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洋商業銀行「理財貸輕鬆」申請表

註："順手錢"備用透支年費為透支額1%，分期貸款手續費按貸款額
收取每年1%，若不足1年亦按1年計算

貸款類別
□ 分期貸款（最低為港幣一萬元）
□ "順手錢"備用透支（最低為港幣三萬元）

只適用於分期貸款申請人：
還款期（請選擇）：   □12個月    □18個月    □24個月    □30個月     
   □36個月    □42個月    □48個月

申請之貸款金額（港幣）HK$ 
 
貸款用途

（不可用作購買物業或繳付物業的首期）

貸款額及還款資料

閣下是否經南洋商業銀行轉賬支薪？      □是      □否

前任職機構名稱 職位 曾任職年期

職業類別 自僱
□是
□否 

現職開始時間

年   月 

年   月 

所在行業開始時間公司電話月薪

日/        月/          年

出生日期

聯名申請人必須為年滿18歲的香港永久居民

香港身份證上的英文姓名

中文姓名 

香港身份證號碼 國籍

聯名申請人資料

門牌號碼及街道名稱

座樓 室

公司行業任職公司名稱（請用英文正楷填寫）

辦公室地址（請用英文正楷填寫）

□香港   □九龍  □新界 地區

職業資料

1. 在本申請表中，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簡稱為“銀行”。獲批核貸款
的申請人將受銀行「理財貸輕鬆」私人貸款監管。除非另外指明，
本申請表的用詞的定義與「理財貸輕鬆」條款內的用詞的定義相同。

2. 申請人(等)須填寫本申請書的所有欄位，若申請人(等)不予提供有
關資料，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包括其繼承人以及受讓人，下稱

    「銀行」)可能無法處理有關申請。請參閱銀行的「資料政策通告」
及／或銀行及其某些相關實體不時以任何名稱發出的有關個人資
料的使用、披露及轉移的一般政策的其他文件。

3. *下述所填報之貸款郵寄地址，將會視為日後銀行與借款人(等)的
所有往來的主要通訊地址。若現居地址或貸款戶口通訊地址需作
變更，請以【通訊資料修改表格】盡快修訂現存於銀行的現居地
址或貸款戶口通訊地址。

申請人資料

日/        月/          年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中文姓名

國籍 香港身份證號碼 供養人數

申請人必須為年滿18歲的香港永久居民

香港身份證上的英文姓名

申請人資料

教育程度
□小學程度或以下 □學位   
□中學程度 □碩士或以上 
□預科/大專程度

婚姻狀況
□單身
□已婚
□離婚/分居

室 樓 座

門牌號碼及街道名稱

□香港   □九龍  □新界 地區

現居住址（請用英文正楷填寫）

教育程度
□小學程度或以下 □學位   
□中學程度 □碩士或以上 
□預科/大專程度

婚姻狀況
□單身
□已婚
□離婚/分居

室 樓 座

門牌號碼及街道名稱

□香港   □九龍  □新界 地區

現居住址（請用英文正楷填寫）

現住宅類型

□私人樓宇      □居屋      □公共房屋      □公司宿舍

□其他

現住宅所有權 

□自置（無按揭）　□已按揭 　 □租用　  □直系親屬擁有或租用      

□僱主擁有或提供   □其他 

郵寄地址的選擇

□住宅      □辦公室      □按揭物業地址

□其他通訊地址 - 請註明(英文) :

現址：每月租金 

     每月按揭供款

     按揭尚欠餘額

住宅電話現址居住開始時間 傳呼機/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長期居留住址（請用英文正楷填寫）
如與現居地址不同，請填寫。如相同，可不用填寫。

長期居留住址（請用英文正楷填寫）
如與現居地址不同，請填寫。如相同，可不用填寫。

現住宅所有權 

□自置（無按揭）　□已按揭 　 □租用　  □直系親屬擁有或租用      

□僱主擁有或提供   □其他 

現住宅類型

□私人樓宇      □居屋      □公共房屋      □公司宿舍

□其他

信貸資料 

本人現宣稱         □沒有申請         □現在申請         □申請已批核
本銀行的樓宇按揭

過去是否涉及訴訟?
□否     □是 (請說明)

日/        月/          年

預計成交/提取貸款日期處理分行

請提供 閣下於其他銀行及財務機構之信貸資料(包括本港、外地之
現有及申請中的貸款)

無抵押貸款

有抵押貸款

透支/循環貸款
總結欠金額(HK$)

分期貸款總結欠及
每月總供款金額(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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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名申請人簽署申請人簽署 日期
必須與南洋商業銀行的賬戶簽署相同

南洋商業銀行「理財貸輕鬆」申請表
聯名申請人資料

直接付款授權書

本人（等）現不可撤銷地授權予南洋商業銀行，自本人（等）之下述指定賬
戶扣除用於清還有關申請人所申請之“順手錢”備用透支/分期貸款所有
尚欠之貸款，利息及任何其他費用和收費之款項。

本人（等）明瞭本人（等）必須在南洋商業銀行持有一個私人往來/儲蓄賬
戶；本人（等）同意遵守及履行一切有關此賬戶之服務條款。

如上述之往來戶口因該款項之扣除出現任何透支或令現時之透支增加，
本人（等）承諾將歸還所有透支之金額及根據南洋商業銀行通用之利率
計算之利息。

本人（等）同意如本人（等）之賬戶並無足夠款項用作扣除該等款項，南洋
商業銀行有酌情權不作出該款項之扣除。如因以上之原因而取消扣除該
等款項，銀行有權就逾期未付的金額收取罰息。

不論本人（等）是否貸款的申請人，本人（等）仍同意遵守上述條款。

本人（等）現確認此簽署式樣與本人（等）於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的
賬戶簽署式樣相同。

註︰若為“順手錢”備用透支申請，指定賬戶必須為申請人於南洋商業
銀行有限公司開立之往來賬戶。

賬戶持有人姓名（英文）

賬戶持有人簽署

指定賬戶號碼

如上述一項“是”，請在下列詳述 :

上述有關人士
之姓名

與左列申請人
之關係

申請人
之姓名職位部門機構

與銀行有關人士關係

與銀行有關人士關係

申請人是否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包括附屬公司及分行)、信達金融控
股有限公司、中國信達(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或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的董事、監事、總裁、高級管理人員、委員會主席、部門主
管、分行行長、從事貸款審批的僱員或控權人(指單獨或連同其他相聯
控權人持股5%及以上)等人士，或該等人士的親屬?

