郵遞申請「長者約期匯款」5步曲
「長者約期匯款」以電匯形式按客戶指示匯往客戶在內地的收款賬戶。
銀行在收到社署款項的發放時，於合理可行時間內，全數以電匯形式按
指示匯往客戶在內地的收款賬戶。
(此乃疫情下的短期措施，適用於社會福利署的「廣東計劃」、「福建計劃」及「綜援長者
廣東及褔建省養老計劃」受惠人，如有查詢，請聯絡下述長者約期匯款專線。)

第1步

填妥、簽署及準備以下文件
(i) 中銀香港「長者約期匯款申請書」(請參考本填寫注意事項)
(ii) ＜披露有關社會保障資料同意書＞
(iii) 香港身份證影印本

第2步

再一次檢查文件及郵寄至以下地址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西九龍海輝道11號奧海城中銀中心二樓

第3步

為保障客戶，銀行將致電聯絡客戶確認有關申請，請留意電話

第4步

成功確認申請後，「長者約期匯款」預計於7個工作天內生效

第5步

本行收到社署津貼/補助金，將按指示匯款到內地指定賬戶

(請注意：如無法聯絡客戶，本行將無法處理文件)

中銀香港「長者約期匯款」專線: 3988 2182
2020年4月(只適用於表格編號: IPD-OCT-A005(投寄用特別版) 版本編號: V2020.04s)

填寫注意事項：

农烉ᷕ⚳戨灖(楁㷗)㚱旸℔⎠)

攟侭䲬㛇⋗㫦䓛婳㚠
㔔┇侭烉
㜓ạ䂡䤥㛪䥶∐余(ᷲ䨘ǥ䟼丰Ǧ)ǥ⻊㝘姯≪Ǧ/ǥ䥶⻡姯≪Ǧ/ǥ䶃㏛敞俬⻊㝘⎱䥶⻡瀿棱瀆姯≪Ǧ娢ᷧ 䙫⎾
デạ/⎾⊐ạ/⎾⦻ạƏ䍙䤥余Ⱈᷱ志姯≪Ọ⎱⅝ẽ姯≪⎱/ㇽ⭰㍹(⥩㛰䙫婘Ə⋬㋓䏥㛰⎱⯮Ὥ䙫姯
≪⎱/ㇽ⭰㍹ 娢ṳ)ᷴ㘩䙣㔥㬥柬(ᷲ䵘䨘ǥ䟼丰㧼曃Ǧ)凚㜓ạ✏岛执堳䙫峓㈝ (峓㈝噆䢣凮ᷲ塏䬓ṻ柬
㈧⇾䙫㉊峓峓㈝噆䢣䛟⏳Əᷲ䨘ǥᳫ愾桗㳭宪ヴǦ)˛
㜓ạ䏥䉠㭋⦻姾岛执烚Ə凑䔚媲䔆㔯娢ᷰ敲⦲Ə䕝㜓ạ䙫Ḕ执榀㸖峓㈝㔝∗ỢἼ䔘䤥余⯍暂䙣㔥䙫䤥
余㬥柬⽳Ə㖣⏯䏭⏖堳㘩敺ⅎƏ㉱㛰旃㬥柬✏㉊晋岛执烚䙫岢䔏(⥩㛰)⽳Ə⅏瀻Ọ曢⌖⽉㋰ᷲ志
㋮䤡⌖⽧㜓ạ✏ⅎ✗䙫㔝㬥峓㈝˛
1 㔝㬥ạ⦺⏴
2 㔝㬥ạ✗✧娢⛂

3 㔝㬥执烚⏴䨘⎱✗✧娢⛂

4 㔝㬥峓㈝噆䢣
5 徍䏭⌖㬥䙫㉊峓峓㈝噆䢣

㛔Ṣ⎴シ⍲㌰㪲屜戨灖㊱側枩䘬㡅㫦ẋ彎ᶲ徘⋗㫦ˤ

↮灖⮰䓐
央㟠

㟠⌘

䯥会ㆾ味䪈烉
⋗㫦Ṣ

姣Ḽ

(枰冯瀛⬀㛔灖⌘揹䚠䫎)

