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滙豐環球銀行服務 

助你捕捉先機	

拓展環球機遇 

註:

1.	 此服務只適用於指定國家/地區。 在開戶過程中，你或需提供額外文件或
資料（因應目的地國家/地區特別要求）。滙豐尚玉及滙豐卓越理財客戶尊
享免費開立海外戶口，滙豐One客戶則需繳付港幣800元。

2.	 此服務唯滙豐尚玉、滙豐卓越理財及滙豐One客戶尊享，並只適用於指
定國家/地區。

3.	 提款卡服務須符合當地年齡規定。

4.	 客戶需維持全面理財總值（包括你在滙豐的所有存款、投資、已動用信

貸額、具備儲蓄或投資成分的人壽保險、由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

公司管理之滙豐强積金結餘，以及滙豐職業退休界定供款計劃結餘）於

港幣1,000,000元或以上。

5.	 有關申請理財產品或服務時而所需的信貸紀錄轉移，須經戶口所在地區

的海外滙豐集團成員批核。

6.	 透過滙豐個人網上理財或HSBC HK App使用「滙豐環球轉賬」，用作即時	
轉賬至個人及第三方海外滙豐戶口，為滙豐尚玉、滙豐卓越理財及	

滙豐One客戶尊享，並可獲豁免所有「滙豐環球轉賬」費用。使用「滙豐
環球轉賬」匯款至第三方的滙豐海外戶口暫適用於澳洲、百慕達、巴林、	

加拿大、海峽群島和曼島、埃及、希臘、印度、印尼、中國內地、馬來	

西亞、馬爾他、紐西蘭、阿曼、菲律賓、卡塔爾、新加坡、 斯里蘭卡、	
台灣、英國、美國、阿聯酋和越南。外匯買賣差價適用於涉及貨幣兌換	

之交易，包括互相掛鈎貨幣之兌換。詳情請瀏覽

7.	 支援12種貨幣，包括港幣、美元、英磅、日元、人民幣、歐羅、泰銖、
澳元、紐西蘭元、新加坡幣、加幣及瑞士法郎。如用上述貨幣交易，	

款項將直接從你相應的戶口中扣除。其他貨幣的消費，則根據現行匯

率以港元結算。

8.	 條款及細則適用。

9.	 現金應急服務只適用於滙豐卓越理財客戶及其指定家庭成員，而指定家庭

成員須於滙豐集團的任何成員持有戶口，並須符合有關當地條例規定。

「家庭成員」指直屬家庭成員包括配偶、父母、受供養人士（即子女及

或其受有法律效力監護之人士）。我們可以單方面決定家庭成員使用此

服務的資格。對於使用此服務如有任何爭議，我們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10.	以上保單由安盛保險有限公司（「AXA安盛」）承保，AXA安盛已獲香
港保險業監管局授權並受其監管。AXA安盛將負責按保單條款為你提供
保險保障以及處理索償申請。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乃根據保險業條

例（香港法例第41章）註冊為AXA安盛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分銷一般保險產
品之授權保險代理商。一般保險計劃乃AXA安盛之產品而非滙豐之產品。

有關與滙豐於銷售過程或處理有關交易的金錢糾紛，滙豐將與你把個案

提交至金融糾紛調解計劃；此外，有關涉及閣下保單條款及細則的任何

糾紛，將直接由AXA安盛與你共同解決。

11.	任何索償金額低於港幣5,000元的合資格個案將獲得立即處理，而索償付
款將會在收妥所有安盛保險（香港）有限公司（「AXA安盛」）所要求提交
的文件後兩個工作天內獲批准。如需更多資料，AXA安盛將會於五個工
作天內向索賠人發出跟進信。

12.	海外按揭及海外開戶申請由海外滙豐集團成員處理，並須經物業所在地

區的海外滙豐集團成員批核。

13.	此服務僅於指定國家/地區提供。

14.	唯滙豐尚玉及滙豐卓越理財客戶尊享。

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注意：中英文本如有歧義，概以英文本為準。

由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刊發
Issued by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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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你無需身在當地也能輕鬆處理海外	

