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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服務 

 

賬戶服務 

 

類別 每單收費 

自動轉賬（港元、人民幣及美元）  

1. 進/支本行賬戶  

-  非使用綜合支賬系統 港幣 1.5 元（每指示最低收費港幣 100元） 

- 使用綜合支賬系統 免收 

2. 進/支其他銀行之賬戶  

-  非使用綜合支賬系統 港幣 4元 （每指示最低收費港幣 150元） 

-  使用綜合支賬系統 港幣 1.5元（每指示最低收費港幣 50元） 

3. 代收其他銀行之支票 港幣 1.5元 

4. 因賬戶存款不足而被退回/未能執行之自動

 轉賬項目 

港幣 150元（人民幣/美元之自動轉賬以等值之

人民幣/美元收取） 

定期轉賬指示（港元及人民幣）  

1. 進/支本行賬戶  

-  首次辦理（週期性轉賬） 港幣 70元 

-  修改轉賬指示 港幣 100元 

2. 進/支其他銀行之賬戶  

-  一次過轉賬 港幣 100元 

-  週期性轉賬  

 首次辦理 港幣 100元 

 修改轉賬指示 港幣 100元 

3. 因賬戶存款不足而被退回/未能執行之定期

 轉賬指示項目 

港幣 150元（人民幣之定期轉賬指示以等值之

人民幣收取） 

保管箱服務  

1. 保管箱每個年費 請參閱個別分行提供的保管箱租金表 

2. 保管箱每個按金（包括兩條鑰匙） 請參閱個別分行提供的保管箱租金表 

3. 報失保管箱鑰匙  

-  1條 港幣 200元 

-  2條 港幣 800元（不包括開箱費用） 

4.  逾期未繳費 

凡客戶過期超過 2個月方繳交保管箱租

金，東亞銀行將向客戶收取逾期未繳費。 

每年每保管箱港幣 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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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每單收費 

銀行本票（港元、人民幣及美元）1  

1. 簽發 港幣 50元 

2. 報失 港幣 100元另加港幣 331元（或香港銀行同業

結算有限公司不時釐定的其他金額） 由香港銀

行同業結算有限公司發出報失本票通告的代收

費用 

禮券  

1. 本行客戶 港幣 10元 

2. 非本行客戶 港幣 20元 

現金存款 2  

1. 港元輔幣  

-  每客戶（賬戶持有人）每日不超過 500

枚 

免收 

-  每客戶（賬戶持有人）每日超逾 500枚 存入總額的 2%（每次最低收費港幣 50元） 

2. 港元紙幣  

-  每客戶（賬戶持有人）每日不超過 200

張或港幣 50,000元（以較先達到者為

準） 

免收 

-  每客戶（賬戶持有人）每日超逾 200張

或港幣 50,000元（以較先達到者為準） 

存入總額的 0.5%（每次最低收費港幣 50元） 

3. 人民幣紙幣  

-  每賬戶每日人民幣 20,000元或以下 3 存入總額的 0.25%（每次最低收費港幣 50元） 

-  每賬戶每日人民幣 20,000元以上 存入總額的 0.25%（每次最低收費港幣 50元） 

4. 外幣紙幣（人民幣除外）  

BEA GOAL客戶:   

- 每客戶（賬戶持有人) 每日每單交易 存入總額的 0.5%（每次最低收費港幣 50元） 

其他戶口客戶: 4  

- 每客戶（賬戶持有人）每日不超過 100

張 

免收 

-  每客戶（賬戶持有人）每日超逾 100張 存入總額的 0.5%（每次最低收費港幣 50元） 

大量支票存款/付款 2  

1. 每日每客戶（賬戶持有人）首 30張支票 免收 

2. 每日每客戶（賬戶持有人）超過 30張支票

後每張支票 

港幣 2元 

註：分行櫃位之支票存款服務不適用於 BEA GOAL客戶。 

港元輔幣找換服務  

1. 1元、2元、5元或 10元 每包港幣 4元 

2. 1角、2角或 5角 每包港幣 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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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每單收費 

