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1 一般服務

8.1.1  使用「標準授權模式」的例子
 (支援單一授權、一個授權組別)

假設X公司有1位董事及1位職員，授權模式如下：

公司規定所有交易均須由董事授權。

假如X公司需要進行以下交易：
由ACCOUNT 1轉賬港幣100,000元或以下往持有人賬戶，須由董事授權方可進行。

由於只需設定一個授權組別，故應使用「標準授權模式」中支援單一授權及一個授權
組別的模式。

人員 建議組別設定

職員A 沒有組別 (只能設定指示，不能授權)

董事 A

標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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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設定：

職員A不屬於任何組別，僅擁有查詢和輸入交易的權限。

董事屬於組別A，擁有查詢及授權的權限，且在ACCOUNT 1的每日扣款限額為
港幣100,000元。

賬戶的「授權組合設定」應設為：

8
例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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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使用「標準授權模式」的例子
 (支援單一授權、兩個授權組別)

假設X公司有1位董事及4位職員，授權模式如下：

公司規定所有交易均須由董事或經理授權。

假如X公司需要進行以下交易：
1. 由ACCOUNT 1轉賬港幣100,000元或以下往持有人賬戶，須由經理或董事其中一人

授權方可進行。
2. 由ACCOUNT 1轉賬港幣100,000元至港幣200,000元往持有人賬戶，須由董事授權

方可進行。

由於需要設定兩個授權組別，故應使用「標準授權模式」中支援單一授權及兩個授權
組別的模式。

人員 建議組別設定

職員A 沒有組別（只能設定指示，不能授權）

職員B 沒有組別（只能設定指示，不能授權）

職員C 沒有組別（只能設定指示，不能授權）

經理 B

董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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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設定：

職員A、B及C不屬於任何組別，僅擁有查詢及輸入交易的權限。

經理屬於組別B，擁有查詢及授權的權限，且在ACCOUNT 1的每日扣款限額
為港幣100,000元。

董事屬於組別A，擁有查詢及授權的權限，且在ACCOUNT 1的每日扣款限額
為港幣200,000元。

賬戶的「授權組合設定」應設為：

8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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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使用「標準授權模式」的例子
 (支援單一及雙重授權、一個授權組別)

假設X公司有1位董事及4位職員，授權模式如下：

公司規定所有交易均須由董事及經理授權。

假如X公司需要進行以下交易：
1. 由ACCOUNT 1轉賬港幣100,000元或以下往持有人賬戶，須由經理或董事其中一人

授權方可進行。
2. 由ACCOUNT 1轉賬港幣100,000元至港幣200,000元往持有人賬戶，須由經理及

董事雙重授權方可進行。

由於需要設定一個授權組別，並需要經雙重授權，故應使用「標準授權模式」中支援
單一及雙重授權/一個授權組別的模式。

人員 建議組別設定

職員A 沒有組別（只能設定指示，不能授權）

職員B 沒有組別（只能設定指示，不能授權）

職員C 沒有組別（只能設定指示，不能授權）

經理 A

董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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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設定：

職員A、B及C不屬於任何組別，僅擁有查詢及輸入交易的權限。

經理及董事屬於組別A，並擁有查詢及授權的權限，且在ACCOUNT 1的每日扣款限額
為港幣200,000元。

賬戶的「授權組合設定」應設為：

8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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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使用「標準授權模式」的例子
 (支援單一及雙重授權、兩個授權組別)

假設X公司有2位合夥人及5位職員，授權模式如下：

公司規定當交易牽涉龐大金額時，須由以下其中一組人士同時授權：
1) 經理/財務經理及其中1位合夥人
2) 經理及財務經理
3) 2位合夥人

假如X公司需要進行以下交易：
1. 由ACCOUNT 1轉賬港幣100,000元以下往持有人賬戶，須由經理或財務經理或1位

合夥人授權方可進行。
2. 由ACCOUNT 1轉賬港幣100,000元至港幣150,000元往持有人賬戶，須由經理及

財務經理，或1位合夥人授權方可進行。
3. 由ACCOUNT 1轉賬港幣150,000元至港幣200,000元往持有人賬戶，須由經理或

財務經理及1位合夥人授權，或1位合夥人授權方可進行。
4. 由ACCOUNT 1轉賬港幣200,000元至港幣230,000元往持有人賬戶，須由經理或

財務經理及1位合夥人授權，或2位合夥人授權方可進行。
5. 由ACCOUNT 1轉賬港幣230,000元至港幣250,000元往持有人賬戶，須由2位合夥

人授權方可進行。

由於需要設定兩個授權組別，並需要經雙重授權，故應使用「標準授權模式」中支援
單一及雙重授權/兩個授權組別的模式。

人員 建議組別設定

職員A 沒有組別（只能設定指示，不能授權）

職員B 沒有組別（只能設定指示，不能授權）

職員C 沒有組別（只能設定指示，不能授權）

經理 B

財務經理 B

合夥人A A

合夥人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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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設定：