按揭。

	� 一站式轉介服務12讓你於全球超過20個國
家/地區13，包括澳洲、加拿大、英國及美

國等地置業，由申請至批核，皆由滙豐一

站式處理。

	� 自用或放租物業13的申請，同樣適用。

	� 於本地管理海外按揭12－駐香港的國際按

揭專員會以你熟悉的語言並根據你身處的

時區，全程為你跟進海外按揭貸款申請。

	� 加按本地物業，以配合你的海外置業所需。

	� 海外物業諮詢－尊享由我們知名的海外地產

代理合作夥伴提供的海外物業諮詢服務。

	� 全面國際銀行支援，透過開立海外戶口1、	

外匯及「滙豐環球轉賬」6，輕鬆管理海外

按揭供款及日常支出。

輕鬆處理海外按揭

負笈海外是難能可貴的體驗，需要長線規劃

與經濟支持，滙豐夥拍專業教育顧問助你於

規劃路上掌握更多最新資訊及分析。

	� 免費諮詢服務14 - 尊享由我們的教育顧問合
作夥伴提供的免費諮詢服務，兼享折扣優

惠，當中包括選校諮詢、入學申請、備試

課程及評估測試。

	� 由合作夥伴舉辦的獨家教育講座，助你為

子女安排海外升學作好準備。

	� 輕鬆為子女管理財富 - 開立子女戶口，讓
他們從小培養正確理財觀念；而我們的國

際銀行服務，包括開立海外戶口1、「滙豐

環球轉賬」6及現金應急服務9，助你更方便

管理子女的海外財務。

助你規劃子女 

海外升學之路

如你正籌劃到海外發展，	

滙豐國際銀行業務部 
能助你輕鬆起步，更快實現抱負。

請與我們聯繫。

請關注我們，以獲取更多資訊及優惠：

請瀏覽網站尋找分行位置

+852 2233 3888

HSBCHK hsbc-hongkong

與你  成就更多 
Together we thrive

預先於香港開立海外戶口，省時之餘，亦助你可

於出發前安排銀行或海外資金事宜，盡握先機。

	� 網絡遍及全球 - 為你於全球超過30個國家/地區
免費開立戶口1。

	� 遙距開立戶口 - 無須親赴當地，於香港即可開
立海外戶口。你亦可透過網上平台隨時開戶2，

更彈性、更方便。 

	� 簡單方便 - 在香港完成海外戶口開立程序並	
預先領取海外提款卡3，方便你在抵達當地前

管理海外戶口。

	� 環球認可地位4 - 只須於一個國家/地區維持最低
存款要求，即可於全球享有環球卓越理財待遇。

	� 申請海外理財產品 - 預先將你的本地信貸紀錄5 

轉至海外，讓你於抵埗後申請滙豐理財產品或

服務更省時快捷。

抵埗前預先 

開立海外戶口

無論你準備為子女部署海外升學、	

計劃移居海外、置業或打算捕捉	

海外投資機遇，滙豐的龐大環球網絡，	

配合豐富的地方知識，	

為你提供合適的專業方案，	

助你輕鬆起步，開展新一頁。

一個平台管理環球戶口

及免費即時轉賬

透過滙豐環球賬戶服務及「滙豐環球轉賬」6，你

可隨時隨地查閱戶口和轉賬，管理環球財富自然

更得心應手。 

	� 即時免費環球轉賬6至你名下或親友的滙豐	

海外戶口。

	� 全天候透過一個平台管理你的環球戶口。

	� 清晰匯率 – 讓你清楚掌握轉賬時的外幣匯率。

全球緊急支援

意外難以避免，滙豐的支援時刻就緒，助你應付

突發情況。

	� 於全球指定滙豐分行提取高達2,000美元應急

現金9 ，為你與家人提供即時支援。

	� 全面旅遊保障 – 「旅遊萬全保」10提供特快賠償

批核服務11，更有24小時全球緊急支援。

環球提款，安心消費

海外消費從此更暢通無阻！滙豐尚玉萬事達卡®扣

賬卡及滙豐萬事達卡®扣賬卡讓你無需擔心匯率變

化或手續費，節省更多。

	� 一卡齊備12種貨幣7，於海外消費更免外幣交

易費。

	� 輕鬆於全球滙豐自動櫃員機提取現金，費用

全免。

	� 絕無年費。

	� 現金回贈 – 透過扣賬卡消費可享現金回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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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環球銀行服務 