保兌支票  

1. 由銀行代辦 港幣 200元另加付款銀行之收費 

2. 由客戶自行辦理 港幣 100元 

代客戶要求付款銀行報價折算外幣支票 港幣 200元另加付款銀行之收費 

簽發賬戶結餘證明書 每證明書港幣 200元 

簽發銀行證明書供核數用 每賬戶港幣 300元（最低收費港幣 500元，最

高收費港幣 1,200元） 

簽發銀行證明書 港幣 300元 

銀行加簽證明 港幣 150元 

核對簽名 港幣 150元 

商業登記註冊查證 港幣 200元 

有限公司註冊查證 港幣 200元 

海外公司開立賬戶之手續費 每賬戶港幣 10,000元（或等值之其他貨幣） 

客戶申請簽證介紹信 港幣 300元 

郵寄結單費 5, 6  

- BEA GOAL客戶 每月每賬戶港幣 10元（或等值之其他貨幣） 

- 其他戶口客戶 7 每月每賬戶港幣 5元（或等值之其他貨幣） 

申請存款賬戶郵寄結單（非定期性） 每份結單港幣 70元（或等值之其他貨幣） 

戶口服務月費 豁免 

存款收費 詳見東亞銀行網頁（按：個人銀行/銀行收費/

存款收費） 

查閱個人資料 視情況而定（每次最高收費港幣 500元）8 

影印服務  

1. 銀行文件 每頁港幣 50元 

2. 賬戶交易記錄  

-  提供 1年資料 每賬戶港幣 250元 

-  提供 2年資料 每賬戶港幣 750元 

-  提供 3年資料 每賬戶港幣 1,000元 

-  以後每提供多 1年資料 每賬戶多收港幣 1,000元 

影印支票 每張支票港幣 50元 

圖文傳真  

1. 至香港  

-  首 5 頁 每頁港幣 20元（最低收費港幣 100元） 

-  超逾 5 頁，餘下每頁 每頁港幣 50元 

2. 至外地 每頁港幣 80元（最低收費港幣 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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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每單收費 

公司賬戶申請收費 9 每次港幣 10,000元 

須繳付收費的客戶包括如下：  

- 特殊行業公司（包括但不限於以下行

業）：   

 

 賭場和其他類型的賭博業務  

 金錢服務經營, 包括貨幣兌換、匯款/匯

款代理和支票兌現 

 

 生產或分配武器或其他軍事產品  

 與虛擬商品相關的計劃的營運商，例如

經營虛擬商品交易、經紀或交易處理服

務的實體（包括提供機器/渠道以便利銷

售和購買虛擬商品） 

 

- 公司的架構具有三層或以上   

- 在香港沒有實體存在的公司（例如註冊業

務地址位於公司秘書/會計師事務所），並

且沒有在香港的業務營運辦公室 

 

- 被接管/清盤的有限公司  

- 信託賬戶  

 

1 服務只適用於本行賬戶持有人。 

2 收費不適用於未成年人士（18 歲以下）及長者（65 歲或以上）之戶口、政府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公共福利金計劃

人士（包括高齡津貼、普通傷殘津貼、高額傷殘津貼及長者生活津貼）的領取人士（必須提交相關文件）之指定戶

口、低收入人士（必須於分行申請豁免收費）之指定戶口、其中一位戶口持有人與上述任何一項相關之聯名戶口、政

府及非牟利機構之戶口。 

3 收費不適用於顯卓理財戶口客戶。 

4   其他戶口指 BEA GOAL 以外之其他戶口，包括港元往來、人民幣往來、美元往來、綜合貨幣儲蓄（結單）、儲蓄﹑有

期存款﹑顯卓理財戶口、至尊理財戶口、i-Account及企業綜合理財戶口。 

5 郵寄結單費適用於以下賬戶：港元往來、人民幣往來、美元往來、綜合貨幣儲蓄（結單）、顯卓理財戶口、至尊理財

戶口、BEA GOAL、i-Account及企業綜合理財戶口。 

6 收費不適用於未成年人士（18 歲以下）及長者（65 歲或以上）之戶口、政府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公共福利金計劃

