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閣下將瀏覽的文章／內容／資料的版權持有者為消費者委員會。除作個人非商

業用途外，  閣下不得以任何形式傳送、轉載、複製或使用該文章／內容／資料，如

有侵犯版權，消費者委員會必定嚴加追究法律責任，索償一切損失及法律費用。

《消費者委員會條例》第二十條第 (1) 款其中有規定，任何人未經委員會以

書面同意，不得發布或安排發布任何廣告，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提述委員會、委

員會的刊物、委員會或委員會委任他人進行的測試或調查的結果，藉以宣傳或貶

損任何貨品、服務或不動產，或推廣任何人的形象。有關該條文的詳情，請參閱

該條例。

 本會試驗的產品樣本由本會指定的購物員，以一般消費者身份在市面上購

買，根據實驗室試驗結果作分析評論及撰寫報告，有需要時加上特別安排試用者

的意見和專業人士的評論。對某牌子產品的評論，除特別註明外，乃指經試驗的樣

本，而並非指該牌子所有同型號或不同型號的產品，也非泛指該牌子的所有其他

產品。

 本會的產品比較試驗，並不測試該類產品的每一牌子或同牌子每一型號的

產品。

 本會的測試計劃由本會的研究及試驗小組委員會決定，歡迎消費者提供意

見，但恕不能應外界要求為其產品作特別的測試，或刊登其他非經本會測試的產

品資料。

警告：切勿侵犯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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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建議租戶自購保險
不少市民會將個人貴重物品例如樓宇契約、金器首飾或具紀念價值

的珍藏品，存放在銀行的保管箱內，求個安心。但保管箱內的物品可獲得

怎樣的保障？在哪些情況下，銀行須對保管箱內物品的損失負上責任？

消費者揀選保管箱，首要挑選地點。但近年部分銀行因改建或搬遷

分行而終止提供保管箱服務，以致有些地區的保管箱服務出現供不應求

的情況。哪些銀行可以讓客戶輪候保管箱服務？

今年4月底，本會向18間銀行收集保管箱服務的資料，以瞭解服

務費用及其免責條款等。調查發現尺寸最細的保管箱年租由$240至

$990，相差逾3倍；最大的保管箱的年租差額超逾二千元！調查亦反映

保管箱服務保障有限，租戶謹記留意所有免責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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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保管箱尺碼及年租
由於各銀行分行用作提供保管箱服