烉

濥䴉暣娙烉(楁㷗)

㓞Ẁ嗽⮰䓐
央㟠

䴻彎

(ℏ⛘)

㖍㛇烉
姣ᶨ烉
姣Ḵ烉
姣ᶱ烉

姣⚃烉
姣Ḽ烉
姣ℕ烉
姣ᶫ烉

婳⇒⍣澵怑䓐侭ˤ
⋗㫦Ṣ⛐娵䁢暨天䘬ね㱩ᶳ炻ㅱ冒埴ẍ䌐䩳岔㇞嗽䎮炻℞ἄ䁢⍿よṢˣ⍿≑Ṣ⍲/ㆾ⍿⥼Ṣ䌚䣦会⯙℞Ṿ妰∫
⍲/ㆾ⬱㌺(⊭㊔䎦㚱⍲⮯Ἦ䘬)ᶵ㗪䘤㓦䘬㫦枭炻ㆾ冯ᷕ⚳戨灖(楁㷗)㚱旸℔⎠(䯉䧙焏㛔埴焐)ἄ⎎埴⋗㫦⬱㌺ˤ
㛔埴⮯⎹䓛婳Ṣ䘤↢䞕妲ㆾᾉ↥䡢娵䓛婳䓇㓰㖍ˤ⛐ᶨ凔ね㱩ᶳ炻攟侭䲬㛇⋗㫦⛐㛔埴䘤↢䡢娵㓞⇘䓛婳䘬䞕
妲ㆾᾉ↥䘬 7 ᾳⶍἄ⣑⼴䓇㓰ˤ⮎晃䓛婳䓇㓰㖍ẍ㛔埴䡢娵䘬㖍㛇䁢㸾ˤ劍彎䎮⋗㫦㗪㈋岔岔㇞䘬⎗≽䓐䳸
检ᶵ嵛炻㛔埴㚱㪲⍾㴰娚㫉䲬㛇⋗㫦炻婳冯㛔埴倗䴉⎎ἄ⬱㌺ˤ(ⶍἄ⣑ᶵ⊭㊔㗇㛇ℕ⍲℔䛦`㛇炻ᶳ⎴ˤ)
⤪冯焏⺋㜙妰∫焐䚠斄㓞㫦Ṣ⛘⛨⽭枰⛐⺋㜙澻⠫ℏ烊⤪冯焏䤷⺢妰∫焐䚠斄㓞㫦Ṣ⛘⛨⽭枰⛐䤷⺢澻⠫ℏ烊⤪冯
焏䵄㎜攟侭⺋㜙⍲䤷⺢澻梲澂妰∫焐䚠斄㓞㫦Ṣ⛘⛨⽭枰⛐⺋㜙澻ㆾ䤷⺢澻⠫ℏˤ
⋗㫦Ṣ㕤㬌䓛婳㚠ᷕ㍸ὃ䘬⋗㫦Ṣ/㓞㫦Ṣ䘬⛘⛨⍲暣娙嘇䡤⎒ἄ㗗㫉䓛婳䘬䓐徼炻㛔埴᷎ᶵ㚫㟡㒂ᶲ徘屯
㕁㚜㓡⋗㫦Ṣ⛐㛔埴䔁⬀䘬忂妲姀抬ˤ⭊㇞⤪暨天㚜㕘⛘⛨⍲忂妲屯㕁炻婳忂忶⭊㇞屯㕁㚜㓡堐㟤䘬㊯䣢䓛婳ˤ
⋗㫦Ṣ枰䁢焏⺋㜙妰∫焐/焏䤷⺢妰∫焐/焏䵄㎜攟侭⺋㜙⍲䤷⺢澻梲澂妰∫焐䘬⍿よṢ/⍿≑Ṣ炻ㆾ䣦会妰∫嫱㖶㚠濪
㖶䘬⍿⥼Ṣˤ
劍暨㚜㓡㛔䲬㛇⋗㫦⥼妿䘬㊯䣢ℏ⭡炻婳㕤㒔䓇㓰㖍㛇 5 ᾳⶍἄ⣑ㆾẍ⇵怆Ṍ㚜㓡䓛婳㚠ˤ劍暨天姣扟⥼妿炻
婳㕤㒔䓇㓰㖍㛇 3 ᾳⶍἄ⣑ㆾẍ⇵怆Ṍ䓛婳ˤ
堐㟤䶐嘇烉IPD-OCT-A005(㈽⭬䓐䈡⇍䇰) 䇰㛔䶐嘇烉V2020.04s