人士（包括高齡津貼、普通傷殘津貼、高額傷殘津貼及長者生活津貼）的領取人士（必須提交相關文件）之指定戶

口、低收入人士（必須於分行申請豁免收費）之指定戶口、其中一位戶口持有人與上述任何一項相關之聯名戶口、政

府及非牟利機構之戶口、及繳費賬戶。 

7   其他戶口指 BEA GOAL 以外之其他戶口，包括港元往來、人民幣往來、美元往來、綜合貨幣儲蓄（結單）、顯卓理財

戶口、至尊理財戶口、i-Account及企業綜合理財戶口。 

8 本行會先將實際的收費個別通知申請者，在得到申請者確認後才會進行有關申請。 

9 不適用於企業綜合理財 - 營商快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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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服務 

 

類別 每單收費 

往來賬戶（港元、人民幣及美元）  

1. 被本行退票  

-  因賬戶存款不足  

 港元/美元往來賬戶 
 

港幣 150元 1 

 人民幣往來賬戶（因賬戶存款不足或

單一支票金額超逾人民幣 80,000元） 

人民幣 200元 

-  因技術性錯誤  

 港元往來賬戶 港幣 100元 

 人民幣往來賬戶 人民幣 50元 

 美元往來賬戶 港幣 100元 1 

2. 支票手續費（人民幣往來賬戶）  

-  因賬戶存款不足而由存款賬戶轉賬至人

  民幣往來賬戶之追加安排 

轉賬總額的 1%（最低收費人民幣 200元） 

3. 要求停止支付支票 每指示港幣 100元 1, 2 

4. 要求取消停止支付支票 每指示港幣 100元 1, 2 

5. 郵寄支票簿  

 - 以平郵方式 免收 

 - 以掛號方式 港幣 25元另加郵費 1, 2 

6. 臨時透支收費  

 - 港元往來賬戶 每項手續費港幣 120元另加東亞銀行港元最優

惠利率或香港銀行同業拆息（以較高者為準）

+ 年利率 8%之透支利息 

 - 人民幣往來賬戶 每項手續費港幣 120元 2另加東亞銀行人民幣

最優惠利率 + 年利率 8%之透支利息 

 - 美元往來賬戶 每項手續費港幣 120元 1另加東亞銀行美元最

優惠利率 + 年利率 8%之透支利息 

儲蓄賬戶（港元及外幣）  

1. 報失存摺或圖章 港幣 100元（或等值之其他貨幣） 

2. 損毀存摺 港幣 100元（或等值之其他貨幣） 

客戶開戶未足 3 個月取消賬戶 每賬戶港幣 200元（或等值之其他貨幣） 

因賬戶使用不當被本行結束 每賬戶港幣 200元（或等值之其他貨幣） 
 

1 美元往來賬戶以等值之美元收取。 

2 人民幣往來賬戶以等值之人民幣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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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類服務 

 

類別 每單收費 

櫃員機卡  

1. 年費 1 每張港幣 50元 2 

2. 因失卡而重發新卡 每張港幣 50元 

3. 因損壞卡而即時重發新卡 3  

 - 電子網絡銀行服務卡 每張港幣 50元 

 - 雙幣櫃員機卡 每張人民幣 30元 

4. 在中國內地或澳門「銀通」自動櫃員機提

 取現金 4 

每次港幣 25元 

5. 透過本行在中國內地的自動櫃員機提取現

金 5 

 

