓄

（請註明）

其他
物業出售

UNK

（請註明）

香港

投資交易買賣
收取租金

（請註明）

九龍

新界

（請註明）
物業租金

其他 （請註明）

若閣下為本行之現有客戶，本行會更新閣下於本行戶口的個人資料，保險及強積金服務除外。並於更改後發短訊、電郵或書面通知閣下。當信用卡獲批核後，
本行會更新閣下於本行戶口的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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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gment card(s)
Pre-screen
IAIP

IA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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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請把郵件寄往

居住地址

		

其他

		

公司地址

此郵寄地址適用於

		

		

3 (O)

其他郵寄地址 (信用卡申請恕不接納郵政信箱)

1 (R)

室、樓及座
(如適用)
大廈/屋苑

2 (O)

(請在右面註明其他郵寄地址)

於本行之所有戶口*

戶口總結月結單內之戶口
此申請表內之戶口 (2B部份之“不包括”)

街道號數及名稱

		 * 保險、強積金、聯名私人貸款戶口及聯名樓宇按揭貸款戶口除外。

2

地區

您希望申請那種服務？

2A 信用卡

請問閣下是否全新信用卡客戶 ?

香港

九龍

否，本人不是全新信用卡客戶及明白本人將不會獲贈迎新禮遇。 (NN10)

渣打Simply Cash Visa卡 *（請選擇直卡或橫卡）

直卡：

橫卡：

迎 新禮遇選擇 †

HKSBB17VAWVØØØ

HKSCB17VAWVØØØ (CASA)

HKSRC21VAWVØØØ (MORTGAGE )

HKSBG17VAWVØØØ

HKSCG17VAWVØØØ (CASA)

HKSRE21VAWVØØØ (MORTGAGE )

HKSRZ00MCWBØØØ

HKSRA00MCWBØØØ (MORTGAGE )

HKSRZ01MCWBØØØ

HKSRA01MCWBØØØ (MORTGAGE )

HKSRZ02MCWBØØØ

HKSRA02MCWBØØØ (MORTGAGE )

HKSRG20VAWVØØØ

HKSRH21VAWVØØØ (MORTGAGE )

渣打國泰萬事達卡 *

渣打國泰萬事達卡 – 優先理財 *

渣打國泰萬事達卡 – 優先私人理財 *
渣打Smart信用卡 *

（只適用於「優先理財」客戶）
渣打「優先理財」信用卡 *

HKSRV16VAWIØØØ (CASA)

郵政編碼

是，本人為全新信用卡客戶。

請選擇閣下欲申請之信用卡類別及迎新禮遇（如適用）：

信 用卡 類 別

新界

HKSRV17VAWIØØØ (MORTGAGE )

全新信用卡客戶 可選擇以下其中一份迎新禮遇：
HK$600現金回贈

（只適用於渣打國泰萬事達卡）
高達60,000「亞洲萬里通」里數

(D) (BJ23)

（只適用於渣打國泰萬事達卡 – 優先理財）
高達80,000「亞洲萬里通」里數

(CT00)

(CT01)

（只適用於渣打國泰萬事達卡 – 優先私人理財）
(CT02)
高達100,000「亞洲萬里通」里數
（只適用於渣打Simply Cash Visa卡）
HK$600現金回贈
（只適用於渣打Smart信用卡）
HK$1,200現金回贈

(BD23)

(SC24)

全新信用卡客戶」為現時並未持有及於現時所申請渣打信用卡主卡批核日起計之過去6個月內沒有取消任何由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發行之渣打信用卡或
MANHATTAN信用卡主卡之申請人。
* 所發出之此類別信用卡將內置Visa payWave/Mastercard contactless功能。
† 迎新禮遇只適用於全新信用卡客戶。全新信用卡客戶須憑個別之新批核信用卡符合指定要求，方可獲贈迎新禮遇。迎新禮遇須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
請參閱迎新禮遇條款及細則。
詳情請參閱信用卡申請一般條款及細則。

「亞洲萬里通」會員資料，提供資料予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
「亞洲萬里通」會員資料
「亞洲萬里通」
會員號碼：
「亞洲萬里通」會員姓氏：
（英文，例如 Chan）
「亞洲萬里通」會員名字：
（英文，例如 Tai Man）

