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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介
歡迎使用華僑永亨銀行商業電子理財服務 (本服務)。

本服務為你提供先進可靠的網上銀行服務及一系列精選優惠，助你跨越時間及地理上的障礙之餘，更
讓你輕鬆處理公司財務。

除了一般賬戶服務外，更特設下列卓越功能及優惠：

1. 申請及修改信用證

2. 「雙重批核」確認程序有效保障公司資產

3. 特設用戶授權系統以設定僱員工作範圍及批核權限

4. 支薪服務豁免手續費

以下將為你詳細介紹如何使用本服務中的各項功能。如需協助，歡迎於辦公時間內與開戶分行聯絡，
或致電本行客戶服務熱線3199 9188。

備注 :

你可以隨時瀏覽本行網頁www.ocbcwhhk.com以獲取最新版本之華僑永亨銀行商業電子理財服務用
戶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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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 務 概 要
2.1 系統要求
硬件要求

配備下列裝置之個人電腦 :

‧ 英特爾奔騰4或以上之處理器

‧ 512 MB或更高記憶體 (RAM)

‧ 56k傳譯器或寬頻來連接互聯網，建議使用寬頻來獲得較佳效果

‧ SVGA顯示器 

 

所需軟件

‧ Windows或Mac OS X操作系統

‧ 已安裝 Internet Explorer 7.0、Mozilla Firefox 3.6.3、Safari 5.0.5、Chrome 12.0.742.91或以上
之瀏覽器，瀏覽器須支援TLS 加密、JavaScript、Cookies等功能

建議使用之顯視器解像度

‧ 256色及800 x 600解像度(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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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服務範圍及功能
本服務提供一系列先進的理財功能，包括銀行賬戶操作，資金管理及押匯服務等，讓你隨時隨地於網
上管理公司財務。

以下為本服務所提供的服務撮要 :

服務 查詢
立即執行

執行模式

預設指示
範本*

查詢賬戶結餘及交易紀錄
(往來、存摺儲蓄及結單儲蓄賬戶可查詢
長達多至60 天之紀錄) 

轉賬

‧內部轉賬

‧指定戶口轉賬

‧繳付信用卡賬項

‧非登記之第三者賬戶轉賬
 (只適用於已申請保安編碼器之客戶)

外幣及黃金買賣限價指示

‧查詢未執行指示

‧設定指示

‧撤回指示

定期存款

‧查詢定期存款

‧開立定期

‧續存定期

‧提取定期

‧更改到期指示

易繳費 (繳付賬單服務)

電子賬單及繳費服務

‧查閱電子賬單及電子收據

‧申請電子賬單

‧繳費

‧捐款

‧向商戶查詢電子賬單登記紀錄

*範本功能讓你隨時隨地提取及使用已儲存之紀錄。





















 

 





















 

 (須預先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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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服務範圍及功能 (續)

查詢利率及匯價

‧港元存款利率

‧外幣存款利率

‧外幣匯價

‧黃金價格 

電子支票

‧簽發電子支票

‧電子支票簽發紀錄

支票服務

‧查詢支票狀況

‧停止支票支付

網上申請

‧申請支票簿

‧申請月結單

匯款服務

‧電匯 

‧CHATS 

‧港澳即匯通

支薪服務

押匯服務

‧查詢信用額

‧查詢入口單紀錄

‧查詢出口單紀錄

‧申請信用證

‧修改信用證

證券買賣服務

服務 查詢
立即執行

執行模式

預設指示
範本*

*範本功能讓你隨時隨地提取及使用已儲存之紀錄。

 (須預先設定)

 (須預先設定)

 (網上登記)

 (須預先設定)

 (須預先設定)

 (網上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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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服務範圍及功能 (續)

外匯保證金交易

‧合約查詢

‧存入 / 提取按金 

上載發薪指示服務
(只適用於已申請保安編碼器之客戶)

上載批量付款指示服務
(只適用於已申請保安編碼器之客戶)

  

服務 查詢
立即執行

執行模式

預設指示
範本*

*範本功能讓你隨時隨地提取及使用已儲存之紀錄。

電子結單及交易通知書 

其他服務

‧更改用戶名稱

‧更改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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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使用者類別
本服務的使用者可分為兩類 : 主要使用者及普通使用者。

主要使用者

主要使用者乃負責管理及修訂公司的各項設定及普通使用者的權限。你可委派多達2位主要使用者透過
本服務管理公司財務及普通使用者之用戶設定。

主要使用者可 :