□否，本人(等)並不是上述人士或其親屬。倘日後本人(等)如有此等關
係，本人(等)同意盡速以書面通知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是。( 如是，請於適當空格內填上「    」號，可選多於一格。)
申請人是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或其附屬公司的董事、總裁、從事貸
款審批的僱員、控權人(指單獨或連同其他相聯控權人持股5%及以上)
等人士，或該等人士的親屬。
(如屬附屬公司，請註明有關附屬公司的名稱：
                                                                                                                      )
申請人是信達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中國信達(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或中國
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監事、總裁、高級管理人員、委
員會主席、部門主管、分行行長、從事貸款審批的僱員或控權人(指單
獨或連同其他相聯控權人持股5%及以上)等人士，或該等人士的親屬。

□

□

□小學程度或以下
□中學程度 
□預科/大專程度

□學位
□碩士或以上   

教育程度

信貸資料

本人現宣稱         □沒有申請         □現在申請         □申請已批核
本銀行的樓宇按揭

過去是否涉及訴訟?
□否     □是 (請說明)

日/        月/          年

預計成交/提取貸款日期處理分行

請提供 閣下於其他銀行及財務機構之信貸資料(包括本港、外地之
現有及申請中的貸款)

無抵押貸款

有抵押貸款

透支/循環貸款
總結欠金額(HK$)

分期貸款總結欠及
每月總供款金額(HK$)

現址：每月租金 

     每月按揭供款

     按揭尚欠餘額

住宅電話現址居住開始時間 傳呼機/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職業資料

聯名申請人是否經南洋商業銀行轉賬支薪？     □是      □否

前任職機構名稱 職位 曾任職年期

職業類別 自僱
□是
□否 

現職開始時間

年   月 

年   月 
所在行業開始時間公司電話月薪

門牌號碼及街道名稱

座樓 室

公司行業任職公司名稱（請用英文正楷填寫）

辦公室地址（請用英文正楷填寫）

□香港   □九龍  □新界 地區



南洋商業銀行「理財貸輕鬆」申請表
其他指示

適用於分期貸款申請人︰

本人（等）授權南洋商業銀行將已批核之分期貸款於扣除年度手續費後，
存入上述指定賬戶。

適用於“順手錢”備用透支申請人︰

本人（等）授權南洋商業銀行將批核之“順手錢”備用透支之透支額附
於上述指定賬戶，並於此指定賬戶扣除年度手續費。

申請人聲明

以上代表閣下現在對是否接收直銷推廣資料，以及對本銀行擬將閣下
個人資料提供予「本集團」*其他成員及其他人̂ 作其直銷推廣的選擇，
亦取代任何閣下之前已告知本銀行的選擇。請注意，閣下以上的選擇
適用於根據本銀行的「資料政策通告」上所載的產品，服務及/或標的
類別的直銷推廣。^請閣下參考該通告上以得知在直銷推廣上可使用
的個人資料的種類，以及閣下的個人資料可提供予甚麼類別的人士
以供該等人士在直銷推廣中使用。

*「本集團」指銀行及其控股公司、分行、附屬公司、代表辦事處及附
屬成員，不論其所在地，以及中國信達(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和中國信
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附屬成員包括銀行的控股公司以及中國
信達(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位於香港之分行、附屬公司、代表辦事處及
附屬成員。 

申請人簽署
必須與南洋商業銀行的賬戶簽署相同

日期

聯名申請人簽署
必須與南洋商業銀行的賬戶簽署相同

日期

注意事項

1. 本“順手錢”備用透支/ 分期貸款的基本申請條件為：
a. 申請人必須為年滿18歲的香港永久居民；
b. 每月收入港幣一萬元或以上；及
c. 現職機構任職一年或以上。

2. 所有提交的文件（包括此申請表）恕不退還。
為使能盡速辦理此申請，請緊記附上下列各文件的副本及於下列空
格內加上「    」號：
□ 閣下的香港身份證
□ 最新的薪俸稅單；及/或最近的個人入息課稅單；及/或薪金證明
     文件（請附上存摺內印有閣下姓名及賬戶號碼的首頁）
□ 最近6個月的銀行月結單
□ 居住證明文件，如電費單、電話費單或差餉及/或地租通知書

本行有權要求申請人提供其他文件以供批核及各文件的正本以作
核實。

請將此申請表及相關文件交回本行分行或郵寄至香港德輔道中
151號。

銀行專用
分行/單位：

授信書編號：

利率：　　　　               ％

核印人姓名 核印人簽署

還款期：　　　　個月

批核貸款額（HKD）：

日期： 貸款賬戶：

以上資料均屬詳實，本人（等）授權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銀行”) 向
本人（等）的僱主，財務機構及信用諮詢公司或任何其他信用狀況或資
料來源查詢核實以上資料，並收取該等資料用以處理及評核這申請，並
在本人（等）的申請獲批准後，用以操作本人（等）的戶口。

本人（等）並授權銀行向下述可獲披露者披露本人（等）及/或此項申請及/或
本人（等）的戶口之任何資料，可獲披露及可運用資料者為（i）銀行之員工，
代理人及承包商，用以處理及核實此申請；（ii）銀行聘請的服務提供者，對
客戶賬戶的操作和賬戶服務之市場推廣有關之行政服務；（iii）任何財務機
構及信用諮詢公司或任何其他可提供信用狀況或資料來源之機構。

本人（等）同意接受銀行以其絕對酌情權決定貸出的貸款，不論是以相等
或低於本申請表所申請的貸款額及遵守附頁所列之一切條款。本人（等）
同意及確認銀行有絕對酌情權接納/拒絕申請，且毋須提出理由。