 - 附有「銀聯」標誌的櫃員機卡或信用卡

（只適用於信用卡連繫之存款賬戶） 

每次港幣 15元 

 - 附有「PLUS」/「CIRRUS」標誌的信用

卡（只適用於信用卡連繫之存款賬戶） 

每次港幣 25元 

6. 在「PLUS」6/「CIRRUS」7自動櫃員機提

取現金（亦適用於信用卡連繫之存款賬

戶）8 

 

 - 香港 每次港幣 30元 

 - 海外 每次港幣 50元 

7. 在「銀聯」自動櫃員機提取現金（亦適用

於信用卡連繫之存款賬戶） 

 

 - 香港 每次港幣 15元 

 - 海外 8,  9, 10, 11 每次港幣 50元 

8. 在貼有「跨行轉賬」標誌的「銀通」自動

 櫃員機進行跨行轉賬 

每次港幣 10元 

9. 在中國內地透過銀聯商戶終端機付款 交易額之 1%  ( 由 2022年 2月 1日起生效 ) 

信用卡  

銀行櫃位繳付賬項手續費 12, 13 每卡每次港幣 40元 

 
1 私人銀行櫃員機卡、顯卓理財卡、至尊理財戶口卡、BEA GOAL 卡、Youth i-Account 卡及企業綜合理財戶口卡免收

年費。 

2 雙幣櫃員機卡之收費為人民幣 50 元，並於年費到期日從附屬賬戶之人民幣存款自動扣除。倘若人民幣存款不足以扣

除，此等年費將折算為等值之港幣，並從港幣存款自動扣除。 

3 只適用於電子網絡銀行服務卡及雙幣櫃員機卡。 

4 透過「銀通」網絡進行以港元結算的櫃員機交易，如交易貨幣為人民幣，提取金額會以「銀通」會員銀行所訂的當日

匯率直接兌換為港元，並會於交易進行時顯示於櫃員機畫面；如交易貨幣為澳門幣，提取金額會以「銀通」所訂的當

日匯率直接兌換為港元。如欲查詢澳門幣的匯率，請致電「銀通」熱線 (852) 2520 1747。 

5 透過東亞銀行網絡進行以港元結算的櫃員機交易，如交易貨幣為人民幣，提取金額會以東亞銀行所訂的當日匯率直接

兌換為港元，並會於交易進行時顯示於櫃員機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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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透過 PLUS 網絡於海外進行以港元結算的櫃員機交易，如交易貨幣為當地貨幣，提取金額會以 VISA 所訂的當日匯率

直接兌換為港元，並加上 1%兌換手續費。如有需要，請瀏覽 VISA 網頁查詢有關匯率。 

7 透過 CIRRUS 網絡進行以港元結算的櫃員機交易，如交易貨幣為當地貨幣，提取金額會以 MasterCard 所訂的當日匯

率先兌換為美元，再兌換為港元。如有需要，請瀏覽 MasterCard 網頁查詢有關匯率。 

8 如自動櫃員機不提供賬戶選擇功能，櫃員機卡內第一個港元賬戶將用作提取賬戶；如以雙幣櫃員機卡於中國內地透過

「銀聯」網絡提取人民幣，人民幣賬戶將設定為指定提取賬戶。 

9 在同時貼有「銀通」及「銀聯」標誌之自動櫃員機以附有「銀聯」標誌的櫃員機卡提取現金，交易將會透過「銀通」

網絡進行，並且會收取港幣25元服務費，此等服務費將從提款賬戶即時扣除。 

10 透過「銀聯」網絡進行以港元結算的櫃員機交易，如交易貨幣為當地貨幣，提取金額會以「銀聯」所訂的當日匯率直

接兌換為港元。如有需要，請瀏覽「銀聯」網頁查詢有關匯率。 

11 使用雙幣櫃員機卡經中國內地銀聯自動櫃員機從人民幣賬戶提取現金，收費為人民幣 50 元。若從港幣賬戶提取現

金，收費為港幣 50元。 

12 不適用於銀聯雙幣白金信用卡。 

13 此收費將顯示於下一期信用卡結單內。World 萬事達卡持卡人可獲豁免此收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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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款及外幣找換 

