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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選按揭
安居樂業

古語有云：「有土斯有財」，又云「安居樂業」，說的無論是置業自住還是投資，中國
人「買磚頭」的觀念根深蒂固。其實準業主在置業前，需要詳細考慮許多問題，包括：
時機是否合適、物業是否合乎家庭的未來需要及鄰近物業的規劃發展等，而資金規劃尤
其重要。

現時大多數業主需要透過銀行敍做按揭貸
款，選擇合適的按揭計劃不但能解決資金
問題，而且可讓業主在運用資金時更有規
劃。

香港的銀行現時提供多種不同的按揭計劃
予業主選擇。面對種類繁多的按揭計劃，
業主除了要了解各種計劃的特色外，也要
考慮自己的實際需要，應優先選擇有實力
及規模較大的機構所提供的計劃，以獲享
更優質的服務。

本概覽將深入淺出地介紹有關置業的基本
常識，包括入市前的各項考慮因素、有關
置業的開支與程序及主要按揭計劃的特色
等，為準業主在申請按揭前提供實用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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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業前計劃預算
置業是人生大事，準業主在作出置業決定前，宜先考慮多項重要因
素並作出詳細部署。

置業預算：	包括可用作首期的資金、可承擔的按揭貸款額及其
他相關開支。

置業首期：	計算手上的流動資金，在扣除一定的儲備（例如未來
半年的支出）、置業成本（包括地產代理佣金、釐印
費、律師費和裝修費等）後能動用的餘額。

可承擔的按揭貸款額：	一般而言，銀行會以現行按揭利率、每月供款額及每月償
還其他債務的還款額少於準業主月薪的 50% 來計算。由於
現時市場處於低息期，若準業主選擇浮息按揭計劃，則當
按揭利率上調時，其按揭供款額亦會相應增加，故準業主
宜對按揭貸款額作出較保守的預算，如每月供款額少於月
薪的 40%，為未來的按揭利率上升設定緩衝。

可承擔的樓價：	置業首期 + 可承擔的按揭貸款額 = 準業主可承擔的樓價

除每月按揭供款額外，準業主亦應預備在置業後須繳付的物業管理費、差餉、地租
及物業維修等費用開支。

現時，很多銀行的網站及其智能手機程式都可為準業
主提供即時物業估價服務。準業主於簽署臨時買賣合
約前，宜先參考銀行免費提供的物業估價，以免簽約
後因估價不足而大失預算。

簽訂臨時買賣合約後，準業主可向銀行申請按揭貸
款。一般而言，準業主需提供身份及入息證明文件
（如稅單、戶口往來紀錄）、臨時買賣合約副本等。
銀行會視乎物業估價及準業主的還款能力來批核按揭
貸款額。

市場上有多款不同形式的按揭計劃，置業人士可按自
己的財務需要作出選擇。簡單來說，按揭保險計劃適
合首期不足的人士，而與存款掛鉤的「存款按揭」服
務便適合需要靈活調動資金的人士。

簽約前安排按揭

地區
方便上班嗎？區內設施是否切合本身需要？未來同區住宅供應量如何？
校網怎樣？

周邊環境
未來會否有大型工程？周邊環境的優／缺點會否有變化？
小貼士︰可瀏覽城市規劃委員會的法定規劃綜合網站
http://www.ozp.tpb.gov.hk，了解周邊土地的規劃用途。

物業情況
會否於短期內進行大規模維修工程？如有此情況，需支付多少費用？
業主立案法團有否財政赤字？

屋苑配套 有關設施是否適合自己及家人需要？管理費會否因設施多而較高？

單位面積及間隔 未來會否因計劃生兒育女或聘請家傭而需要較多的房間？

按揭貸款額是以樓價及估價（取低者）計算，因此，準業主在訂立置業目標後，
宜先向銀行作初步的按揭諮詢及物業估價。

先做估價

自住物業最多可借	9	成
根據 2011 年 6 月香港金融管理局發出的規定，準業
主可借樓價的 7 成（貸款額上限為 HK$4,200,000）
以購買 HK$7 , 0 00 , 0 00  以下的住宅物業，而樓價  
HK$7,000,000 或以上的物業按揭貸款成數則逐漸遞減，
樓價 HK$10,000,000 或以上的物業，按揭貸款成數的上
限是 5 成。