填寫注意事項及例子：

农烉ᷕ⚳戨灖(楁㷗)㚱旸℔⎠)

1.請揀選並刪去不適用者

攟侭䲬㛇⋗㫦䓛婳㚠
㔔┇侭烉

农烉ᷕ⚳戨灖(楁㷗)㚱旸℔⎠)
㜓ạ䂡䤥㛪䥶∐余(ᷲ䨘ǥ䟼丰Ǧ)ǥ⻊㝘姯≪Ǧ/ǥ䥶⻡姯≪Ǧ/ǥ䶃㏛敞俬⻊㝘⎱䥶⻡瀿棱瀆姯≪Ǧ娢ᷧ 䙫⎾

攟侭䲬㛇⋗㫦䓛婳㚠

デạ/⎾⊐ạ/⎾⦻ạƏ䍙䤥余Ⱈᷱ志姯≪Ọ⎱⅝ẽ姯≪⎱/ㇽ⭰㍹(⥩㛰䙫婘Ə⋬㋓䏥㛰⎱⯮Ὥ䙫姯
㔔┇侭烉
≪⎱/ㇽ⭰㍹ 娢ṳ)ᷴ㘩䙣㔥㬥柬(ᷲ䵘䨘ǥ䟼丰㧼曃Ǧ)凚㜓ạ✏岛执堳䙫峓㈝ (峓㈝噆䢣凮ᷲ塏䬓ṻ柬
娢ᷧ
䙫⎾
㜓ạ䂡䤥㛪䥶∐余(ᷲ䨘ǥ䟼丰Ǧ)ǥ⻊㝘姯≪Ǧ/ǥ䥶⻡姯≪Ǧ/ǥ䶃㏛敞俬⻊㝘⎱䥶⻡瀿棱瀆姯≪Ǧ
㈧⇾䙫㉊峓峓㈝噆䢣䛟⏳Əᷲ䨘ǥᳫ愾桗㳭宪ヴǦ)˛
农烉ᷕ⚳戨灖(楁㷗)㚱旸℔⎠)
デạ/⎾⊐ạ/⎾⦻ạƏ䍙䤥余Ⱈᷱ志姯≪Ọ⎱⅝ẽ姯≪⎱/ㇽ⭰㍹(⥩㛰䙫婘Ə⋬㋓䏥㛰⎱⯮Ὥ䙫姯
攟侭䲬㛇⋗㫦䓛婳㚠
娢ṳ
娢ᷰ
≪⎱/ㇽ⭰㍹
)ᷴ㘩䙣㔥㬥柬(ᷲ䵘䨘ǥ䟼丰㧼曃Ǧ)凚㜓ạ✏岛执堳䙫峓㈝
(峓㈝噆䢣凮ᷲ塏䬓ṻ柬
㔔┇侭烉
㜓ạ䏥䉠㭋⦻姾岛执烚Ə凑䔚媲䔆㔯
敲⦲Ə䕝㜓ạ䙫Ḕ执榀㸖峓㈝㔝∗ỢἼ䔘䤥余⯍暂䙣㔥䙫䤥