務的空間不一，其提供的保管箱尺碼會

有差異。根據所收集的資料，較常見的保

管箱高度為3吋、5吋和10吋，常見闊度為 

5吋和10吋，而深度則普遍為22吋和24

吋。保管箱的年租一般視乎其分行所在的

地區及其尺碼大小而定。本報告將保管

箱按4個體積（600立方吋或以下、601至

810立方吋、1100至1200立方吋和2200至

2400立方吋）顯示其年租, 其中600立方

吋或以下的年租由$240至$990不等, 而

2200至2400立方吋的保管箱年租則由

$1,000至$3,250不等，詳情見附表。

多數須同時開立銀行戶口  
注意免被收低結餘 / 不動戶費

16間銀行表示，租用其保管箱的租

戶需預繳等同一年租金的金額作按金；其

餘2間（花旗銀行及渣打銀行）則分別收取

$500或$150作為按金，日後在辦理退箱

手續時會退還按金給租戶。此外，須注意

若未滿租用期而停租，有15間銀行表示不

會退回未用的租金，只有3間（星展銀行、

富邦銀行及上海商業銀行）會退回部分未

用的租金，例如按比例以月／季度計算，並

且不收手續費。

此外，有16間銀行要求租戶在租用

保管箱的同時，須於該行開立帳戶以繳付

保管箱的年租，只有2間（香港上海滙豐銀

行及永亨銀行）沒有此要求。在開立帳戶

時，租戶需注意有關戶口的費用，例如戶口

低結餘服務費或不動戶口服務費等，以免

日後被收取不必要的費用。

補發鎖匙的費用及工匠鑿箱費
租用銀行保管箱時，租戶一般會獲

發兩條箱匙，分別為主匙和後備匙，租戶

退回保管箱時，須向銀行交還全部箱匙。

若租戶不慎遺失其中一條箱匙，調查中

有16間銀行會徵收補發箱匙的費用，由

$100至$450不等，其中2間會另收配匙的

工本費用，有2間（香港上海滙豐銀行及渣

打銀行）則不設任何費用。

租戶倘若遺失全部箱匙，調查內所

有銀行均會收取補發箱匙的費用，收費為

每個保管箱$200至$1,500不等，個別另

加工匠開啟保管箱的費用（俗稱鑿箱費），

詳情見附表。

保障有限  18 間均建議租戶
自行購買保險

將貴重物品寄存的消費者會特別關

注保管箱內物品的遺失保障。本會向18間

銀行瞭解該行對遺失或損毀物品下的責

任，普遍的回覆為：

● 16間銀行表示，除非因該行職員或

銀行授權的代理人的欺詐、蓄意行為失當或

嚴重疏忽，否則銀行不會就保管箱內所存放

物品的任何損失或損毀承擔任何責任；

● 1間銀行表示，在不能控制的合理

情況下（如自然蝕損、強風、颱風、火災、水

災、戰爭、地震、爆炸、偷竊等）而引致保管

箱內物品任何的損毀，該行不負任何責任。

● 1間銀行表示須按個別情況考慮。

在簽署保管箱租約時，消費者應該細

閱保管箱的租用條款，例如部分銀行指明在

營業時間以外，保管箱庫內或無空氣調節，

故此要求租戶同意，不會將任何對溫度敏感

或隨溫度改變的物品放於保管箱內，如客

戶仍然選擇存放此類物品於保管箱內，便

須自行承擔存放的物品損毀的風險。

所有18間銀行表示已在保管箱租約

內建議租戶應自行為箱內物品購買保險，

以增加保障。如果租戶有意購買保險保障

保管箱內的物品，需向保險公司瞭解可否

延伸一般家居保險的保障範圍，以涵蓋存

放於保管箱的財物。租戶亦須向保險公司

清楚申報保管箱內存放的物品，以確保得

到承保；假如投保珠寶首飾、古董等貴重物

品，租戶須在家居保險的申請表中詳列各

個項目及註明存放地點，並與保險公司商

議適用的保額及保費。租戶應留意其受保

障項目的賠償額、賠償準則及細閱主要不

保事項。

消費者把物品存放在保管箱前，宜替物品拍照作

紀錄和列明清單供日後參考，將清單放置在保管

箱內，可方便每次開啟保管箱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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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所提供的保管箱服務資料

編
號 銀行名稱

保管箱的常見尺碼 
(高x闊x深，以吋計)

年租 [1]（價錢範圍）                     

按金金額
需同時
開立
戶口?

未滿租用期停租，
可否退回未用的租金及

有否手續費?

補發一條鎖匙的
費用

遺失全部鎖匙及
工匠開啟保管箱的費用

遺失或損毀物品下該行的責任

有否提醒
客戶需自行
購買保險
保障箱內

物品?

設有保管箱的
分行數目佔
分行總數的

比率
[2]

保管箱的整體租用率
[3]

如保管箱全
部租出，
有否等候

名單的服務
(waiting list)?

600立方吋
或以下

[a]

601至810
立方吋

[b]

1100至1,250
立方吋

[c]

2200-2400 
立方吋

[d]

1
中國銀行
(香港)

除提供較常見尺碼的保管
箱外，亦有其他不同尺碼的
保管箱可供選擇

低至$380 低至$480 低至$610 低至$1,720 等同1年租金
▓  
[8]

□
$100 

(另加工本費)
$200 

(另加工本費，已包補發匙)

只限因該行職員的蓄意行為失當或嚴重疏忽，否則該
行不會就保管箱內所存放物品的任何損失或損毀承
擔任何責任

▓
約4成 

(78間分行設有
保管箱服務)

逾9成
(個別地區分行仍有
保管箱可供租用)

▓

2
交通銀行
香港分行

3x5x24；3x10x24；
5x5x24；5x10x24；
10x10x24

$350-$780 $680-$1,100 $920-$1,600 $1,750-$3,000 等同1年租金
▓  
[9]

□
$200
[11]

每個箱$300 
[12]

除非是該行失責或疏忽而導致遺失/或損毀，否則該
行將不會對保管箱內物品或其任何部分的任何類別
或性質的損毀產生、引起或導致的任何遺失、損毀
及/或變質作出承擔或負責 [13]

▓
[14]

23/43 (53.5%) 超過90% ▓

3 東亞銀行
3x5x22；5x5x22； 
3x10x22；5x10x22；
10x10x22

$550-$940 $680-$1,250 $1,050-$1,880 $1,000-$3,250 等同1年租金
▓  
[10]

□ $200
․若客戶遺失全部鎖匙：$650
․工匠開啟保管箱的費用，香港及
  九龍：$380；新界：$460

因自然蝕損、強風、颱風、火災、水災、戰爭、地震、
爆炸、偷竊及該行所不能控制的合理情況下而引致保
管箱內物品任何之損毀，該行概不負任何責任

▓ 53/88 (60.2%)
(該行表示有關資料屬

內部資料，故未能提供)
▓

4
中國建設
銀行(亞洲)

