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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內容
在2010年及2011年，本會分別收到

268宗及215宗有關銀行及財務公司提供

的金融服務收費的投訴，其中最多涉及信

用卡，以2011年來說，信用卡的收費投訴

約佔金融服務收費投訴的5成（110宗）；

其次是一般帳戶服務（例如存款、自動轉

帳或匯款等）的收費投訴，約佔金融服務

收費投訴的28%（61宗）；其餘44宗（約

20%）則關於投資及貸款服務。本文透過

一些常見的投訴個案，闡述一些常被忽略

或容易引致爭拗的收費情況，提醒消費者

使用銀行服務要注意的地方。

 

海外匯款涉多付額外代理銀行
手續費

去年3月，張小姐透過網上理財由

本港銀行戶口直接匯出101,500日圓至日

本甲銀行。張小姐表示，根據以往3年相

同的匯款經驗，日本甲銀行會收取手續費

1,500日圓。

辦理匯款至日本甲銀行後，張小姐發

現除日本甲銀行的手續費1,500日圓外，還

被扣了手續費2,500日圓，遂向本港經辦銀

行查詢。該銀行表示，自2010年12月起，客

戶已不能直接匯款至日本甲銀行，而需經

另一間日本中介銀行轉匯，手續費為2,500

日圓。張小姐不滿該銀行辦理匯款前，沒

有通知她有關轉匯的安排及費用，認為匯

款服務的收費透明度不足，向本會求助，要

求銀行退回是次匯款涉及的額外代理銀行

手續費。

跟進：接到投訴後，本會與該銀行跟

進。該銀行解釋，因收款銀行並非其直接

聯繫的代理銀行，故該銀行需向另一代理

國際消費者聯會為今年全球

消費者權益日訂立的主題為「我

們的金錢，我們的權利：爭取金融

服務有真正的選擇」。

金融機構提供各式各樣的產

品和服務，其中銀行便為普羅消

費者提供儲蓄、繳費、轉帳等金

融服務。但是銀行業競爭激烈，

林林總總的服務收費時有調整，

消費者若不留意銀行的通知，容

易因被收取的費用與銀行發生爭

拗。究竟哪些銀行服務收費較易

被消費者忽略或誤解？消費者選

擇金融服務時應注意什麼以避免

爭拗？

個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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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銀行收費投訴
避免不必要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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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匯出款項，而代理銀行會從匯款金額