㈧⇾䙫㉊峓峓㈝噆䢣䛟⏳Əᷲ䨘ǥᳫ愾桗㳭宪ヴǦ)˛
余㬥柬⽳Ə㖣⏯䏭⏖堳㘩敺ⅎƏ㉱㛰旃㬥柬✏㉊晋岛执烚䙫岢䔏(⥩㛰)⽳Ə⅏瀻Ọ曢⌖⽉㋰ᷲ志
㜓ạ䂡䤥㛪䥶∐余(ᷲ䨘ǥ䟼丰Ǧ)ǥ⻊㝘姯≪Ǧ/ǥ䥶⻡姯≪Ǧ/ǥ䶃㏛敞俬⻊㝘⎱䥶⻡瀿棱瀆姯≪Ǧ娢
2.
內地收款銀行的
㋮䤡⌖⽧㜓ạ✏ⅎ✗䙫㔝㬥峓㈝˛
デạ/⎾⊐ạ/⎾⦻ạƏ䍙䤥余Ⱈᷱ志姯≪Ọ⎱⅝ẽ姯≪⎱/ㇽ⭰㍹(⥩㛰䙫婘Ə⋬㋓䏥㛰⎱⯮
娢ᷰ
•收款人姓名(必須與匯款人姓名相同)及內地賬戶的登記地址
㜓ạ䏥䉠㭋⦻姾岛执烚Ə凑䔚媲䔆㔯
敲⦲Ə䕝㜓ạ䙫Ḕ执榀㸖峓㈝㔝∗ỢἼ䔘䤥余⯍暂䙣㔥䙫䤥
≪⎱/ㇽ⭰㍹ 娢ṳ)ᷴ㘩䙣㔥㬥柬(ᷲ䵘䨘ǥ䟼丰㧼曃Ǧ)凚㜓ạ✏岛执堳䙫峓㈝ (峓㈝噆䢣凮ᷲ塏
1 㔝㬥ạ⦺⏴
余㬥柬⽳Ə㖣⏯䏭⏖堳㘩敺ⅎ
Ə㉱㛰旃㬥柬✏㉊晋岛执烚䙫岢䔏(⥩㛰)⽳Ə⅏瀻Ọ曢⌖⽉㋰ᷲ志
•收款銀行名稱及地址
㈧⇾䙫㉊峓峓㈝噆䢣䛟⏳Əᷲ䨘ǥᳫ愾桗㳭宪ヴǦ)˛
㋮䤡⌖⽧㜓ạ✏ⅎ✗䙫㔝㬥峓㈝˛
2 㔝㬥ạ✗✧娢⛂
娢ᷰ
敲⦲Ə䕝㜓ạ䙫Ḕ执榀㸖峓㈝㔝∗ỢἼ䔘䤥余⯍暂䙣
1 㔝㬥ạ⦺⏴ 㜓ạ䏥䉠㭋⦻姾岛执烚Ə凑䔚媲䔆㔯
㛶⤥
余㬥柬⽳Ə㖣⏯䏭⏖堳㘩敺ⅎƏ㉱㛰旃㬥柬✏㉊晋岛执烚䙫岢䔏(⥩㛰)⽳Ə⅏瀻Ọ曢⌖⽉
娢⛂
娢⛂
㔝㬥执烚⏴䨘⎱✗✧
23 㔝㬥ạ✗✧
㋮䤡⌖⽧㜓ạ✏ⅎ✗䙫㔝㬥峓㈝˛
ᷕ⚳㶙⛛⮞⬱⋨⎹春嶗 000 嘇
1 㔝㬥ạ⦺⏴
㛶⤥
娢⛂
34 㔝㬥执烚⏴䨘⎱✗✧
㔝㬥峓㈝噆䢣
ᷕ⚳戨埴㶙⛛⛘揝㓗埴
2 㔝㬥ạ✗✧娢⛂
ᷕ⚳㶙⛛⮞⬱⋨⎹春嶗
5 徍䏭⌖㬥䙫㉊峓峓㈝噆䢣
4 㔝㬥峓㈝噆䢣
601700 000000 0000000
3 㔝㬥执烚⏴䨘⎱✗✧娢⛂ ᷕ⚳戨埴㶙⛛⛘揝㓗埴
↮灖⮰䓐
5㛔Ṣ⎴シ⍲㌰㪲屜戨灖㊱側枩䘬㡅㫦ẋ彎ᶲ徘⋗㫦ˤ
徍䏭⌖㬥䙫㉊峓峓㈝噆䢣 012 700 0 000 0000
央㟠