「亞洲萬里通」賬戶須為渣打國泰萬事達卡 / 渣打國泰萬事達卡 – 優先理財 /
渣 打國泰 萬事 達卡 – 優 先 私 人 理 財主卡申請人 所擁 有。除 特 殊 情 況 外，
「亞洲萬里通」賬戶不得更改。

提供資料予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
• 本行擬為得益向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提供閣下的「亞洲萬里通」會員資料
及信用卡交易資料。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會將該資料用於i)研究客戶消費
行為，ii)優化渣打國泰萬事達卡/渣打國泰萬事達卡 – 優先理財/渣打國泰
萬事達卡 – 優先私人理財的產品特點及推廣優惠，及iii)分析用途，並可能
將其分析結果用於直接促銷其資訊、推廣優惠及與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
（及其夥伴、或任何國泰集團公司之間）合作發出的市場推廣資訊。亞洲
萬里通有限公司之夥伴包括提供以下有關服務之機構：旅遊、消閒及娛樂、
住宿、汽車租賃、金融財務、保險、電訊、食品及飲品、商務及諮詢服務、
美容及健 康、時 裝 及珠寶、房地產、電子及一 般零售產品，以 及「亞洲
萬里通」iShop之合作夥伴。有關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之最新夥伴名單，
請瀏覽www.asiamiles.com。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可能會就上述用途
進行 個人資料（私隱）條 例所指的核對程序。未經閣下同意，本行不會
如此向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提供閣下的資料。
閣下可隨時要求本行停止如上述向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提供閣下的資料。
本行將於收到閣下之拒絕服務指示後，停止如上述向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
提供閣下的資料並通知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停止使用該資料作分析用途。
若閣下不欲收取由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發送之促銷資料或資訊，閣下須
直接通知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
如閣下不同意本行如上述將閣下的資料提供予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
請於方格內填上（「 」）號。

• 閣下明白本行將提供上述「亞洲萬里通」會員資料及所獲的「亞洲萬里通」
里數予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以享指定信用卡優惠及存入閣下所獲的里數
至上述「亞洲萬里通」賬戶。

優先理財 / Premium理財「360°全面賞」
（「360°全面賞」）選擇

此部分適用於下列之申請人：
a. 現時持有或現同時申請可賺取「360°全面賞」之合資格信用卡主卡*；及
b. 已開立或同時申請開立「優先理財」/「Premium理財」之客戶
*「優先理財」客戶可賺取「360°全面賞」之合資格信用卡：
渣打「優先理財」信用卡 / 渣打國泰萬事達卡 /
渣打國泰萬事達卡 – 優先理財 / 渣打國泰萬事達卡 – 優先私人理財

「Premium理財」客戶可賺取「360°全面賞」之合資格信用卡：
渣打Preferred Banking信用卡 / 渣打白金信用卡 / 渣打國泰萬事達卡 /
渣打國泰萬事達卡 – 優先理財 / 渣打國泰萬事達卡 – 優先私人理財 /
Simply Cash Visa卡。

請註明閣下選擇用作賺取「360°全面賞」給予合資格銀行產品（信用卡除外）
（「積分」）
，「亞洲萬里通」里數或現金回贈#的信用卡：
之「360°全面賞」積分
渣打國泰萬事達卡 / 渣打國泰萬事達卡 – 優先理財 /
渣打國泰萬事達卡 – 優先私人理財（「亞洲萬里通」里數）

渣打「優先理財」信用卡 / Preferred Banking信用卡 / 白金信用卡（積分）
#

渣打Simply Cash Visa卡 / 渣打Smart信用卡（現金回贈#）

只適用於「Premium理財」客戶。

如閣下未能提供準確資料或未表明以上選擇，閣下將會 被視為選擇賺取
「360°全面賞」給予合資格銀行產品之積分。合資格銀行產品於「360°全面賞」
最終可否獲享積分，「亞洲萬里通」里數或現金回贈（如適用）須視乎個別
信用卡之批核結果/有效性及能否符合其他有關條款及細則而定。