助你捕捉先機	

拓展環球機遇 

註:

1.	 此服務只適用於指定國家/地區。 在開戶過程中，你或需提供額外文件或
資料（因應目的地國家/地區特別要求）。滙豐尚玉及滙豐卓越理財客戶尊
享免費開立海外戶口，滙豐One客戶則需繳付港幣800元。

2.	 此服務唯滙豐尚玉、滙豐卓越理財及滙豐One客戶尊享，並只適用於指
定國家/地區。

3.	 提款卡服務須符合當地年齡規定。

4.	 客戶需維持全面理財總值（包括你在滙豐的所有存款、投資、已動用信

貸額、具備儲蓄或投資成分的人壽保險、由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

公司管理之滙豐强積金結餘，以及滙豐職業退休界定供款計劃結餘）於

港幣1,000,000元或以上。

5.	 有關申請理財產品或服務時而所需的信貸紀錄轉移，須經戶口所在地區

的海外滙豐集團成員批核。

6.	 透過滙豐個人網上理財或HSBC HK App使用「滙豐環球轉賬」，用作即時	
轉賬至個人及第三方海外滙豐戶口，為滙豐尚玉、滙豐卓越理財及	

滙豐One客戶尊享，並可獲豁免所有「滙豐環球轉賬」費用。使用「滙豐
環球轉賬」匯款至第三方的滙豐海外戶口暫適用於澳洲、百慕達、巴林、	

加拿大、海峽群島和曼島、埃及、希臘、印度、印尼、中國內地、馬來	

西亞、馬爾他、紐西蘭、阿曼、菲律賓、卡塔爾、新加坡、 斯里蘭卡、	
台灣、英國、美國、阿聯酋和越南。外匯買賣差價適用於涉及貨幣兌換	

之交易，包括互相掛鈎貨幣之兌換。詳情請瀏覽

7.	 支援12種貨幣，包括港幣、美元、英磅、日元、人民幣、歐羅、泰銖、
澳元、紐西蘭元、新加坡幣、加幣及瑞士法郎。如用上述貨幣交易，	

款項將直接從你相應的戶口中扣除。其他貨幣的消費，則根據現行匯

率以港元結算。

8.	 條款及細則適用。

9.	 現金應急服務只適用於滙豐卓越理財客戶及其指定家庭成員，而指定家庭

成員須於滙豐集團的任何成員持有戶口，並須符合有關當地條例規定。

「家庭成員」指直屬家庭成員包括配偶、父母、受供養人士（即子女及

或其受有法律效力監護之人士）。我們可以單方面決定家庭成員使用此

服務的資格。對於使用此服務如有任何爭議，我們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10.	以上保單由安盛保險有限公司（「AXA安盛」）承保，AXA安盛已獲香
港保險業監管局授權並受其監管。AXA安盛將負責按保單條款為你提供
保險保障以及處理索償申請。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乃根據保險業條

例（香港法例第41章）註冊為AXA安盛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分銷一般保險產
品之授權保險代理商。一般保險計劃乃AXA安盛之產品而非滙豐之產品。

有關與滙豐於銷售過程或處理有關交易的金錢糾紛，滙豐將與你把個案

提交至金融糾紛調解計劃；此外，有關涉及閣下保單條款及細則的任何

糾紛，將直接由AXA安盛與你共同解決。

11.	任何索償金額低於港幣5,000元的合資格個案將獲得立即處理，而索償付
款將會在收妥所有安盛保險（香港）有限公司（「AXA安盛」）所要求提交
的文件後兩個工作天內獲批准。如需更多資料，AXA安盛將會於五個工
作天內向索賠人發出跟進信。

12.	海外按揭及海外開戶申請由海外滙豐集團成員處理，並須經物業所在地

區的海外滙豐集團成員批核。

13.	此服務僅於指定國家/地區提供。

14.	唯滙豐尚玉及滙豐卓越理財客戶尊享。

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注意：中英文本如有歧義，概以英文本為準。

由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刊發
Issued by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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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你無需身在當地也能輕鬆處理海外	

