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銀香港流動應用程式開戶常見問題 

第一部份：透過中銀香港流動理財應用程式提交申請 

1. 我可以申請到甚麼賬戶和服務？ 

 

您可以透過中銀香港流動應用程式一站式開立以下賬戶和服務： 

• 綜合理財服務 

• 港元儲蓄賬戶 

• 外匯寶賬戶 

• 手機銀行及網上銀行 

• 中銀卡 (提款卡)  

無需親臨分行，過程快捷簡單。請即下載中銀香港流動應用程式

(https://www.bochk.com/dam/more/mini/mbk/tc.html)。 

 

2. 我是否符合開戶條件？ 

 

要透過中銀香港流動應用程式申請開戶，您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 全新客戶或未持有任何中銀香港個人/聯名的儲蓄或往來賬戶(可持有 BoC 

Pay 支付賬戶或中銀信用卡)； 

• 年滿 18 歲或以上； 

• 持有有效香港居民身份證 (支援 2003 年及 2018 年起發行的智能身份

證)； 

• 國籍(國家/地區)為中國香港、中國內地、中國澳門； 

• 能提供有效手提電話號碼； 

國籍 支援手提電話號碼之國家/地區 

中國內地、中國澳門 中國內地、中國香港、中國澳門 

中國香港 中國內地、中國香港、中國澳門、馬

來西亞、 印尼、 菲律賓、 越南、 

泰國、文萊、加拿大、澳洲 

• 能提供有效居住住址及通訊地址； 

國籍 居住住址及通訊地址之國家/地區 

中國內地、中國澳門 中國香港 

https://www.bochk.com/dam/more/mini/mbk/tc.html


 

中國香港 中國香港、中國內地、中國澳門、馬

來西亞、 印尼、 菲律賓、 越南、 

泰國、文萊、加拿大、澳洲 

• 能提供有效電郵地址； 

• 能提供稅務居民編號等資料。 

如未能符合以上條件，或您的開戶申請未能透過流動應用程式完成，請親臨

本行任何一間分行辦理開戶。 

 

3. 我的手機裝置需符合甚麼要求？ 

 

您的手機裝置須支援 iOS 12.4 或以上或 Android 6.0 或以上的版本；並配有前

後攝像鏡頭及重力感測器以便作身份驗證。 

 

4. 透過中銀香港流動應用程式申請開戶是否需要收費？ 

 

透過流動應用程式申請開戶，無需收費。就銀行其他服務收費，請參閱中銀

香港網頁內最新的資料(https://www.bochk.com/tc/servicecharge.html)。 

 

5. 版面顯示可選擇透過「智方便」作認證，什麼是「智方便」？ 

 

「智方便」是香港政府推出的免費服務，適用於所有 11 歲或以上的香港身份

證持有人，讓用戶透過個人流動電話進行身份認證，登入和使用不同政府部

門及商業機構的網上服務。詳情可瀏覽政府有關「智方便」的官方網站。 

 

6. 透過「智方便」作身份認證與透過「拍攝香港身分證」作身份認證有什麼分

別？ 

 

如選擇以「智方便」作身份認證，您會透過登入「智方便」應用程式作身份

認證，另可透過「智方便」內「填表通」功能，自訂回傳不同的個人資料至

本行流動應用程式，自動填寫資料。如果選擇以「拍攝香港身份證」作身份

認證，您需透過拍攝香港身份證及人臉以核證身份。 

 

7. 如我選擇以「智方便」作身份認證，我需要準備什麼？ 

 

您需要先成功登記香港政府的「智方便」服務，然後下載本行流動應用程式

進行開戶。有關登記「智方便」詳情，可瀏覽政府有關「智方便」的官方網

站。 

https://www.bochk.com/tc/servicecharge.html


 

 

8. 選擇以不同身份認證方式對所開立之賬戶/服務有什麼不同？ 

 

不論您以何種身份認證方式開戶，所開立之賬戶/服務是完全一樣的。 

 

9. 為什麼要拍攝身份證的正面及背面?為什麼總是不成功？ 

 

拍攝身份證的正面及背面有助我們驗證您的香港身份證，讓您無需親自前往

我們的分行進行身份驗證。拍攝時的光線可能影響系統未能辨識身份證，請

確保拍攝環境不反光及不被陰影遮擋，身份證的影像清晰、不失焦。 

一些因素，包括拍攝香港身份證及自拍照的環境，如強光、身份證上的劃

痕、損耗等，都可能影響我們對比您的自拍照及身份證上的相片之準確性。

如以上因素令系統未能檢測到有效的香港身份證，本行未能透過系統完成身

份核實程序，請親臨本行任何一家分行辦理開戶手續。 

 

10. 開戶時提及會以境外雲端運算技術為我的身份證進行檢測，相關雲端數據會

儲存在那個國家？會否永久保留在其他地區？ 

 

開立賬戶時，中銀香港流動應用程式會要求您拍攝身份證及人臉，以核對身

份。身份證影像會加密傳送至身份證檢測服務供應商位於印度、新加坡及其

他地區的的雲端伺服器以人工智能技術進行身份證真僞檢測。完成檢測後，

供應商會反饋檢測結果及刪除您的資料。 

 