4.5x5x24；5x5x24；
4.5x7.5x24；5x10x24

$520-$600 $ 780 $1,200-$1,400 $2,300 等同1年租金 ▓ □ $300
$1,000

另加工匠費用

保管箱內存放之任何物件如有任何損失或損壞，該
行毋須負責；除非該損失或損壞是主要由於該行僱員
或代理人的疏忽或故意失責而造成的

 ▓   3/42 (7.1%) 超過60%
部分尺碼的
保管箱設有
等候名單

5 創興銀行
3x10x22；5x10x22；
10x10x22

$320-$600 $650-$1,000 $900-$1,400 $1,900-$2,400 等同1年租金 ▓ □ $450
香港島及九龍區：$950 
新界及離島：$1,000

只限於該等損失或毀壞是由該行或其僱員、代表或代
理之欺詐、疏忽、違約、蓄意或故意行為所造成的

▓ 29/52 (55.8%) 超過90% ▓

6 花旗銀行

3x5x22；4x4x19；3x10x22；
10x10x10；4x8x19；
4x10x19；5x10x22；
8x8x19；10x10x22

$500 $700 $900 $1,600 $500 ▓ □ $200 $1,000 銀行須按個別情況考慮 ▓
2/40 (5%) 

[15]
95% ▓

7
中信銀行
(國際)

3x5x20；5x5x22；
5x10x22；10x10x22

$240-$400 $400-$880 $600-$720 $1,200-$2,040 等同1年租金 ▓ □ $200 $650
除因銀行職員或僱員的疏忽而直接引致之損失、損
毀或延誤外，客戶同意使用保管箱所存在的風險一概
由客戶全部承擔

▓ 2/35 (5.7%) 60% ▓

8 大新銀行 5x10x22 $650 $700-$800 $900-$1,100 $1,550-$2,500 等同1年租金 ▓ □ $300 $850
除非此損失或損毀因該行方面的疏忽或故意的不當
行為而引起

▓ 8/45 (17.8%) 71% ▓

9
星展銀行 
[4]

3x5x22
$610-$990 

[6]
$890-$1,120 

 [7]
$1,360-$2,140 $2,430-$2,860 等同1年租金 ▓ 可退回部分年租，無手續費 $150 $800

除非是由於該行或其員工疏忽或欺詐所導致，否則該
行毋須就任何損害或損失負責

▓
(該行表示有關
資料屬內部資

料，故未能提供)

(該行表示有關資料屬
內部資料，故未能提供)

□

10 富邦銀行 5x5x20；5x5x22；5x5x24 $600-$700 $600-$900 $900-$1,300 $1,800-$2,600 等同1年租金 ▓ 
可以按比例以月度計算，

無手續費
$250 $1,000 只限該行疏忽、故意不履行責任或欺詐 ▓ 4/22 (18.2%) 80% ▓

11 恒生銀行
5x5x24；3x10x24；
5x10x24；10x10x24

$580-$610 $790-$850 $1,200-$1,300 $2,300-$2,500 等同1年租金 ▓ □ $200 $800

該行不會負責對温度敏感之物品及其他不能在該行
控制之情況(包括但不限於恐怖襲擊、戰爭、內亂、自
然災害或其他自然原因)而對箱內物品造成的損失; 及
除非因為該行、其授權人員、職員或代理人的疏忽、
欺詐或不誠實，否則在任何情況下，該行不會對箱內
物品之任何損失承擔法律責任

▓ 30/80 (37.5%)
各分行租用保管箱的情
況均不同，視乎保管箱

的大小及位置
▓

12
香港上海
滙豐銀行

2.5x8x18；4x5x20；
4x6x21；4x6x22；4x5x22

$530-$640 $450-$1,260 $1,400-$1,700 $1,600-$3,160 等同1年租金 □ □ □ $1,000-$1,500
只限為該行的主管或職員的疏忽，否則在任何情況
下，對於箱內物品的損失，該行都毋須負上任何責任

▓ 約13%
(該行表示有關資料屬

內部資料，故未能提供)
□

13 工銀亞洲
3x5x22；3x10x22；
5x10x24；10x10x22

$300-$550 $580-$800 $800-$1,120 $1,600-$2,300 等同1年租金 ▓ □ $200 $800 只限由該行的故意失當行為或疏忽所導致 ▓ 12/56 (21.4%) 超過50% ▓

14
大眾銀行 
(香港)

5x5x22；3x10x22；
5x10x22；10x10x22 [5]

$350-$650 $600-$850 $750-$1,200 $1,850-$2,200 等同1年租金 ▓ □ $300 $800 
只限為該行、其授權人員、職員或代理人的疏忽，否
則在任何情況下，對於箱內物品的損失，該行都毋須
負上任何責任