本人(等)明白本申請的批核結果按最終銀行及/或有關機構決定為準。
本人(等)明白銀行員工貸款申請及審批必須受《銀行業條例》第85條款
所約束，貸款金額將按銀行最終審批而決定。

本人（等）明白銀行的營銷人員之薪酬總額可包含固定薪酬部份及浮動薪酬
部份。浮動薪酬之發放與營銷人員在財務及非財務指標的工作表現掛    。
本人（等）聲明本人（等）並非破產或曾經破產。本人（等）並無意向申請破產
及據本人（等）所知現時並無進行任何有關本人（等）的破產申請進行中。

本人（等）明瞭銀行會考慮環聯資訊有限公司之信貸報告，並授權銀行
認為適當的情況下，可一次或以上使用本人（等）的資料作信貸查閱，本
人（等）或可自行向環聯資訊有限公司索取報告。

本人(等)現確認本貸款申請不是經由中介公司或第三方轉介。

本人（等）明白如就此申請作出任何失實陳述及/或提供虛假資料或漏報
相關資料（不論故意或疏忽），本人（等）或會招致民事及/或刑事法律
責任及銀行可能無法處理有關申請。本人（等）已細閱及明白本聲明書
並同意上述內容（尤其背頁所載條款及細則有關第21（ii）項內的同意）:

本人 (等) 不欲 貴銀行使用本人(等)的個人資料經以下渠道作直銷推廣

(請以“     ”選擇渠道) :

□電子渠道          □郵件            □專人電話 

如您沒有在以上任何方格內以“   ”號顯示您的選擇，即代表您並不拒
絕本銀行任何形式的直銷推廣。

********

□為改善及提供更全面的服務予本銀行的客戶，本銀行可能會將您的個
人資料提供予「本集團」*其他成員及其他人^作其包括財務、保險、信
用卡、證券、商品、投資、銀行及相關服務和產品及授信的直銷推廣。若
您不欲本銀行提供您的個人資料予以上人士作以上用途，請閣下在這
方格上以“     ”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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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名申請人簽署申請人簽署 日期
必須與南洋商業銀行的賬戶簽署相同

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本行」）
「理財貸輕鬆」私人貸款條款

1. 在此等條款中：

指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包括其繼承人及受讓
人；
指本行在香港的營業日（星期六、星期日或公
眾假期除外）；
指借款人於本申請表直接付款授權書一欄中
所述指定賬戶，或借款人不時授權本行可從
中扣除有關貸款的本金、利息或其他相關費
用的該等其他指定賬戶； 
指相當於備用透支或分期貸款額（視屬何種
情況而定）1%的不予退還年度手續費（若不
足一年，亦按一年計收），或本行不時釐訂的
其他費率；
指本行所釐訂根據借款人於銀行營業日提取
有關貸款時或在附近時段，本行向香港銀行同
業市場的其他金融機構拆出金額相當於該提
取款額及以該段時間為限的存款時所決定收
取的年利率；
指香港元，即香港的法定貨幣；
指本行不時公佈的港元最優惠利率，而有關
利率可予浮動； 
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指根據此等條款而向申請人提供的分期貸
款；  
就備用透支而言，指就有關的墊支或提取款
項收取的利息，利率以下列較高者為準，並可
由本行不時予以更改︰（i）本行向借款人發
出的貸款通知書中所述的該等利率；（ii）隔
夜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利率；或（iii）本行不時
所報的資金成本；就分期貸款而言，指向借
款人發出的貸款通知書中所述就該等分期
貸款而收取的息率，並可由本行不時予以
更改；
指備用透支或分期貸款（視屬何種情況而定）；
指本行就貸款發給借款人的確認函;
指所有借款人（不論其是個人或聯同其他人
士、立約人、公司或單位）所簽訂以本行為受
惠人和用以抵押償還借款人所有當時及將
來債務的物業按揭或押記，並包括不時就該
按揭作出的變更、補充或取代；
指根據此等條款向申請人提供的"順手錢"備
用透支的透支額。