‧ 查詢公司設定，包括批核權限表、登記賬戶清單、使用之服務範圍及賬戶轉賬指示

‧ 暫停公司所使用之個別服務及降低每日交易限額

‧ 管理普通使用者

‧ 查詢用戶使用紀錄及公司管理紀錄

普通使用者

普通使用者可代表公司透過本服務向銀行遞交指示。為應付日常理財所需，你可委派多達99位普通
使用者。 

普通使用者可:

‧ 查詢賬戶結餘、交易紀錄以及最新之利率及匯價

‧ 根據使用者權限遞交交易指示

‧ 根據批核權限表批核交易指示

2.4 批核權限表
根據你的人力資源調配需要，你可以將普通使用者分劃成為A、B及C三組。按著所設定的授權組合及
限額，交易指示可經由一位或兩位擁有批核權限之普通使用者所批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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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每日交易限額
為保障用戶資產安全，主要使用者可透過商業電子理財服務內的「公司及用戶管理」或遞交「商業電子
理財服務 — 公司設定更改表格」以降低個別服務的每日交易限額。閣下必須了解不同交易所涉及的風
險並根據理財需要為每種服務設定每日交易限額。

備注 :

假如你需要提高已被降低之限額，請下載「商業電子理財服務 - 公司設定更改表格」，填妥並遞交到本
行任何分行。

服務 每日最高交易限額 (港幣等值)

內部轉賬

轉賬至已登記之第三者賬戶

$50,000,000#

指定戶口轉賬 
$10,000,000

(轉賬至他行賬戶的每日最高
限額為HKD1,000,000)

 電匯 / 及港澳即匯通 $10,000,000 

CHATS $10,000,000

#外幣兌換每次最高限額為港幣1,000,000元或其等值，而最低限額為港幣20元或其等值，等值港幣以該提取貨幣之上月平均兌換價計算。
*每日繳費總限額將與其他個別分項限額共用。
@繳交此商戶類別之賬單須預先登記賬單範本。完成繳費後，本行將向客戶發出通知短訊。

「易繳費」 及「電子賬單及繳
費服務」

支薪服務

轉賬至非登記之第三者賬戶
(包括華僑永亨銀行及他行

賬戶轉賬、電匯、CHATS、
港澳即匯通及簽發電子支票)

「上載發薪指示服務 」及
「上載批量付款指示服務」

 易繳費總限額 $100,000*

 

  $100,000*

  

 繳交其他商戶類別之分項限額@ $50,000*

$3,000,000

$2,000,000
(只適用於已申請保安編碼器之客戶)

$2,000,000
(只適用於已申請保安編碼器之客戶)

繳交「小學或中學教育」、
「專上或專業教育」、「政府或
法定機構」及「公用事業機構」

類別之分項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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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服務時間

服務類別 服務時間 銀行生效日期
(於下列時間前遞交方為即日生效)

24小時 下午8時

24小時 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2時30分

24小時 星期一至五：下午8時 

24小時

24小時

星期一至五：下午5 時

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12時30分

24小時 下午8時

星期一至六：上午8時至下午8時

24小時

下午8時

即時生效

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下午4時 下午4時

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下午8時 下午8時

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
凌晨2時30分 (或凌晨3時30分)*
星期六：上午9時至下午1時#

下午8時

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
凌晨2時30分 (或凌晨3時30分)* 下午8時

* 紐約冬令時間
# 倘星期六同時為香港公眾假期，則服務暫停
^ 於截數時間後遞交之指示，將於下一個營業日 (不包括星期六) 辦理

一般銀行服務

‧查詢賬戶結餘及記錄

‧轉賬

‧繳付信用卡賬項

‧指定戶口轉賬至華僑永亨銀行
賬戶

‧利率及匯價查詢

‧申請支票簿及賬戶結單

指定戶口轉賬 ‒ 轉出至他行
賬戶^

指定戶口轉賬 ‒ 轉入自他行
賬戶^

易繳費^

經「電子賬單及繳費服務」 
繳費或捐款 

定期存款

‧查詢定期存款

‧開立、續存、提取、更改到期
指示

簽發電子支票

停止支付支票

外幣兌換

黃金買賣

日利高存款戶口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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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服務時間 (續)

服務類別 服務時間 銀行生效日期
(於下列時間前遞交方為即日生效)

24小時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時至
下午6時

星期六：上午9時至下午1時

逢交易日上午9時30分至
中午12時；下午1時至4時

預設買賣指示服務：下午6時至
下一個交易日上午9時15分

即時生效 (交易時段內)