首期不足的準業主可透過銀行申請香港按揭證券公司的
按揭保險計劃，只要支付一定的保費（可計入按揭貸款
內分期償還），按揭貸款成數最高可達樓價或估價（以
較低者計算）的 9 成。惟準業主需留意現時的按揭保險
計劃只接受物業價格 HK$6,000,000 或以下的申請，且
該物業必須用以自住。

中銀香港手機應用程式提供
免費即時物業估價服務

仔細計劃
免失預算

在清楚計算財政預算的基礎上，準業主亦應按自己
的需要作全面考慮，避免數年後因對居住需求有變
而需要換樓，額外增加開支。

其他
考慮因素

置業按揭

部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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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銀行作初步的按揭貸款諮詢
（包括物業估價、按揭利率及優惠、每月預算的供款額等）

簽署臨時買賣合約並交收臨時訂金

遞交已填妥的銀行按揭貸款申請表格、
身份及入息證明文件、臨時買賣合約副本等

銀行接獲按揭貸款申請後，
會根據其物業樓價與估價及申請人的還款能力批核按揭貸款

如按揭貸款的申請獲批核，銀行會：
‧安排借款人簽署貸款條件確認信

‧致函通知借款人的律師準備按揭契

準業主簽署所有契約後，律師行會通知銀行，
並由銀行將貸款交予律師行安排於物業成交日送交賣方，以完成交易

銀行會郵寄還款資料通知書予借款人，
列明每月供款的本金、利息及貸款結餘等詳細資料

置業主要開支

物業價值	(HK$) 印花稅	(HK$)

2,000,000 或以下 100

2,000,001 至 2,351,760 100 + 逾 2,000,000 的 10% 

2,351,761 至 3,000,000 物業價值的 1.5% 

3,000,001 至 3,290,320 45,000 + 逾 3,000,000 的 10% 

3,290,321 至 4,000,000 物業價值的 2.25% 

4,000,001 至 4,428,570 90,000 + 逾 4,000,000 的 10% 

4,428,571 至 6,000,000 物業價值的 3% 

6,000,001 至 6,720,000 180,000 + 逾 6,000,000 的 10% 

6,720,001 至 20,000,000 物業價值的 3.75% 

20,000,001 至 21,739,120 750,000 + 逾 20,000,000 的 10% 

21,739,121 或以上 物業價值的 4.25%

資料來源：稅務局
資料日期：2010 年 4 月 1 日

代理佣金

印花稅

一般住宅物業按揭貸款的申請程序

開支篇

置業按揭

部署篇

一般來說，二手物業買賣雙方需各自支付物業代理佣金。雖然現時香港並無規定物
業代理佣金的金額，但市場普遍以物業成交價的1%計算。

又稱「釐印費」，按物業市值或成交價計算（以較高者為準）。嚴格來說，政府未
有規定由買方或賣方支付印花稅，惟市場普遍由買方支付，詳情如下：



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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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買賣流程摘要
一手樓花（一般物業買賣流程）