▓ 3/32 (9.4%) 76% ▓

15
上海商業
銀行 *

3x5x22；5x5x22；
3x10x22；5x10x22；
10x10x22

$500-$906 $688-$1,118 $1,063-$1,625 $2,000-$2,875 等同1年租金 ▓ 
可按比例以季度計算

退回予租戶，無手續費
$300 $900

只限由該行或授權人員、僱員或代理人嚴重疏忽或
故意失責所引致的損失

▓ 21/44 (47.7%) 84.61% □

16 渣打銀行 2x5x22；4x5x22；4x8x22 $600 $750-$830 $1,100-$1,300 $1,500-$2,000 $150 ▓ □ □ $650 只限該行疏忽或不當行為而直接引致的損失或損毀 ▓ 13/66 (19.7%) 71% ▓

17 永亨銀行
5x5x22；3x10x22；
5x10x22；10x10x22

$390-$650 $600-$800 $900-$1,380 $1,800-$2,380 等同1年租金 □ □ $200 $800
只限直接及純粹由於該行的嚴重疏忽、故意錯失或該
行僱員在受僱期間的嚴重疏忽或故意錯失所引致的
合理地可預見及直接損失或損害

▓ 7/43 (16.3%)
整體出租率高，尤其是
以較大尺碼的保管箱的

租用率較高
▓

18 永隆銀行
3x5x22；5x5x22；
3x10x22；5x10x22；
10x10x22

$620 $900 $1,350 $2,500 等同1年租金 ▓ □ $200 $800 
只限於該等損失或毀壞是由該行或其僱員、代表或代
理之欺詐、疏忽、違約、蓄意或故意行為所造成的

▓ 6/44 (13.6%) 70.76% ▓

 

表中資料截至2013年4月底，適用於一般客戶，最新情況以銀行公布為準。

▓ 代表是／有 □ 代表否／沒有

* 該行的保管箱租金價格將於今年7月有所改動，最新詳情請向該行職員查詢。

[1]  保管箱年租會因分行所處地區而有差異，表內所列的年租範圍僅供參考，
詳情請向有關銀行查詢。

 [a] 該類保管箱尺寸(高x闊x深，以吋計)主要有5x5x20、5x5x22及
5x5x24。 

 [b] 該類保管箱尺寸(高x闊x深，以吋計)主要有3x10x22、3x10x24及
4x8x22。    

 [c] 該類保管箱尺寸(高x闊x深，以吋計)主要有5x10x22及5x10x24。 
 [d] 該類保管箱尺寸(高x闊x深，以吋計)主要有10x10x22及10x10x24。

[2]  銀行分行數目不包括自助理財中心、自動櫃員機或獨立於銀行分行、專為特
選客戶而設有提存服務之理財中心。

[3]  截至今年4月底，該行租出的保管箱佔其保管箱總數目的比率。

[4]  如為該行的豐盛理財的客戶，體積為600立方吋或以下、601-810立
方吋、1100-1250立方吋及2200-2400立方吋的保管箱年租分別是
$430-$740、$660-$840、$950-$1,500及$1,940-$2,160。

[5]  除提供上述保管箱的常見尺碼，該行亦提供15x15x22（高x闊x深，以
吋計）之保管箱尺寸，年租為$3,500。

[6]  該行的類似容量保管箱的尺寸有5x5x22及3x5x22吋。 

[7]  該行的主要保管箱的尺寸有3x10x22吋。

[8]  客戶須持有該行、南洋商業銀行或集友銀行的儲蓄或往來帳戶，以辦
理自動轉帳扣付續期年租。

[9]  租戶需持有該行之儲蓄存款帳戶或支票帳戶。

[10] 如客戶以該行之帳戶以自動轉帳繳交保管箱年租，可獲8折優惠。 

[11] 需另加工程公司之配匙工本費用(視乎工程公司當時之收費)。

[12] 另加工程公司的開啟保管箱及配匙工本費(視乎工程公司當時之收費)。
 若要求提供緊急開啟保管箱服務，工程公司需額外加收緊急服務費。

[13]  包括但不限於由下列各項造成、產生、引起或導致的任何遺失、損毀及/
或變質（不論是全部還是部分及不論是直接還是間接）、任何人士（該行
的主管人員、員工或僱員除外）所作出的(i)任何偷竊、搶劫、盜竊及/或(ii)
疏忽、魯莽、蓄意、不誠實、欺詐及/或錯誤行為或作為；及/或該行為了
保管箱所在地點當時的保安或其他原故而(i)採用的任何安排、系統、措
施及/或程序及/或(ii)安裝的任何設備、裝置及/或儀器所引起及/或產生
的任何不足、欠缺、故障、失靈及/或失責；及/或發生非銀行所能控制的
任何類別的天然災禍及/或任何事件、事宜及/或情況，包括但不限於不
管如何引起及/或產生的任何火災、爆炸、水災、洪水、颱風、強風、地震、