取消臨時信用限額

本人選擇取消信用卡的臨時信用限額。

註：本行將於閣下所申請之渣打信用卡獲批核後替閣下安排取消信用卡的臨時
信用限額。若閣下為本行現有之信用卡客戶，閣下於此申請作出之取消臨時
信用限額指示將適用於閣下所持有之所有渣打信用卡及/或M A NH AT TA N
信用卡。
詳情請參閱信用卡申請一般條款及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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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適用於渣打國泰萬事達卡 / 渣打國泰萬事達卡 – 優先理財 /
渣打國泰萬事達卡 – 優先私人理財申請人）

自動櫃員機服務

本人欲於自動櫃員機以信用卡作為提款卡操作下列以本人名義持有 (或如該
戶口為聯名戶口，以本人為其中一名有效簽署人) 的渣打銀行戶口。本人明白
及同意本自動 櫃 員機 服 務申請須 受制 於銀 行 最 終 批核 (包括核 對本人 之
簽署是否與銀行之紀錄相符)及確認並同意自動櫃員機服務的提供及使用須
受限於本行之客戶條款。
戶口號碼：

如閣下為(i)與本行或本行之附屬公司或有聯繫公司之董事或持有本行已發行
股份10%或以上的股東或為本行任何一項業務之負責人或有批核貸款權
僱員之親屬，或(ii)前述人士現正作為閣下的擔保人，請於下列方格內填上
(「 」)號，並填寫該人士的資料。
是

姓名：

		關係：

中介或第三者轉介

戶口號碼：

此申請是否經中介或向閣下收取費用之第三者轉介？

如未有提供上述資料，自動櫃員機服務不會被提供。
中文 (C)

與本行關係

否

自動櫃員機螢光幕顯示之語言

是

註：如閣下選擇「是」，抱歉本行未能繼續處理此申請。因本行已停止使用中介
作推廣信用卡之用；同時，本行亦不接受經第三者轉介而向閣下收取費用之
信用卡申請。

英文 (E)

註：如沒指示，使用中文 (C)。

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2B 戶口

此部分的所有新戶口將被列入戶口總結月結單 (綜合月結單)。就聯名戶口而言，請注意除另行指明外綜合月結單將會發往致主要戶口持有人。如不欲將戶口
列入戶口總結月結單(綜合月結單)，請在有關戶口右方的「不包括」方格內加上“ ”(此選項不適用於存摺儲蓄戶口、綜合存款戶口及My Dream Account)。

若閣下在此申請表內新開立往來戶口並欲申請支票簿，請在有關戶口右方的「支票簿」方格內加上“
若閣下參與「亞洲萬里通」儲蓄優惠，請透過渣打網上理財提交你的「亞洲萬里通」會員資料。

”，支票簿將以平郵寄至閣下之郵寄地址。
貨幣

請選擇 (將提供戶口號碼)：
存摺儲蓄

不包括 支票簿

月結單儲蓄

渣打紅利出糧戶口 (只適用於港元)

月結單儲蓄
往來戶口

綜合存款戶口

(港元 )

綜合存款戶口包括港元支票附屬戶口

渣打紅利出糧戶口 (只適用於港元儲蓄附屬戶口)

綜合存款戶口另加外幣

美元
人民幣

請在綜合存款戶口加上以下支票附屬戶口：

My Dream Account

本人(等)希望推薦本人(等)子女開立My Dream Account，本人(等)之子女的資料如下：

子女

子女姓名 (英文)
出生日期

日

日

(中文)
月

月

年

年

年

年

性別

男

女

出世紙號碼

My Dream Account

本人(等)希望推薦本人(等)子女開立My Dream Account，本人(等)之子女的資料如下：

子女

子女姓名 (英文)
出生日期

日

日

可持續發展儲蓄戶口

(中文)
月

月

年

年

年

年

性別

男

女

出世紙號碼

馬拉松活期存款*

「亞洲萬里通」儲蓄優惠* (只適用於單名戶口)
月結單儲蓄

* 只適用於推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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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存款戶口

您是否需要聯名戶口？

2. 姓名
(英文)

先生

女士

博士

（請註明）

其他

9. 電話號碼

(中文)

3. 身份證明文件種類
香港身份證 01
號碼

護照/旅行證件 04

（請註明）

其他

5. 性別

日

男

日

月

月

1/1 (M)

年

女

年

年

7. 婚姻狀況
(附加資料)