程序篇

現金或即時以按揭付款

‧ 簽署臨時買賣合約及支付臨時訂金
（「細訂」）

‧選擇律師行
‧向銀行申請按揭貸款

‧ 於律師行簽署正式買賣合約，並支
付部份樓價和印花稅（一般於 3 個
工作天內）

‧銀行批核按揭貸款申請

‧ 買方於律師行簽署樓花按揭契、貸
款合約及其他法律文件

‧ 銀行交付貸款予買方的律師行，買
方繳付樓價餘款、相關律師費和雜
費（一般於 45 至 60 天內完成交易）

‧業主開始按時還款予銀行

‧ 收取入伙通知書（視乎樓花期及發
展商進度）

‧ 於律師行簽署樓契、現樓按揭契等
文件（即俗稱「將樓花契轉正式按
揭契」）（一般在收取入伙通知書
後的 14 天內）

‧ 繳付有關律師費及雜費，安排收樓
入伙

建築期付款	

‧ 簽署臨時買賣合約及支付細訂
‧選擇律師行

‧ 於律師行簽署正式買賣合約，並
支付部份樓價和印花稅（一般於 3 
個工作天內）

‧ 於接近入伙期向銀行申請按揭貸款
‧銀行批核按揭貸款的申請

‧ 收取入伙通知書（視乎樓花期及發
展商進度）

‧ 於律師行簽署現樓按揭契、貸款合
約及其他法律文件（一般在收取入
伙通知書後的 14 天內）

‧ 銀行交付貸款予買方的律師行，買
方繳付樓價餘款、相關律師費及雜
費，完成交易後，安排收樓入伙

律師費

各類按金

額外印花稅

置業按揭

開支篇

現時一般綜合作一筆律師費計算，包括律師處理買賣合約、樓契及按揭契的費用，
但並無固定收費。

政府規定，在 2010 年 11 月 20 日或之後簽訂的住宅買賣協議，如該物業於 6 個
月內、 6 個月後至 1 年內或 1 年後至 2 年內轉讓，需分別支付成交價 15%、
10% 及 5% 的額外印花稅。現時，政府並沒有規定由買方或賣方支付額外印花稅，
而市場亦未有普遍的做法，因此買家如發現賣方持有單位不足 2 年，宜在簽約前先
議定額外印花稅的支付責任。
資料來源：稅務局
資料日期：2010 年 11 月 20 日

如需敍做按揭，銀行一般要求借款人購買火險以保障銀行。火險的費用一般按銀行
的按揭貸款額或物業的完全重置價值而定。業主還應按自己的需要購買家居保險及
樓宇按揭壽險等，為家居財物及償還按揭貸款等提供保障。

大型屋苑一般會收取管理費按金，若是一手新盤，則會向業主收取清倒家居裝修廢
料的費用（「泥頭費」）。而有關家居的公共服務如水、電、煤、寬頻及電話等，
均設有不同的按金或開戶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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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買賣合約簡介
倘透過物業代理成交，物業代理會準備臨時買賣合約（「臨約」），以供買賣雙方
簽署。

一般而言，臨約包括成交物業的地址、買賣雙方的身份、物業的成交價及成交日
期，而當中亦可能載有違約條款或註明雙方須履行的責任。因此，買賣雙方應先協
商，且於簽署臨約前清楚閱讀合約內容及相關條款。

於簽訂臨約後，賣方一般需委託律師草擬正式買賣合約，並交買方律師審閱。買賣
雙方將按照相關法律意見簽訂正式買賣合約。

二手物業（一般物業買賣流程）

 雙方簽署臨時買賣合約及支付細訂，
並委託律師行草擬正式買賣合約

買方向銀行申請按揭貸款

雙方於律師行簽署正式買賣合約及
交收加付訂金（「大訂」)（一般於 14 天內）

賣方律師將樓契送交買方的律師審核業權。
如有問題，買方有權提出解約

 買方律師正式在買賣合約上加蓋印花
（「打釐印」）並於土地註冊處登記

 銀行批核按揭貸款的申請

買方於律師行簽署現樓按揭契、
貸款合約及其他法律文件。

銀行交付貸款予買方律師行，買方繳付樓價餘款、
相關律師費及雜費，完成交易，收樓入伙（一般於 45 天內）

合約篇

置業按揭

程序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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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樓前溫馨提示
在物業交收前，買家亦有其他方面需要注意或準備。

二手樓成交前視察	確保交樓狀況妥當
一般來說，地產代理會在臨約中列明買家可在正式交易前視察物業。買家可藉此機
會了解物業狀況，確保一切妥當。如發現任何問題，可即時諮詢律師的法律意見。
倘若買家於視察後沒有發現任何問題，即可安排如期交樓，而交樓當天買方律師亦
會安排樓價餘額轉賬至賣方律師的賬戶。

一手新樓驗收	可聘專家代勞
雖然買家在購入一手新樓前一般並無機會視察物業，但由於賣方在售樓時一般會作
出交樓標準的承諾，如廚廁設備的品牌及裝修用料等，買家可考慮聘請測量師或合
資格人士於交樓時驗收。如發現物業情況有所不符，買家可要求發展商在合理時間
內處理。

此外，買家在收樓前亦可先申請
水、電、燃氣、家居電話及寬頻服
務等。現時，大多數機構均接受網
上申請，而一般轉名及開戶等手續
可於一星期內完成。若買家預計會
為單位進行大規模裝修，則可提出
要求在收樓日開始供水及供電，而
燃氣、電話、寬頻或收費電視等服
務，則可安排在裝修接近完成時才
開始。

按揭篇

按揭好拍檔

‧按揭計劃資訊

‧按揭計算機

‧免費即時物業估價

‧自訂物業估價書籤

用戶只需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尋
“BOCHK”，即可免
費下載程式至相關平台
使用。

