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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实际年利率为参考利率，是一个已包括产品之基本利率和其他费用及收费在内的年化利率 (包括每期供款及手续费(如适用)) 。实际年利率   

乃根据《银行营运守则》之指引计算，并已约至小数后2个位。  

2. 如逾期手续费已志账于东亚银行信用卡账户，同一结单期内的退票 /退回自动转账授权指示的收费将不会被收取。 

 

借定唔借 ? 还得到先好借! 

 

「好用钱」计划 

 分期贷款产品资料概要                                                                                  [2021 年 6 月 21 日] 

此乃分期贷款产品。 

本概要所提供的利息、费用及收费等资料仅供参考，分期贷款的最终条款以贷款确认书为准。 

利率及利息支出  

实际年利率1 

 

 

以贷款金额HK$800,000及一次性HK$300手续费 (「手续费」) (如适用) 为

例： 

还款期 6 个月 12 个月 24 个月 

实际年利率 
(或实际年利率范围) 

2.83%-32.38% 2.98%-34.17% 3.05%-33.91% 

 

逾期还款年化利率  / 

就违约贷款收取的年

化利率* 
*即东亚银行收取之购物签账/购

物签账拖欠财务费用(实际年利

率) 

 

东亚银行将会以购物签账交易形式将每期供款供款及/或手续费 (如适用) 入账

至你的信用卡账户。如果你未能在每期的到期日或之前支付全数欠款，持卡人

合约及东亚银行信用卡资料概览/服务收费概览 (「资料概览/服务收费概览」) 

中的财务费用将适用。 

 
东亚银行有权不时更改资料概览/服务收费概览，而其最新版本可于东亚银行任

何一间分行或致电东亚银行客户服务热线 (3608 6628) 索取或浏览东亚银行网

页 https://www.hkbea.com/html/sc/bea-personal-banking-key-facts-

statement.html。 

 

费用及收费 

手续费 一次性 HK$200/HK$300 手续费  (适用于提取金额 HK$5,000 以下 / 

HK$5,000 或以上) 将与第一期供款内直接由东亚银行信用卡账户内扣除。 

逾期还款费用及收费* 
*即东亚银行收取之逾期费用 

东亚银行将会以购物签账交易形式将每期供款及/或手续费 (如适用) 入账至你

的信用卡账户。如果你未能在每期的到期日或之前支付全数欠款，持卡人合约

中的逾期费用将适用。 

HK$350 或最低还款额，以较低者为准 

提前清偿 / 提前还款 / 

赎回的收费* 
*即东亚银行收取之提早还款手续

费 

当你于任何时候提前偿还全数贷款时，所有尚未偿还的兑现金额、所有利息及/

或手续费 (如未志入账户) 将即时到期缴交。 

原贷款额之1% 
（最低为HK$300） 

退票/退回自动转账授

权指示的收费2 

HK$150 (每次) 

 

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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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实际年利率为参考利率，是一个已包括产品之基本利率和其他费用及收费在内的年化利率 (包括每期供款及手续费(如适用)) 。实际年利

率   乃根据《银行营运守则》之指引计算，并已约至小数后2个位。  

2. 如逾期手续费已志账于东亚银行信用卡账户，同一结单期内的退票 / 退回自动转账授权指示的收费将不会被收取 。 
 

借定唔借 ? 还得到先好借! 

 

「好用钱」结单分期计划 

 分期贷款产品资料概要                                                                                 [2022 年 3 月 14 日] 

此乃分期贷款产品。 

本概要所提供的利息、费用及收费等资料仅供参考，分期贷款的最终条款以贷款确认书为准。 

利率及利息支出  

实际年利率1 

 

 

以结单分期金额HK$10,000及一次性HK$50手续费 (「手续费」) (如适用) 为

例： 

还款期 3个月 6 个月 12 个月 24 个月 

实际年利率 
(或实际年利率范围) 

7.19%-
31.96% 

6.42%-
34.51% 

5.93%-
35.37% 

5.63%-
34.61% 

 

逾期还款年化利率  / 

就违约贷款收取的年

化利率* 
*即东亚银行收取之购物签账/购

物签账拖欠财务费用(实际年利

率) 