中扣除手續費後，再轉交收款銀行。客戶

在網上銀行辦理匯款時，相關網頁版面已

清楚列明「部分海外銀行（包括收款銀行

及代理銀行）可能會收取額外手續費。」

該銀行指，客戶如有需要，可致電該銀行

的匯款查詢熱線，瞭解代理銀行的各項資

料。該銀行表示，已向張小姐解釋有關情

況，並作出適當安排，達成和解。

個案啟示

透過銀行辦理一般電匯（電匯貨幣

與當地貨幣相同），消費者需支付手續費，

另加海外收款及代理銀行費用（如適用）。

如欲瞭解匯款銀行會否從匯款申請人戶

口，扣取海外收款及代理銀行收取的費用

（並以全數款項匯給收款人），消費者一

般可參考銀行的服務收費表。

視乎個別銀行處理匯款的運作（例如

與海外收款及代理銀行的聯繫），銀行的

收費表內涵蓋有關收取匯款費用的形式不

盡相同，例如，有銀行會列明每次匯款至指

消費者從何得知銀行收費詳情及有關的調整？
	 根據《銀行營運守則》第一章第6.1條的規定，銀行應備有銀行服務的費用

及收費詳情以供客戶查閱。銀行須在其主要營業地點及分行展示標準費用及收費

表。第6.3及6.4條又規定，如費用及收費有任何更改（包括更改釐定費用及收費的

基準），銀行應在生效前最少30日向受影響客戶發出通知；而銀行應採取有效方

法通知客戶，以求在合理範圍內，能確保客戶獲悉有關調整，而不應過度倚賴客

戶主動查詢。但若對客戶作出個別通知會引致不合理費用或可能會無效（例如銀

行或許沒有存摺簿儲蓄帳戶客戶的最新地址紀錄），銀行可採用其他通知方法，

例如將調整費用的通知張貼在銀行大堂的顯眼處、透過電話銀行錄音訊息作出通

知、或把有關的通知書載於銀行的網址。客戶如對銀行調整收費有疑問，亦可致

電其銀行的熱線查詢。

定國家的海外代理銀行費用，或按每次匯

款額某百分比徵收，並設立最高及最低海

外代理銀行收費，但亦有銀行沒有詳細列

明有關收費，客戶需自行向銀行查詢。

根據《銀行營運守則》第一章第6.2

條的規定，對於並無標準費用及收費的服

務，銀行應在向客戶提供有關服務，或在

客戶提出要求時，向客戶詳細說明其收費

基準。由於各銀行的匯款運作不同，提高

匯款費用的透明度，例如在客戶使用服務

前，通知客戶可能需支付海外收款及代理

銀行的收費，或提供收費上限作參考等，

有助客戶掌握收費資料，早作預算，減少就

收費引起的爭拗。

消費者使用匯款服務時，可留意以下

提示：

●	視乎匯款的貨幣單位，匯款服務

的截數時間不一，消費者宜向有關銀行查

詢，提早辦理，以免耽誤收取匯款的時間。

●	大部分銀行會按次收取匯出款項

的手續費，消費者可考慮一筆過匯出款項，

減省每次支付的手續費。

●	如欲全數款項匯出至海外收款人，

辦理匯款前宜先向銀行查詢收費詳情，另

外預留款項以支付手續費及/或海外代理

銀行收取的費用。

●	視乎不同的匯款方法（如經網上

理財或在分行辦理），手續費亦可能不同。

一般透過網上理財辦理的費用會較分行辦

理的優惠。

繳交卡數有「時限」，逾時清還
被徵收財務費用

李小姐在付款到期日以「網上繳費

靈」支付信用卡款項$116.82，其後發現被

銀行徵收逾期費用$160，遂向銀行查詢，

銀行表示，由於李小姐未能在付款到期日

晚上7時前繳付卡數，所以當作逾期繳款，

並收取相關的財務費用。李小姐不滿該繳

款安排，向本會反映。

跟進：接到投訴後，本會與銀行跟

進。銀行表示已向李小姐解釋有關情況，

並已處理個案。

個案啟示

不少人會因一時大意、收不到月結

單等原因，未能在付款到期日或之前清

還卡數，而須額外支付逾期繳款的相關

財務費用。一般而言，財務費用包括逾

期費用及/或逐日計算的利息，息率可能

較購物簽帳利率高	 (可達年利率30厘以

上)，利息每日累積下，數額不容忽視，而

新簽帳項會由簽帳當日起計息。至於逾期

費用，銀行通常收取最低還款額的5%，

並設有最低及最高收費，部分銀行則收

取一個定額。

有卡戶會盡用購物簽帳免息還款

期，留待付款到期日透過電子媒介付款，但

如果忽略了付款時限，隨時會變成逾期繳

款。對於信用卡結欠少的卡戶而言，即使逾

期繳款一天，涉及的逾期費用和財務費用

可能比原有結欠還要高。

個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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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延誤繳付卡數，可留意以下

