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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有關銀行服務條款及細則及銀行服務收費之修訂通知
有關銀行服務條款及細則之修訂通知

由2023年4月8日（「生效日期」）起，大新銀行有限公司（「本行」）之有關銀行服務的條款及細則將會作出調整及修訂。有關修訂詳情，	
請參閱節錄如下之修訂內容（新增內容以底線列明，刪除之內容以劃掉方式列明）。以下為修訂要點：
1.	 更改全面綜合理財總值的相關條款及細則；及
2.	 更改支票戶口及儲蓄戶口利息計算的相關條款及細則；及
3.	 更改免退票／自動轉賬保障的相關條款及細則。

VIP 銀行服務之條款及細則

現時 VIP 銀行服務之條款及細則（修訂內容） VIP 銀行服務之條款及細則（更改後）

客戶於大新銀行有限公司（「本行」）開立的大新VIP	 i-Account綜合
理財戶口及大新Hello	 Kitty	 VIP	 i-Account 綜合理財戶口之「每日
平均結餘全面綜合理財總值」（定義如下）須達1,000,000港元或	
以上（或其等值）。若一個月內每日平均結餘全面綜合理財總值不足
1,000,000港元（或其等值），客戶須繳付200港元（或其等值）之	
低額結存服務月費。「每日平均結餘全面綜合理財總值」包括於	
本行持有的存款戶口之結餘、投資戶口之最新市值及人壽保險戶口之
參考保費。「參考保費」是指本行按其指定第三方承保方（如適用）
所提供最新按泰禾人壽保險有限公司（百慕達註冊之有限公司）	
	（「泰禾人壽」）承保的有效人壽保單資料作出運算，所計算的保費
可能會與實際已繳之累積保費不同，其中並不包括預繳保費、保費
優惠及保單貸款等。於計算每日平均結餘全面綜合理財總值時，	
非港元的保單之參考保費會以預先釐定的匯率折算為港元等值	
計算。有關低額結存服務月費詳情，請參閱本行之最新「服務	
收費」小冊子或與分行職員聯絡。

客戶於大新銀行有限公司（「本行」）開立的大新VIP	 i-Account綜合
理財戶口及大新Hello	 Kitty	 VIP	 i-Account 綜合理財戶口之「全面
綜合理財總值」（定義如下）須達1,000,000港元或以上（或其	
等值）。若一個月內全面綜合理財總值不足1,000,000港元（或其	
等值），客戶須繳付200港元（或其等值）之低額結存服務月費。	
	「全面綜合理財總值」包括於本行持有的存款戶口之結餘、投資戶口
之最新市值及人壽保險戶口之參考保費。「參考保費」是指本行	
按其指定第三方承保方（如適用）所提供最新有效人壽保單資料	
作出運算，所計算的保費可能會與實際已繳之累積保費不同，其中
並不包括預繳保費、保費優惠及保單貸款等。於計算全面綜合理財
總值時，非港元的保單之參考保費會以預先釐定的匯率折算為港元
等值計算。有關低額結存服務月費詳情，請參閱本行之最新「服務
收費」小冊子或與分行職員聯絡。

5.	 客戶須維持一個月內每日平均結餘全面綜合理財總值達	
500,000港元或以上之等值，翌月方可獲享免退票／自動轉賬
保障。免退票／自動轉賬保障之利息收費為港元最優惠利率
+6%	p.a.。

5.	 客戶須維持一個月內全面綜合理財總值達500,000港元或以上
之等值，翌月方可獲享免退票／自動轉賬保障。免退票／	
自動轉賬保障之利息收費為港元最優惠利率+6%	p.a.。

優易理財之條款及細則

現時優易理財之條款及細則（修訂內容） 優易理財之條款及細則（更改後）

優易理財之條款及細則：
1.	 每日平均結餘全面綜合理財總值包括於本行持有的存款戶口之
存款正數結餘、投資戶口之最新市值及人壽保險戶口之參考保費。
參考保費是指本行按其指定第三方承保方（如適用）所提供最新
有效人壽保單資料作出運算，所計算的保費可能會與實際已繳之
累積保費不同，其中並不包括預繳保費、保費優惠及保單貸款等。
於計算每日平均結餘全面綜合理財總值時，非港元的保單之	
參考保費會以預先釐定的匯率折算為港元等值計算。詳情請	
瀏覽本行網站 dahsing.com 或與分行職員聯絡。以上戶口之
賬戶持有人必須與優易綜合理財戶口之持有人完全相同。