 

东亚银行将会以购物签账交易形式将每期供款供款及/或手续费 (如适用) 入账

至你的信用卡账户。如果你未能在每期的到期日或之前支付全数欠款，持卡人

合约及东亚银行信用卡资料概览/服务收费概览 (「资料概览/服务收费概览」) 

中的财务费用将适用。 

 
东亚银行有权不时更改资料概览/服务收费概览，而其最新版本可于东亚银行任

何一间分行或致电东亚银行客户服务热线 (3608 6628) 索取或浏览东亚银行网

页 https://www.hkbea.com/html/sc/bea-personal-banking-key-facts-

statement.html。 

费用及收费 

手续费 透过电话专线、BEA App 或东亚银行网页申请，东亚银行将收取一次性

HK$50 手续费 (适用于结单分期金额达 HK$1,500) (将因应个别推广而定)，

并以每次成功申请计算。该手续费将与第一期供款内直接由指定账户内扣

除。 

逾期还款费用及收费* 
*即东亚银行收取之逾期费用 

东亚银行将会以购物签账交易形式将每期供款及/或手续费 (如适用) 入账至你

的信用卡账户。如果你未能在每期的到期日或之前支付全数欠款，持卡人合约

中的逾期费用将适用。 

HK$350 或最低还款额，以较低者为准 

提前清偿 / 提前还款 / 

赎回的收费* 
*即东亚银行收取之提早还款手续

费 

原结单分期金额之1% 

（最低为HK$300） 

退票/退回自动转账授

权指示的收费2 
HK$150 (每次) 

 

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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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实际年利率为参考利率，是一个已包括产品之基本利率和其他费用及收费在内的年化利率。实际年利率乃根据《银行营运守

则》之指引计算，并已约至小数后 2 个位。 

2. 如逾期手续费已志账于东亚银行信用卡账户，同一结单期内的退票/退回自动转账授权指示的收费将不会被收取。 

 
 

 

借定唔借 ? 还得到先好借! 
 

 

           

 

「好用錢」结余转户计划  

   分期贷款产品资料概要                                                                                            [2020 年 7 月 28 日] 

此乃分期贷款产品。  

本概要所提供的利息、费用及收费等资料仅供参考，分期贷款的最终条款以贷款确认书为准。 

利率及利息支出  

实际年利率1 

 

 

转账金额：HK$800,000  

還款期 6 个月 12 个月 24 个月 

实际年利率 
(或实际年利率範圍) 

2.70%-32.21% 2.91%-34.08% 3.01%-33.86% 

 

逾期还款年化利率  / 

就违约贷款收取的年

化利率* 
*即东亚银行收取之购物签账/购

物签账拖欠财务费用(实际年利

率) 

 

东亚银行将会以购物签账交易形式将每期供款入账至你的信用卡账户。如果

你未能在每期的到期日或之前支付全数欠款，持卡人合约及东亚银行信用卡

资料概览/服务收费概览 (「资料概览/服务收费概览」) 中的财务费用将适用。 

 
东亚银行有权不时更改资料概览/服务收费概览，而其最新版本可于东亚银行

任何一间分行或致电东亚银行客户服务热线 (3608 6628) 索取或浏览东亚银行

网 页  https://www.hkbea.com/html/sc/bea-personal-banking-key-facts-

statement.html。 

 

费用及收费何逾期而仍未繳付之每月供款，按逾期金額以月息4%逐日計算逾期手續費（最少港幣400

元） 手续费 不适用 

逾期还款费用及收费* 
*即东亚银行收取之逾期费用 

东亚银行将会以购物签账交易形式将每期供款入账至你的信用卡账户。如果

你未能在每期的到期日或之前支付全数欠款，持卡人合约中的逾期费用将适

用。 

HK$350 或最低还款额，以较低者为准 

提前清偿 / 提前还款 / 

赎回的收费* 
*即东亚银行收取之提早还款手续

费 

原转账金额之1% 

（最低为HK$300） 

退票/退回自动转账授

权指示的收费2 

HK$150  (每次) 

 

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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