上午9時15分 (開市前交易時段)
下午4時

24小時

24小時

24小時

24小時

星期一至五: 上午9時至
凌晨2時30分 (或凌晨3時30分)*

星期六：上午9時至下午1時#

24小時

24小時

24小時

24小時

人民幣：星期一至五 下午4時

其他貨幣：星期一至五
下午4時30分

星期一至五：下午3時

星期一至星期六：晚上8時

晚上8時

晚上8時

即時生效

星期一至五：中午12時

星期一至五：中午12時

星期一至五：下午7 時30分
星期六：下午1時 (轉賬至華僑

永亨銀行賬戶)

不適用

不適用

* 紐約冬令時間
^ 於截數時間後遞交之指示，將於下一個營業日 (不包括星期六) 辦理

押匯服務

‧信用證申請及修改

‧查詢信用額

支薪服務^

電匯^

CHATS ^

港澳即匯通

證券買賣服務

外匯保證金交易 (存入 / 提取
按金)

上載發薪指示服務

上載批量付款指示服務

 電子結單及交易通知書 

其他服務 ‒ 更改用戶名稱及
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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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首次登入
此節將詳述使用者設定本服務之步驟。 

3.1 確認收妥用戶名稱及密碼
當你成功申請本服務後，首次用戶名稱及密碼將分別發送予主要使用者及普通使用者。

基於保安理由，當收到密碼後，使用者須以音頻式電話致電 2815 1123 選擇語言後按“7”字進行確認
收妥密碼手續。 

3.2 更改銀行發出之首次用戶名稱及密碼
進行確認收妥密碼手續後，你可以於華僑永亨銀行網址www.ocbcwhhk.com登入本服務。第一次登
入時，本行將要求你更改銀行發出之首次用戶名稱及密碼。

備注 :

1. 如連續5次輸入錯誤的密碼，服務將會被暫停使用。

2. 當完成更改首次用戶名稱及密碼後，普通使用者須直接聯絡主要使用者為其進行用戶設定及啟動
服務。

3. 倘使用者未能於密碼發出後之60天內成功更改密碼，服務將會被暫停。

更改銀行發出之首次用戶
名稱及密碼

登入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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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使用者
此節將詳述主要使用者如何透過本服務管理公司之有關設定。 

4.1 概覽
成功登入後，你可於選項欄選取所需服務。

你可以於第一層選項欄選擇
相關的服務類別，包括：

‧ 公司及用戶管理

‧ 其他服務

你可以於左邊的第二層選項欄選
擇所需的服務。例如在公司及用戶
管理服務選項欄下，你可以選擇:

‧ 公司管理及查詢

‧ 用戶管理及查詢

‧ 公司紀錄查詢

你可以於第三層選項欄選擇相關
的服務。例如在公司管理及查詢
服務選項欄下，你可以選擇:

‧ 公司資料查詢

‧ 批核權限查詢

‧ 賬戶清單設定

‧ 銀行服務設定

‧ 賬戶轉賬指示查詢

‧ 登記賬戶設定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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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公司管理及查詢

備注 :

假如你需要重新使用已暫停之賬戶及服務，或提高已被降低之每日交易限額，請下載「商業電子理財服
務 - 公司設定更改表格」，填妥並遞交到本行任何分行。

公司資料查詢

你可查詢公司的登記資料。

賬戶轉賬指示查詢

你可查詢公司的指定戶口轉賬
指示及已登記之港澳即匯通。

登記賬戶設定

你可新增或暫停電子理財服務
之附屬賬戶

銀行服務設定

你可以查詢及暫停公司所使用
之個別服務，以及降低個別服
務之每日交易限額。

賬戶清單設定

你可以查詢及暫停
個別賬戶的服務。

批核權限查詢

你可以查詢批核權限表內之
不同授權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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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用戶管理及查詢

4.3.1 設定及批核新增普通使用者

用戶設定待辦

你可以批核新增普通使用者的用戶設定。

用戶授權設定及查詢

你可以：

‧查詢普通使用者之詳細資料，包括用戶設定、
對上一次登入時間及狀況、查詢賬戶轉賬指
示、賬戶清單及銀行服務選項；

‧暫停普通使用者之使用權；

‧暫停普通使用者之個別賬戶及服務使用功能。

首先，選定你所要批核之待
批指示編號。

然後，核對或更新 (如有需要) 新
增普通使用者之用戶設定，包括賬
戶使用權限及服務清單。

(請參閱4.3.2至4.3.6)
最後，批核或拒絕新增普通使用
者之用戶設定。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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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用戶詳情