11. 開戶時提及會以人工智能技術為我的身份證進行檢測，人工智能會考慮什麼

因素決定我的身份證的真偽？ 

 

身份證檢測服務供應商利用人工智能辨別身份證上的防偽特徵，亦會將身份

證明文件照片與真實範本進行比較，檢測身份證明文件是否曾被篡改，包括

身份證明文件上的照片真偽檢測、是否有資料欄位缺失、身份證號碼是否曾

被篡改及其他身份證特徵如立體感激光影像、晶片擺放位置及背景等。供應

商檢測完成後會按人工智能的評估反饋其檢測結果予本行。 

 

12. 為什麼要自拍並要做貶眼等動作？(透過「拍攝香港身份證」作身份認證適

用) 

 

這有助我們驗證您是香港身份證持有人及是否親自提出申請，以讓您無需親

自前往我們的分行亦可進行身份驗證。 

 



 

13. 我是否需要上載住址證明？ 

 

透過流動應用程式開立儲蓄賬戶，無需上載住址證明。但是，如果您要開立

投資賬戶，您需要在儲蓄賬戶成功開通後，於手機銀行上載有效的住址證明

及提供相關資料以完成申請流程。 

注意﹕網上銀行暫不支援經流動應用程式開戶的客戶申請投資賬戶。 

 

14. 如我輸入了香港以外手提電話號碼或居住住址或通訊地址我是否需要填寫其

居留司法管轄區及稅務編號?  

 

如您輸入了香港以外手提電話號碼或居住住址或通訊地址，在開戶過程中您

需要提供相關的居留司法管轄區及稅務編號，如未能提供稅務編號，您可能

無法開戶。 

 

15. 如我有其他國家/地區的稅務居民身份，是否需要申報? 

 

如您其他國家/地區的稅務居民身份，你將需要提供相關的居留司法管轄區及

稅務編號，如未能提供稅務編號，您可能無法開戶。 

 

16. 我的申請資料在提交過程中是否受到保障？ 

 

從您獲取的資料是為了遵守銀行的客戶盡職審查政策、本地法律及條例及/或國

際標準所訂立的要求，以為您開立賬戶及/或申請服務。您所提供的所有資料，

包括身份證相片、個人資料、用戶名稱及密碼、提款卡密碼，於傳送過程中都

會受到點對點加密程序保護。 

 

17. 為何我需要在申請過程中自設網上銀行用戶名稱及密碼、提款卡密碼？ 

 

此為方便您於成功開戶後可使用本行的網上銀行/手機銀行以及自動櫃員機服

務。 

 

18. 一次性密碼有什麼用途？ 

 

我們會透過短訊發送一個一次性密碼（OTP），以驗證您在申請過程中所提供

的手機號碼有效。 

 

 

 



 

19. 如果我申請中途暫停處理，我如何取回之前已輸入的資料以繼續未完成的申

請？ 

 

開戶過程中您可以按下「儲存及退出」儲存已輸入的資料。要繼續未完成的

申請，可於應用程式主頁選擇「我要繼續未完成的申請」。您需要輸入您已

設定的網上銀行用戶名稱及登入密碼，並完成一次性密碼（OTP）驗證，即

可繼續未完成的申請。如開戶途中因網路或其他原因中斷連接，未完成的申

請不會自動儲存。 

 

請注意，您未完成的申請將從建立申請當日起儲存 7 天。如果您無法在 7 天

內繼續並完成申請，為保障客戶資料安全，已儲存的記錄則會被刪除。屆時

您需再次重新申請。 

 

20. 如果我申請中途離開，銀行會否保留我的個人資料?  

 

為方便解答您的查詢，如您已完成身份證驗證程序，開戶途中因網絡或其他

原因中斷連接，銀行會保留您的身份證驗證資料 30 天，30 天後由系統自動

刪除有關紀錄。 

 

21. 如果我提交申請後被拒絕開戶，銀行會否保留我的個人資料?  

 

為方便解答您的查詢，如您提交申請後被拒絕開戶，銀行會保留您的申請資

料 30 天，30 天後由系統自動刪除有關紀錄。 

 

22. 完成申請後，我的戶口何時可以開始使用？ 

 

如您於服務時間內 (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8 時 (公眾假期除外)) 

提交申請並成功開戶，一般情況下便可以即時使用賬戶，我們會即時透過短

訊及電郵通知您。您亦可以登入網上銀行/手機銀行查閱您的賬戶號碼，並可

立即啟用「小額轉賬」服務並設定額度，每天轉賬上限為港元 10,000。同

時，我們會於 4 個工作天內對您的開戶資料作內部審閱，完成後您的中銀卡

將可啟用，同時您的網上銀行/手機銀行已登記第三者賬戶(包括匯款)/小額轉

賬每天轉賬最高總限額將會提升至港元 210,000。如有需要，您可隨時登入網

上銀行/手機銀行調整限額。 

 