優易理財之條款及細則：
1.	 全面綜合理財總值包括於本行持有的存款戶口之存款結餘、	
投資戶口之最新市值及人壽保險戶口之參考保費。參考保費	
是指本行按其指定第三方承保方（如適用）所提供最新有效人壽
保單資料作出運算，所計算的保費可能會與實際已繳之累積	
保費不同，其中並不包括預繳保費、保費優惠及保單貸款等。
於計算全面綜合理財總值時，非港元的保單之參考保費會以	
預先釐定的匯率折算為港元等值計算。詳情請瀏覽本行網站
dahsing.com或與分行職員聯絡。以上戶口之賬戶持有人必須
與優易綜合理財戶口之持有人完全相同。

有關銀行服務收費之修訂通知

由2023年4月8日（「生效日期」）起，本行之「銀行服務收費」將會作出調整及修訂。有關修訂詳情，請參閱節錄如下之修訂內容（新增內容
以底線列明，刪除之內容以劃掉方式列明）。

1.	 更改郵寄月結單費用之銀行服務收費；及

2.	 更改低額結存服務月費之銀行服務收費。

銀行服務收費

現時銀行服務收費（修訂內容） 銀行服務收費（更改後）

一般服務 - 所有戶口
42.	郵寄月結單費用^

˙	私人銀行客戶 豁免

˙	個人客戶 如戶口基本持有人於每年4月至9月或
每年 10月至翌年 3月期間收取1張或	
以上郵寄月結單，本行將就每個戶口	
於該期間之郵寄月結單收取20港元或
等值，並分別於同年10月或翌年4月	
誌賬。此收費將於該戶口內扣除。以下
客戶將可獲豁免此收費：
(1)	 65歲或以上之客戶；或
(2)	 領取政府綜援或社會福利署津貼之
客戶（需提供証明文件）̂^；或

(3)	 領取政府傷殘津貼之客戶（需提供
証明文件）̂^；或

(4)	 低收入人士之客戶，即個人月入低於
7,300港元或家庭月入低於11,500
港元（需提供証明文件）̂^；或

(5)	 持有證券服務之客戶；或
(6)	 VIP銀行服務／Hello	Kitty	VIP 銀行
服務客戶於收費日前一個月內之每日
平均結餘全面綜合理財總值^^^	
達1,000,000港元或以上（或等值）。

如為聯名存款戶口，只要任何一位戶口
持有人屬於豁免類別之人士，其戶口	
可獲豁免收費。

^^^ 每日平均結餘全面綜合理財總值包括於本行持有的存款戶口之
存款結餘、投資戶口之最新市值及人壽保險戶口之參考保費。參考
保費是指本行按其指定第三方承保方（如適用）所提供最新按泰禾
人壽保險有限公司（百慕達註冊之有限公司）承保的有效人壽保單
資料作出運算，所計算的保費可能會與實際已繳之累積保費不同，
其中並不包括預繳保費、保費優惠及保單貸款等。於計算每日平均
結餘全面綜合理財總值時，非港元的保單之參考保費會以預先	
釐定的匯率折算為港元等值計算。詳情請瀏覽大新銀行網站	
www.dahsing.com或與分行職員聯絡。

一般服務 - 所有戶口

42.	郵寄月結單費用^

˙	私人銀行客戶 豁免

˙	個人客戶 如戶口基本持有人於每年4月至9月或
每年 10月至翌年 3月期間收取1張或	
以上郵寄月結單，本行將就每個戶口	
於該期間之郵寄月結單收取20港元或
等值，並分別於同年10月或翌年4月	
誌賬。此收費將於該戶口內扣除。以下
客戶將可獲豁免此收費：
(1)	 65歲或以上之客戶；或
(2)	 領取政府綜援或社會福利署津貼之
客戶（需提供証明文件）̂^；或