職員A、B及C不屬於任何組別，僅擁有查詢及輸入交易的權限。

經理及財務經理屬於組別B，並擁有查詢及授權的權限，且在ACCOUNT 1的每日扣款
限額為港幣230,000元。

合夥人A及B屬於組別A，並擁有查詢及授權的權限，且在ACCOUNT 1的每日扣款限額為
港幣250,000元。

賬戶的「授權組合設定」應設為：

8
例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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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使用「進階授權模式」的例子

假設X公司有2位董事、2個部門及6位職員，公司架構如下：

1. X公司規定每項交易均需覆核人員進行覆核，即所有交易均須由會計部其中一位職員
覆核方可進行。

2. X公司規定每項交易需按授權順序進行，即該公司設有內部處理交易的特定次序。

假如X公司需要進行以下交易：
1. 採購部需要透過ACCOUNT 1進行港幣100元或以下的轉賬作採購之用，須由會計部

其中一位職員覆核後，再由採購部經理授權方可進行。
2. 採購部需要透過ACCOUNT 1進行港幣1,000元或以下的轉賬作採購之用，須由會計

部其中一位職員覆核後，先由採購部經理授權，再由會計部經理授權方可進行。
3. 採購部需要透過ACCOUNT 1進行港幣10,000元或以下的轉賬作採購之用，須由

會計部其中一位職員覆核後，先由採購部經理授權，再由會計部經理授權，最後由
1位董事授權方可進行。

4. 採購部需要透過ACCOUNT 1進行港幣100,000元或以下的轉賬作採購之用，須由
會計部其中一位職員覆核後，再由2位董事授權方可進行。

由於需要設定超過兩組的授權組別，故應使用「進階模式設定」。

人員 建議組別設定 覆核人員

職員A 沒有組別（只能設定指示，不能授權） 是

職員B 沒有組別（只能設定指示，不能授權） 是

職員C 沒有組別（只能設定指示，不能授權） 不是

職員D 沒有組別（只能設定指示，不能授權） 不是

經理A B 是

經理B C 不是

董事A A 不是

董事B A 不是

董事局

董事A 董事B會計部

職員A 職員B

經理A

採購部

職員C 職員D

經理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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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設定：

會計部職員A和B在ACCOUNT 1的付款 (發薪除外)/收款/保險交易中，擁有查詢及覆核
的權限，惟不屬於任何組別。

採購部職員C和D在ACCOUNT 1的付款 (發薪除外)/收款/保險交易中，擁有查詢及輸入
交易的權限，惟不屬於任何組別。

採購部經理B在ACCOUNT 1的付款 (發薪除外)/收款/保險交易中，擁有查詢及授權的
權限，並屬於組別C，且在ACCOUNT 1每日扣款限額為港幣100,000元。

會計部經理A在ACCOUNT 1的付款 (發薪除外)/收款/保險交易中，擁有查詢、覆核及
授權的權限，並屬於組別B，且在ACCOUNT 1 每日扣款限額為港幣100,000元。

董事A及B在ACCOUNT 1的付款 (發薪除外)/收款/保險交易中，擁有查詢及授權的權
限，並屬於組別A，且在ACCOUNT 1 每日扣款限額為港幣100,000元。

8
例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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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戶的「授權設定」應設為：

8.2 貿易服務

假設X貿易公司有1位董事及1位職員，授權模式如下：

公司規定所有貿易交易均須由董事授權。

假如X貿易公司需要進行以下交易：
申請由ACCOUNT 1開出港幣100,000元或以下的信用證，須由董事授權方可進行。

由於只需設定一個授權組別，故應使用「標準授權模式」中支援單一授權/一個授權
組別的模式。

人員 建議組別設定

職員A 沒有組別（只能設定指示及查詢，不能授權）

董事 A

「貿易服務」和「一般服務」的設定相似，兩者皆有「標準授權模式」和「進階授權
模式」，以下為「貿易服務標準授權設定」的實例說明：

8
例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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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設定：

職員A不屬於任何組別，僅擁有查詢及輸入交易的權限。

董事屬於組別A，擁有查詢及授權的權限。

「貿易服務」的「授權設定」應設為：

8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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