精明智選按揭計劃
中銀香港靈活全面的按揭組合，滿足客戶不同人生階段的按揭及理財需要。

一般置業人士可選擇最優惠利率按揭計劃（以最優惠利率為基準）或同業拆息按揭計
劃（以香港銀行同業拆息為基準）。由於最優惠利率較穩定，因此業主的每月供款金
額亦相對穩定。相對而言，銀行同業拆息會較波動，每月的供款金額都會隨之變化，
但業主有機會在拆息偏低時，以較低的利率供樓。

若初次置業人士的首期不足，可考慮申請按揭保險計劃，其按揭成數最高可達樓價
的 9 成。

有剩餘資金的業主可考慮申請「存款按揭」服務	─「置合息」按揭計劃，以獲享等同
按揭貸款利率的存款利率^，而且可隨時提取存款，靈活便捷。此外，中銀香港亦為購
買住宅作投資、工商物業或居屋的業主，提供度身訂造的按揭計劃。

業主亦可將現有按揭貸款轉按至中銀香港，以節省利息開支，同時亦可加按現有物
業，以獲得額外的流動資金+。

至於持有物業的長者，則可考慮選擇安老按揭服務，繼續居於原有物業的同時，亦可
每月收取年金，資產運用更加靈活。

中銀香港Mobile	App

中銀香港在各主要手機平台包括 iOS 及 Android 都開設手機應用程式，以提供多項
與按揭貸款服務相關的資訊，讓用戶隨時隨地輕鬆掌握實用按揭資料，包括：

^  獲享特惠利率的存款上限為按揭貸款尚未償還餘額的 50%，並按按揭貸款尚未償還的餘額相應調
整。超出特惠利率存款上限的部份，將按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中銀香港」）不時公佈的
港元活期儲蓄存款分層利率計算利息，分層利率將按有關「存款賬戶」的總存款結餘而定

+ 最高按揭成數將按香港金融管理局不時公佈的規定及中銀香港的審批結果釐定

置業按揭

備忘篇

App Store Google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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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上述各項按揭計劃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參閱相關宣傳品或向中銀香港職員查詢。
2.  客戶須同時選用「按揭保險計劃」或「置輕“2”」按揭計劃。有關「按揭保險計劃」或「置輕“2”」按揭計劃的
詳情，請向中銀香港職員查詢。

3. 如超越貸款期數上限，中銀香港將相應調整客戶的每期供款額。
4. 不包括已支付予香港房屋委員會的訂金 / 意向金。

中銀香港多元化按揭計劃(1)

按揭計劃 優點 合適客戶類別

最優惠利率按揭計劃

  最優惠利率一般不會大幅波動，每月
供款相對穩定

  靈活還款方式，配合您的理財需要
  貸款期長達 30 年

  初次置業 / 換樓客戶
  轉按 / 加按客戶
  營商客戶
  投資客戶

同業拆息按揭計劃

  緊貼市場利率走勢，讓您有機會獲享
更低貸款利率

  設有按揭利率上限，供款更有預算
  備有 1、3、6 及 12 個月的同業拆息

檔期以供選擇

  初次置業 / 換樓客戶
  轉按 / 加按客戶
  營商客戶
  投資客戶

9 成按揭計劃(2)

  首期只需 10%
  備有最優惠利率及同業拆息兩種按揭

利率基準以供選擇
  可選擇定額供款(3)，讓您更有預算

  初次置業 / 換樓客戶
  轉按客戶

「存款按揭」服務 ─
「置合息」按揭計劃

  提供存款利率等同於按揭利率的存款
賬戶

  高息存款回報
  靈活存款及提款

  初次置業 / 換樓客戶
  轉按 / 加按客戶
  營商客戶
  投資客戶

「存款按揭」服務 ─
「置理想」按揭計劃

  集按揭、往來及發薪賬戶於一身
  存入款項猶如償還貸款本金，節省按

揭利息開支及縮短還款期
  存入款項可隨時提取

  初次置業 / 換樓客戶
  轉按 / 加按客戶
  營商客戶
  投資客戶

中銀香港多元化按揭計劃(1)

按揭計劃 優點 合適客戶類別

政府房屋按揭計劃

  居者有其屋計劃(「居屋」)的貸款額
高達物業估值或成交價的 95% (以較
低者為準)