4.3.3 指定戶口轉賬清單

用戶詳情

你可以查閱個別普通使用者之
用戶設定，或暫停其使用權。

指定戶口轉賬清單

你可以查閱個別普通使用者之
指定戶口轉賬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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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港澳即匯通賬戶清單

4.3.5 賬戶清單

4.3.6 服務選項

注意:

假如你需要恢復個別普通使用者已暫停之賬戶或服務，請下載「商業電子理財服務 - 使用者用戶設定更改
表格」，填妥並遞交到本行任何分行。

賬戶清單

你可以查閱或更改個別普通使
用者之賬戶清單。

港澳即匯通賬戶清單

你可以查閱個別普通使用者之
港澳即匯通賬戶清單。

服務選項

你可以查閱或暫停個別普通使
用者可使用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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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公司紀錄查詢

用戶使用紀錄

你可以查閱長達30天各用戶之
使用紀錄。

管理紀錄

你可以查閱長達30天之公司
管理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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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普通使用者
此節將詳述普通使用者如何透過本服務遞交、審閱及批核交易指示。

5.1  概覽
成功登入華僑永亨銀行商業電子理財服務後，你可於以下之選項欄選取所需之服務。

你可以於第一層選項欄選擇相關
的服務類別，包括：

‧ 賬戶服務

‧ 電子結單及交易通知書

‧ 匯款服務

‧ 支薪服務 

‧ 押匯服務

‧ 投資服務

‧ 外匯保證金交易服務

‧ 其他服務

1

你可以於左邊的第二層選項欄
選擇所需服務。例如在賬戶服
務選項欄下，你可以選擇：

‧ 交易指示狀況

‧ 賬戶查詢

‧ 轉賬服務

‧ 外幣及黃金買賣限價指示

‧ 定期存款

‧ 易繳費

‧ 電子賬單及繳費服務

‧ 利率及匯價

‧ 電子支票 

‧ 支票服務

‧ 網上申請

 

2

你可以於第三層選項欄選擇相關
服務。例如在交易指示狀況選項
欄下，你可以選擇查詢：

‧ 待批指示

‧ 預設交易指示

‧ 銀行訊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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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賬戶服務
賬戶服務包括一系列與賬戶相關的一般銀行服務。你可以查詢賬戶結餘及紀錄、進行轉賬、開立定期
存款及繳付賬項等。

5.2.1 交易指示狀況

你可以查詢已遞交指示之現況及預設指示的執行狀況。

待批指示

你可以查閱或更改待批指示。

預設交易指示

你可以查閱或取消預設交易指
示之最新狀況。

銀行訊息

你可以查閱：

‧已遞交之匯款的交易狀況
結果

‧信用證申請被拒絕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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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賬戶查詢
你可以查詢所有已登記賬戶的賬戶結餘及可用結餘。

5.2.3 查詢交易紀錄
你可以查閱存摺儲蓄賬戶、結單儲蓄賬戶、往來賬戶及信用卡賬戶之交易紀錄。

你可查閱長達60日之存摺儲蓄賬戶、結單儲蓄賬戶及往來賬戶交易紀錄。你更可查詢信用卡對上一期
結單及未入賬之交易紀錄。

你可以按下賬戶連結，查詢有關
賬戶之詳情，例如賬戶結餘、交
易紀錄等。

請選擇你要查詢之交易紀錄時
段，然後按「執行」鍵。

小提示

你可透過「今日賬戶紀錄」查詢
即日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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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轉賬服務

你可以轉賬至 :

‧ 公司名下的賬戶

‧ 已登記之華僑永亨銀行及其他本地銀行賬戶

‧ 華僑永亨銀行信用卡賬戶

而且，你更可預先設定長達45 日內之轉賬指示。

轉賬

你可以轉賬至你公司名下的賬戶。

繳付信用卡賬項

你可以繳付已登記之華僑永亨銀行
信用卡賬項。

指定戶口轉賬

你可以轉賬至已登記之華僑永亨銀
行及其他本地銀行之賬戶，或從其
他本地銀行之已登記賬戶轉賬至你
的華僑永亨銀行港元賬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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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外幣及黃金買賣限價指示

你可以預設、查詢及撤回外幣及黃金買賣限價指示。

設定外幣及黃金買賣限價指示所需之最低金額為：

備注 :