未婚

其他 （請註明）

已婚

其他

1 (M)

(OTH)

6 (O)

–

手提電話 1

–

地區

–

電話號碼

11. 公司名稱

12. 業務性質/種類

銀行/金融服務

製造業

政府

專業服務 (如醫生、律師)

（請註明）

其他

13. 職業/職銜

室、樓及座
(如適用)
大廈/屋苑

14. 年薪 (港幣)
15. 工作性質

街道號數及名稱

香港

地區

郵政編碼

九龍

新界

2C 理財計劃及提款 / 扣賬卡服務

提款 /
扣賬卡服務

–

(必須填寫以使用電子月結單/電子通知書服務)

8. 居住地址 (恕不接納郵政信箱)
如以下提供之地址 (「提供地址」) 與住址證明 (如有) 所示之地址
(「住址證明地址」) 不同，住址證明地址或會取代提供地址。

理財計劃

公司 (如適用)
			 國家編號

2/0 (F)

香港特別行政區 (HKG)
0 (S)

–

10. 電郵地址

年

6. 國籍 (國家/地區)，請列出所有國籍/公民身份
中國大陸 (CHI)

–

(如屬本地電話號碼，毋須填寫國家及地區編號。)

填寫綠色方格時，請勿超出格線。

4. 出生日期

住宅

申請人

「優先理財」

繳付服務費之戶口：

「Premium理財」

「快易理財」

「優先理財」多貨幣萬事達卡扣賬卡 (只適用於「優先理財」)*
單幣提款卡 /
基本戶口：

雙幣提款卡 ^

受僱 ﹣ 固定收入

受僱 ﹣ 非固定收入 (佣金制)

自僱 (專業人士)

自僱 (非專業人士)

其他 （請註明）

「Premium理財」

「快易理財」

受僱 ﹣ 臨時/兼職/合約員工

聯名申請人

「優先理財」

繳付服務費之戶口：

「優先理財」多貨幣萬事達卡扣賬卡 (只適用於「優先理財」)*
單幣提款卡 /
基本戶口：

雙幣提款卡 ^

其他戶口：

其他戶口：

* 多貨幣萬事達卡扣賬卡必須設定基本戶口為綜合存款戶口之
儲蓄戶口。其他戶口必須為港幣戶口或綜合存款 戶口之支 票
戶口，而不能為綜合存款戶口之儲蓄戶口、倍盈投融資或跨境
理財通戶口。

* 多貨幣萬事達卡扣賬卡必須設定基本戶口為綜合存款戶口之
儲蓄戶口。其他戶口必須為港幣戶口或綜合存款 戶口之支 票
戶口，而不能為綜合存款戶口之儲蓄戶口、倍盈投融資或跨境
理財通戶口。

螢光幕顯示之語言：

螢光幕顯示之語言：

^ 申請雙幣提款卡，必須設定最少一個人民幣戶口或附有人民幣

附屬戶口之綜合存款戶口。

註：如沒指示，使用中文 (C)。

中文 (C)

英文 (E)

簡易服務戶口：

只設中文螢光幕顯示 (Lang Code = F)
更換現有提款卡

^ 申請雙幣提款卡，必須設定最少一個人民幣戶口或附有人民幣

附屬戶口之綜合存款戶口。

註：如沒指示，使用中文 (C)。

中文 (C)

英文 (E)

簡易服務戶口：

( 現 有卡 號 )

申請 Marvel/Feature 卡 (如需要，請填寫相關表格)

只設中文螢光幕顯示 (Lang Code = F)
更換現有提款卡

( 現 有卡 號 )

申請 Marvel/Feature 卡 (如需要，請填寫相關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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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稱謂