「本行」

「銀行營業日」

「指定賬戶」

 
「手續費」

「香港銀行同業拆息率」

「港元」或「港幣」
「港元最優惠利率」
 
「香港」
「分期貸款」

「利息」

「貸款」
「貸款通知書」
「按揭」

「備用透支」

2. 如借款人多於一位人士及若任何貸款是向該等借款人聯合提供，

除非另有指明，該等借款人在該等貸款之下向本行應負的責任將會

是共同和個別的，以及此等條款的每一項將須相應地加以詮釋。

3. 借款人聲明，本行擁有全權及絕對酌情權決定貸款金額。貸款申請

一經處理，未得本行書面同意，借款人不得取消貸款申請，並且須

受此等條款所約束。經本行已批核借款申請後，本行將會在可行範

圍內，盡快向借款人發出貸款通知書，通知借款人有關貸款的細則。

若本行行使絕對酌情權，允許借款人取消有關申請，借款人將須就

該項取消申請支付所有合理的開支及費用。

適用於備用透支的條款
4. 手續費須於備用透支獲批准時或周年續期時，即時支付及從指定

賬戶扣除。若在貸款年度內備用透支上限獲准提高，則借款人須就

該增加授信額繳付額外手續費，而該筆額外手續費將會按比例計

算，並在其申請獲批准時支付。

5. 利息將會按日累積計算，以一年365日中實際過去的日數計算，並

須每月從指定賬戶中扣除。

6. 借款人同意若備用透支的用額部份低於備用透支額度的40%或本

行不時修訂的用款比率，本行將每天按備用透支額度的未用餘額部

份以0.5%年率或本行不時修訂的承擔費率向借款人計收承擔費，

該費用每月在透支戶口中支付。

7. 借款人不可撤銷地授權本行可從指定賬戶中扣除任何到期須付的

金額及依照本行不時發出的費用及收費表中所指明的所有其他費

用及收費。若在有關到期日後仍未清還該等款額，本行有權就該等

未付金額當作逾期款額化並作為其墊支的本金，以及（無論判決前

或後）罰息將會附加予該備用透支之上，息率為港元最優惠利率加

10%年息，或香港銀行同業拆息率，或本行的資金成本，以較高者

為準。有關罰息將會每日累積計算，並由到期日起計算至實際還款

日為止。不論該到期但仍未清繳的透支額是否在本行原先批核的

透支上限的範圍之內，上述的罰息及計算方法將會適用。

8. 本行有權按以下息率徵收罰息，但以較高者為準︰（i）按照上述的

罰息率及計算方法就任何超逾事先協議的透支上限的任何超額提

取款額，不論該筆超逾款額是本行行使其酌情權批准的，還是應借

款人的要求或是因其他原因而批准的，或（ii）按照本行通知借款人

有關適用於備用透支的原用利率。

9. 本行保留權利，可按其認為適當的時段以複息方法計算罰息。

適用於分期貸款的條款
10. 當分期貸款獲批准後，須就整筆分期貸款繳付手續費。

11. 借款人須在本行申請表內所指明的還款期內，按本行向其發出的貸

款通知書中所述的日期及數額，向本行清還貸款，或如有關還款日

期為非銀行營業日，則順延至下一個銀行營業日。

12.除獲本行以書面同意外，首月分期還款將在貸款提取後一個月的日

期到期及須予支付。

13.利息將會按月累計，並將會每月從指定賬戶中扣除。借款人現不可

撤銷地授權本行從指定賬戶中扣除每月分期還款及借款人根據此

等條款而須支付的所有其他費用、收費及金額，以及劃撥該等每月

分期還款予有關的未償還貸款、利息及任何其他費用及收費中。若

任何該等金額在到期日仍未付還，本行保留權利以月息3%或本行

不時以絕對酌情權方式釐訂的任何其他息率(無論判決前或後)計

算，就有關的逾期未付款額徵收罰息，有關罰息將逐日累算，由到期

繳付日期直至實際還款日期為止，並按30日為一個月的基準計算。

14.分期貸款只可作提早全部清還，惟應付本金及利息總額須為剩餘未

供各期款項之總和減去按"78法則"計得之利息退還數，另需繳納

相等於分期貸款尚欠本金百分之二的款項作為提前還款手續費。請

聯絡本行職員了解"78法則"的計算方法。

15. 借款人的所有到期但未支付（包括在全數提早還款日期到期及須予

支付的分期還款）的金額，須在分期貸款的最後還款日期清付。

同時適用於備用透支及分期貸款的條款
16. 不論在貸款通知書中載有任何內容（包括在其中所載的任何貸款

評核日期）︰

 （i）本行保留定期評核有關貸款的凌駕性權利（如適用，可在貸款通

知書所述評核日期之前進行），及若本行向借款人給予貸款終止

通知書，則縱使有關評核是在上述評核日期之前進行，該貸款仍

會即時失效（如適用）。

 （ii）本行保留凌駕性權利，按其本身全權及絕對的酌情權去收回、

增加、減少、截停及/或取消有關貸款及其任何部份或透過向

借款人發出通知去隨時修改或修訂此等條款。該等通知並即時

生效（如適用），即使有關行動是在該評核日期之前採取的。  

 （iii）本行保留凌駕性權利要求借款人立即償還貸款之所有貸款餘額、

應付利息及費用、支出。

17. 若有關的貸款或其任何部份續期、延展或由本行加以修訂，借款人

須向本行支付續期費。

18. 本行除了可享有任何銀行的留置權、抵銷權或類似的權利外，本

行更可在任何時候毋須從借款人取得任何同意及事先通知借款人

（現明確免除任何該等同意或事先通知），抵銷及劃撥及運用借

款人及/或借款人與其他人聯名在本行任何分行或支行開立的任

何賬戶中的任何結餘及/或存款（不論是否需要通知；亦不論有關

存款到期與否），以償還借款人在此等條款下到期並拖欠本行的

任何款項。為達致此等目的，本行可以本行所報及決定的適用匯

率，將上述屬於借款人及/或借款人與其他人士聯名在本行任何

分行或支行開立的任何賬戶中的全部或任何部份結餘，兌換為任

何其他貨幣。

19.除罰息外，本行保留在借款人每次未能如期付款時 徵收港幣

500.00元或本行不時決定的其他金額作為逾期行政費用的權利。

此外，若本行行使其絕對酌情權決定在借款人未有在到期日支付

款項後有需要指示律師向借款人發出追討函件或其他追討行動，

成功獲批"順手錢"備用透支/分期貸款的人士（「借款人」
其涵義包括其繼承人）須遵守以下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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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本行有權向借款人追討因此而合理地引致的全部合理法律費