000 嘇

㟠⌘

4 㔝㬥峓㈝噆䢣
601700 000000 0000000
䯥会ㆾ味䪈烉
㛔Ṣ⎴シ⍲㌰㪲屜戨灖㊱側枩䘬㡅㫦ẋ彎ᶲ徘⋗㫦ˤ
↮灖⮰䓐
(枰冯瀛⬀㛔灖⌘揹䚠䫎)
㓞Ẁ嗽⮰䓐
3. 填寫現時獲社署津貼/補助金的中銀香港港元賬戶
5 徍䏭⌖㬥䙫㉊峓峓㈝噆䢣 012 700
⋗㫦Ṣ姣Ḽ烉
央㟠 0 000 0000
㟠⌘
央㟠

䯥会ㆾ味䪈烉
濥䴉暣娙烉(楁㷗)

㛶⤥

㖍㛇烉姣Ḽ烉
⋗㫦Ṣ

㛶⤥

(ℏ⛘)

㓞Ẁ嗽⮰䓐
(枰冯瀛⬀㛔灖⌘揹䚠䫎)
4. 簽署及匯款人姓名須與中銀香港紀錄相符
㛔Ṣ⎴シ⍲㌰㪲屜戨灖㊱側枩䘬㡅㫦ẋ彎ᶲ徘⋗㫦ˤ

姣ᶨ烉
姣Ḵ烉

䴻彎

央㟠

↮灖⮰䓐
䴻彎
央㟠

㟠⌘

婳⇒⍣澵怑䓐侭ˤ
⋗㫦Ṣ⛐娵䁢暨天䘬ね㱩ᶳ炻ㅱ冒埴ẍ䌐䩳岔㇞嗽䎮炻℞ἄ䁢⍿よṢˣ⍿≑Ṣ⍲/ㆾ⍿⥼Ṣ䌚䣦会⯙℞Ṿ妰∫
(ℏ⛘) 86 184 0000 0000
䯥会ㆾ味䪈烉
(楁㷗) 852 90000000
濥䴉暣娙烉
⍲/ㆾ⬱㌺(⊭㊔䎦㚱⍲⮯Ἦ䘬)ᶵ㗪䘤㓦䘬㫦枭炻ㆾ冯ᷕ⚳戨灖(楁㷗)㚱旸℔⎠(䯉䧙焏㛔埴焐)ἄ⎎埴⋗㫦⬱㌺ˤ
㓞Ẁ嗽⮰䓐
(枰冯瀛⬀㛔灖⌘揹䚠䫎)
姣ᶱ烉 㛔埴⮯⎹䓛婳Ṣ䘤↢䞕妲ㆾᾉ↥䡢娵䓛婳䓇㓰㖍ˤ⛐ᶨ凔ね㱩ᶳ炻攟侭䲬㛇⋗㫦⛐㛔埴䘤↢䡢娵㓞⇘䓛婳䘬䞕
姣Ḽ
央㟠
䴻彎
㖍㛇烉 妲ㆾᾉ↥䘬2020
⸜ 4烉
㚰 20 㖍
7 ᾳⶍἄ⣑⼴䓇㓰ˤ⮎晃䓛婳䓇㓰㖍ẍ㛔埴䡢娵䘬㖍㛇䁢㸾ˤ劍彎䎮⋗㫦㗪㈋岔岔㇞䘬⎗≽䓐䳸
⋗㫦Ṣ
检ᶵ嵛炻㛔埴㚱㪲⍾㴰娚㫉䲬㛇⋗㫦炻婳冯㛔埴倗䴉⎎ἄ⬱㌺ˤ(ⶍἄ⣑ᶵ⊭㊔㗇㛇ℕ⍲℔䛦`㛇炻ᶳ⎴ˤ)
姣ᶨ烉 婳⇒⍣澵怑䓐侭ˤ
姣⚃烉 ⋗㫦Ṣ⛐娵䁢暨天䘬ね㱩ᶳ炻ㅱ冒埴ẍ䌐䩳岔㇞嗽䎮炻℞ἄ䁢⍿よṢˣ⍿≑Ṣ⍲/ㆾ⍿⥼Ṣ䌚䣦会⯙℞Ṿ妰∫
⤪冯焏⺋㜙妰∫焐䚠斄㓞㫦Ṣ⛘⛨⽭枰⛐⺋㜙澻⠫ℏ烊⤪冯焏䤷⺢妰∫焐䚠斄㓞㫦Ṣ⛘⛨⽭枰⛐䤷⺢澻⠫ℏ烊⤪冯
姣Ḵ烉
濥䴉暣娙烉(楁㷗) 852 90000000 (ℏ⛘) 86 184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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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前，請細閱服務條款:

「長者約期匯款」服務條款
本人/吾等(匯款人)同意按下列之條款要求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簡稱「銀行」)發出本「長者約
期匯款申請書」(簡稱「匯款申請書」)所列之匯款。在不損害下列條款之一般性原則下，匯款人亦
確認、同意及接受銀行可根據銀行之服務條款及資料政策通告及/或任何法律、規例、守則或指引、
法庭命令，或任何監管機構的規定使用及披露提供於本申請的資料及/或銀行不時收集有關匯款人
之任何資訊，包括為有關或因本申請、向匯款人作出匯款或提供匯款服務，或根據銀行服務條款
及資料政策通告及/或因任何法例、規例、守則或指引、法庭命令或任何其他監管機構的要求，向
銀行的代理銀行、中轉機構、結算機構、收款機構或其他人士披露匯款人之資料 (例如：姓名、扣
賬賬戶號碼、居住地址，或其他個人資料或賬戶詳情(如適用))。關於本人(等)提供的資料用途及匯
款人(只適用於個人)要求查閱資料權利等之相關詳情，請參閱銀行資料政策通告。
1. 若銀行認為存在以下情況，銀行保留權利不處理有關匯款或使之不生效，並且不對就處理匯款
的任何延誤或不處理匯款的決定承擔任何責任：
(a) 匯款人作出匯款的賬戶中沒有足夠相關貨幣的已清算資金；
(b) 本申請中提供的資料不完整、不準確、不適當或不夠清晰；
(c) 本申請或處理有關匯款會觸犯任何適用的法律、條例、守則、指引或法庭命令。
2. 銀行有絕對及不可動搖的權力在任何國家/地區委任其認為合適的任何一間或多於一間的代理銀
行，以就有關匯款通知收款人(「收款人」)或完成匯款予收款人或處理與匯款有關的任何其他
事項。銀行將不會為任何該等代理銀行的錯漏、疏忽、失責、延誤、遺漏、清盤或結業而負上
任何責任。銀行及其任何代理銀行無須就第三方、政府或監管機構、市場干擾或任何超出銀行
或其任何代理銀行控制的事件或原因所引致的任何損失負上責任，亦無須對收款人支付或不支
付匯款、對收款人作出匯款通知，或向收款人或任何銀行的代理銀行發出的任何文件、信件、
電報的延誤或所造成的任何損失負上責任。銀行或任何銀行的代理銀行就匯款所採取的任何行
動、程序或其他步驟，如在善意及遵照任何司法管轄區適用的任何法律、習慣或條例的情況下
執行，將對匯款人具約束力，而銀行或任何銀行的代理銀行將不會因此對匯款人負上任何責任。
3. 銀行無須將下列各項資料通知匯款人：
(a) 有關匯款的收款國家/地區當地法律或規例可能實施之任何外匯管制或其他限制(銀行無須因
為該等外匯管制及限制而引致或與之相關的任何損失或延誤負上任何責任。匯款人應自行
就任何管制或限制作出查詢)；或
(b) 任何代理機構及結算機構可能收取之費用。
4. 除另作說明外，銀行的代理銀行、中轉機構、結算機構及/或收款機構(統稱「代理機構」)的一
切費用將由收款人支付並一般從匯款金額中扣除。如匯款人要求由其支付有關費用，銀行會將
此要求真接或間接通知代理機構。但收款人能否全數收取匯款，則受有關代理機構的慣例限制，
並非銀行所能控制。此外，銀行有權從匯款人收取代理機構及其代理人之相關徵費及銀行的額
外處理費用。
5. 有關匯款之一切訊息，銀行可用文字或密碼或任何其他形式的電子傳輸訊號發出；而銀行將不
會對訊息(或其任何部份)在傳輸時可能出現的任何遺失、延誤、錯誤、遺漏、納入與不納入、
或任何有關代理機構錯誤翻譯或理解該等訊息而負上任何責任。
6. 在銀行根據其單獨及絕對的意見認為需要的情況下，銀行有權在匯款人於此申請所指定地方以
外的其他地方支付匯款。
7. 在收款機構或收款人實際收到匯款前，該等匯款可能要經過結算系統及/或收款國家/地區的當
地手續。