3

開戶聲明

閣下簽署本申請表，即表示：
• 閣下（即申請所示的「申請人」）聲明及保證就本申請給予本行（即申請或
批准所列的向閣下提供設施、產品或服務的渣打集團 各成員及其繼任人
及承讓人）的一切資料（包括任何文件）均正確完備且並無誤導 – 重要提示：
如有不實，閣下可能須就此承擔個人責任。本行會於評估閣下的申請時
檢閱閣下所提供的所有資料，信用卡之批核須視乎本行之最終決定。閣下
亦授權本行向本行可能選擇的任何來源進行查證。如閣下是主卡申請人，
閣下亦聲明及確認主卡申請人年滿十八歲；
• 閣下確認本行可以拒絕閣下的整份申請；或（倘若閣下此申請包括多於
一項產品、服務、戶口或附屬戶口）任何個別產品或服務申請，而不提供
任何理由。在此情況下，本行與閣下之間不會因閣下申請而本行拒絕提供
的任何產品、服務、戶口或附屬戶口產生任何合約關係；
• 閣下承認及確認：
• 閣下可於本行任何分行索取及於本行網站sc.com/hk下載本行客戶
條款及本行客戶條款 A部所述的相關文件包括往來/支票/儲蓄及定期
存款戶口條款、包括信用卡條款及其他現行的條款及細則、電子月結單/
電子通知書服務 條 款 及細則、產品章程、重要提示及優惠條 款（如適
用）
、和任何其他構成本行銀行協議文件（「銀行協議 」）
；
• 閣下已細閱和理解銀行協議，並且同意受其約束；及
• 根據銀行協議，閣下確認受到本行對銀行協議 所作的任何修訂約束。
重要提示：閣下明白簽署銀行協議，即表示閣下作出有關彌償保證、
授權、同意及豁免，並且同意本行責任的限制；
• 閣下如果是申請「渣打多貨幣萬事達卡扣賬卡」，本行提供的渣打多貨幣
萬事達卡扣賬卡條款及細則乃構成本行銀行協議 文件的一部分，閣下確認
已閱讀，完全明白並同意其約束；
• 閣下如果是申請信用卡，閣下同意並確認：(i)銀行協議 之主要條款及細則
附奉於本申請表並已提供予閣下；(ii)除非閣下表示欲收取一份銀行協議 之
副本，否則，代表閣下同意以電子形式收取銀行協議；(iii)閣下已細閱和
理解銀行協議 及/或銀行協議 之主要條款及細則；及(iv)閣下同意受 銀行
協議 約束；
• 閣下確認收妥並已確認閱讀「關於《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條例」）及《個人
信貸資料實務守則》致客及其他個別人士的通知」
（「通知」）並同意通知的
內容及受其約束，通知可於本行任何分行索取及於本行網站sc.com/hk
下載。閣下進一步同意此通知將成為銀行協議 的一部分；閣下同意所有閣下
不時於本申請前、期間或之後於本申請表內提供的資料以及其他本行不時
收集有關個別人士或由有關個別人士提供的個人資料，均可根據本行列於
通知內有關個人資料使用及披露的政策，就有關用途及向有關人士（不論
有關接收人士是處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或其他
地方，不論當地的個人資料保護程度是否與香港相符）使用及披露。

• 閣下聲明及保證已遵守並會一直遵守銀行協議 相關的一切法律（包括任何
外匯管制）；
• 閣下如果是申請人民幣戶口，閣下則確認閣下完全明白有關投資人民幣的
風險及後果及同意承擔此申請的所有有關人民幣戶口的風險及後果；
• 閣下如果是申請「綜合存款戶口」，閣下則確認本行將酌情決定及會不時
更改附屬戶口類型 及貨幣。本行提供的往來/支票/儲蓄及定期存款戶口條款
乃構成銀行協議 文件的一部分，閣下確認已閱讀、完全明白並同意受其約束；
• 閣下如果是申請「港元支票戶口」或「綜合存款戶口」，閣下則確認完全
明白「港元支票戶口」或「綜合存款戶口」附屬港元支票戶口（「港元支票
戶口」）的透支保障服務（「透支保障」），並同意遵守其條款：
• 當閣下的港元支票戶口沒有足夠餘款時，本行將因應閣下的其他存款
戶口之存款准予透支保障額，以支付閣下的港元支票或自動轉賬付款
交易（「透支」）。
• 最高透支保障額為港元存款之95%及外幣存款之80%（不包括人民幣
存款）或累積透支金額達HK$40,000，以較低者為準。本行保留隨時
增加或減少透支保障額之權利。如果閣下的港元支票戶口有透支，本行
將對閣下的其他存款戶口之存款按透支額附加留置權而毋須事先通知。
• 本行將按透支結欠收取利息及透支保障手續費，有關利率及手續費詳
情，請參閱本行的「銀行服務收費一覽表」。
• 透支保障不適用於本行之員工、董事、控權人（指任何人士持有本行已發行
股本10%或以上）及該董事、控權人或據貸款批核權員工之配偶或親屬。
• 本行保留批核透支保障和釐定透支保障額之權利而毋須事先通知。
• 本行往來/支票/儲蓄戶口和定期存款戶口條款和本行提供透支保障的
其他文件及特定條款乃構成本行銀行協議 一部分，閣下確認已閱讀、
完全明白並同意受其約束。
• 閣下如果是申請「高息馬拉松活期存款」戶口，本行提供的「高息馬拉松
非香港居民客戶開立人民幣戶口聲明：