如您於服務時間以外提交申請，我們會於下一個工作天處理。成功提交申請

及/或成功開戶後，我們會透過短訊及電郵通知您。 

 



 

23. 成功開戶後，我是否可於手機銀行繼續申請投資賬戶？ 

 

成功開戶後，您可透過手機銀行繼續申請開立投資賬戶，您需要於過程中上

載有效的住址證明。我們將於 4 個工作日內(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除外)

透過短訊和電郵通知您開戶狀態。 

注意﹕網上銀行暫不支援經流動應用程式開戶的客戶申請投資賬戶。 

 

第二部份：網上銀行/手機銀行服務 

24. 我何時才能使用網上銀行/手機銀行服務？ 

 

成功開戶後，我們會透過短訊及電郵通知您。您可以網上銀行用戶名稱和密

碼即時登入網上銀行/手機銀行，並使用本行的電子銀行服務。 

 

25. 我可以使用哪些網上銀行/手機銀行服務？ 

除了開立往來賬戶外，您可以通過網上銀行/手機銀行享受各種銀行服務，包

括轉賬、貨幣兌換及開立定期等。 

如您希望享受更全面的銀行服務，請携同您的身份證明文件親臨我們的任何

分行並提供您的親筆簽署式樣，有關賬戶將可轉換為全功能賬戶並可申請更

多服務。 

 

26. 我經網上銀行/手機銀行轉賬或繳費是否有額度限制？ 

如您需辦理第三者轉賬交易，成功開戶後您可以啟用「小額轉賬」服務並設

定額度，每天轉賬上限為港元 10,000。我們會於 4 個工作天內對您的開戶資

料作內部審閱，完成後您的中銀卡將會啟用，同時您的網上銀行/手機銀行已

登記第三者賬戶(包括匯款)/小額轉賬每天轉賬最高總限額將會提升至港元

210,000、每天繳付賬單最高總限額將會提升至港元 60,000 (註)。如有需要，

您可隨時登入網上銀行/手機銀行調整限額。 

註：每天繳付賬單最高總限額包括︰繳付「銀行指定商戶」賬單每天最高限

額為港元 50,000，繳付「一般商戶」賬單每天最高限額為港元 10,000。「銀

行指定商戶」是指委託我行收款的商戶。除「銀行指定商戶」之外，其他為

「一般商戶」。詳情請參閱「網上銀行 > 繳付賬單 > 商戶類別 > 商戶資

料」的介紹。 

 



 

27. 如果忘記了我的網上銀行/手機銀行用戶名稱/密碼，怎麼辦？ 

 

若您忘記網上銀行用戶名稱或密碼，可根據網上銀行/手機銀行登入版面的指

示取回用戶名稱或重設密碼。 

 

第三部份：賬戶服務 

28. 如何存入資金到我的戶口？ 

 

成功開戶後，您可以登入網上銀行/手機銀行查詢戶口詳情。您可以透過以下

途徑將資金存入您的賬戶： 

• 於任何一間分行存入現金或支票  

• 於本行的自動櫃員機存入現金或支票  

• 透過「轉數快」進行跨行轉賬 (請透過網上銀行/手機銀行綁定中銀香港

賬戶為「轉數快」預設收款賬戶，詳情請參閱本行網站

https://www.bochk.com/tc/more/ebanking/fps.html) 

29. 如何提取戶口的存款？ 

 

您可以透過以下途徑提取戶口的存款： 

• 以中銀卡於本行的自動櫃員機進行現金提款 

• 携同您的中銀卡及身份證明文件親臨我們的分行辦理提款交易 

• 您亦可以透過網上銀行/手機銀行轉賬款項至本行或其他銀行的賬戶 

30. 成功開戶後，我可如何更新我的個人資料？ 

 

您可以登入網上銀行/手機銀行更新您的個人資料。如果您想更新其他資料 

(例如手提電話號碼)，請親臨分行辦理。 

 

31. 我如何取消戶口？ 

 

請携同您的身份證明文件親臨我們的任何分行取消戶口。 

 

32. 如果我未能符合戶口所指定的每日平均理財總值要求，我是否需要支付服務

月費？ 

 

由 2019 年 8 月 1 日起，本行已全面取消所有個人綜合理財的服務費。 

https://www.bochk.com/tc/more/ebanking/fps.html


 

第四部份：中銀卡服務 

33. 我將於成功開戶後多久才能收到中銀卡？ 

 

中銀卡將於成功開戶後寄出，一般情況下，將於4個工作天內(星期六、星期

日及公眾假期除外)郵寄至您的通訊地址。 

 

34. 我已收到中銀卡，但於自動櫃員機未能使用，為什麼？ 

成功開戶後我們會審閱您的開戶資料，中銀卡會暫時維持在凍結狀態。一般

情況下，中銀卡會於 5 個工作天內啟用(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除外)。 

35. 我是否需要支付中銀卡年費？ 

 

由 2019 年 8 月 1 日起，本行已全面取消中銀卡的年費。 

 

36. 如果我忘記了在申請過程中所自設的中銀卡密碼，怎麼辦？ 

 

請携同您的身份證明文件親臨本行任何一家分行辦理重設密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