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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卡數「快應錢」條款及細則 
 
清卡數「快應錢」一般條款及細則︰ 
 
1. 還款期 73 個月或以上（「特長還款期優惠」）之清卡數「快應錢」（「貸款」）只適用於大

新銀行有限公司（「本行」）指定之「特選客戶」。「特選客戶」包括以下職業之人士：公務
員、專業人士（定義如下）、指定政府機構／公營機構職員、全職教師或專上學院／大學教職
員。「專業人士」包括特許／執業會計師、特許建築師、特許工程師、律師、醫生、精算師及
特許測量師。本行保留對專業人士及特選客戶定義的最終詮釋權。如客戶自稱為專業人士或特
選客戶，必須於申請貸款時向本行提交指定專業／職業證明，方可享有特長還款期優惠。 

2. 高達月薪 8 倍現金入袋為本行所批核總貸款額中清還信用卡或私人貸款結欠後之部分貸款 
（如適用），以本票提取並毋須用以償還信用卡或私人貸款結欠。本行保留現金貸款批核之權
利。 

3. 本行有權要求客戶取消任何客戶持有之信用卡作為批核貸款的條件之一。 
4. 「即時批核貸款額服務」（「即時批核服務」）只適用於以下時間內經本行網頁或大新手機應

用程式遞交其貸款申請，並同時向本行提交全部所需文件及／或資料之客戶： 

 「即時批核服務」之服務時間 

網頁／手機應用程式 
星期一至六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上午 9：00 
中午 12：00 

至 
至 

晚上 9：00 及 
晚上 9：00 

倘若上述服務時間有所更改，恕不另行通知。貸款申請之遞交時間以本行記錄為準。如客戶未
能提供有關文件及／或資料，或客戶之貸款申請未能符合所有「即時批核服務」之審批要求，
本行或未能向客戶提供「即時批核服務」。由本行提供之即時批核貸款額（如有）只供參考，
並須經本行最終審批結果而定。 

5. 「最快 24 小時內批核及發放貸款服務」（「24 小時批核及發放貸款服務」）只適用於以下時
間內親身到本行指定分行、經本行申請熱線、本行網頁或大新手機應用程式遞交其貸款申請（申
請貸款額須為 1,000,000 港元或以下），並同時向本行提交全部所需文件及／或資料之客戶： 

 「24 小時批核及發放貸款服務」之服務時間 

指定分行 
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 

上午 9：00 
上午 9：00 

至 
至 

下午 4：30 及 
中午 12：00 

申請熱線 
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 

上午 9：00 
上午 9：00 

至 
至 

晚上 9：00 及 
下午 5：30 

網頁／手機應用程式 
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 

上午 9：00 
上午 9：00 

至 
至 

晚上 9：00 及 
下午 5：30 

倘若上述服務時間有所更改，恕不另行通知。貸款申請之遞交時間以本行記錄為準。於服務時
間外提交之貸款申請將於下一個工作天處理。如本行未能聯絡客戶、客戶未能提供有關文件及
／或資料、客戶之貸款申請未能符合所有「24 小時批核及發放貸款服務」之審批要求、客戶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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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獲批核後不滿意批核結果、客戶於貸款獲批核後更改貸款額或還款期或客戶於貸款獲批核
後未能於指定時間內親身到指定分行提取貸款，本行或未能向客戶提供此 24 小時批核及發放
貸款服務。貸款須經本行最終審批結果而定。本行不會向客戶就 24 小時批核及發放貸款服務
的任何未能提供服務或延遲而作另行通知或賠償。有關指定分行之詳情，請向本行分行職員或
致電 2828 8111 查詢。 

6. 申請人月薪最少須為 6,000 港元，在職時期必須為 3 個月或以上。 
7. 適用於清卡數「快應錢」之服務收費，請按此。 
8. 清卡數「快應錢」借貸人須受大新銀行分期貸款章則及條款約束，有關詳情請按此。 
9. 本行保留權利要求客戶提交任何文件或資料作貸款審批之用，並有權拒絕貸款申請、決定貸款