  租者置其屋計劃 (「租置」) 的貸款額
高達成交價的 100%(4)

  貸款期長達 25 年

  居屋、租置客戶

安老按揭計劃
  60 歲或以上持有自住物業即可申請
  每月收取年金
  安居原有物業

  長者客戶

工商物業按揭計劃
  適用於工商業樓宇、舖位
  貸款額高
  貸款期長達 20 年

  營商客戶

投資物業按揭計劃
  適用於以個人或公司名義購入的物業
  物業種類多元化，包括住宅、工商業

樓宇及舖位
  投資客戶

置業按揭

按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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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合息」按揭計劃與一般按揭計劃的比較

「置合息」按揭計劃 一般按揭計劃

賬戶類型 按揭賬戶 + 特惠利率存款賬戶 純按揭貸款產品，每月定期供款

存款利息
存款利率與按揭貸款利率相同，存款
利息按特惠利率存款賬戶的每日存款
結餘計，每月付息

一般儲蓄存款利率，現時為 0.01%，
較貸款利率為低，一般每半年付息一
次

提款
可隨時以支票或透過自動櫃員機等提
取款項；亦可透過中銀香港網上銀行
或電話銀行辦理轉賬，靈活方便

一般儲蓄賬戶不提供支票服務

精明按揭升級版：存款按揭
個案 1：新婚置業

中銀香港推出的「存款按揭」服務	─
「置合息」按揭計劃，讓業主在實
現置業夢想之餘，兼享高息回報。 
此計劃有別於以最優惠利率或以同業
拆息為基準的一般按揭計劃，是以 
存款按揭結合按揭賬戶及特惠利率 
存款賬戶（「存款賬戶」），發揮
「高息存款」及「靈活調動」的
優勢，讓業主存入資金至「存款 
賬戶」，以獲取等同於按揭利率的 
存款利率，並可隨時提取資金，盡享
理財便利。

存款按揭例子（只供參考）		

假設 P  =  5% p.a.

儲蓄存款年利率：0.01% p.a.

貸款額：HK$3,000,000

還款期：25年（300個月）

於提取按揭貸款當日存入「存款賬戶」 / 一般儲蓄賬戶金額：HK$300,000

每月額外的存款金額：HK$10,000 

（假設按揭貸款完全清還前沒有提取已存入的款項）

「置合息」按揭計劃 一般按揭計劃
按揭貸款年利率^ 2.7%（P - 2.3%） 2.5%（P - 2.5%）

每月供款金額 HK$13,763 HK$13,459

「存款賬戶」年利率^ 2.7% -

儲蓄存款年利率^+ 0.01% 0.01%

全期按揭利息支出 HK$1,129,876 HK$1,038,509

全期存款利息收入 HK$459,297 HK$4,518

全期淨利息支出# HK$670,579 HK$1,033,991

節省利息支出 HK$363,412（節省 35%） -

P 為中銀香港不時公佈的港元最優惠利率
^ 上述所有年利率僅作參考
+ 儲蓄存款年利率視乎賬戶每日存款結餘而定
# 全期淨利息支出 = 全期按揭利息支出 － 全期存款利息收入

置業按揭

透視個案

融合「高息存款」與「靈活調動」雙重優勢
陳小姐與張先生每月收入共 HK$60,000，計劃購入一個價值 HK$4,500,000 的
物業單位作為婚後的安樂窩。他們預算扣除按揭供款及生活開支後，每月的儲蓄
約 HK$10,000。此外，他們計劃購入物業後，可保留 HK$300,000 流動資金作
不時之需。由於陳小姐與張先生需要不時調動資金，較難將存款存入定期存款賬
戶，故他們決定選用中銀香港「存款按揭」服務	─「置合息」按揭計劃，開始時
一筆過存入 HK$300,000，每月額外再將 HK$10,000 存入存款按揭的存款賬戶以
獲享特惠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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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按揭」服務	─「置合息」按揭計劃的特色