 

類別 每單收費 

匯入匯款  

1. 經電匯匯入匯款存入本行賬戶 1 港幣 65元（或等值之其他貨幣） 

2. 透過結算所自動轉賬系統匯入款項存入本

行賬戶 1 

港幣 15 元（或等值之其他貨幣） 

3. 經電匯退回匯入款項 電報費及代理銀行之收費（如有） 

4. 退回結算所自動轉賬系統匯入 港幣 200 元（或等值之其他貨幣） 

匯出匯款 2  

1. 發出電匯 3 

 

分行 

手續費港幣 200元另加電報費 

 電子網絡銀行服務 / 企業電子網絡銀行服務 / 

東亞企業網上銀行服務 

手續費港幣 20元（或等值之其他貨幣）另加

電報費港幣 80元（或等值之其他貨幣） 

 

 - 中文電匯 另加港幣 200元 

2. 電報費  

 - 電匯至本行海外分行之賬戶 港幣 100 元 

 - 電匯至其他銀行之賬戶 港幣 130 元 

3. 代匯水佣金 - 匯款額的 0.25%（最低收費港幣 100 元，

最高收費港幣 1,000 元） 

 - 免收由香港電匯港元 / 美元至中國內地 

4. 指示本行以全數款項匯予代理銀行之附加

手續費 4 

 

香港以內（本地付款） 港幣 250 元 

香港以外  

 - 歐羅 匯款額之 0.1%（最低收費 30 歐羅，最高收費 

300 歐羅） 

 - 英鎊 20英鎊 

 - 日圓 匯款額之 0.1%（最低收費港幣 250 元） 

 - 菲律賓披索 匯款額之 0.15%（最低收費港幣 250 元） 

 - 人民幣  

 至中國內地 - 人民幣 13 元（如有提供中國現代化支付系

統之銀行行號/國際銀行代碼） 

 - 人民幣 60 元（如沒有提供中國現代化支付

系統之銀行行號/國際銀行代碼） 

 - 貨幣除歐羅、英鎊、日圓及菲律賓披索 

 至馬來西亞 

 

匯款額之 0.03%（最低收費港幣 250 元，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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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每單收費 