之最終批核結果、隨時終止或更改有關優惠及更改本條款及細則而毋須另行通知。如有任何爭
議，本行保留最終決定權。 

10. 任何用作計算優惠之有關交易涉及詐騙、濫用成份或被取消，本行有權從客戶相關之戶口扣除
相關優惠而毋須另行通知。 

11.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法律管轄並應根據香港法律詮譯。任何因本條款及細則而引起的爭議均受
香港法院的非專有司法管轄權管轄。 

12. 任何人士若非本條款及細則的一方，不可根據《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香港法例第 623
章）強制執行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 

13. 本條款及細則之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義，一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清卡數「快應錢」推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i. 推廣期由即日起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包括首尾兩日）（「推廣期」）。 

ii. 推廣期內成功申請並於 2023 年 10 月 31 日或以前提取清卡數「快應錢」（「貸款」）之客

戶，於此推廣之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下，可享每月平息低至 0.11% 優惠（「優惠息率」）、

以下（iv）及（v）項所提及之提取貸款獎賞（「提取貸款獎賞」）及額外現金獎賞（「額外獎

賞」）。有關詳情請參閱以下（iii）、（iv）、（v）及（vi）項。惟上述優惠不適用於現有清

卡數「快應錢」客戶。 

iii. 優惠息率只適用於「特選客戶」。有關「特選客戶」之定義，請參閱以下（x）項。以下為假設

獲批核之貸款額為 1,000,000 港元的例子（僅作說明之用）： 

 特選客戶 一般客戶 

還款期 72 個月 60 個月 72 個月 60 個月 

貸款額（港元） 1,000,000 

每月平息 0.11% 0.60% 

貸款手續費 每年平息 1.1%  

實際年利率 4.83% 16.20% 16.34% 

http://www.dahsing.com/tc/pdf/common/fees/dsb_fee_12_c.pdf
http://www.dahsing.com/pdf/loan/pl_tnc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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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年利率乃根據銀行營運守則之指引計算，並已被約至小數後兩個位。適用於個別客戶之實

際年利率或有差異。客戶應以有關貸款確認信上所列明的資料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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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於推廣期內成功申請還款期為 12 個月或以上之貸款並於 2023 年 10 月 31 日或以前提取