按揭。

	� 一站式轉介服務12讓你於全球超過20個國
家/地區13，包括澳洲、加拿大、英國及美

國等地置業，由申請至批核，皆由滙豐一

站式處理。

	� 自用或放租物業13的申請，同樣適用。

	� 於本地管理海外按揭12－駐香港的國際按

揭專員會以你熟悉的語言並根據你身處的

時區，全程為你跟進海外按揭貸款申請。

	� 加按本地物業，以配合你的海外置業所需。

	� 海外物業諮詢－尊享由我們知名的海外地產

代理合作夥伴提供的海外物業諮詢服務。

	� 全面國際銀行支援，透過開立海外戶口1、	

外匯及「滙豐環球轉賬」6，輕鬆管理海外

按揭供款及日常支出。

輕鬆處理海外按揭

負笈海外是難能可貴的體驗，需要長線規劃

與經濟支持，滙豐夥拍專業教育顧問助你於

規劃路上掌握更多最新資訊及分析。

	� 免費諮詢服務14 - 尊享由我們的教育顧問合
作夥伴提供的免費諮詢服務，兼享折扣優

惠，當中包括選校諮詢、入學申請、備試

課程及評估測試。

	� 由合作夥伴舉辦的獨家教育講座，助你為

子女安排海外升學作好準備。

	� 輕鬆為子女管理財富 - 開立子女戶口，讓
他們從小培養正確理財觀念；而我們的國

際銀行服務，包括開立海外戶口1、「滙豐

環球轉賬」6及現金應急服務9，助你更方便

管理子女的海外財務。

助你規劃子女 

海外升學之路

如你正籌劃到海外發展，	

滙豐國際銀行業務部 
能助你輕鬆起步，更快實現抱負。

請與我們聯繫。

請關注我們，以獲取更多資訊及優惠：

請瀏覽網站尋找分行位置

+852 2233 3888

HSBCHK hsbc-hongkong

與你  成就更多 
Together we thrive



滙豐環球銀行服務 

助你捕捉先機	

拓展環球機遇 

註:

1.	 此服務只適用於指定國家/地區。 在開戶過程中，你或需提供額外文件或
資料（因應目的地國家/地區特別要求）。滙豐尚玉及滙豐卓越理財客戶尊
享免費開立海外戶口，滙豐One客戶則需繳付港幣800元。

