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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賬戶申請 
1. 為何要申請智能賬戶？  

透過容許您設定不同程度的限制，智能賬戶不但能滿足您對於移動支付的需求，更
可以保障您於網上或其他平台進行支付或消費時現有港元儲蓄或支票賬戶 (「主賬
戶」)的安全，避免將主賬戶全面開放所可能帶來的風險，消除用戶有關安全方面
的顧慮。  
 

2. 如何申請智能賬戶？  
申請流程如下：  
方法一：經個人手機銀行  
1. 登入個人手機銀行，然後於左上方功能表選擇「賬戶＞我的智能賬戶」  
2. 閱讀並同意相關條款及細則  
3. 設定交易賬戶、每日交易限額及增值方法  
4. 輸入一次性短訊驗證碼  
5. 成功開立智能賬戶  

 
方法二：經微信錢包  
1. 微信錢包選擇「新增銀行戶口 (中銀香港)」  
2. 閱讀並同意相關條款及細則  
3. 輸入中銀香港網上銀行賬戶號碼/名稱及密碼  
4. 設定交易賬戶及每日交易限額  
5. 輸入一次性短訊驗證碼  
6. 成功開立智能賬戶 

 
方法三：經BoC Pay 
1. 選擇綁定賬戶類型為「中銀香港銀行賬戶」 
2. 選擇以網上銀行或提款卡開立智能賬戶 
3. 閱讀並同意相關條款及細則  
4. 設定交易賬戶及每日交易限額  
5. 輸入一次性短訊驗證碼  
6. 成功開立智能賬戶 

 
3. 智能賬戶與主賬戶有甚麼關係？  

智能賬戶是您於主賬戶下開立的子賬戶，透過設定不同程度的限制 (如每日交易限
額)，您可在滿足安全性的基礎上靈活使用主賬戶的資金，並經智能賬戶於網上或
其他平台進行支付或消費。  
 

4. 我可以有多少個智能賬戶？  
每名客戶只能有一個智能賬戶。  

 
5. 誰可申請智能賬戶？ 

申請智能賬戶的客戶資格如下： 
年齡  16歲或以上 (經BoCPay) 

18歲或以上 (經個人手機
銀行 / 微信錢包 / 
BoCPay) 

電郵地址  有效  
您於本行的記錄  流動電話號碼 有效 

網上銀行服務 (不適用於透過
BoC Pay以提款卡進行註冊) 

有效且並未選擇退出手機
銀行服務 

提款卡 (只適用於透過BoC Pay
以提款卡進行註冊) 

有效 

用以啓動服務的賬戶（「主賬
戶」） 

持有任何一個有效的單名
港元儲蓄賬戶或港元支票
賬戶  

每日交易限額 (支付) 
*適用於18歲或以上 

上限HKD10,000，必須
於啓動戶口時自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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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隨後透過個人手機銀行
/BoC Pay更改  

每日交易限額 (支付) 
*適用於18歲以下 

上限為HKD1,000 
(當客戶年滿18歲，上限
將可自行設定為最高
HKD10,000) ，必須於
啓動戶口時自行設定，或
隨後透過個人手機銀行
/BoC Pay更改 

每名客戶最多可啟動智能賬戶數目  1個  
 

6. 我可以使用外幣、投資戶口作主賬戶嗎？  
不可以，現時只接受以有效之港元儲蓄賬戶或港元支票賬戶作主賬戶。  
 

7. 我可以使用聯名戶口作主賬戶嗎？  
不可以，現時只接受以單名賬戶作為主賬戶。  
 

8. 為何需要提供有效的流動電話號碼？  
中銀香港相當重視您的交易保安，我們透過您的流動電話號碼發送一次性短訊驗證
碼以開立智能賬戶，保障您的安全。同時，您的流動電話亦會收到確認通知。  
 

9. 為何需要提供有效的電郵地址？  
中銀香港相當重視您的交易保安，我們需要您提供有效的電郵地址發送交易通知。  
 

10. 申請後可享用甚麼服務？  
您現時可在本行不時指定的多個不同平台，如:香港微信錢包、BoC Pay，上綁定智
能賬戶，繼而可經智能賬戶於相關平台／服務作付款及消費等。  
 

11. 為何我不能新增已與智能賬戶連結的戶口？  
每個智能賬戶只能與一個主賬戶連接。 

 
B) 賬戶設定  
1. 每日交易金額設有上限嗎？  

您的每日最高交易金額限制為HKD10,000。如您未年滿18歲，限制為
HKD1,000。  
 
 
 