(3)	 領取政府傷殘津貼之客戶（需提供
証明文件）̂^；或

(4)	 低收入人士之客戶，即個人月入低於
7,300港元或家庭月入低於11,500
港元（需提供証明文件）̂^；或

(5)	 持有證券服務之客戶；或
(6)	 VIP銀行服務／Hello	Kitty	VIP 銀行
服務客戶於收費日前一個月內之全面
綜合理財總值^^^達1,000,000港元
或以上（或等值）。

如為聯名存款戶口，只要任何一位戶口
持有人屬於豁免類別之人士，其戶口	
可獲豁免收費。

^^^ 全面綜合理財總值包括於本行持有的存款戶口之存款結餘、	
投資戶口之最新市值及人壽保險戶口之參考保費。參考保費是指	
本行按其指定第三方承保方（如適用）所提供最新有效人壽保單	
資料作出運算，所計算的保費可能會與實際已繳之累積保費不同，
其中並不包括預繳保費、保費優惠及保單貸款等。於計算全面綜	
合理財總值時，非港元的保單之參考保費會以預先釐定的匯率折算
為港元等值計算。詳情請瀏覽大新銀行網站www.dahsing.com或
與分行職員聯絡。

免退票／自動轉賬保障之條款及細則：

12.	客戶需於優易綜合理財戶口維持「每日平均結餘全面綜合理財
總值」達200,000港元（或其等值）或以上，方可自動於翌月	
享獲高達5,000港元之免退票／自動轉賬保障。有關之免退票／	
自動轉賬保障於客戶每月之綜合月結單上列明。

13.	本行會於每月的最後一個工作天結算客戶當月之「每日平均結餘
全面綜合理財總值」，如符合指定要求，客戶則可於下一個月
享有免退票／自動轉賬保障。

免退票／自動轉賬保障之條款及細則：

12.	客戶需於優易綜合理財戶口維持「全面綜合理財總值」達	
200,000港元（或其等值）或以上，方可自動於翌月享獲高達	
5,000港元之免退票／自動轉賬保障。有關之免退票／自動	
轉賬保障於客戶每月之綜合月結單上列明。

13.	本行會每月結算客戶當月之「全面綜合理財總值」，如符合指定
要求，客戶則可於下一個月享有免退票／自動轉賬保障。

綜合貨幣港元支票戶口及綜合貨幣儲蓄戶口之條款及細則：

19.	綜合貨幣港元支票戶口的基本利息及額外儲蓄利息將於下	
一個月按優易綜合理財戶口綜合貨幣港元支票戶口內的港元	
支票戶口之存款結餘計算，並將於當月24號起計第二個最後	
一個工作天存入客戶之優易綜合理財戶口之港元支票戶口內。

綜合貨幣支票戶口及綜合貨幣儲蓄戶口之條款及細則：

19.	綜合貨幣支票戶口的額外儲蓄利息將於下一個月按優易綜合	
理財戶口綜合貨幣支票戶口內的港元支票戶口之存款結餘	
計算，並將於當月最後一個工作天存入客戶之優易綜合理財	
戶口之港元支票戶口內。

i-Account 綜合理財戶口之條款及細則

現時 i-Account 綜合理財戶口之條款及細則（修訂內容） i-Account 綜合理財戶口之條款及細則（更改後）

一般條款及細則：

2.	 	「每日平均結餘全面綜合理財總值」包括於本行持有的存款戶口
之存款正數結餘、投資戶口之最新市值及人壽保險戶口之參考
保費。參考保費是指本行按其指定第三方承保方（如適用）所	
提供最新有效人壽保單資料作出運算，所計算的保費可能會與
實際已繳之累積保費不同，其中並不包括預繳保費、保費優惠
及保單貸款等。於計算每日平均結餘全面綜合理財總值時，	
非港元的保單之參考保費會以預先釐定的匯率折算為港元等值
計算。詳情請瀏覽本行網站dahsing.com或與分行職員聯絡。
以上戶口之賬戶持有人必須與 i-Account綜合理財戶口之持有人
完全相同。