產品特點 存款利率等同按揭貸款利率，較一般港元儲蓄存款利率為高，而額外
存款利息收益可補貼部份按揭利息支出，讓客戶可靈活運用資金

適合客戶類別

  資金充裕的客戶
  專業人士或營商人士
  投資客戶
  有儲蓄習慣的客戶、中產家庭
  享有公司房屋津貼的客戶

適用範圍 一、二手新做按揭或轉按的私人住宅物業或村屋

按揭成數

  自住物業的按揭成數可高達物業估值或成交價的 9 成（以較低者為
準）

  若按揭成數高於 7 成，客戶需選用「按揭保險計劃」或「置輕
“2”」按揭計劃

  非自住物業的按揭成數可高達物業估值或成交價的 5 成（以較低者
為準）

注意事項：
‧  獲享特惠利率的存款上限為按揭貸款尚未償還餘額的50%，並按按揭貸款尚未償還的餘額相應調
整。超出特惠利率存款上限的部份，將按中銀香港不時公佈的港元活期儲蓄存款分層利率計算利
息，分層利率將按有關「存款賬戶」的總存款結餘而定。

精明按揭升級版：
工商物業按揭

隨著智能手機漸趨普及，李先生經營的手機應用程式設計公司的業務日益增長，為
把握機會擴充業務，他計劃搬遷至較大空間的辦公室，並增聘手機應用程式設計師
和市場營銷人員，卻未有足夠的流動資金。

李先生若透過中銀香港工商物業按揭計劃獲取貸款，在擴充業務的同時也能確保其
公司有足夠的流動資金以應付日常運作。

中銀香港的工商物業按揭計劃專為營商人士提供一、二手新做按揭或轉按服務，讓
客戶透過融資獲取流動資金以配合公司的業務發展。而持有物業的營商人士亦可選
擇加按現有工商物業或舖位以增加公司的現金流，以進一步開拓業務。

工商物業按揭計劃的特色
適用範圍 一、二手新做按揭或轉按的工商物業或舖位

貸款額 高達物業估值或成交價的 50%*（以較低者為準）

還款期 長達 20 年

* 最高按揭成數將按香港金融管理局不時公佈的規定及中銀香港的審批結果釐定

置業按揭

透視個案

個案 2：拓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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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每月年金金額（以物業價值每	HK	$1,000,000計）
參加年齡 60 歲 70 歲

年金年期 單人借款 (HK$) 二人共同借款 (HK$) 單人借款 (HK$) 二人共同借款 (HK$)

10 年 3,700 3,300 5,100 4,600

15 年 2,800 2,500 3,800 3,500

20 年 2,400 2,100 3,300 3,000

終身 2,000 1,800 3,100 2,800

精明按揭升級版：安老按揭

2	.	靈活年金年期
‧  可選擇 10、15、20 年或終身每月收取年金

‧  可於已選定的年金年期內隨時更改年金年期

3	. 一筆過貸款	
‧  如遇下列情況，借款人可選擇申請一筆過貸款︰

-  全數償還物業的原有按揭（只適用於申請安老按揭時）

-  支付物業的主要維修及保養費用

-  支付醫療費用（包括香港境外的治療）

‧  於提取一筆過貸款後，借款人仍可繼續收取每月年金，但其後的每月年金金
額將被相應調低

4	.	安居於原有物業
‧  在提取安老按揭貸款後，借款人仍可安居於原有物業至百年歸老，但須承擔
物業的維修保養以及繳付物業差餉、政府地稅及管理費等

5	.	毋須還款
‧  一般而言，除非安老按揭貸款因特定情況而被終止，否則借款人終身毋須還款

6	.	不設提前清償貸款的罰款
‧  借款人可隨時全數(2)償還安老按揭貸款及贖回物業，毋須繳交任何罰款 

7	.	六個月的解除合約期	
‧  如借款人決定於首六個月內終止及全數清還安老按揭貸款，相關的按揭保
費將按借款人的要求獲全數退還和豁免，惟仍須自行承擔免除及解除安老
按揭所需的法律費用

備註︰
1.  物業價值的上限為 HK$8,000,000。如物業估值高於該上限，每月年金金額將按 HK$8,000,000 的物
業價值計算。

2. 「安老按揭計劃」不接受部份償還貸款。

申請「安老按揭計劃」的資格
借款人   須為 60 歲或以上並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證的人士

  現時沒有破產亦未涉及破產呈請或債務重組

物業   須由借款人以個人名義持有，或與另一名業主以聯權共有形式持有（另一名業
主須同為該安老按揭貸款的借款人）

  須為 50 年或以下樓齡的物業且無任何轉售限制（如樓齡超過 50 年，申請將按
個別情況考慮）

  須為借款人在香港的主要居所，未有出租予他人

置業按揭

透視個案

個案 3：樂享退休生活

張先生及張太希望於退休後維持生活質素，現時兒子即將結婚組織自己的家庭，為
減輕兒子的經濟負擔，中銀香港的「安老按揭計劃」正是張先生及張太的最佳選
擇。擁有物業的退休人士不但可繼續安居於現有物業，而且可每月收取年金，增加
理財的靈活性，安享退休生活。