•
•

•

•
•

活期存款」優惠之條款及細則乃構成銀行協議 文件的一部分，閣下確認已
閱讀、完全明白並同意受其約束；
閣下如果是申請「可持續發展儲蓄戶口」，本行提供的渣打可持續發展
儲蓄戶口條 款 及 細則乃構成 本行銀行 協議 文件的一 部分，閣下確認已
閱讀，完全明白並同意其約束；
閣下如果是就閣下的子女申請「My Dream Account」，閣下同意及確認：
• 閣下就閣下的子女給予本行的一切資料（包括任何文件）均正確完備且
並無誤導；
• 閣下為有關「My Dream Account」的最終實益擁有人，並不以任 何其他
人士之受託人、代名人、代理人或其他身分持有「My Dream Account」
或其中任何款項。閣下的子女對於「My Dream Account」中的任何
款項概不擁有任何權利或權益；
• 本行提供的「My Dream Account」之條款及細則乃構成銀行協議 文件
的一部分，閣下確認已閱讀、完全明白並同意受其約束；
閣下如果是申請信用卡，閣下確認：
• 閣下的信用卡概無因拖欠付款而被取消；
• 其他財務機構給予閣下的任何貸款或信用卡概無拖欠付款超過一個月；
• 閣下並無破產，亦從無破產紀錄，而且並無申請破產的意願或行動；
• 若閣下為本行之現有客戶，閣下明白及同意本行有權酌情決定會否參考
閣下與本行之整體關係、維持於本行之總資產或存款作信用卡批核之用；
• 除於上方另行指明外，閣下確認閣下並非本行或本行之附屬公司或有聯繫
公司之任何董事、有批核貸款權僱員或持有本行已發行股份10%或以上的
股東（「指明人士」）之親屬，而前述任何指明人士亦非閣下任何其他事宜
的擔保人。閣下同意如隨後發覺上述情況有變，閣下會在合理可行情況下
盡快以書面形式通知本行；
• 如本行接納閣下的申請，本行將會按照閣下提供給本行的通訊地址向
閣下發出書面通知；
• 閣下理解並同意如閣下取消申請或本行不接納閣下的申請，閣下於信用卡
申請時提交的有關資料將在提交當日起180天後刪除；
• 本行提供的「信用卡」之條款及細則乃構成銀行協議文件的一部分，閣下
確認已閱讀、完全明白並同意受其約束；
閣下授權本行相應地更新閣下及聯名戶口持有人於本行之客戶資料紀錄；
閣下確認所選擇之戶口郵寄地址如1A部分所示。

超過兩名申請人申請聯名戶口時，首兩名以外的其他申請人亦須填妥並簽署
申請表，而有關申請表與首兩名申請人簽署的申請表構成一份申請。

閣下明白及同意本行有權檢討閣下現有借貸的情況下，根據《個人信貸資料
實務守則》之條款向信貸資料服務機構存取有關閣下的資料。如果同一申請
未能在申請日起計30日內獲得批核結果，本行可不時從信貸資料服務機構
存取有關閣下的資料。閣下明白及同意如未能在申請日起計30日內提供所需
文件及/或申請資料，及/或申請未能符合有關要求，本行保留權利取消或不繼續
處理此申請。閣下進一步確認並同意，本行可向通知所載的人士（不論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 特別行政區境內或 境 外）及為其中所載目的而提供
本申請相關的資料（包括閣下的個人資料）。
閣下明白本行的銷售人員會因應其表現就推廣本行提供之金融及相關服務
而獲取薪酬。薪酬結構包括薪金、獎金、花紅等，本行將就其不時作出檢討。