收費 500 馬幣） 

 至其他國家 港幣 250 元 

5. 更改/取消電匯內容 港幣 250 元另加電報費及代理銀行之收費（如

有） 

6. 查詢匯款  

-  電匯/匯票 港幣 250 元另加電報費及代理銀行之收費（如

有） 

7. 透過銀行電子過賬系統匯款 港幣 180 元 

-  指示本行以全數款項匯予收款人銀行

  （只適用於分行） 

港幣 250 元 

- 中文電匯 另加港幣 200 元 

 企業電子網絡銀行服務/ 東亞企業網上銀行服

務 

- 港元 港幣 50 元 

- 人民幣 港幣 50 元（或等值之人民幣） 

-  美元 港幣 50 元（或等值之美元） 

8. 經電子網絡銀行進行本地匯出匯款  

 電子網絡銀行服務 

- 港元 免收 

- 人民幣 免收 

 企業電子網絡銀行服務/ 東亞企業網上銀行服

務 

- 港元  

 每項交易不超過港幣 1,000,000元 免收 

 每項交易等於或超過港幣 1,000,000

元 

港幣 30 元 

- 人民幣  

 每項交易不超過人民幣 1,000,000元 免收 

 每項交易等於或超過人民幣 1,000,000

元 

人民幣 30 元 



-10- 

類別 每單收費 

匯票/外幣支票服務  

1. 外幣匯入匯票  

- 以原幣電匯支付 匯款額之 0.25%（最低收費港幣 250元） 

- 轉換為原幣現鈔 匯款額之 0.25%（最低收費港幣 60元） 

2. 支票託收 港幣 200元另加郵費及代理銀行之收費（如

有）（或等值之其他貨幣） 

3. 買入/存入外幣支票 每張支票金額的 0.3%（最低收費港幣 100

元）另加郵費及代理銀行之收費（如有）（或

等值之其他貨幣） 

4. 買入/存入外幣支票被退回 每張港幣 150元另加代理銀行之收費（如有）

（或等值之其他貨幣） 

5. 發出匯票 3 港幣 150元 

6. 停止支付匯票 港幣 300元另加電報費及代理銀行之收費（如

有） 

外幣找換  

代匯水佣金 美元交易 其他貨幣交易 

 - 電匯轉換：  

 匯票/支票 免收 免收 

 現鈔 0.25% 0.25% 

 - 當地貨幣匯票轉換：  

 電匯 0.25% 0.5% 

 現鈔 0.25% 0.25% 

 - 非當地貨幣匯票轉換：  

 電匯 0.5%  0.5% 

 現鈔 0.5%  0.5% 

 - 美元大鈔轉換：  

 電匯 0.25% 

 匯票/支票 0.25% 

 細鈔 免收 

- 美元細鈔轉換：  

 電匯 0.25% 

 匯票/支票 0.25% 

 大鈔 0.25% 

- 現鈔（非美元）轉換：  

 電匯 0.25% 

 匯票/支票 0.25% 

1 收費不適用於繳費賬戶持有人。 

2 本行有權要求申請人/匯款人償還於香港以外引致之一切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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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務只適用於本行賬戶持有人。 

4 有關非當地國家貨幣匯款引致之收費，請向本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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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網絡銀行服務 

 

類別 每單收費 

轉賬  

1. 至本行本地賬戶 免收 

2. 至東亞中國賬戶 港幣 100元（或等值之美元） 

3. 至東亞英國分行賬戶 港幣 100元（或等值之其他貨幣） 

匯款  

1. 電匯  

 -  發出電匯 港幣 20元（或等值之其他貨幣） 

 -  電報費 港幣 80元（或等值之其他貨幣） 

 -  代匯水佣金（只限於港元電匯） - 匯款額的 0.25%（最低收費港幣 100元，最

高收費港幣 1,000元）（或等值之其他貨

幣） 

 - 免收由香港電匯港元至中國內地 

2. 本地匯出匯款  

 -  港元 免收 

 -  人民幣 免收 

支票  

1. 要求停止支付支票 每指示港幣 100元（或等值之其他貨幣） 

2. 郵寄支票簿  

 - 以平郵方式 免收 

 - 以掛號方式 港幣 25元另加郵費（或等值之其他貨幣） 

申請結單（非定期性）  

1. 存款賬戶  

 - 郵寄結單 每份結單港幣 70元（或等值之其他貨幣） 

 - 電子結單 每份結單港幣 20元（或等值之其他貨幣） 

2. 信用卡賬戶（只限郵寄結單） 每份港幣 50元 

CyberAlert 每月港幣 10元 1 

 
1 只適用於在任何月份內收取本行流動電話提示通知的電子網絡銀行服務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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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電子網絡銀行服務 

 