用，而借款人須在接獲有關要求後按照完全彌償基礎支付該等

費用。此外除了及在不影響前述條文的情況下，若發生以下任何

事件，所有款項（不論是實際或或有的）須即時到期並須由借款

人即時繳付︰

 （i）借款人未有支付任何的分期還款或此等條款之下的任何其他費

用或收費；

 （ii）借款人欠本行的任何債項變為到期及未有支付；

 （iii）借款人被實施任何扣押、執行或類似程序； 

 （iv）借款人正提交或收到破產申請；

 （v）就借款人的所有或任何主要部分的資產已委任出接管人；

 （vi）借款人為或就此申請而提供的資料或陳述被發現在任何方面是

虛假、不正確或誤導的；及/或

 （vii）借款人違反此等條款。

 借款人須應本行的要求在一家本行接納的保險公司投購及維持一

份人壽保險，投保值不少於貸款額的100%或任何由本行釐訂的款

額。該份保險單須列明本行為受益人，而當本行接納該貸款申請後，

有關的保險費收據須即時交予本行收執。

20.借款人同意本行可作出其認為需要的行動去強制執行其在此等條

款之下的權利，包括但不限於聘用第三方的收取債務代理以收取借

款人到期並拖欠本行的任何款項。借款人同意並授權本行可將借

款人或該貸款的全部或部分資料向該等人士或代理披露。借款人

亦同意全數彌償本行為起訴或追討借款人拖欠本行的任何款項而

合理地招致或可能合理地招致的所有合理支出及開支（包括按完全

彌償基準計算的法律費用）。

21.（i）借款人確定本申請表內提供或關乎本貸款申請而提供的一切資

料均為準確完整，並承諾如借款人的姓名、地址、電話號碼及就

業資料有任何更改，當立即書面通知本行。借款人進一步同意

在有需要時向本行提供有關借款人之額外資料或文件。

（ii）借款人同意，本行及/或其代理人(「有關機構」)不時收集借款

人之個人資料(包括向任何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所取得有關借款

人的個人資料)，可根據本行不時備有供其客戶索取之聲明、

通函、通知或條款及條件所載有關使用及披露個人資料的政

策，用於其中所述用途及向其中所述人士披露(不論接收人是

在香港境內或境外)，並且借款人承認本行在借款人遞交本申

請之前已向借款人提供一份「資料政策通告」(或不時由本行

及其某些相關實體以任何名稱發出有關個人資料的使用、披

露及轉移的一般政策的其他文件)並已閱讀及明白其內容。借

款人進一步同意，該等資料可(i)供核對程序(定義見《個人資

料(私隱)條例》)或其他比較程序之用；(ii)以本行信用諮詢或

其他方式向任何與借款人或擬與借款人進行交易的財務機構

披露，使該財務機構能對借款人進行資信調查；(iii)向就本行

與任何銀行、財務機構或其他公司等各方進行的交易獲更替

及 ∕或轉讓各方各自的全部或部分權利及責任的上述銀行、財

22. 本行就貸款而在賬冊或賬目內保存的紀項；本行就貸款有關的資金

成本、貸款餘額、應付利息及費用、支出的任何證明書；及本行高層

人員發出的任何意見、裁定或決定，除出現重大錯誤外，均為借款

人欠付本行款項的最終證明及對借款人具約束力。

23. 時間將是本協議要素，本行沒有行使或延遲行使在此等條款下的任

何權利、權力或補救方法或本行給予任何寬容或進行任何商議，均

不得視為放棄或在任何方面影響本行在此等條款下享有的任何

權利、權力及補救方法。

24. 若借款人為多於一名人士，所有該等人士將共同及個別承擔責任及

債務。由借款人任何一人發出的指示或與借款人任何一人通訊，須

視為由借款人等共同發出的指示或與借款人等通訊。

25. 本行有全權及絕對酌情權，可毋須預先得到借款人的同意或通知借

款人而向任何其他人士轉讓，分派或轉移其在此等條款下的任何

或一切權利及責任。貸款屬借款人個別持有，借款人不得轉讓或轉

移其在此等條款下的任何權利及責任。

26. 借款人同意本行可運用全權及絕對酌情權，不時更改此等條款，利

率及費用與收費表（本行各分行備有現時適用的費用及收費表以供

索閱），惟影響費用和收費及借款人的債務或責任的條款修訂，須

給予借款人三十天的事先通知方可生效。

27. 若此等條款的任何條文被任何具有司法管轄權的法院裁定為無效、

違法或不可執行，該等條文只要在不改變或影響其餘的條文之情

況下盡量與其餘的條文分割，而該等條文不會影響其餘的條文之

法律效力。

28. 借款人同意及確認︰

（a）所有在申請批出之貸款將於本行發出該貸款予借款人後，自動成

為按揭內所指之有抵押債務之一部份；及

（b）所有借款人於貸款以前或以後（不論個人或聯同其他人士、立約

人、公司或單位），因任何原因而提供予本行之抵押，均需用作

本貸款之抵押。

29. 若借款人在償還或繼續履行還款責任方面遇到困難，借款人須盡

快通知本行。 

30. 借款人保證、陳述及承諾本行所批出的任何貸款不會或預備直接

或間接地為借款人或任何人提供資金，以取得（不論是已作出或預

計作出）任何本行或本行不時指定公司的股份，或用於削減或解除

借款人或任何人士因取得上述股份事宜而招致的債務。

31. 任何向借款人作出的通知、繳款通知或其他通訊，須發送往本行所

知悉的借款人的最後已知地址或其可能已透過書面方式知會本行

的其他地址，及如（i）親自送遞，將會在有關送遞之時視作為已送

出，（ii）透過預付郵資信件發送，將會在寄發二十四小時後視作為

已送出，及(iii)以傳真或其他電子方式傳送，則於傳送之時視為已被

發出，但本行可親身或透過電話給予借款人口頭通知，若借款人由

多於一名人士組成，則可通知其任何一人，如此發出的任何口頭通

知立即生效及對借款人具有約束力。發給本行的任何通知或通訊

須待本行實際收到時方才生效。若借款人由多於一名人士組成，則

任何通知、要求或其他通訊僅於彼等各人均作出時方對本行有效，

及在本行向彼等任何一人作出時對彼等所有人士有效。

32. 第三者權利:

（i）受限於本條款第32(iii)條，非申請書的締約方在《合約（第三者

權利）條例》（香港法例第623章）（“第三者條例”）之下無權

執行該申請書和/或本條款或享受該申請書和/或本條款帶來的

利益。

（ii）無論申請書和/或本條款如何規定，任何時間廢除或修改該申請

書和/或本條款都不需要非該申請書的相關方和/或本條款的締

約方的同意。

（iii）根據第三者條例的規定，本行的董事、職員、僱員、附屬公司、

代理人或任何本行的關聯方可以行使申請書和/或本條款中已

明確授予其的權利。

（iv）本條款第32條自第三者條例生效之日（即2016年1月1日）起生效。

33. 若此等條款、申請表、小冊子、單張或宣傳品的中、英文版有歧異，

則以英文版為準。

34. 此等條款受香港的法律管限，並按香港的法律解釋。如因此等條

款及貸款產生或引致的爭議，借款人同意服從香港法庭的專屬性

管轄權。

35. 本人/我們已細讀及明白並同意接受本申請書之內容約束，包括（特

別是）本申請書所有所載的條款和條件。

36. 本人已閱讀並接受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資料政策通告》的內容。

務機構或公司披露並由上述銀行、財務機構或公司加以使用；

及(iv)提供給信貸資料服務機構，並且在借款人欠款的情況下，

提供給收數公司。借款人進一步授權本行聯絡(a)任何信貸資

料服務機構，致使本行可進入其資料庫，收集及採用有關借款

人在其資料庫的個人資料，和(b)借款人的僱主(如適用)、銀行、

諮詢人或其他人以收集、交換資料及將借款人所提供的資料

與本行收集的其他資料作出比較，以資核對。本行有權使用比

較資料後的結果採取任何違反借款人利益或對借款人不利的

行動。借款人同意有關借款人的資料可傳送到香港以外的司

法管轄區。



 