僅適用於本行員工）本人授權本行使用本人之僱員資料（當中包括本人的
薪金資料）以用作審批是次申請之用。

閣下確認明白及同意：(i)銀行產品條款及細則會不時更新, 並可於本行分行
或網站www.sc.com/hk索取；(ii)銀行產品條款及細則的第II部份會適用
於閣下與或透過本行進行所有投資產品相關（不包括投資相連保險產品）之
交易；(iii)本行可因應相關交易所需為閣下開設附屬戶口；(iv)如閣下沒有與
或透過本行申請任何投資產品服務，銀行產品條款及細則的第II部份則對
閣下不適用。
風險聲明：

• 人民幣匯率，如同其他貨幣一樣，有機會受廣泛因素影響而導致波動。
客戶於兌換人民幣至其他貨幣（包括港幣）時，將可能受匯率波動而帶來
利潤或損失；及
• 人民幣現時並非自由兌換的貨幣；同時透過香港銀行兌換人民幣須不時受
本行所定或監管要求限制。實際的兌換安排須依據當時的限制而定。

存款保障計劃：
在此申請的戶口內的存款是符合香港的存款保障計劃保障資格的存款。但
年期超過5年的定期存款或貨幣循環存款服務中任何遠期外匯合約項目下
的存款將不受該計劃保障。
本申請表格中、英文版如有任何歧義之處，概以英文版為準。

若閣下簽署此申請表，閣下聲明，閣下並無持有有效的香港身份證，如果閣下成為香港居民並擁有有效的香港身份證，應立即書面通知本行。在此情況下，
本行可行使本行之絕對權利根據本行銀行協議終止閣下戶口或將閣下戶口轉為其他戶口種類（有關規定及要求將適用）；及若閣下開立人民幣儲蓄戶口
及/或人民幣定期存款戶口及/或人民幣可持續發展儲蓄戶口，則往來/支票/儲蓄及定期存款戶口條款第8.9至8.14條將不適用。

4

電子月結單 / 電子通知書服務

我們致力減少用紙，保護環境。除非閣下另行指示，否則我們只會提供電子月結單/電子通知書服務1予本申請表之戶口及其他已合併於同一張月結單/通知書內之戶口。請注意：
• 閣下只可透過網上理財查閱及/或下載電子月結單/電子通知書，請確保閣下已完成登記網上理財服務。本行將不會向閣下提供相關的紙張月結單/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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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下承認及確認：如果閣下為非持有香港身份證人士並開立非香港居民人民幣儲蓄戶口及/或人民幣定期存款戶口及/或人民幣可持續發展儲蓄戶口：

• 如能成功申請電子月結單/電子通知書服務時，電郵提示通知將會安排電郵至閣下在本行登記之電郵地址，以便閣下登入網上理財查閱最新電子月結單/電子
通知書。而信用卡持卡人會於信用卡還款日前收到短訊提示 ;
• 請定期更新閣下於本行的電郵地址﹑郵寄地址及手提電話號碼之紀錄，以確保成功收取以上提示通知。
• 如閣下未能成功申請電子月結單/電子通知書服務，月結單/通知書會繼續以郵寄方式發出。
如閣下不願意以電子方式收取於本申請表戶口之月結單/通知書2，請於下列方格內填上「
本人選擇以郵寄方式收取於本申請表戶口之月結單/通知書2。

」號。

由2019年7月1日起，如您選擇繼續收取以下任何一張紙張月結單包括綜合月結單、信用卡月結單 (渣打倍多紛白金信用卡、渣打倍多紛信用卡、渣打Visa公司
信用卡、渣打 Visa Signature 商務卡、指定之萬事達卡 (首 4 個信用卡號碼為 5488 ) 除外 )、支票/儲蓄戶口月結單、渣打「循環貸款卡」月結單及 Manhattan
循環錢」月結單，本行將對您收取郵寄月結單費用 (每月5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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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歲以下或65歲及
以上或持有Click-a-Count存款戶口的客戶可獲豁免費用。請繼續享用電子月結單/電子通知書服務以保護環境。詳情請瀏覽sc.com/hk/zh/eStatement/eAdvice。
備註:
1
如閣下已持有本行其他信用卡，而該信用卡已被列入綜合月結單內，於本申請表之信用卡戶口會被列入綜合月結單及繼續以郵寄方式發出。
2
以下情況並不適用：
a. 如閣下選擇把本申請表之存款戶口列入綜合月結單內，閣下將會繼續以電子方式收取該綜合月結單。
b. 如閣下已持有本行其他信用卡，於本申請表之信用卡將會與其他信用卡合併到同一張信用卡月結單內，並繼續以電子方式收取該信用卡月結單。