山崩、泥流、保管箱所在的建築物及/或保險庫的倒塌、破壞及/
或損毀、內亂、暴動、戰爭、任何人士的叛亂及/或蓄意破壞及/
或縱火；及/或保管箱所在的保險庫的情況（包括但不限於溫度、
光線、濕度、通風等）及/或保管箱所在的保險庫的空氣調節設備
及/或供應出現不足、失靈及/或故障及/或於辦公時間內及/或
之後空調減弱或中止。

[14]  租戶同意與該行簽訂保管箱租約時，必須聲明其已完全明白該租
約的條款內容，當中包括"保管箱租約"內"保險"一項之第11條：該
行概無任何職責或責任就任何風險（包括但不限於不論是否第12
條或其他地方所指的情況引起的任何遺失及/或損失）將保管箱
內的物品投保。租戶充分瞭解對保管箱內物品投購全面保險是符
合租戶的利益。

[15]  該行的分行數目不包括自助理財中心及自動櫃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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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所提供的保管箱服務資料

編
號 銀行名稱

保管箱的常見尺碼 
(高x闊x深，以吋計)

年租 [1]（價錢範圍）                     

按金金額
需同時
開立
戶口?

未滿租用期停租，
可否退回未用的租金及

有否手續費?

補發一條鎖匙的
費用

遺失全部鎖匙及
工匠開啟保管箱的費用

遺失或損毀物品下該行的責任

有否提醒
客戶需自行
購買保險
保障箱內

物品?

設有保管箱的
分行數目佔
分行總數的

比率
[2]

保管箱的整體租用率
[3]

如保管箱全
部租出，
有否等候

名單的服務
(waiting list)?

600立方吋
或以下

[a]

601至810
立方吋

[b]

1100至1,250
立方吋

[c]

2200-2400 
立方吋

[d]

1
中國銀行
(香港)

除提供較常見尺碼的保管
箱外，亦有其他不同尺碼的
保管箱可供選擇

低至$380 低至$480 低至$610 低至$1,720 等同1年租金
▓  
[8]

□
$100 

(另加工本費)
$200 

(另加工本費，已包補發匙)

只限因該行職員的蓄意行為失當或嚴重疏忽，否則該
行不會就保管箱內所存放物品的任何損失或損毀承
擔任何責任

▓
約4成 

(78間分行設有
保管箱服務)

逾9成
(個別地區分行仍有
保管箱可供租用)

▓

2
交通銀行
香港分行

3x5x24；3x10x24；
5x5x24；5x10x24；
10x10x24

$350-$780 $680-$1,100 $920-$1,600 $1,750-$3,000 等同1年租金
▓  
[9]

□
$200
[11]

每個箱$300 
[12]

除非是該行失責或疏忽而導致遺失/或損毀，否則該
行將不會對保管箱內物品或其任何部分的任何類別
或性質的損毀產生、引起或導致的任何遺失、損毀
及/或變質作出承擔或負責 [13]

▓
[14]

23/43 (53.5%) 超過90% ▓

3 東亞銀行
3x5x22；5x5x22； 
3x10x22；5x10x22；
10x10x22

$550-$940 $680-$1,250 $1,050-$1,880 $1,000-$3,250 等同1年租金
▓  
[10]

□ $200
․若客戶遺失全部鎖匙：$650
․工匠開啟保管箱的費用，香港及
  九龍：$380；新界：$460

因自然蝕損、強風、颱風、火災、水災、戰爭、地震、
爆炸、偷竊及該行所不能控制的合理情況下而引致保
管箱內物品任何之損毀，該行概不負任何責任

▓ 53/88 (60.2%)
(該行表示有關資料屬

內部資料，故未能提供)
▓

4
中國建設
銀行(亞洲)

4.5x5x24；5x5x24；
4.5x7.5x24；5x10x24

$520-$600 $ 780 $1,200-$1,400 $2,300 等同1年租金 ▓ □ $300
$1,000

另加工匠費用

保管箱內存放之任何物件如有任何損失或損壞，該
行毋須負責；除非該損失或損壞是主要由於該行僱員
或代理人的疏忽或故意失責而造成的

 ▓   3/42 (7.1%) 超過60%
部分尺碼的
保管箱設有
等候名單

5 創興銀行
3x10x22；5x10x22；
10x10x22

$320-$600 $650-$1,000 $900-$1,400 $1,900-$2,400 等同1年租金 ▓ □ $450
香港島及九龍區：$950 
新界及離島：$1,000

