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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實際年利率為參考利率，是一個已包括產品之基本利率和其他費用及收費在內的年化利率(包括每期供款及手續費(如適用)) 。實際年利率

乃根據《銀行營運守則》之指引計算，並已約至小數後2個位。  

2. 如逾期手續費已誌賬於東亞銀行信用卡賬戶，同一結單期內的退票 /退回自動轉賬授權指示的收費將不會被收取。 

 

 

借定唔借 ? 還得到先好借 ! 

 

「好用錢」計劃 

  分期貸款產品資料概要                                                                                   [2021 年 6 月 21 日] 

此乃分期貸款產品。 

本概要所提供的利息、費用及收費等資料僅供參考，分期貸款的最終條款以貸款確認書為準。 

利率及利息支出  

實際年利率1 

 

 

以貸款金額HK$800,000及一次性HK$300手續費(「手續費」)(如適用)為例： 

還款期 6 個月 12 個月 24 個月 

實際年利率 
(或實際年利率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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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還款年化利率  / 

就違約貸款收取的年

化利率* 
*即東亞銀行收取之購物簽賬/購

物簽賬拖欠財務費用(實際年利

率) 

 

東亞銀行將會以購物簽賬交易形式將每期供款及/或手續費(如適用)入賬至你的

信用卡賬戶。如果你未能在每期的到期日或之前支付全數欠款，持卡人合約及

東亞銀行信用卡資料概覽/服務收費概覽  (「資料概覽/服務收費概覽」) 中的財

務費用將適用。 

 
東亞銀行有權不時更改資料概覽/服務收費概覽，而其最新版本可於東亞銀行任

何一間分行或致電東亞銀行客戶服務熱線(3608 6628)索取或瀏覽東亞銀行網頁

https://www.hkbea.com/html/tc/bea-personal-banking-key-facts-
statement.html。 

 

費用及收費 

手續費  一次性 HK$200/HK$300 手續費 (適用於提取金額 HK$5,000 以下 / 

HK$5,000 或以上) 將與第一期供款內直接由東亞銀行信用卡賬戶內扣除。 

逾期還款費用及收費* 
*即東亞銀行收取之逾期費用 

東亞銀行將會以購物簽賬交易形式將每期供款及/或手續費(如適用)入賬至你的

信用卡賬戶。如果你未能在每期的到期日或之前支付全數欠款，持卡人合約中

的逾期費用將適用。 

HK$350 或最低還款額，以較低者為準 

提前清償 / 提前還款 / 

贖回的收費* 
*即東亞銀行收取之提早還款手續

費 

當你於任何時候提前償還全數貸款時，所有尚未償還的兌現金額、所有利息及/

或申請手續費(如未誌入賬戶)將即時到期繳交。 

原貸款額之1% 
（最低為HK$300） 

退票/退回自動轉賬授

權指示的收費2 
HK$150 (每次) 

 

其他資料 

  

https://www.hkbea.com/html/tc/bea-personal-banking-key-facts-statement.html
https://www.hkbea.com/html/tc/bea-personal-banking-key-facts-state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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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實際年利率為參考利率，是一個已包括產品之基本利率和其他費用及收費在內的年化利率 (包括每期供款及手續費(如適用)) 。實際年利

率乃根據《銀行營運守則》之指引計算，並已約至小數後2個位。  

2. 如逾期手續費已誌賬於東亞銀行信用卡賬戶，同一結單期內的退票/退回自動轉賬授權指示的收費將不會被收取。 
 

借定唔借 ? 還得到先好借 ! 

 

「好用錢」結單分期計劃 

  分期貸款產品資料概要                                                                                  [2022 年 3 月 14 日] 

此乃分期貸款產品。 

本概要所提供的利息、費用及收費等資料僅供參考，分期貸款的最終條款以貸款確認書為準。 

利率及利息支出  

實際年利率1 

 

 

以結單分期金額HK$10,000及一次性HK$50手續費 (「手續費」) (如適用) 為

例： 

還款期 3個月 6 個月 12 個月 24 個月 

實際年利率 
(或實際年利率範圍) 

7.19%-
31.96% 

6.42%-
34.51% 

5.93%-
35.37% 

5.63%-
34.61% 

 

逾期還款年化利率  / 

就違約貸款收取的年

化利率* 
*即東亞銀行收取之購物簽賬/購

物簽賬拖欠財務費用(實際年利

率) 

 