提示：

●	切記依時繳付信用卡結欠，卡戶可

用手機或記事簿等記錄不同信用卡的付款

到期日作提示。如卡戶已更改其通訊地址

或發覺沒有收到信用卡定期結單，應盡快

通知有關銀行，以免因不能及時收到信用

卡月結單，引致延誤償還結欠。

●	若卡戶以支票或設立直接付款授

權指示繳付卡數，需確保有關帳戶內有足

夠的款項，避免因未能過數，被發卡機構

徵收財務費用及有關銀行因退票或拒絕自

動轉帳而向有關帳戶徵收服務費。

●	留意月結單背面所列不同付款方

法的截數時間。

費，消費者可採取以下措施：

●	考慮使用部分銀行提供的免收戶

口低結餘服務費的特別儲蓄戶口。消費者

要留意，該類戶口雖沒有最低結餘金額的

限制，但客戶提款及轉帳，或須透過自動櫃

員機、網上理財或電話理財等指定方式進

行。如有關客戶親身到分行櫃位進行提款

或轉帳服務，銀行或會收取手續費。

●	若消費者有多個儲蓄戶口，可考慮

把資產集中，合併多個戶口，以符合最低

結餘的要求。

月結單只顯示截至結單日的現
金透支利息　　

去年5月13日，葉先生利用信用卡

在自動櫃員機透支現金$17,000。其後

收到於5月18日截數的月結單，顯示連同

其他簽帳的總結欠為$19,109.88。葉先

生在6月12日透過網上理財繳付了全數

$19,109.88。但到6月尾，他收到於6月18

日截數的月結單後，發覺被收取財務費用

$327.28。葉先生遂致電銀行查詢，銀行

表示該財務費用是由5月18日（結單日，

statement	 date）至6月12日（還款日）現

金透支的利息。葉先生向本會反映不滿，

指銀行在客戶提取現金透支時，未有提及

財務費用的計算方法，月結單上也未有顯

示相關的利息。

跟進：本會與該銀行聯絡，轉介個

案。銀行回覆表示，現金透支的利息由交易

日起計算，有關收費詳情已詳列在信用卡

會員合約、信用卡月結單及收費表上；該行

已致電葉先生詳細解釋及作出安排，個案

已圓滿解決。	

個案啟示

使用信用卡現金透支服務方便快捷，

可是，客戶除須留意現金透支的借貸成本，

即每次提取現金透支時所涉及的銀行手續

費及/或行政費外，還需考慮所須繳付的現

▁	如以郵寄支票方式付款，最好在

付款到期日前3個工作天寄回信用卡中心

處理。

▁	如以繳費靈付款，在截數時間前

發出的付款指示，銀行會作即日處理，截

數時間一般為星期一至五晚上7時前，在

截數時間過後，或於星期六、日及公眾假

期發出的付款指示，會於下一個工作天才

處理。為免突發情況出現，令付款指示有

所延誤，最好在付款到期日前一個工作日

處理帳項。

▁	透過支票、網上銀行或自動櫃員

機轉帳，會在收款後第一個工作日處理。

帳戶平均結餘不足，被徵收費用
2010年，陳先生開立了一個儲蓄戶

口和一個股票戶口。銀行職員表示，若其

中一個戶口存款達$5,000或以上，銀行

便不會徵收低結餘帳戶服務費$60。及

後，在2011年3月，陳先生發現銀行戶口

被銀行收取服務費$60。陳先生稱，儲蓄

戶口有足夠款項，而股票戶口的股值亦最

少有$9,000，不明白銀行為何向其徵收

低結餘帳戶服務費，遂向本會求助，要求

退款。

跟進：本會聯絡該銀行跟進個案，

銀行回覆指，若客戶的存款戶口或證券

戶口的每日平均綜合結餘或總值低於港

幣$5,000，每個帳戶每月將收取$60低

結餘帳戶服務費。由於陳先生的證券戶

口於去年3月份的每日平均結餘低於港幣

$5,000，因此需支付有關費用。銀行表示

已向陳先生解釋清楚，並酌情退回有關

費用。

個案啟示

現時大部分銀行戶口都設有每月最

低結餘要求，即存戶需每月保持指定的平

均最低存款金額，才可獲豁免支付低結餘

帳戶服務費。不同銀行計算平均結餘的

方法或有不同，但一般是以客戶的所有

存款戶口每月綜合平均結算。對於某些客