只限於該等損失或毀壞是由該行或其僱員、代表或代
理之欺詐、疏忽、違約、蓄意或故意行為所造成的

▓ 29/52 (55.8%) 超過90% ▓

6 花旗銀行

3x5x22；4x4x19；3x10x22；
10x10x10；4x8x19；
4x10x19；5x10x22；
8x8x19；10x10x22

$500 $700 $900 $1,600 $500 ▓ □ $200 $1,000 銀行須按個別情況考慮 ▓
2/40 (5%) 

[15]
95% ▓

7
中信銀行
(國際)

3x5x20；5x5x22；
5x10x22；10x10x22

$240-$400 $400-$880 $600-$720 $1,200-$2,040 等同1年租金 ▓ □ $200 $650
除因銀行職員或僱員的疏忽而直接引致之損失、損
毀或延誤外，客戶同意使用保管箱所存在的風險一概
由客戶全部承擔

▓ 2/35 (5.7%) 60% ▓

8 大新銀行 5x10x22 $650 $700-$800 $900-$1,100 $1,550-$2,500 等同1年租金 ▓ □ $300 $850
除非此損失或損毀因該行方面的疏忽或故意的不當
行為而引起

▓ 8/45 (17.8%) 71% ▓

9
星展銀行 
[4]

3x5x22
$610-$990 

[6]
$890-$1,120 

 [7]
$1,360-$2,140 $2,430-$2,860 等同1年租金 ▓ 可退回部分年租，無手續費 $150 $800

除非是由於該行或其員工疏忽或欺詐所導致，否則該
行毋須就任何損害或損失負責

▓
(該行表示有關
資料屬內部資

料，故未能提供)

(該行表示有關資料屬
內部資料，故未能提供)

□

10 富邦銀行 5x5x20；5x5x22；5x5x24 $600-$700 $600-$900 $900-$1,300 $1,800-$2,600 等同1年租金 ▓ 
可以按比例以月度計算，

無手續費
$250 $1,000 只限該行疏忽、故意不履行責任或欺詐 ▓ 4/22 (18.2%) 80% ▓

11 恒生銀行
5x5x24；3x10x24；
5x10x24；10x10x24

$580-$610 $790-$850 $1,200-$1,300 $2,300-$2,500 等同1年租金 ▓ □ $200 $800

該行不會負責對温度敏感之物品及其他不能在該行
控制之情況(包括但不限於恐怖襲擊、戰爭、內亂、自
然災害或其他自然原因)而對箱內物品造成的損失; 及
除非因為該行、其授權人員、職員或代理人的疏忽、
欺詐或不誠實，否則在任何情況下，該行不會對箱內
物品之任何損失承擔法律責任

▓ 30/80 (37.5%)
各分行租用保管箱的情
況均不同，視乎保管箱

的大小及位置
▓

12
香港上海
滙豐銀行

2.5x8x18；4x5x20；
4x6x21；4x6x22；4x5x22

$530-$640 $450-$1,260 $1,400-$1,700 $1,600-$3,160 等同1年租金 □ □ □ $1,000-$1,500
只限為該行的主管或職員的疏忽，否則在任何情況
下，對於箱內物品的損失，該行都毋須負上任何責任

▓ 約13%
(該行表示有關資料屬

內部資料，故未能提供)
□

13 工銀亞洲
3x5x22；3x10x22；
5x10x24；10x10x22

$300-$550 $580-$800 $800-$1,120 $1,600-$2,300 等同1年租金 ▓ □ $200 $800 只限由該行的故意失當行為或疏忽所導致 ▓ 12/56 (21.4%) 超過50% ▓

14
大眾銀行 
(香港)

5x5x22；3x10x22；
5x10x22；10x10x22 [5]

$350-$650 $600-$850 $750-$1,200 $1,850-$2,200 等同1年租金 ▓ □ $300 $800 
只限為該行、其授權人員、職員或代理人的疏忽，否
則在任何情況下，對於箱內物品的損失，該行都毋須
負上任何責任

▓ 3/32 (9.4%) 76% ▓

15
上海商業
銀行 *

3x5x22；5x5x22；
3x10x22；5x10x22；
10x10x22

$500-$906 $688-$1,118 $1,063-$1,625 $2,000-$2,875 等同1年租金 ▓ 
可按比例以季度計算

退回予租戶，無手續費
$300 $900

只限由該行或授權人員、僱員或代理人嚴重疏忽或
故意失責所引致的損失

▓ 21/44 (47.7%) 84.61% □

16 渣打銀行 2x5x22；4x5x22；4x8x22 $600 $750-$830 $1,100-$1,300 $1,500-$2,000 $150 ▓ □ □ $650 只限該行疏忽或不當行為而直接引致的損失或損毀 ▓ 13/66 (19.7%) 71% ▓

17 永亨銀行
5x5x22；3x10x22；
5x10x22；10x10x22

$390-$650 $600-$800 $900-$1,380 $1,800-$2,380 等同1年租金 □ □ $200 $800
只限直接及純粹由於該行的嚴重疏忽、故意錯失或該
行僱員在受僱期間的嚴重疏忽或故意錯失所引致的
合理地可預見及直接損失或損害