類別 每單收費 

轉賬  

1. 至本行本地賬戶 免收 

2. 至東亞中國賬戶 港幣 100元（或等值之美元） 

匯款  

1. 電匯  

 -  發出電匯 港幣 20元（或等值之其他貨幣） 

 -  電報費 港幣 80元（或等值之其他貨幣） 

- 代匯水佣金（只限於港元電匯） - 匯款額的 0.25%（最低收費港幣 100元，最

高收費港幣 1,000元）（或等值之其他貨

幣） 

 - 免收由香港電匯港元至中國內地 

2. 透過銀行電子過賬系統匯款  

- 港元 港幣 50元 

- 人民幣 港幣 50元（或等值之人民幣） 

- 美元 港幣 50元（或等值之美元） 

3. 本地匯出匯款  

- 港元  

 每項交易不超過港幣 1,000,000元 免收 

 每項交易等於或超過港幣 1,000,000

元 

港幣 30 元 

- 人民幣  

 每項交易不超過人民幣 1,000,000元 免收 

 每項交易等於或超過人民幣 1,000,000

元 

人民幣 30 元 

支票  

1. 要求停止支付支票 每指示港幣 100元（或等值之其他貨幣） 

2. 郵寄支票簿  

 - 以平郵方式 免收 

 - 以掛號方式 港幣 25元另加郵費（或等值之其他貨幣） 

3. 申請支票影像 每張支票港幣 25元 

申請結單（非定期性）  

存款賬戶  

- 郵寄結單 每份結單港幣 70元（或等值之其他貨幣） 

- 電子結單 每份結單港幣 20元（或等值之其他貨幣） 

押匯服務 根據本行之「押匯服務收費表」及/或客戶與本

行預先訂定之收費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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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每單收費 

遞交強積金計畫之付款結算書繳付款項 免收 

支薪、自動轉賬及進/支其他銀行之賬戶 每次港幣 1.5元 

年費（附加服務） 港幣 500元 

CyberAlert 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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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企業網上銀行服務 

 

類別 每單收費 

轉賬  

1. 至本行本地賬戶 免收 

2. 至東亞中國賬戶 港幣 100元（或等值之美元） 

匯款  

1. 電匯  

 -  發出電匯 港幣 20元（或等值之其他貨幣） 

 -  電報費 港幣 80元（或等值之其他貨幣） 

- 代匯水佣金（只限於港元電匯） - 匯款額的 0.25%（最低收費港幣 100元，最

高收費港幣 1,000元）（或等值之其他貨

幣） 

 - 免收由香港電匯港元至中國內地 

2. 透過銀行電子過賬系統匯款  

- 港元 港幣 50元 

- 人民幣 港幣 50元（或等值之人民幣） 

- 美元 港幣 50元（或等值之美元） 

3. 本地匯出匯款  

- 港元  

 每項交易不超過港幣 1,000,000元 免收 

 每項交易等於或超過港幣 1,000,000

元 

港幣 30 元 

- 人民幣  

 每項交易不超過人民幣 1,000,000元 免收 

 每項交易等於或超過人民幣 1,000,000

元 

人民幣 30 元 

支票  

1. 要求停止支付支票 每指示港幣 100元（或等值之其他貨幣） 

2. 郵寄支票簿  

 - 以平郵方式 免收 

 - 以掛號方式 港幣 25元另加郵費（或等值之其他貨幣） 

3. 申請支票影像 每張支票港幣 25元 

申請結單（非定期性）  

存款賬戶  

- 郵寄結單 每份結單港幣 70元（或等值之其他貨幣） 

- 電子結單 每份結單港幣 20元（或等值之其他貨幣） 

進/支其他銀行之賬戶 每次港幣 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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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每單收費 

年費（附加服務） 港幣 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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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收服務 

 

類別 每單收費 

商戶托收服務（經電子媒介收款）  

1. 開戶費  

 - 繳費賬戶 港幣 3,000元 

 - 「繳費易」（須支付予銀聯通寶有限公

  司） 

港幣 5,000元 

2. 經「電子繳費服務」收款 港幣 1元或客戶與本行預先訂定的收費計算 

3. 經銀聯通寶有限公司「繳費易」收款 港幣 3元或客戶與本行預先訂定的收費計算 

4. 經企業電子網絡銀行下載賬戶記錄 每年港幣 1,200元 

櫃面繳費（經東亞銀行分行網絡收款） 面議 

 

本收費表載有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The Bank of East Asia, Limited（「本行」）

之收費，以供客戶參考。其他未有列載之收費及服務，請向就近的東亞銀行查

詢。 

 

本收費表所載之費用及收費乃截至 2023 年 1 月之最新資料。本行保留在事先給

予通知的情況下，隨時更改本收費表內之任何費用及收費及/或收取新費用及/或

收費之權利。 

 

本收費表的中英文版如有歧異，以英文版本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