2. 我可設定每日交易限額嗎？  
您可以自行設置整個智能賬戶的每日交易限額，最高為HKD10,000。如您未年滿
18歲，最高為HKD1,000。  
  
 
 

3. 智能賬戶的結餘設有上限嗎？  
智能賬戶的最高結餘上限為HKD10,000。  
 

4. 我可設定智能賬戶的結餘上限嗎？  
不可以。  
 

5. 我可設定增值方法嗎？  
除了經個人手機銀行、BoC Pay或其他本行不時指定的多個不同平台為智能賬戶
增值外，您亦可選用以下增值服務。  
(i) 直接付款：支付金額將首先從您的智能賬戶結餘中扣除。當您的智能賬戶

結餘不足以付款時，我們將從您的主賬戶中扣除差額，然後填補同等金額
至您的智能賬戶，以悉數結算付款。  

(ii) 自動增值：您可按個人需要選擇每次自動增值金額由港幣100元至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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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每日只限增值一次。當您的智能賬戶結餘不足以付款時，即會按您選
擇的金額由主賬戶自動增值至智能賬戶，以悉數結算付款。  

(iii) 只經個人手機銀行、BoC Pay或其他本行不時指定的多個不同平台增值：
支付金額只會從您的智能賬戶結餘中扣除。倘若您的智能賬戶結餘不足，
您的支付將不能繼續進行。您需要經個人手機銀行、BoC Pay或其他本行
不時指定的多個不同平台為智能賬戶增值足夠金額，才可進行支付。  
 

6. 如我想更改已啓動智能賬戶所綁定的主賬戶，應怎樣處理？  
如您欲更改已啓動智能賬戶所綁定的主賬戶，可透過個人手機銀行智能賬戶的
「設定」或BoC Pay的「賬戶管理」更改主賬戶。更改後，原有已啓動的智能賬
戶將被終止，我行將以您另行選定的主賬戶啓動一個新的智能賬戶，新的智能賬
戶仍沿用原有智能賬戶的號碼，而原有的智能賬戶的餘額(如有)亦將保留於新的
智能賬戶。  
 

7. 我的手機收不到一次性短訊驗證碼，怎麼辦？  
您可按「發出新密碼」以收取新的短訊驗證碼。  
 

8. 短訊驗證碼已過期，怎麼辦？  
短訊驗證碼會於發出2分鐘後過期，您可按「發出新密碼」申請一個新的短訊驗
證碼。 

 
9. 爲何要設定每日交易限額？   

中銀香港相當重視您的交易保安。設定每日交易限額能保障您的主賬戶的安全，
避免將銀行主賬戶全面開放可能帶來的風險。  
 

10. 如何更改我的流動電話號碼？  
您可到分行辦理。  
 

11. 如何更改我的電郵地址？  
您可透過網上銀行使用雙重認證更改個人資料或到分行辦理。 
  

12. 智能賬戶設有不動戶嗎? 
如果智能賬戶連續24個月沒有交易 (如財務或其他)，戶口就會被列作不動戶及交
易可能受到限制。若客戶想重啟不動戶，請致電本行客戶服務熱線 (852) 3988 
2388查詢或親臨分行辦理。 

 
 

C) 賬戶交易  
1. 智能賬戶進行交易時，將怎樣處理有關餘額？  

您透過智能賬戶進行交易時，將先扣取智能賬戶內的餘額（如有），如智能賬戶內
的餘額不足，將按您選擇的增值方法進行增值，並經智能賬戶作支付，但有關交易
仍受每日交易限額限制，詳情如下：  
(i) 直接付款：我們將從您的主賬戶中扣除差額，然後填補同等金額至您的智

能賬戶，以悉數結算付款。  
(ii) 自動增值：按您已選擇的自動增值金額（港幣100元至5,000元）由主賬戶

自動增值至智能賬戶，每日只限增值一次，以悉數結算付款。如自動增值
後之金額仍不足付款時，將不會進行自動增值。  

(iii) 只經個人手機銀行增值：支付金額只會從您的智能賬戶結餘中扣除，倘若
您的智能賬戶結餘不足，您的支付將不能繼續進行。您需要經個人手機銀
行、BoC Pay或其他本行不時指定的多個不同平台為智能賬戶增值足夠金
額，才可進行支付。  
 