▓ 7/43 (16.3%)
整體出租率高，尤其是
以較大尺碼的保管箱的

租用率較高
▓

18 永隆銀行
3x5x22；5x5x22；
3x10x22；5x10x22；
10x10x22

$620 $900 $1,350 $2,500 等同1年租金 ▓ □ $200 $800 
只限於該等損失或毀壞是由該行或其僱員、代表或代
理之欺詐、疏忽、違約、蓄意或故意行為所造成的

▓ 6/44 (13.6%) 70.76% ▓

 

表中資料截至2013年4月底，適用於一般客戶，最新情況以銀行公布為準。

▓ 代表是／有 □ 代表否／沒有

* 該行的保管箱租金價格將於今年7月有所改動，最新詳情請向該行職員查詢。

[1]  保管箱年租會因分行所處地區而有差異，表內所列的年租範圍僅供參考，
詳情請向有關銀行查詢。

 [a] 該類保管箱尺寸(高x闊x深，以吋計)主要有5x5x20、5x5x22及
5x5x24。 

 [b] 該類保管箱尺寸(高x闊x深，以吋計)主要有3x10x22、3x10x24及
4x8x22。    

 [c] 該類保管箱尺寸(高x闊x深，以吋計)主要有5x10x22及5x10x24。 
 [d] 該類保管箱尺寸(高x闊x深，以吋計)主要有10x10x22及10x10x24。

[2]  銀行分行數目不包括自助理財中心、自動櫃員機或獨立於銀行分行、專為特
選客戶而設有提存服務之理財中心。

[3]  截至今年4月底，該行租出的保管箱佔其保管箱總數目的比率。

[4]  如為該行的豐盛理財的客戶，體積為600立方吋或以下、601-810立
方吋、1100-1250立方吋及2200-2400立方吋的保管箱年租分別是
$430-$740、$660-$840、$950-$1,500及$1,940-$2,160。

[5]  除提供上述保管箱的常見尺碼，該行亦提供15x15x22（高x闊x深，以
吋計）之保管箱尺寸，年租為$3,500。

[6]  該行的類似容量保管箱的尺寸有5x5x22及3x5x22吋。 

[7]  該行的主要保管箱的尺寸有3x10x22吋。

[8]  客戶須持有該行、南洋商業銀行或集友銀行的儲蓄或往來帳戶，以辦
理自動轉帳扣付續期年租。

[9]  租戶需持有該行之儲蓄存款帳戶或支票帳戶。

[10] 如客戶以該行之帳戶以自動轉帳繳交保管箱年租，可獲8折優惠。 

[11] 需另加工程公司之配匙工本費用(視乎工程公司當時之收費)。

[12] 另加工程公司的開啟保管箱及配匙工本費(視乎工程公司當時之收費)。
 若要求提供緊急開啟保管箱服務，工程公司需額外加收緊急服務費。

[13]  包括但不限於由下列各項造成、產生、引起或導致的任何遺失、損毀及/
或變質（不論是全部還是部分及不論是直接還是間接）、任何人士（該行
的主管人員、員工或僱員除外）所作出的(i)任何偷竊、搶劫、盜竊及/或(ii)
疏忽、魯莽、蓄意、不誠實、欺詐及/或錯誤行為或作為；及/或該行為了
保管箱所在地點當時的保安或其他原故而(i)採用的任何安排、系統、措
施及/或程序及/或(ii)安裝的任何設備、裝置及/或儀器所引起及/或產生
的任何不足、欠缺、故障、失靈及/或失責；及/或發生非銀行所能控制的
任何類別的天然災禍及/或任何事件、事宜及/或情況，包括但不限於不
管如何引起及/或產生的任何火災、爆炸、水災、洪水、颱風、強風、地震、

山崩、泥流、保管箱所在的建築物及/或保險庫的倒塌、破壞及/
或損毀、內亂、暴動、戰爭、任何人士的叛亂及/或蓄意破壞及/
或縱火；及/或保管箱所在的保險庫的情況（包括但不限於溫度、
光線、濕度、通風等）及/或保管箱所在的保險庫的空氣調節設備
及/或供應出現不足、失靈及/或故障及/或於辦公時間內及/或
之後空調減弱或中止。

[14]  租戶同意與該行簽訂保管箱租約時，必須聲明其已完全明白該租
約的條款內容，當中包括"保管箱租約"內"保險"一項之第11條：該
行概無任何職責或責任就任何風險（包括但不限於不論是否第12
條或其他地方所指的情況引起的任何遺失及/或損失）將保管箱
內的物品投保。租戶充分瞭解對保管箱內物品投購全面保險是符
合租戶的利益。