 

 

 

此為空白頁 

This is a blank page 

 



 

中國信達全資附屬公司                  NCBLEAFLET-103 201708 

「理財貸輕鬆」利率及還款對照表 

分期貸款 

1.特選客戶1
 

貸款額(港元) 月平息 
每月供款額以每萬港元貸款【包括手續費】計算(實際年利率

2
) 

12 個月 18 個月 24 個月 30 個月 36 個月 42 個月 48 個月 

10,000 - 49,999 0.146% 
847.93 
(5.21%) 

570.16 
(6.04%) 

431.27 
(5.43%) 

347.93 

(5.91%) 

292.38 
(5.52%) 

252.70 

(5.86%) 

222.93 

(5.56%) 

50,000 - 199,999 0.086% 
841.93 
(3.83%) 

564.16 

(4.62%) 

425.27 

(4.00%) 

341.93 

(4.47%) 

286.38 

(4.07%) 

246.70 

(4.41%) 

216.93 

(4.12%) 

200,000 - 499,999 0.056% 
838.93 
(3.15%) 

561.16 

(3.91%) 

422.27 

(3.29%) 

338.93 

(3.74%) 

283.38 

(3.35%) 

243.70 

(3.68%) 

213.93 

(3.39%) 

500,000 -1,000,000 0.046% 
837.93 
(2.92%) 

560.16 

(3.67%) 

421.27 

(3.05%) 

337.93 

(3.50%) 

282.38 
(3.11%) 

242.70 

(3.44%) 

212.93 

(3.15%) 

2.一般客戶 

貸款額(港元) 月平息 
每月供款額以每萬港元貸款【包括手續費】計算(實際年利率

2
) 

12 個月 18 個月 24 個月 30 個月 36 個月 42 個月 48 個月 

10,000 - 49,999 0.296% 
862.93 
(8.71%) 

585.16 
(9.65%) 

446.27 
(9.03%) 

362.93 

(9.54%) 

307.38 
(9.12%) 

267.70 

(9.47%) 

237.93 

(9.15%) 

50,000 - 199,999 0.176% 
850.93 
(5.91%) 

573.16 

(6.76%) 

434.27 

(6.15%) 

350.93 

(6.64%) 

295.38 

(6.24%) 

255.70 

(6.58%) 

225.93 

(6.28%) 

200,000 - 499,999 0.146% 
847.93 
(5.21%) 

570.16 
(6.04%) 

431.27 
(5.43%) 

347.93 

(5.91%) 

292.38 
(5.52%) 

252.70 

(5.86%) 

222.93 

(5.56%) 

500,000 -1,000,000 0.096% 
842.93 
(4.06%) 

565.16 

(4.86%) 

426.27 
(4.24%) 

342.93 

(4.71%) 

287.38 
(4.31%) 

247.70 

(4.65%) 

217.93 

(4.36%) 

 “順手錢”備用透支 

   貸款額(港元) 
特選客戶1

 一般客戶 

利率(年息) 利率(年息) 

30,000 - 499,999 P
3
 + 3.5% P + 5.5% 

500,000 - 1,000,000 P + 2.75% P + 4.5% 

備註﹕1. 特選客戶包括：南洋商業銀行有限公司(「本行」)之「南商理財」客戶、「智盈理財」客戶、「自在理財」客戶、按揭戶、發薪戶、投

資戶、香港特別行政區公務員、醫管局職員、公營機構職員、全職教師、專上學院/大學教職員及本行企業客戶的股東、董事或高層管理人員，

詳情請向本行職員查詢。本行保留對「特選客戶」定義和範圍的最後詮釋權。2. 實際年利率是一個參考利率，以年化利率展示出包括銀行產品

的基本利率及其他費用與收費。實際年利率已包括全期手續費。分期手續費按貸款額收取每年 1%，不足 1 年按 1 年計算(即還款期 18 及 24 個

月手續費 2%；30 及 36 個月手續費 3%；42 及 48 個月手續費 4%)；“順手錢＂備用透支年費為透支額 1%。有關客戶的信貸質素必須符合本行

要求。個別客戶可享的的實際年利率按客戶的信貸質素、信貸審批結果及其他相關因素而釐定。申請的最終審批、貸款金額、貸款年期及貸款

利率將由本行作最終決定，而毋須向客戶提供任何理由。3.「P」為南洋商業銀行不時公佈的港元最優惠貸款利率。4. 南洋商業銀行保留隨時終

止或不時更改有關優惠之權利及批核貸款之最終決定權，或不時修訂有關條款及細則。如有任何爭議，本行保留最終決定權。有關貸款及優惠

之詳情、利率、手續費、實際年利率、條款及細則，請向本行職員查詢或參閱申請表格。5. 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異，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重要注意事項︰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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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分期貸款之實際年利率、「78 法則」及還款說明及例子 

A. 實際年利率(APR)的說明 

實際年利率是按照銀行營運守則所載有關指引計算，是以 “Net Present Value”公式計算實

際年利率。實際年利率公式如下﹕ 

n X 

A=∑ -  ————

— k=1  (1+i)tk 

A =  最初貸款金額 

n  =  合約還款期數 

X  =  每期還款金額 

tk  =  k/t，t=每年還款次數 

k   = 還款期次 

i   = 未知的實際年利率  

B. 分期貸款之「78 法則」說明及例子 

 「78法則」是一般銀行及財務機構用以攤分每期供款額中本金及利息之方法。據此方
法，利息在每期供款額中所佔之比重會隨還款期數遞減。  

 假設還款期為12個月，貸款的總利息單位就是78 (12 + 11 + 10 + … + 1 = 78)。換言之，
第1期之利息比重為 12/78，第2期之利息比重為11/78，如此類推，最後一期之利息比
重為1/78。  