東亞銀行將會以購物簽賬交易形式將每期供款及/或手續費 (如適用) 入賬至你

的信用卡賬戶。如果你未能在每期的到期日或之前支付全數欠款，持卡人合約

及東亞銀行信用卡資料概覽/服務收費概覽  (「資料概覽/服務收費概覽」) 中的

財務費用將適用。 

 
東亞銀行有權不時更改資料概覽/服務收費概覽，而其最新版本可於東亞銀行任

何一間分行或致電東亞銀行客戶服務熱線(3608 6628)索取或瀏覽東亞銀行網頁 

http://www.hkbea.com/html/tc/bea-personal-banking-key-facts-
statement.html。 

費用及收費 

手續費  透過電話專線、BEA App 或東亞銀行網頁申請，東亞銀行將收取一次性

HK$50 手續費(「手續費」)  (適用於結單分期金額達 HK$1,500) (將因應個

別推廣而定)，並以每次成功申請計算。該手續費將與第一期供款內直接由指

定賬戶內扣除。 

逾期還款費用及收費* 
*即東亞銀行收取之逾期費用 

東亞銀行將會以購物簽賬交易形式將每期供款及/或手續費 (如適用) 入賬至你

的信用卡賬戶。如果你未能在每期的到期日或之前支付全數欠款，持卡人合約

中的逾期費用將適用。 

HK$350 或最低還款額，以較低者為準 

提前清償 / 提前還款 / 

贖回的收費* 
*即東亞銀行收取之提早還款手續

費 

原結單分期金額之1% 
（最低為HK$300） 

退票/退回自動轉賬授

權指示的收費2 
HK$150 (每次) 

 

其他資料 

  

http://www.hkbea.com/html/tc/bea-personal-banking-key-facts-statement.html
http://www.hkbea.com/html/tc/bea-personal-banking-key-facts-state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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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實際年利率為參考利率，是一個已包括產品之基本利率和其他費用及收費在內的年化利率。實際年利率乃根據《銀行營運守

則》之指引計算，並已約至小數後 2 個位。 

2. 如逾期手續費已誌賬於東亞銀行信用卡賬戶，同一結單期內的退票/退回自動轉賬授權指示的收費將不會被收取。 

 
 

借定唔借 ? 還得到先好借 ! 
 

 

 

          「好用錢」結餘轉戶計劃  

   分期貸款產品資料概要                                                                                            [2020 年 7 月 28 日] 

此乃分期貸款產品。 

本概要所提供的利息、費用及收費等資料僅供參考，分期貸款的最終條款以貸款確認書為準。 

利率及利息支出  

實際年利率1 

 

 

轉賬金額：HK$800,000  

還款期 6 個月 12 個月 24 個月 

實際年利率 
(或實際年利率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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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還款年化利率  / 

就違約貸款收取的年

化利率* 
*即東亞銀行收取之購物簽賬/購

物簽賬拖欠財務費用(實際年利

率) 

 

東亞銀行將會以購物簽賬交易形式將每期供款入賬至你的信用卡賬戶。如果

你未能在每期的到期日或之前支付全數欠款，持卡人合約及東亞銀行信用卡

資料概覽/服務收費概覽  (「資料概覽/服務收費概覽」) 中的財務費用將適

用。 

 
東亞銀行有權不時更改資料概覽/服務收費概覽，而其最新版本可於東亞銀行

任何一間分行或致電東亞銀行客戶服務熱線 (3608 6628) 索取或瀏覽東亞銀行

網 頁  https://www.hkbea.com/html/tc/bea-personal-banking-key-facts-

statement.html。 

 

費用及收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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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續費  不適用 

逾期還款費用及收費* 
*即東亞銀行收取之逾期費用 

東亞銀行將會以購物簽賬交易形式將每期供款入賬至你的信用卡賬戶。如果

你未能在每期的到期日或之前支付全數欠款，持卡人合約中的逾期費用將適

用。 

HK$350 或最低還款額，以較低者為準 

提前清償 / 提前還款 / 

贖回的收費* 
*即東亞銀行收取之提早還款手續

費 

原轉賬金額之1% 

（最低為HK$300） 

退票/退回自動轉賬授

權指示的收費2 

HK$150  (每次) 

 

其他資料 

  

https://www.hkbea.com/html/tc/bea-personal-banking-key-facts-statement.html
https://www.hkbea.com/html/tc/bea-personal-banking-key-facts-statement.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