優惠及產品資訊 #

5

本行將根據您的意願，為您提供最新的優惠、產品及推廣資訊。如您願意接收由本行透過以下任何途徑為您提供最新優惠、產品及推廣資訊，只須漏空以下
方格。如您不願意接收這些資訊，請於下列相關方格內填上（「X」）號：

申請人：

電郵

手機訊息

電郵

聯名申請人：

郵寄

手機訊息

郵寄

電話

客戶經理或Premium理財經理以外之所有來電

電話

客戶經理或Premium理財經理以外之所有來電

對於任何未選為不接收的途徑，閣下簽署或提交本申請即表明閣下同意本行以上述方式使用閣下之資料。

所有來電

或

所有來電

或

一旦得到處理，您即授權本行替換您先前對優惠及產品資訊的一切選擇。如您為現有客戶本行將會按您於本申請表格上所選擇的個人資料用於優惠及產品資訊
安排，於本行接納/批核您所需之新開立戶口或服務後，予以更新。如果您希望本行即時跟進您的更新要求，請親臨分行或致電戶服務熱線。
#「優惠及產品資訊」與本行「關於《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條例」）及《個人信貸資料實務守則》致客戶及其他個別人士的通知」內之「直接促銷」帶有相同

意思。本行將使用您的資料用於向您提供優惠及產品資訊，而未經您同意，本行不會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作此用途。

簽署

6

本人（等）選擇：
任何一人簽署

以下簽署式樣（「單一簽署」）將應用於銀行之所有戶口/服務（信用卡除外）。
以下簽署式樣將應用於戶口號碼
全體簽署

其他

閣下簽署本申請表，即閣下確認已收妥本行全部相關條款及細則，產品資料概要 (如適用) 和關於《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條例」) 及《個人信貸資料實務
守則》致客戶及其他個別人士的通知 (「通知」)。另外，個人資料之更新或須核對簽署式樣，現有銀行客戶，請用閣下存於本行之銀行賬戶正式簽署。閣下明白
及同意，包括如簽署與本行記錄不符，本行保留權利取消或不繼續處理此申請。
若非申請聯名戶口，請劃去其中一個簽署。
申請人

聯名申請人

簽署

簽署

姓名 (英文)

姓名 (英文)

(中文)

香港身份證/護照號碼
01-香港身份證  

(中文)

04-護照號碼  

香港身份證/護照號碼
01-香港身份證  

其他

銀行專用

AIO Req

倘若您想對我們的服務提出意見，請參閱我們的「客戶意見」單張，單張內列出聯絡我們的方法及意見處理的
程序，有關單張可在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各分行索取。
(

Signature Verified for SVS

Common
(CASA, CCPL)
CASA /
Relationship
Package

Sign No.

Sourcing ID:

)

Branch
Code

Acquisition
Code

AIO Req

日期

Source
Code

Referral ID:

Closing ID:

Primary Applicant:

AOC Checked

Alert ID, if any:

Review staff initial:

Joint Applicant:

AOC Checked

Alert ID, if any:

Review staff initial:

Relationship Branch Code:

Package Maint Fee Waive Code:

CRM Code:
Issue PIN / TIN

Processed on:

Credit Card
Only

NB UL-Card / Acq-DF       

CDD

P-PEP  

Processed by:
NB UL-Loan / Acq-DS       

Others:
Branch / Acq-BR       

BS-PsH / Acq-BR

Branch Code for Card Collection:
P-Sanc  

P-Adv

(
Signature & name of staff opening account and witnessing account opening

由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刊發

Signature & name of staff reviewing account

Sign N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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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專用

其他

04-護照號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