8. 如匯款需要在某個指定日期處理，匯款人必須在此匯款申請指明該日期為匯款的生效日期，惟
銀行有絕對及不可動搖的酌情權決定是否接受具載有任何指定匯款生效日期的申請，如銀行接
受該申請的話，銀行將不會因超出由銀行或其代理機構控制的事件或原因，使收款人或收款機
構未能在指定之生效日期收取匯款，而可能引致匯款人及/或收款人及/或任何其他人士的損失
或損害負上任何責任，銀行亦無須就收款機構支付收款人的時間或其未有如此支付時負責、亦
無須負責向收款機構追討任何款項。其中，如生效日期與匯款申請被接納或視為被接納之日為
同一日，由於匯款會受(連同其他事項)收款地區的截數時間及能否使用有關服務所限制，有關
服務包括但不限於有關貨幣的結算系統及代理及/或收款機構所在國家的結算系統，故銀行並
不保證收款機構或收款人可以在匯款申請被接納或視為被接納之同一日收到匯款。
9. 如銀行在其指定的截數時間後收到任何匯款的申請，銀行將視該等申請於後一個營業日接受。
10. 當銀行接受了匯款的申請後，除非得到銀行書面的同意，否則不可被取消、更改或撤回。在決
定是否接受匯款人取消匯款申請的要求時，銀行可以考慮(連同其他事項)是否已經就匯款已被
穩妥暫停及取消接獲代理機構令人滿意的確認。假若銀行同意取消匯款，匯款人將受下列的條
款及銀行附加的任何其他條款所約束：
(a) 匯款人需承擔銀行及/或有關代理機構同意及/或考慮同意取消匯款而產生的任何費用及開支，
而該等由銀行最終決定之費用及開支將從退回予匯款人的款項中扣除或從原先扣賬的銀行
戶口扣除；
(b) 退款的金額將按銀行在處理退款當時的買入價計算；
(c) 除非另已得到銀行同意，否則退款金額將存入原先扣賬的銀行戶口。
11. 銀行無須就匯款人向第三方追討任何付款或化解匯款人與任何第三方之間的任何紛爭負責。
12. 除非由銀行故意失當或疏忽引起，否則銀行無須就任何電腦、機械或電子用品、儀器或裝置的
故障或操作失當，或任何可能影響電腦系統功能的電腦病毒負責。
13. 銀行有權就匯款服務收取費用。銀行亦保留更新匯款服務費用的權利，但銀行將會於在生效前
至少30天發出通知有關更改。除非本條款另有註明，否則匯款人須將此申請相關的所有費用償
還銀行，銀行亦可以從匯款人在銀行的任何賬戶中扣除任何該等款項。
14. 匯款人單獨負責所提供資料的準確性及完整性(包括但不限於賬戶號碼)，銀行無須對檢查或核
對該等資料負責。如匯款人所提供的任何資料有任何不準確、遺漏或不完整，而導致任何損失
或損害，概由匯款人負責；對於匯款人所提供的任何資料有任何不準確、遺漏或不完整，導致
銀行或結算公司作出任何不正確的付款或轉賬，匯款人須確保銀行免受損失。
15. 凡向收款人或匯款指示的交易對方發出會被顯示的備註或訊息，匯款人應適當地遮蓋該等收款
人或交易對方的名稱或其他資料，以防止任何個人資料或機密資料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被展示
或披露。
16. 即使存在本文其他條款，就匯款人或任何其他人士有關或因使用銀行匯款服務，或處理或執行
匯款人的指示或要求，而可能引致或蒙受的任何種類的損失、損害或費用(包括但不限於任何
有關或因匯款人沒遵守有關其在此申請項下的責任，及/或因任何結算系統或超出銀行控制以外
的其他情況而引致的延誤、無法使用、中斷、錯誤或故障)，銀行無須負責。在任何情況下，就
任何利潤損失或任何特別、間接、附帶、相應而生或懲罰性損失或損害賠償(不論是否可預見
或可能招致)，銀行及銀行人員、僱員及代理均無須對匯款人或任何其他人士負責。
17. 就匯款人指示或賬戶、匯款人給銀行的任何傳輸，或提供給匯款人的任何服務而引致的任何申
索、責任、損失或開支，以及因行使或執行銀行權利(包括從匯款人追討金額等)所產生的所有
開支(包括法律費用)，匯款人須向銀行及銀行人員、僱員及代理(或任何一人)作出彌償及使其
免受損失。