1. 所設定之買入 / 賣出價不能低於或高於當時報價的5%。

2. 指示一經確認，銀行將即時於有關賬戶中凍結擬提取之貨幣金額或黃金數量，直至銀行完成執行該
指示，或你在銀行未執行以前自行撤回。

3. 所有買賣指示將於星期一至五服務時間內及銀行有提供該等外幣及黃金買賣報價之情況下執行。

4. 儲入之兌換價除英鎊必須為0.005的倍數，及日元必須為0.0001的倍數外，其餘外幣及黃金均分別
為0.001及5的倍數。

5. 指示一經執行，便不能推翻或撤回。

提取之外幣/黃金

港元 / 人民幣

英鎊 / 歐羅

美元 / 加元 / 澳元 / 瑞士法朗 
/ 紐元 / 新加坡元

丹麥克朗 / 挪威克朗 / 瑞典
克朗

泰國銖

日元

九九金*

純金楓葉 / 千足安士金*

遞增之金額必須為下列之倍數

5,000

500

1,000

5,000

20,000

100,000

1兩

1安士

最低提取金額 (以原幣計算)

50,000

5,000

10,000

50,000

200,000

1,000,000

5 兩

5 安士

設定指示

你可以設定新的外幣及黃金買賣限
價指示。

查詢指示

你可以查詢及撤回尚未執行之外幣
及黃金買賣限價指示。

* 九九金及純金楓葉 / 千足安士金之最低提取金額以該貴金屬種類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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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定期存款

如你已開立定期存款賬戶，並已於本服務內登記該賬戶，你便可以查詢、開立、續存及提取定期存款。
你更可於到期前更改定期存款之到期指示。

備注 :

更改到期指示功能並不適用於定期存款到期當日或已抵押之定期存款。

開立新定期

你可以開立新的定期存款。

你可以按此連結更改定期存
款之到期指示。

定期存款概覽

你可以 : 

‧ 查閱定期存款之詳情；

‧ 續存或提取定期存款；

‧ 更改定期存款到期指示。

你可於到期當日按此連結以
續存或提取定期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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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易繳費

你可以繳付多達600餘間商戶的賬單，當中包括政府及公營機構；無須繳付額外手續費。

透過預設指示功能，你更可設定長達45 日之繳費指示。

5.2.8 電子賬單及繳費服務

你可以查閱由商戶發出的電子賬單並進行繳費或捐款。請注意，進行繳費或捐款須預先申請「易繳費」
服務。

備注 :

1. 繳費至非預先登記之賬單(「小學或中學教育」、「專上或專業教育」、「政府或法定機構」及「公用事
業機構」類別除外)必須預先於分行登記賬單範本。

2. 當閣下完成繳費後(「小學或中學教育」、「專上或專業教育」、「政府或法定機構」及「公用事業機
構」類別除外)，本行將向閣下預先登記之流動電話號碼(如有)發出通知短訊。

3. 閣下應定期檢視並透過網上理財刪除不需要的賬單範本。如超過十二個月沒有使用賬單範本進行繳
費或該商戶已不再是易繳費商戶或已停止提供該賬單類別，該賬單範本將被自動刪除。

繳交新賬項

你可以選取商戶及繳付新的賬項。

繳費紀錄

你可以 :

‧ 查閱最近之繳費紀錄；

‧ 繳交賬單而無須重新輸入賬單編號。

查閱電子賬單及電子收據
你可查閱最近3個月的已登記電子賬單、電子繳費
收據及電子捐款收據。

申請電子賬單
你可申請使用電子賬單及繳費服務以獲取商戶發
出的電子賬單。

捐款
你可選擇慈善機構
及進行捐款。

向商戶查詢電子賬單登記紀錄
你可向商戶查詢電子賬單登記紀錄。本服務只適
用於賬單擁有人及其電子賬單已經透過本行或其
他銀行進行不多於5次登記。

繳費
你可選取商戶及
繳付賬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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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 查詢利率及匯價

你可以查詢即時港幣存款利率、外幣存款利率、外幣匯價及黃金價格。

5.2.10 電子支票

如欲簽發電子支票，客戶須預先設定電子支票簽署權限及交易限額。你可以將普通使用者分劃成為
A、B及C三組電子支票簽署組別。每張電子支票需由一位或兩位批核者簽署。每次簽發電子支票時，須
選擇電子支票簽署組別及簽署人。