一般條款及細則：

2.	 	「全面綜合理財總值」包括於本行持有的存款戶口之存款結餘、
投資戶口之最新市值及人壽保險戶口之參考保費。參考保費是
指本行按其指定第三方承保方（如適用）所提供最新有效人壽	
保單資料作出運算，所計算的保費可能會與實際已繳之累積	
保費不同，其中並不包括預繳保費、保費優惠及保單貸款等。
於計算全面綜合理財總值時，非港元的保單之參考保費會以	
預先釐定的匯率折算為港元等值計算。詳情請瀏覽本行網站
dahsing.com或與分行職員聯絡。以上戶口之賬戶持有人必須與
i-Account 綜合理財戶口之持有人完全相同。

A. 額外儲蓄年利率優惠之一般條款及細則：

10.	綜合貨幣港元支票戶口的基本利息及額外儲蓄利息將於	
下一個月按 i-Account 綜合理財戶口綜合貨幣港元支票戶口	
內的港元支票戶口之存款結餘計算，並將於當月24號起計	
第二個最後一個工作天存入客戶之 i-Account 綜合理財戶口之
港元支票戶口內。

A. 額外儲蓄年利率優惠之一般條款及細則：

10.	綜合貨幣支票戶口的額外儲蓄利息將於下一個月按i-Account
綜合理財戶口綜合貨幣支票戶口內的港元支票戶口之存款結餘
計算，並將於當月最後一個工作天存入客戶之 i-Account 綜合
理財戶口之港元支票戶口內。

B. 免退票／自動轉賬保障之條款及細則：

19.	客戶需維持「每日平均結餘全面綜合理財總值」達200,000港元
（或其等值）或以上，方可自動於翌月於i-Account 綜合理財戶
口享獲高達5,000港元之免退票／自動轉賬保障。有關之免	
退票／自動轉賬保障於客戶每月之綜合月結單上列明。本行	
會於每月的最後一個工作天結算客戶當月之「每日平均結餘	
全面綜合理財總值」，如符合指定要求，客戶則可於下一個月
享有免退票／自動轉賬保障。

B. 免退票／自動轉賬保障之條款及細則：

19.	客戶需維持「全面綜合理財總值」達200,000港元（或其等值）
或以上，方可自動於翌月於 i-Account 綜合理財戶口享獲高達
5,000港元之免退票／自動轉賬保障。有關之免退票／自動	
轉賬保障於客戶每月之綜合月結單上列明。本行會每月結算	
客戶當月之「全面綜合理財總值」，如符合指定要求，客戶則	
可於下一個月享有免退票／自動轉賬保障。

Doraemon 綜合理財戶口之條款及細則

現時 Doraemon 綜合理財戶口之條款及細則（修訂內容） Doraemon 綜合理財戶口之條款及細則（更改後）

一般條款及細則：

3.	 	「每日平均結餘全面綜合理財總值」包括於本行持有的存款	
戶口之存款正數結餘、投資戶口之最新市值及人壽保險戶口之
參考保費。參考保費是指本行按其指定第三方承保方（如適用）
所提供最新有效人壽保單資料作出運算，所計算的保費可能會與
實際已繳之累積保費不同，其中並不包括預繳保費、保費優惠
及保單貸款等。於計算每日平均結餘全面綜合理財總值時，	
非港元的保單之參考保費會以預先釐定的匯率折算為港元等值
計算。詳情請瀏覽大新銀行本行網站www.dahsing.com或與
分行職員聯絡。以上戶口之賬戶持有人必須與Doraemon綜合
理財戶口之持有人完全相同。

一般條款及細則：

3.	 	「全面綜合理財總值」包括於本行持有的存款戶口之存款結餘、
投資戶口之最新市值及人壽保險戶口之參考保費。參考保費	
是指本行按其指定第三方承保方（如適用）所提供最新有效人壽
保單資料作出運算，所計算的保費可能會與實際已繳之累積	
保費不同，其中並不包括預繳保費、保費優惠及保單貸款等。
於計算全面綜合理財總值時，非港元的保單之參考保費會以	
預先釐定的匯率折算為港元等值計算。詳情請瀏覽本行網站	
www.dahsing.com或與分行職員聯絡。以上戶口之賬戶持有人
必須與Doraemon綜合理財戶口之持有人完全相同。