18. 就匯款人違反本條款及細則註明或引用的任何條款及細則，或違反適用於賬戶、服務或交易
的條款、細則及規條，或匯款人的任何行為或遺漏所招致的任何申索、責任、損失或開支，
以及匯款人的指示或服務而引致的任何稅項或徵收額，匯款人須向銀行及銀行人員、僱員及
代理(或任何一人)作出彌償並使該等人士免受損失。
19. 如匯款人要求客戶通知書以郵寄方式寄交匯款人，一切郵遞風險由匯款人承擔。
20. 銀行具有絕對的權力決定是否接受此申請。
21. 本條款須加上於且不限制銀行與匯款人之間的任何其他約定或條款。若本條款任何條文或部
份失效，所有其他條文仍具有十足效力及作用。
22. 匯款人不可加入匯款付予收款人前需要符合的附帶條件，因銀行或收款機構不能接受監察該
等條件是否已獲遵從的責任。
23. 銀行無責任核證社署所發放的實際款額是否與客戶所屬的福利計劃相符。
24. 銀行可按其酌情權不時對本文件上的條款作出修改。所有「長者約期匯款申請書」下的預設
匯款及約期指示將受處理匯款當時適用於「長者約期匯款」服務之條款所約束。
本服務條款以「長者約期匯款申請書」 (v2020.04s) 背頁之相同版本以較大字體打印方便閱讀。
如有查詢，請聯絡中銀香港長者約期匯款專線：3988 2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