 各還款期的總利息單位將如下:  

還款期(月) 利息單位 

12  78 (12 + 11 + 10 + … + 1)  

24  300 (24 + 23 + 22 + … + 1)  

36  666 (36 + 35 + 34 + … + 1)  

例子﹕ 

假設客戶借款 HK$12,000，供款期 12 個月，月平息 0.296%，貸款手續費 1%，每期供款
額 HK$1,035.52，利息計算如下: 

 以利率為每月平息0.296%計算，總利息為： 

-  總利息  = 貸款本金 x 每月平息 x 還款期（月） 

           = HK$12,000 x 0.296% x 12  

           = HK$426.24  

 在「78法則」下，12期的總利息單位為供款期數1至12的總和，即78 (12 +11 + 10 + … 
+ 1 = 78)，而第1期之利息比重為12/78。 

 每期利息 = 總利息 x 利息比重  

- 第1期之利息  = HK$426.24 x 12/78 = HK$65.58  

- 第2期之利息   = HK$426.24 x 11/78 = HK$60.11  

- 第3期之利息   = HK$426.24 x 10/78 = HK$54.65  

- 最後1期之利息 = HK$426.24 x 1/78 = HK$5.46  

以上例子只供參考。金額已約至2個小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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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每期供款額中本金及利息的攤分 

每期利息以上述例子的方法計算，只須把每期供款額及利息相減，便可計算每期還款額中
本金及利息之攤分詳情。 

 

還款期（月）: 12  

利率（每月平息）: 0.296% 

總貸款額 （HK$）: 12,000  

期數 每期供款額(HK$) 利息(HK$) 償還本金(HK$) 

1 1,035.52 65.58 969.94  

2 1,035.52 60.11 975.41  

3 1,035.52 54.65 980.87  

4 1,035.52 49.18 986.34  

5 1,035.52 43.72 991.80  

6 1,035.52 38.25 997.27  

7 1,035.52 32.79 1,002.73  

8 1,035.52 27.32 1,008.20  

9 1,035.52 21.86 1,013.66  

10 1,035.52 16.39 1,019.13  

11 1,035.52 10.93 1,024.59  

12 1,035.52 5.46 1,030.06  

總額 12,426.24 426.24 12,000.00 

     以上例子只供參考。金額已約至2個小數位。 

D. 按「78法則」計算提前還款之應付本金及利息方法 

   提前還款 

1. 客戶於任何一期之還本息日作提前全部結清之公式： 

         M(M+1) 

 A=(L+I)-R-I x [————— ]  (公式一) 
       T(T+1) 

2. 客戶跨期作提前全部結清之公式： 

 
       M(M-1) 
 A=(L+I)-R-I x [————— ]  (公式二) 
    T(T+1) 
 

A：提前清還之應收本金及利息總額 

L：合約貸款總額 

I：利息總收益 

R：已還本利和 

M：未還期數 

T：合約還款期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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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假設客戶借款HK$12,000，供款期12個月，月平息0.296%及貸款手續費1%，
每期供款額HK$1,035.52。現供款6期後要求提前清還。 

 

 情況一：要求在第7期之還本付息日提前全部結清(應用公式一)： 

1. 先還第7期供款HK$1,035.52。 

2. 再以“已還7期，未還5期”應用“公式一”計算 

  提前全部還款應付本金及利息總額 

                                          5(5+1) 

     = (12,000+426.24) - 1,035.52*7- 426.24————— = 5,095.63 
                     12(12+1) 

3.  第7期供款及提前全部還款應付本金及利息總額 

= 1,035.52 + 5,095.63 = 6,131.15 

情況二：要求在未到第7期之還本付息日提前全部結清(應用公式二)： 

1. 以“已還6期，未還6期”應用“公式二”計算 

 

提前全部還款應付本金及利息總額         

                 

                           6(6-1) 

    = (12,000+426.24) - 1,035.52*6- 426.24————— = 6,131.15 
                 12(12+1) 

註1： 上述例子只作顯示按「78法則」計算應付本金及利息總額之方法，但實際之應還本息數應以電腦查詢資

料為準。      

註2： 當客戶於貸款到期前償還全數貸款，將需繳納相等於分期貸款尚欠本金2%的款項作為提前還款手續費。

分期貸款只可作提早全部清還，惟應付本金及利息總額須為剩餘未供各期款項之總和減去按「78法則」

計得之利息退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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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提前清還私人分期貸款，是否可以節省利息開支？ 

一般來説，借款人越早向本行提前還款是可以節省更多未償還的利息。但決定是否提前還款
時，還應考慮涉及的手續費。借款人需要留意，本行會以「78法則」攤分每期供款額中的
利息及本金部分，詳情請參閱以上B及C部份。即使每期供款額相同，一般來說前期還款的
利息部分佔比較多，本金部分相對佔比較少。換言之，當借款人已按期償還了一段時間，未
償還的利息金額可能已經很小。如果借款人選擇在這個時候提前還款，便可能得不償失，因
為就算節省了未償還的利息，也可能不足以彌補提前還款的相關手續費。精明的做法是先向
本行查詢提前還款的總金額（包括尚欠的貸款餘額、提前還款手續費及其他的費用等）和未
償還的利息金額，比較和考慮清楚後，才決定是否選擇提前還款。 

 

例子：假設客戶借款HK$12,000，供款期12個月，月平息0.296%及貸款手續費1%，每期供
款額HK$1,035.52。客戶於貸款期內不同還款期數的還本付息日要求提前全部結清，
客戶提前還款可以節省未償還的利息與應付的提前還款手續費之比較詳列於下表。 

 從下例子可見，如客戶選擇於第6期或以後的還本付息日提前全數清還貸款，客戶提
前還款可以節省未償還的利息，將會不足以彌補提前還款的相關手續費。 

 

 提前還款可以節省未償還的利息為剩餘期數的利息總和（請參考以上C部份）；及 

 尚欠本金按以上D部份的應用公式一計算；及 

 應付的提前還款手續費為分期貸款尚欠本金的2%。 

 