2.	 此服務唯滙豐尚玉、滙豐卓越理財及滙豐One客戶尊享，並只適用於指
定國家/地區。

3.	 提款卡服務須符合當地年齡規定。

4.	 客戶需維持全面理財總值（包括你在滙豐的所有存款、投資、已動用信

貸額、具備儲蓄或投資成分的人壽保險、由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

公司管理之滙豐强積金結餘，以及滙豐職業退休界定供款計劃結餘）於

港幣1,000,000元或以上。

5.	 有關申請理財產品或服務時而所需的信貸紀錄轉移，須經戶口所在地區

的海外滙豐集團成員批核。

6.	 透過滙豐個人網上理財或HSBC HK App使用「滙豐環球轉賬」，用作即時	
轉賬至個人及第三方海外滙豐戶口，為滙豐尚玉、滙豐卓越理財及	

滙豐One客戶尊享，並可獲豁免所有「滙豐環球轉賬」費用。使用「滙豐
環球轉賬」匯款至第三方的滙豐海外戶口暫適用於澳洲、百慕達、巴林、	

加拿大、海峽群島和曼島、埃及、希臘、印度、印尼、中國內地、馬來	

西亞、馬爾他、紐西蘭、阿曼、菲律賓、卡塔爾、新加坡、 斯里蘭卡、	
台灣、英國、美國、阿聯酋和越南。外匯買賣差價適用於涉及貨幣兌換	

之交易，包括互相掛鈎貨幣之兌換。詳情請瀏覽

7.	 支援12種貨幣，包括港幣、美元、英磅、日元、人民幣、歐羅、泰銖、
澳元、紐西蘭元、新加坡幣、加幣及瑞士法郎。如用上述貨幣交易，	

款項將直接從你相應的戶口中扣除。其他貨幣的消費，則根據現行匯

率以港元結算。

8.	 條款及細則適用。

9.	 現金應急服務只適用於滙豐卓越理財客戶及其指定家庭成員，而指定家庭

成員須於滙豐集團的任何成員持有戶口，並須符合有關當地條例規定。

「家庭成員」指直屬家庭成員包括配偶、父母、受供養人士（即子女及

或其受有法律效力監護之人士）。我們可以單方面決定家庭成員使用此

服務的資格。對於使用此服務如有任何爭議，我們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10.	以上保單由安盛保險有限公司（「AXA安盛」）承保，AXA安盛已獲香
港保險業監管局授權並受其監管。AXA安盛將負責按保單條款為你提供
保險保障以及處理索償申請。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乃根據保險業條

例（香港法例第41章）註冊為AXA安盛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分銷一般保險產
品之授權保險代理商。一般保險計劃乃AXA安盛之產品而非滙豐之產品。

有關與滙豐於銷售過程或處理有關交易的金錢糾紛，滙豐將與你把個案

提交至金融糾紛調解計劃；此外，有關涉及閣下保單條款及細則的任何

糾紛，將直接由AXA安盛與你共同解決。

11.	任何索償金額低於港幣5,000元的合資格個案將獲得立即處理，而索償付
款將會在收妥所有安盛保險（香港）有限公司（「AXA安盛」）所要求提交
的文件後兩個工作天內獲批准。如需更多資料，AXA安盛將會於五個工
作天內向索賠人發出跟進信。

12.	海外按揭及海外開戶申請由海外滙豐集團成員處理，並須經物業所在地

區的海外滙豐集團成員批核。

13.	此服務僅於指定國家/地區提供。

14.	唯滙豐尚玉及滙豐卓越理財客戶尊享。

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注意：中英文本如有歧義，概以英文本為準。

由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刊發
Issued by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Y2

1-
U

3-
FH

PM
10

_I
B

C
 L

ea
fle

t_
TC

現在，你無需身在當地也能輕鬆處理海外	

按揭。

	� 一站式轉介服務12讓你於全球超過20個國
家/地區13，包括澳洲、加拿大、英國及美

國等地置業，由申請至批核，皆由滙豐一

站式處理。

	� 自用或放租物業13的申請，同樣適用。

	� 於本地管理海外按揭12－駐香港的國際按

揭專員會以你熟悉的語言並根據你身處的

時區，全程為你跟進海外按揭貸款申請。

	� 加按本地物業，以配合你的海外置業所需。

	� 海外物業諮詢－尊享由我們知名的海外地產

代理合作夥伴提供的海外物業諮詢服務。

	� 全面國際銀行支援，透過開立海外戶口1、	

外匯及「滙豐環球轉賬」6，輕鬆管理海外

按揭供款及日常支出。

輕鬆處理海外按揭

負笈海外是難能可貴的體驗，需要長線規劃

與經濟支持，滙豐夥拍專業教育顧問助你於

規劃路上掌握更多最新資訊及分析。

	� 免費諮詢服務14 - 尊享由我們的教育顧問合
作夥伴提供的免費諮詢服務，兼享折扣優

惠，當中包括選校諮詢、入學申請、備試

課程及評估測試。

	� 由合作夥伴舉辦的獨家教育講座，助你為

子女安排海外升學作好準備。

	� 輕鬆為子女管理財富 - 開立子女戶口，讓
他們從小培養正確理財觀念；而我們的國

際銀行服務，包括開立海外戶口1、「滙豐

環球轉賬」6及現金應急服務9，助你更方便

管理子女的海外財務。

助你規劃子女 

海外升學之路

如你正籌劃到海外發展，	

滙豐國際銀行業務部 
能助你輕鬆起步，更快實現抱負。

請與我們聯繫。

請關注我們，以獲取更多資訊及優惠：

請瀏覽網站尋找分行位置

+852 2233 3888

HSBCHK hsbc-hongkong

與你  成就更多 
Together we thr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