戶，例如年滿65歲的長者、21歲以下人士

或領取綜緩的人士等，銀行一般會豁免

低結餘帳戶服務費。客戶應向銀行查詢有

關詳情。

此外，關於提升戶口方面，綜合理財

戶口或可享有專人/專檯服務和較多銀行

優惠，但存戶決定轉戶或開戶前，需注意其

合適性及帳戶使用條款，例如每月戶口需

維持的資產總值和其他服務收費等。在開

戶或提升戶口前，宜主動向銀行職員查詢

有關詳情。						

要避免被銀行徵收低結餘帳戶服務

個案 3

個案 4



3142503 . 2012 選擇

金透支利息。

信用卡現金透支的利率一般較購物

簽帳的利率高，而且信用卡現金透支與購

物簽帳有別，並不享有「免息期」（銀行特

別推廣的優惠除外），利息通常由現金透

支交易日起逐日計算，直至客戶全數清還

欠款為止。

部分消費者或以為在月結單上的付

款到期日（payment	 due	 date）或之前

繳清信用卡結欠便了事，但直至收到下

一期月結單時，才醒覺尚欠有關的現金

透支利息。其實，月結單一般只會顯示累

積至結單日（statement	 date）的欠款和

利息，由於現金透支利息是逐日計算至

全數清還為止，所以由結單日至付款到

期日之間的實際利息，並不能顯示在月結

單內。

為免被銀行徵收高昂的現金透支利

息，消費者可留意以下慳息貼士：

●	使用現金透支服務前，如對手續

費、利息、實際年利率及計息方法等有不明

白之處，應向有關銀行查詢。

●	現金透支逐日計息，拖延還款或

只繳付最低還款額（minimum	payment），

利息將會繼續滾存，因此建議消費者應盡

快清還欠款。

●	若消費者有現金周轉問題，可考

慮申請私人貸款或信用卡套現計劃，每月

分期攤還，有助客戶有計劃地還款及預

算開支。

信用卡業務改革措施
	 為提高信用卡業務的收費透明度及保障消費者權益，香港金融管理局一直與

銀行業界商討推行一系列有關信用卡業務經營手法的優化措施（「優化措施」)。

優化措施將有助減低銀行向客戶收取的利息及費用，而增加的資料披露亦將有助

客戶比較不同銀行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後，作出更合適的決定。銀行業界會分階段

推行優化措施。第一及第二階段的優化措施已分別在2011年1月及6月由香港銀

行公會公布，部分措施包括：	

■		 不可向有財務困難的信用卡客戶提高息率

■		如果要提高信用卡息率，須最少60天前通知客戶	

■		提高信用卡息率時，須通知客戶提高息率的理由

■		不可因應客戶的還款途徑	(除櫃台服務外)	額外收費

■		不可向「不動戶」收費

■		不可因取消信用卡而收費

■		不可向有財務困難的客戶提高信用卡額度

■		修訂任何重要信用卡條款時，須最少60天前通知客戶	

■		信用卡月結單須在付款到期日前最少21天寄出

■	 不可向18歲以下、無收入或擔保人的人士發信用卡

■	 客戶有權拒絕增加信用卡額度

■		信用卡條款及細則須上載於發卡機構的網頁

■	 如果付款到期日為信用卡公司不處理收款的日子，客戶於翌日的付款應視作

如期支付

■		如果因客戶逾期還款而調高利息，信用卡公司應預先通知客戶

■	 統一最低還款額的定義，即所有利息及費用和最少1%本金的總和

■	 當客戶償還的款項超出最低還款額時，超出的部分須以盡量減少客戶利息開

支的原則下清還戶口內的結餘，例如按實際年利率由高至低償還欠款

■	 客戶在選用自動轉帳繳付信用卡結欠時，除了可選全數還款及最低還款額

外，有權選擇其他的還款比率

■	 在月結單內分別列出零售簽帳及現金透支等帳項所產生的費用、利息及實際

年利率

■		涉及繳付最低還款額的相關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