2. 智能賬戶的款項（餘額）不足時，我仍可以支付嗎？  
視乎您的增值方法選項，詳情請參閱C1。 

  
3. 如我已啓動智能賬戶所綁定的主賬戶是容許透支的，而當我的智能賬戶及所綁定的

主賬戶款項（餘額）同時不足時，我能否透過主賬戶透支，將不足的款項由主賬戶
內扣取，並經智能賬戶作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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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當智能賬戶餘額不足時，所綁定的主賬戶必須有足夠餘額被扣取，才能經
智能賬戶作支付。  
 

4. 如何充值智能賬戶？  
您可於個人手機銀行為智能賬戶進行增值，惟不能超過智能賬戶的結餘上限
HKD10,000。充值詳情請參閱C1。  

 
5. 如何查閱交易紀錄？ 

您可經個人手機銀行查閱您過去180天透過智能賬戶進行的所有相關交易資料及餘
額。但有關交易資料及餘額均不會包括於綜合月結單（如有）內，亦不會另外寄發
獨立月結單；您可以透過登入本行個人手機銀行或BoC Pay查閱該賬戶近期存入及
支付的款項。如您提出書面要求，本行亦可在預定的時限內以書面方式提供該交易
詳情。有關要求將可能收取一定的行政費用 (詳情請參考網站 
http://www.bochk.com/tc/servicecharge.html。有關費用收錄於「其他 – 索取
儲蓄或定期賬戶歷史資料紀錄」)。  
 

6. 智能賬戶餘額有否利息？  
智能賬戶內的餘額不帶任何利息。  
 

7. 智能賬戶可否透支？  
智能賬戶並不提供透支。有關智能賬戶餘額不足的處理詳情，請參閱C1。  
 

8. 如我的交易金額已達到每日交易限額，怎麼辦？  
您每日最高交易金額為HKD10,000(18歲以下為HKD1,000)。如超出此限額，您需
於下一天才能進行交易。  
 

9. 如系統顯示交易失敗，怎麼辦？  
您可透過個人手機銀行查閱交易記錄查詢交易失敗的原因，然後作出相應的措施。
如有需要，可致電本行客戶服務熱線 (852) 3988 2388查詢。  
 

10. 當款項存入智能賬戶超過結餘上限時，會拒納有關交易嗎? 
當款項存入智能賬戶超過結餘上限時， 會將此交易整筆轉入閣下的主賬戶中。客
戶可經BoCPay/手機銀行查閱相關金額存入智能賬戶及智能賬戶轉回主賬戶之記
錄。交易記錄將顯示「自動轉回至主賬戶」。此外，亦會發送SMS及Email提示客
戶的「智能賬戶」結餘將超過上限，最新款項已自動轉回客戶的主賬戶。 
 

11. 智能賬戶自動轉撥功能(即銀行在智能賬戶超出智能賬戶結餘上限時，將自動轉撥
存入款項至主賬戶)是否設有每日撥賬限額？ 
如因存入您的智能賬戶之存款導致該賬戶的結餘超出本行所設定的最高結餘上限，
銀行將自動把該筆存款轉入您的主賬戶。上述銀行自動轉撥至您的主賬戶受限於每
日限額HKD100,000。如您自行由智能賬戶轉入餘額至主賬戶，將不累計在上述每
日自動撥賬限額內。 
 

12. 若存入智能賬戶的款項超過智能賬戶結餘上限，亦同時超出智能賬戶自動轉撥功能
的每日撥賬限額，怎麼辦？ 
 
整筆款項會被拒納 (例子：如當天銀行已自動轉撥HKD90,000至您的主賬戶，再有
一筆HKD50,000款項存入智能賬戶，整筆存入金額HKD50,000將被拒納)。您可改
為使用您的儲蓄賬戶或往來賬戶以收取款項^。 
 
^您可以通過BoC Pay(設定>支付設定)/手機銀行登記您的儲蓄/往來賬戶登記“登
記轉數快”作為“收款賬戶”，以配合您的需要。 

 
13. 如我的智能賬戶經銀聯交易時有退款，怎麼辦？ 

一般情況下該筆銀聯交易會直接退入您的智能賬戶內 (如未能存入您的智能賬戶，
將存入您的主賬戶)，客戶可於相關交易記錄作出查詢。 

 

http://www.bochk.com/tc/servicechar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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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餘額提取處理  
1. 如我想轉回有關餘額至主賬戶時，應怎樣處理？  

您可透過個人手機銀行智能賬戶「賬戶資料」頁面的「轉回餘額」功能將智能賬戶
內全部或部分資金轉回至已綁定的主賬戶，而每一項轉回交易均不可超出您於智能
賬戶內的餘額。  
 