[15]  該行的分行數目不包括自助理財中心及自動櫃員機。

註



38 440 2013 .06選擇

由於每間銀行不同分行的保管箱租用情況

不盡相同，若消費者並非經常從保管箱提

取物品，可考慮銀行在租用率較低的地區

的保管箱服務，並向相關的銀行分行查詢

租用情況。此外，消費者亦可考慮其他家

居保安措施或購買家居保險，保障存放在

家中的貴重物品。

提供保管箱的分行比例
銀行未必在每區的分行都有提供保

管箱服務。是次調查顯示，各銀行設有保

管箱的分行數目由2間至78間不等，提供

保管箱服務的分行數目佔分行總數的比率

則由5%至60.2%不等，有需要的消費者可

瀏覽銀行網頁

或致電銀行熱

線查詢設有保

管箱服務的分

行資料。

整體出租率50%至95%
此外，本會亦向18間銀行瞭解其保管

箱的租用情況，有3間銀行不願提供資料，

另有2間表示其整體租用率高或視乎保管

理財有方

家用夾萬
部分人會使用家用夾萬存放貴重物

品。在家裝置夾萬需留意什麼？家用夾萬所

提供的保安是否充足？

本會就此向香港警務處

的防止罪案科及香港鎖

匠學會尋求意見。

香港警務處防止

罪案科表示，夾萬有很

多種類，包括防盜及防

火夾萬等。大部分夾萬

只專注某一方面的功能，其他功能相對較

弱。例如，防火夾萬的金屬結構成分比防

盜夾萬的少，但更為隔熱。 

如考慮在家居放置夾萬，該處不建

議市民將夾萬放置在不太堅固的內牆或共

用牆。市民若在地面安裝入地式夾萬，必

須把夾萬安裝在隱蔽處或利用家具遮掩，

而安裝時必須根據生產商的指引。 

該處又表示只依賴夾萬提供的保安

並不足夠，市民應使用其他保安設施如警

銀行保管箱以外的選擇

報系統和通道管制等加強保安。與此同

時，市民切勿把鑰匙留在放置夾萬附近的

地方，或留在夾萬的門上，而使用密碼鎖的

市民應小心處理密碼。該

處建議為防遺失密碼或

鑰匙所引致的不便和損

失，市民可考慮使用時間

掣來控制夾萬門的開啟

時間。

香 港 鎖 匠 學會 指

常見家用夾萬的鎖有機

械式轉盤鎖、機械式匙鎖及電子鎖。普通

家用夾萬一般有防火及內置警報的功能，

而一些專業型或高保安型的夾萬則另設防

潮、防爆、防水浸或防水濺的功能。該會提

醒有意購買家用夾萬的消費者，選購時要

注意以下幾點：

● 用戶是否需要防火及其他功能？

● 夾萬內部是否有螺絲孔，方便固定？

● 夾萬是否有後備開關配套？

● 夾萬供應商有否提供售後的緊急服務？

私人經營的保管箱服務
市面上有私人機構提供保管箱托管

服務，但這類服務並無特定監管。有意使

用該服務的消費者需留意什麼？

● 實地考察保管箱的環境，瞭解其日常保

安的運作及所提供的保安措施；

● 瞭解保管箱的租約及詳細的收費項目，

例如年租、按金及其他收費項目；

● 瞭解一旦遇事時（如遺失或損毀物品），

托管公司的安排及所承擔的責任以及保

險（如有）的保障範圍。

● 妥善保留有關保管箱的租約、付款紀錄

及其他相關文件，並清楚記綠保管箱內

的物品，以便當出現遺失物品或公司倒

閉時，保障自己的權益。

由於私營保管箱公司一般只作為代

消費者保管物品的受託人，保管箱內的物品

不屬於該公司的資產。若有關公司倒閉，消

費者須向臨時清盤人證明自己為箱內物品

的擁有人，而消費者可能需一段時間及提供

充足的證明文件，才能取回有關物品。

箱的大小及分行位置而定，其餘13間銀行

回覆截至今年4月底的保管箱總租用率由

50%至95%不等，而個別銀行表示大尺碼

保管箱的租用率較高。倘若分行所有保管

箱均已租出，有14間銀行表示設有等候名

單，客戶可先行到有關分行登記，當有保管

箱騰出時，有關分行會以先到先得的方式

安排給正在輪候的客戶；餘下4間銀行則表

示只有部分尺碼的保管箱設有等候名單或

完全不設等候名單的服務。

結語
由於銀行在部分地區提供的保管箱

服務或某些尺寸的銀行保管箱較受消費者

歡迎，而租戶一般較少退租，故消費者或

需輪候較長時間才能租用心儀的保管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