綜合貨幣港元支票戶口及綜合貨幣儲蓄戶口之條款及細則：

10.	綜合貨幣港元支票戶口的基本利息及額外儲蓄利息將於下	
一個月按Doraemon綜合理財戶口綜合貨幣港元支票戶口內的
港元支票戶口之存款結餘計算，並將於當月24號起計第二個	
最後一個工作天存入客戶之 Doraemon 綜合理財戶口之港元	
支票戶口內。

綜合貨幣支票戶口及綜合貨幣儲蓄戶口之條款及細則：

10.	綜合貨幣支票戶口的額外儲蓄利息將於下一個月按Doraemon	
綜合理財戶口綜合貨幣支票戶口內的港元支票戶口之存款結餘
計算，並將於當月最後一個工作天存入客戶之Doraemon綜合
理財戶口之港元支票戶口內。

免退票／自動轉賬保障之條款及細則：

19.	客戶需於 Doraemon 綜合理財戶口維持「每日平均結餘全面	
綜合理財總值」達200,000港元（或其等值）或以上（或其	
等值），方可自動於翌月獲享高達5,000港元之免退票／自動	
轉賬保障。有關之免退票／自動轉賬保障於客戶每月之綜合	
月結單上列明。

20.	本行會於每月的最後一個工作天結算客戶當月之「每日平均	
結餘全面綜合理財總值」，如符合指定要求，客戶則可於下	
一個月享有免退票／自動轉賬保障。

免退票／自動轉賬保障之條款及細則：

19.	客戶需於Doraemon綜合理財戶口維持「全面綜合理財總值」
達200,000港元（或其等值）或以上，方可自動於翌月獲享高達
5,000港元之免退票／自動轉賬保障。有關之免退票／自動	
轉賬保障於客戶每月之綜合月結單上列明。

20.	本行會每月結算客戶當月之「全面綜合理財總值」，如符合指定
要求，客戶則可於下一個月享有免退票／自動轉賬保障。

Hello Kitty 綜合理財戶口之條款及細則

現時 Hello Kitty 綜合理財戶口之條款及細則（修訂內容） Hello Kitty 綜合理財戶口之條款及細則（更改後）

一般條款及細則：
1.	 	「每日平均結餘全面綜合理財總值」包括於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本行」）持有的存款戶口之存款正數結餘、投資戶口之最新	
市值及人壽保險戶口之參考保費。參考保費是指本行按其指定
第三方承保方（如適用）所提供最新有效人壽保單資料作出	
運算，所計算的保費可能會與實際已繳之累積保費不同，其中
並不包括預繳保費、保費優惠及保單貸款等。於計算每日平均
結餘全面綜合理財總值時，非港元的保單之參考保費會以預先
釐定的匯率折算為港元等值計算。詳情請瀏覽大新銀行本行	
網站 dahsing.com或與分行職員聯絡。以上戶口之賬戶持有人
必須與Hello	Kitty 綜合理財戶口之持有人完全相同。

一般條款及細則：
1.	 	「全面綜合理財總值」包括於大新銀行有限公司（「本行」）持有
的存款戶口之存款結餘、投資戶口之最新市值及人壽保險戶口之
參考保費。參考保費是指本行按其指定第三方承保方（如適用）
所提供最新有效人壽保單資料作出運算，所計算的保費可能	
會與實際已繳之累積保費不同，其中並不包括預繳保費、保費
優惠及保單貸款等。於計算全面綜合理財總值時，非港元的	
保單之參考保費會以預先釐定的匯率折算為港元等值計算。	
詳情請瀏覽本行網站 dahsing.com 或與分行職員聯絡。以上
戶口之賬戶持有人必須與 Hello	 Kitty 綜合理財戶口之持有人	
完全相同。