「安老按揭計劃」是甚麼？
「安老按揭計劃」是一項專為 60 歲或以上人士提供的貸款服務，讓借款人透過抵押
在香港的自住物業申請安老按揭貸款。借款人仍然是物業的業主，並可繼續居於原
有物業安享晚年。

1	.	每月年金金額
‧  借款人可於選定的年期內每月收取年金。一般來說，每月年金金額會按借款
人的年齡、借款人數、物業價值(1)及年金年期而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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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老按揭終止時的安排
‧  於安老按揭終止時，借款人（或其繼承人）可優先全數償還安老按揭貸款以
贖回物業。如選擇不贖回物業，銀行將出售該物業以償還借款人的安老按揭
貸款

‧  如出售物業後所得的款項超過安老按揭貸款，銀行會將全數償還安老按揭貸
款後的餘額歸還給借款人（或其繼承人）；如出售物業後所得的款項不足
以償還安老按揭貸款，該差額會根據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按揭證券公
司」）與銀行之間的保險安排，由按揭證券公司承擔，故此絕不會給借款人
（或其繼承人）帶來負擔

一般條款及細則：
‧以上產品、服務及優惠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參閱有關宣傳品或向中國銀行（香港）有限
公司（「中銀香港」）職員查詢。‧中銀香港保留隨時修訂、暫停及取消上述產品、服務與優惠及修
訂其條款與細則的酌情權，而毋須事先通知。如有任何爭議，中銀香港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重要注意事項：
‧以上所載的資料更新於 2012 年 3 月。‧本概覽並非旨在提供任何意見，因此，任何人不應賴以作為
有關此方面的用途。本概覽及其內容不構成，也不應被詮釋為提供任何專業意見、或任何產品或服務
的要約、招攬或建議。‧以上部份資料源自第三者提供的信息，雖然有關資料乃源自中銀香港認為可
靠的來源，中銀香港及香港經濟日報概不就以上所提供的資料或意見的準確性、完整性或正確性作出
任何陳述、保證或承諾，亦不會就任何人士因直接或間接使用以上的資料或意見（全部或任何部份）
而引致的損失承擔任何法律責任。本概覽的資料內容可隨時予以修改，不作另行通知。‧中銀香港及
香港經濟日報明確禁止任何未經書面許可、以任何方式（不論全部或部份）引用、複製或轉發本概覽
的行為。對於第三者因此等行為而引起的任何後果，中銀香港及香港經濟日報概不承擔任何法律責
任。

本概覽由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及香港經濟日報刊發。

中銀香港按揭客戶尊享優惠
選用中銀香港多元化的按揭計劃，尊享多項優惠，包括：

•		免費即時物業估價及按揭諮詢等服務	
•		投保火險可享保費折扣優惠	
•		按揭期內豁免中銀信用卡年費

登錄	
www.bochk.com	 個人銀行 按揭

點擊右側
「相關連結」選擇

「網上預約按揭申請」

客戶可透過網上預約申請按揭貸款

查詢詳情，
可致電中銀香港按揭熱線
(852) 3669 3233 或親臨
中銀香港屬下任何一家分行。

申請程序

針對每個申請人的不同需要，中銀香港將安排專人為客戶詳細講解計劃內容，更可
與客戶預約面談。

申請前
致電中銀香港「安老按揭」熱線	2278	3399，由專業團隊成員向
客戶講解計劃詳情，並安排會面以初步評估客戶是否符合申請資格

輔導
在辦理正式申請前，客戶須預約合資格的輔導顧問（由獨立執業律師擔任），

向客戶講解安老按揭的產品特點、主要的法律權益與責任，
及提取安老按揭貸款的法律後果。

完成安老按揭輔導後，客戶將獲發輔導證書

正式申請
獲發輔導證書後，客戶便可正式提交安老按揭的申請

簽署法律文件
於申請獲批核後，銀行將安排客戶簽署按揭文件以提取安老按揭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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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業按揭

透視個案

中銀香港「安老按揭」服務優點



按揭熱線 (852) 3669 32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