貸款之客戶（「合資格客戶」），可按獲批核之貸款額獲享相應之提取貸款獎賞，詳情如下： 

獲批核之貸款額（港元） 提取貸款獎賞 

30,000 – 49,999 50 港元現金回贈 

50,000 – 199,999 100 港元現金回贈 

200,000 – 499,999 500 港元現金回贈 

500,000 – 999,999 1,000 港元現金回贈 

1,000,000 或以上 
Apple 蘋果 iPhone 14 256GB 智能手機（乙份）

（「智能手機」）或 8,000 港元現金回贈* 

* 只適用於推廣期內成功登記或持有本行之 360°「易出糧」服務之合資格客戶，並於存入現金

回贈獎賞或寄發智能手機換領信當日，仍然維持合資格出糧交易。「合資格出糧交易」即客戶

按照於登記 360°「易出糧」服務時所選擇之出糧方式將其基本薪金存入其出糧戶口及每次存

入之薪金金額不低於以下指定之要求：若客戶以自動轉賬方式（電子出糧轉賬方式）存入薪金，

每次存入最低金額為 5,000 港元；若客戶以銀行按時付款服務方式存入薪金，每次存入最低金

額為 10,000 港元。合資格出糧交易之日期、每月實質轉賬至本行的合資格出糧交易金額、出

糧方式或有關資料將按本行紀錄為準。如有任何爭議，本行保留最終決定權。有關 360°「易出

糧」服務及合資格出糧交易之詳情，請向本行職員查詢。如合資格客戶獲批核之貸款額為

1,000,000 港元或以上，合資格客戶須於申請貸款時告知本行選擇獲取之提取貸款獎賞（即智

能手機或 8,000 港元現金回贈）。 

v. 本行將於 2023 年 12 月 31 日或以前，將智能手機之換領信郵寄至本行最後所知悉的有關

合資格客戶之通訊地址或將相關現金回贈存入合資格客戶之還款戶口內。合資格客戶須於提取

貸款後至本行寄發換領信或存入現金回贈當日，仍然持有有效之貸款戶口及還款戶口及 360°

「易出糧」戶口（如適用），並一直維持良好之還款記錄，方可獲享提取貸款獎賞。 

vi. 本行或會（但沒有義務）向個別於 2023 年 10 月 31 日或以前提取貸款之客戶提供額外獎

賞（如適用）。額外獎賞將以現金券形式發放。如客戶獲發額外獎賞，現金券或其換領信將於

提取貸款後 3 個月內，郵寄至本行最後所知悉的有關客戶之通訊地址。客戶須於提取貸款後至

本行寄發現金券或其換領信當日，仍然持有有效之貸款戶口及還款戶口，並一直維持良好之還

款記錄，方可享額外獎賞。 

vii. 若客戶於還款期內提早清還貸款，客戶須支付提早全數還款手續費、提早償還該月之應繳利息、
貸款手續費、退還所有現金回贈金額及／或智能手機之現金價值（如適用，智能手機之參考價

值為 7,699 港元。）及／或額外獎賞之現金價值（如適用），而本行毋須作另行通知。本行有

權從客戶相關之戶口扣除有關金額而毋須另行通知。有關提早全數還款手續費，請按此。 

http://www.dahsing.com/tc/pdf/common/fees/dsb_fee_12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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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所有智能手機／現金券不可兌換現金、不設找續及不可轉換其他禮品。本行並非智能手機／現
金券之供應商，恕不負責有關產品或有關服務之任何責任。客戶如對該智能手機／現金券或有

關服務質素有任何查詢或投訴，請直接與有關商戶聯絡。如有關智能手機／現金券出現缺貨情

況或其他問題，本行保留以其他禮品代替該智能手機／現金券之權利（視乎情況而定），而毋

須另行通知，而該禮品之價值或種類可能與該智能手機／現金券不相同（視乎情況而定）。 

ix. 慳息高達 86%之例子只作參考用途。例子是以一般信用卡年利率為 30%、每月只繳付信用卡

結欠的 5%或 50 港元（以較高者為準）及信用卡結欠 1,000,000 港元計算，總還款期為 302

個月。平均每月還款額以首 12 個月的還款額計算，並已被約至整數。實際年利率為 34.49%。

全期總利息及手續費支出已被約至整數。清卡數「快應錢」之總利息及手續費支出以貸款額 

1,000,000 港元、每月平息 0.11%、貸款手續費每年平息 1.1%及還款期 72 個月計算（實際年

利率 4.83%）。平均每月還款額、全期總利息及手續費支出已被約至整數。實際年利率乃根據

銀行營運守則之指引計算，並已被約至小數後兩個位。適用於個別客戶之實際年利率、利率、

貸款手續費、每月還款額、還款期及利息節省幅度或有差異，視乎客戶現有之貸款組合及本行

最終批核情況而定。客戶應以有關貸款確認信上所列明的資料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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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特選客戶」包括以下職業之人士：公務員、專業人士（定義見下文）、指定政府機構／公營

機構職員、全職教師或專上學院／大學教職員。「專業人士」包括特許／執業會計師、特許建

築師、特許工程師、律師、醫生、精算師及特許測量師。本行保留對專業人士及特選客戶定義

的最終詮釋權。如客戶自稱為專業人士或特選客戶，必須於申請貸款時提交指定專業／職業證

明，方可享優惠息率。 

 

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本文提及的服務／產品並不是以歐盟的人士為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