免退票／自動轉賬保障之條款及細則：
12.	客戶需於 Hello	Kitty 綜合理財戶口維持「每日平均結餘全面	
綜合理財總值」達200,000港元（或其等值）或以上，方可自動
於翌月享獲高達5,000港元之免退票／自動轉賬保障。有關之
免退票／自動轉賬保障於客戶每月之綜合月結單上列明。

13.	本行會於每月的最後一個工作天結算客戶當月之「每日平均	
結餘全面綜合理財總值」，如符合指定要求，客戶則可於下	
一個月享有免退票／自動轉賬保障。

免退票／自動轉賬保障之條款及細則：
12.	客戶需於Hello	 Kitty 綜合理財戶口維持「全面綜合理財總值」
達200,000港元（或其等值）或以上，方可自動於翌月享獲高達	
5,000港元之免退票／自動轉賬保障。有關之免退票／自動	
轉賬保障於客戶每月之綜合月結單上列明。

13.	本行會每月結算客戶當月之「全面綜合理財總值」，如符合指定
要求，客戶則可於下一個月享有免退票／自動轉賬保障。

綜合貨幣港元支票戶口及綜合貨幣儲蓄戶口之條款及細則：
17.	綜合貨幣港元支票戶口的基本利息及額外儲蓄利息將於下一個月
按Hello	Kitty綜合理財戶口綜合貨幣港元支票戶口內的港元支票
戶口之存款結餘計算，並將於當月24號起計第二個最後一個	
工作天存入客戶之Hello	Kitty綜合理財戶口之港元支票戶口內。

綜合貨幣支票戶口及綜合貨幣儲蓄戶口之條款及細則：
17.	綜合貨幣支票戶口的額外儲蓄利息將於下一個月按Hello	 Kitty
綜合理財戶口綜合貨幣支票戶口內的港元支票戶口之存款結餘
計算，並將於當月最後一個工作天存入客戶之Hello	Kitty 綜合
理財戶口之港元支票戶口內。

Hello Kitty VIP 銀行服務之條款及細則 

現時 Hello Kitty VIP 銀行服務之條款及細則（修訂內容） Hello Kitty VIP 銀行服務之條款及細則（更改後）

客戶於大新銀行有限公司（「本行」）開立的大新VIP	 i-Account綜合
理財戶口及大新	Hello	Kitty	VIP	i-Account	綜合理財戶口之「每日
平均結餘全面綜合理財總值」須達（定義如下）須達1,000,000港元
或以上（或其等值）。若一個月內每日平均結餘全面綜合理財總值	
不足1,000,000港元（或其等值），客戶須繳付200港元（或其等值）
之低額結存服務月費。「每日平均結餘」包括於本行持有的存款	
戶口之結餘、投資戶口之最新市值及人壽保險戶口之參考保費。	
	「參考保費」是指本行按其指定第三方承保方（如適用）所提供最新
按泰禾人壽保險有限公司（百慕達註冊之有限公司）（「泰禾人壽」）
承保的有效人壽保單資料作出運算，所計算的保費可能會與實際已繳
之累積保費不同，其中並不包括預繳保費、保費優惠及保單貸款等。
於計算每日平均結餘全面綜合理財總值時，非港元的保單之參考保費
會以預先釐定的匯率折算為港元等值計算。有關低額結存服務月費
詳情，請參閱本行之最新「服務收費」小冊子或與分行職員聯絡。

客戶於大新銀行有限公司（「本行」）開立的大新VIP	 i-Account綜合
理財戶口及大新	Hello	Kitty	VIP	 i-Account 綜合理財戶口之「全面
綜合理財總值」（定義如下）須達1,000,000港元或以上（或其	
等值）。若一個月內全面綜合理財總值不足1,000,000港元（或其	
等值），客戶須繳付200港元（或其等值）之低額結存服務月費。	
	「全面綜合理財總值」包括於本行持有的存款戶口之結餘、投資戶口
之最新市值及人壽保險戶口之參考保費。「參考保費」是指本行	
按其指定第三方承保方（如適用）所提供最新有效人壽保單資料	
作出運算，所計算的保費可能會與實際已繳之累積保費不同，其中
並不包括預繳保費、保費優惠及保單貸款等。於計算全面綜合理財
總值時，非港元的保單之參考保費會以預先釐定的匯率折算為港元
等值計算。有關低額結存服務月費詳情，請參閱本行之最新「服務
收費」小冊子或與分行職員聯絡。