2. 我可以在分行提取智能賬戶內的餘額嗎？  
如您欲提取智能賬戶的餘額時，須先將餘額轉回至已綁定的主賬戶，而每一項轉回
交易均不可超出您於智能賬戶內的餘額。之後可至分行或以其它方式提取。  

 
E) 保安及私隱  
1. 我的個人資料會否傳送至商戶或其他第三方機構？  

我們會將智能賬戶號碼提供予您所綁定的移動支付平台。我們會為其他有關智能賬
戶的個人資料進行加密處理，並不會將智能賬戶號碼外的資料轉移至合作的商戶或
其他第三方機構。  
 

2. 如我懷疑我的智能賬戶被盗用，我應怎樣處理？  
如您懷疑智能賬戶被盗用，您需要儘快登入個人手機銀行暫停（步驟：設定 > 暫
停智能賬戶 / 取消智能賬戶）或BoC Pay（步驟：我的賬戶 > 賬戶管理 / 暫停
賬戶）終止智能賬戶，並儘快致電本行客戶服務熱線 (852) 3988 2388與本行職員
聯絡。  
 

3. 如我遺失或外洩網上銀行號碼／登入用戶名稱及密碼或遺失保安設備，我應怎樣處
理？  
如您遺失或外洩網上銀行號碼／登入用戶名稱及密碼或遺失保安設備，請即與本行
聯絡。  
 

F) 本行的費用與收費  
1. 會否就付款交易收取費用？  

本行並不會就每一項付款交易向您徵收費用及就任何付款金額（或其部分）的退款
徵收行政費。但本行保留向您於使用此服務時徵收或更改費用的權利，並會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向客戶給予30日的事先通知。另外為免產生疑問，您使用智能賬戶時
使用短訊、數據及/或電話致電可能會產生收費，您必須向您的流動通訊服務商支
付該等收費。您需要承擔及支付所有在任何適用法律下所徵收的稅項（包括商品及
服務稅）。若您欲得知本行的費用與收費，請參考本行網站www.bochk.com不時
公佈及更新的收費。  
 

2. 如我要求書面方式查閱智能賬戶的交易紀錄，會否收取費用？  
如您提出要求以書面方式查閱智能賬戶有關的交易資料及餘額，本行可在預定的時
限內以書面方式提供該交易詳情，而有關要求將可能收取一定的行政費用 (詳情請
參考網站 http://www.bochk.com/tc/servicecharge.html。有關費用收錄於「其
他 – 索取儲蓄或定期賬戶歷史資料紀錄」)。  
 

G) 賬戶終止  
1. 我可怎樣終止有關服務？  

您可隨時透過登入個人手機銀行、BoC Pay或前往本行各分行，終止您的智能賬
戶。  
 

2. 智能賬戶內尚有餘額，我仍可終止智能賬戶嗎？  
可以，您終止智能賬戶服務時，將自動將餘額轉入主賬戶。  
 

3. 我未能透過登入個人手機銀行終止智能賬戶的服務，應怎樣處理？  
您可於辦公時間內聯絡本行任何一間分行。  

 
4. 終止服務後，如何重新啟用智能賬戶？ 

終止服務後，原有已啓動的智能賬戶將被終止。如要重啟智能賬戶，需經微信錢包
重新申請或經個人手機銀行開立。我行將開立一個全新的智能賬戶供您使用。  
 

http://www.bochk.com/
http://www.bochk.com/tc/servicechar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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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賬戶暫停  
1. 我可怎樣暫停有關服務？  

您可隨時透過登入個人手機銀行，BoC Pay或前往本行各分行，暫停您的智能賬
戶。  
 

2. 智能賬戶內尚有餘額，我仍可暫停智能賬戶嗎？  
可以，餘額將保留在智能賬戶內。  
 

3. 暫停我的智能賬戶會有甚麼影響？  
暫停後，智能賬戶會立刻停止運作，但您仍可透過個人手機銀行智能賬戶的「設
定」下重啟賬戶。  
 

4. 暫停服務後，如何重新啟用智能賬戶？  
您可隨時透過個人手機銀行智能賬戶的「設定」或BoC Pay智能賬戶的「賬戶設
定」，重新啟用智能賬戶，透過一次性短訊驗證碼作確認，將可重啟已暫停的智能
賬戶。  
 

5. 重啟我的智能賬戶會有甚麼影響？  
重啟後，您將可繼續使用我行智能賬戶內的服務。  
 

I) 查詢渠道  
1. 如何查詢智能賬戶事宜？  

您可致電本行客戶服務熱線 (852) 3988 2388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