期數 
提前還款可以節省未償

還的利息(HK$) 
尚欠本金(HK$) 

應付的提前還款手續費

(HK$) 

1 360.66  11,030.06 220.60  

2 300.55  10,054.65 201.09  

3 245.90  9,073.77 181.48  

4 196.72  8,087.43 161.75  

5 153.00  7,095.63 141.91  

6 114.75  6,098.36 121.97  

7 81.96 5,095.63 101.91  

8 54.64  4,087.43 81.75  

9 32.78  3,073.77 61.48  

10 16.39  2,054.65 41.09  

11 5.46  1,030.06 20.60  

12 - - - 

以上例子只供參考。金額已約至2個小數位。如果準備提前清還貸款，可向本行職員查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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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貸款產品資料概要 

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本行」) 

「理財貸輕鬆」私人貸款(分期貸款)(個人客戶適用) 

  2017年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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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書為準。 

利率及利息支出 

實際年利率
1
 貸款金額: HK$100,000

2
 

貸款期 6個月 12個月 24個月 

實際年利率
3
 (或

實際年利率範圍)
 
 

不適用 低至 3.83% 低至 4.00% 

 

逾期還款年化利率 / 就違約貸

款收取的年化利率 

本行保留權利就有關的逾期未付款額以月息 3%計算徵收罰息，有關罰息將逐日

累算，由到期繳付日期直至實際還款日期為止，並按 30 日為一個月的基準計

算。 

費用及收費 

手續費 當分期貸款獲批准後，客戶須繳納總貸款額1%的不予退還年度手續費（若不足

一年，亦按一年計收）。  

逾期還款費用及收費 除違約利息外，本行保留在借款人每次未能如期付款時徵收 HK$500(如涉及法

律費用則另計)的權利。此外，若本行絕對酌情決定需要聘用律師，以在借款人

未能於到期日付款時向借款人發出付款通知書或向借款人採取其他追討行動，本

行則有權收回本行合理招致而金額合理的所有法律費用，且借款人須應要求向本

行支付該等費用。 

提前還款 / 提前清償 / 贖回的收

費  

 

當客戶於貸款到期前償還全數貸款，將需繳納相等於分期貸款尚欠本金 2%的款

項作為提前還款手續費。 

分期貸款只可作提早全部清還，惟應付本金及利息總額須為剩餘未供各期款項之

總和減去按“78法則”計得之利息退還數。請聯絡本行職員了解“78法則”的計算方

法。 

退票 / 退回自動轉賬授權指示

的收費 

不適用。 

其他資料 

1. 實際年利率是一個參考利率，以年化利率展示出包括銀行產品的基本利率及其他費用與收費。 

2. 最低貸款金額為 HK$10,000。 

3. 此實際年利率以貸款金額 HK$100,000、還款期分別為 12/24個月、每月平息 0.086%及每年 1%手續費計算。

本行並沒有提供貸款期 6個月的私人貸款。實際年利率乃根據《銀行營運守則》所載的有關指引及基於多項假

設計算，並只作參考用途。個別客戶可享的實際年利率按客戶的信貸質素、信貸審批結果及其他相關因素而釐

訂。申請的最終審批、貸款金額、貸款年期及貸款利率將由本行作最終決定，而毋須向客戶提供任何理由。 

4. 如要查詢更多資料，請參閱《「理財貸輕鬆」分期貸款條款》的相關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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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支服務產品資料概要 

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本行」) 

                                                                                       「理財貸輕鬆」 “順手錢”備用透支(個人客
戶適用) 

2016年 10月 31日 

此乃透支服務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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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率及利息支出 

年化利率 本產品之年利率本行港元最優惠利率加2.75%至5.5% 

逾期還款年化利率 / 就違約 

貸款收取的年化利率  

本行港元最優惠利率加10% (或與本行隔夜同業拆息及資金成本比較, 以

較高者為準) 

若在有關到期日後仍未清還該等款額，本行有權就該等未付金額當作逾

期款額化並作為其墊支的本金，以及（無論判決前或後）罰息將會附加

予該備用透支之上，息率為本行港元最優惠利率加10%年息，或香港銀

行同業拆息，或本行的資金成本，以較高者為準。有關罰息將會每日累

積計算，並由到期日起計算至實際還款日為止。不論該到期但仍未清繳

的透支額是否在本行原先批核的透支上限的範圍之內，上述的罰息及計

算方法將會適用。 

本行保留權利，可按其認為適當的時段以複息方法計算罰息。 

超出信用額度利率  

如客戶現有的貸款餘額超出其備用透支上限額度，本行將按超出其備用

透支上限之金額收取本行港元最優惠利率加10% (或與隔夜同業拆息比

較，以較高者為準) 

費用及收費 

年費 / 收費  

相當於備用透支上限1%的不予退還年度手續費將於備用透支獲批准時或

周年續期時收取，若在貸款年度內備用透支上限獲准提高，則借款人須

就該增加授信額繳付額外手續費，而該筆額外手續費將會按比例計算，

並在其申請獲批准時支付。 

逾期還款費用及收費  

除違約利息外，本行保留在借款人每次未能如期付款時徵收 HK$500(如

涉及法律費用則另計)的權利。此外，若本行絕對酌情決定需要聘用律

師，以在借款人未能於到期日付款時向借款人發出付款通知書或向借款

人採取其他追討行動，本行則有權收回本行合理招致而金額合理的所有

法律費用，且借款人須應要求向本行支付該等費用。 

超出信用額度手續費  每張支票HK$120。 

退票 / 退回自動轉帳授權指
示的收費  

每次退票手續費HK$150 / 退回自動轉帳授權指示時，將收取HK$150。 

其他資料 

1. 若備用透支的用額部份低於備用透支額度的40%，本行將每天按備用透支額度的未用餘額部份以
0.5%年率或本行不時修訂的承擔費率向借款人計收承擔費。 

2. 最低貸款金額為HK$30,000。 

3. 詳細請參閱本行提供的《「理財貸輕鬆」 “順手錢”備用透支條款》中的相關部份。 

中國信達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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