6.	 客戶須維持一個月內每日平均結餘全面綜合理財總值達	
500,000港元或以上之等值，翌月方可獲享免退票／自動轉賬
保障。免退票／自動轉賬保障之利息收費為港元最優惠利率
+6%	p.a.。

6.	 客戶須維持一個月內全面綜合理財總值達500,000港元或以上
之等值，翌月方可獲享免退票／自動轉賬保障。免退票／自動
轉賬保障之利息收費為港元最優惠利率+6%	p.a.。

綜合理財戶口 - VIP 銀行服務／Hello Kitty VIP 銀行服務／ 
優易理財／i-Account／卡通人物綜合理財戶口

5.	 低額結存服務月費

˙	適用於在一個月內之每日平均結餘全面
綜合理財總值*低於10,000港元或等值
之優易綜合理財戶口／i-Account／	
卡通人物綜合理財戶口

豁免

˙	適用於在一個月內之每日平均結餘全面
綜合理財總值*低於1,000,000港元或	
等值之Hello	Kitty	VIP	i-Account 綜合
理財戶口

每月200港元
或等值

˙	適用於在一個月內之每日平均結餘全面
綜合理財總值*低於1,000,000港元或	
等值之 VIP	i-Account 綜合理財戶口

每月200港元
或等值

* 每日平均結餘全面綜合理財總值包括於本行持有的存款戶口之	
存款結餘、投資戶口之最新市值及人壽保險戶口之參考保費。參考
保費是指本行按其指定第三方承保方（如適用）所提供最新按泰禾
人壽保險有限公司（百慕達註冊之有限公司）承保的有效人壽保單
資料作出運算，所計算的保費可能會與實際已繳之累積保費不同，
其中並不包括預繳保費、保費優惠及保單貸款等。於計算每日平均
結餘全面綜合理財總值時，非港元的保單之參考保費會以預先	
釐定的匯率折算為港元等值計算。詳情請瀏覽大新銀行網站	
www.dahsing.com或與分行職員聯絡。

綜合理財戶口 - VIP 銀行服務／Hello Kitty VIP 銀行服務／ 
優易理財／i-Account／卡通人物綜合理財戶口

5.	 低額結存服務月費

˙	適用於在一個月內之全面綜合理財總值*	
低於10,000港元或等值之優易綜合理財
戶口／i-Account／卡通人物綜合理財	
戶口

豁免

˙	適用於在一個月內之全面綜合理財總值*	
低於1,000,000港元或等值之	
Hello	Kitty	VIP	i-Account綜合理財戶口

每月200港元
或等值

˙	適用於在一個月內之全面綜合理財總值*	
低於1,000,000港元或等值之	
VIP	i-Account 綜合理財戶口

每月200港元
或等值

* 全面綜合理財總值包括於本行持有的存款戶口之存款結餘、投資
戶口之最新市值及人壽保險戶口之參考保費。參考保費是指本行	
按其指定第三方承保方（如適用）所提供最新有效人壽保單資料	
作出運算，所計算的保費可能會與實際已繳之累積保費不同，其中
並不包括預繳保費、保費優惠及保單貸款等。於計算全面綜合理財
總值時，非港元的保單之參考保費會以預先釐定的匯率折算為港元
等值計算。詳情請瀏覽大新銀行網站www.dahsing.com或與分行
職員聯絡。

請注意，閣下有權通知本行終止有關服務及／或戶口，藉此拒絕上述修訂。若閣下於生效日期或以後仍繼續使用本行之有關服務及／或保留
有關戶口，則上述之修訂對閣下具有約束力。請注意，若閣下不接受上述修訂，本行將未能繼續為閣下提供有關服務。

如閣下有任何疑問，請致電本行客戶服務熱線2241	2828或於營業時間內親臨分行查詢。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謹啟

本函為電腦編印信件，毋須簽署。

中、英文版本之文義如有歧異，以英文版本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