存入電子支票

你可以連結到電子支票存票服務網站以
存入電子支票。

查閱電子支票簽發紀錄

你可以按簽發日期查閱電子支票簽發紀
錄、查閱電子支票狀態及下載已簽電子
支票的PDF檔案。簽發電子支票

你可以遞交或批核電子支票。你也可以
在此查閱待簽署電子支票及已拒簽電子
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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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支票簽發步驟

I) 使用者遞交電子支票以供批核

在簽發電子支票中，點擊右上
角的「簽發新的電子支票」。

輸入電子支票指示詳情，並選
擇電子支票簽署組別，然後遞
交指示。

確認電子支票詳情後，選擇簽
署人，再按「執行」，該電子支
票便會遞交作批核。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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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批核者簽署電子支票

在待簽署的電子支票中，選定
需作批核的支票號碼。

核對支票詳情後，依照螢幕指
示進行雙重認證。成功簽發電
子支票後，可按「下載電子支
票」(如圖示)以下載該電子支
票的PDF檔案。

1

2

5.2.11 支票服務

你可以查詢支票狀況及停止支票支付 (包括電子支票)。

備注 :

停止支票支付之手續費將於所選賬戶中扣除。有關收費詳情，請查閱華僑永亨銀行最新之收費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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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 網上申請

你可以申請多達5本支票簿。 

備注 :

如選擇以掛號方式郵寄領取支票簿，有關之手續費及郵費將於所選賬戶中扣除。

申請支票簿

你可以申請港元賬戶「來人票」及美元
賬戶「抬頭人票」。

你可選擇以下方式領取支票簿：

‧ 以掛號方式郵寄至你的通訊地址；或

‧ 由你所委派之代表於指定分行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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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電子結單及交易通知書
你可以透過本行網上理財查閱、列印及下載賬戶結單及交易通知書。

查閱電子結單
你可以查閱過去12個月的
電子結單。

查閱電子交易通知書
你可以查閱最近3個月的
電子交易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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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匯款服務
透過本服務所提供的三種匯款方式：電匯、CHATS及港澳即匯通進行匯款，快捷方便。

你可以使用預先登記之電匯、CHATS及港澳即匯通範本，有效率地進行匯款申請。

選擇匯款服務

你需要先選擇匯款類別。

已登記電匯、CHATS或港澳
即匯通

然後選擇用已登記之範本遞
交匯款申請。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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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支薪服務   
使用支薪服務，你可以省卻遞交支薪申請表格及軟盤的人力及時間。此外，你更可以將收款人儲存至收
款人清單及將指示儲存為範本，待日後使用。

備注 :

1. 收款人賬戶只接受港元儲蓄、結單及往來賬戶。

2. 遞交支薪指示之截數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下午七時三十分。星期六：下午1時 (轉賬至華僑永亨銀行賬
戶)。

3. 假如收款人賬戶為華僑永亨銀行賬戶，收款人將於下一個工作天收到款項；否則，指示將視乎收款
銀行之辦理程序而定，一般將於下一個工作天 (星期六除外)。

小提示

你可以另存一個現有範本為一個新範本以方便日後修改。

收款人名單

如進行支薪服務，請預先遞交「商業
電子理財 - 收款人登記/更改表格」，
為有關收款人賬戶進行登記。

遞交支薪指示

你可以透過指定範本遞交支薪指
示。

更改支薪範本

你可以從收款人名單中選擇不同收
款人，以建立支薪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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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建立範本及遞交支薪指示

新增範本

首先，你可於收款人名單選
取收款人及建立新範本，並
加以命名，然後儲存。

選擇範本

請於「遞交支薪指示」欄中
選擇適當之範本；

遞交範本

覆核所要遞交之範本後，你
需要選擇支取賬戶，然後按
「遞交」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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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押匯服務
押匯服務讓你可以省卻遞交信用證申請的時間，同時更可查詢已使用之信用額及押匯賬戶之狀況。

5.6.1 查詢押匯賬戶

5.6.2 信用證申請及信用證修改申請

備注 :

當銀行收到你遞交的申請書後，系統將給予一確收編號，以作參考。假如申請被拒，本行職員將直接聯
絡你，而有關訊息亦將發送至「銀行訊息」欄，以作通知。

查詢入口 / 出口押匯交易紀錄

你可以查閱入口及出口押匯交易紀錄
之詳情。

信 用 證申 請 範 本 / 信 用 證 修 改申 請
範本

你可以透過“新範本”功能建立信用
證申請及信用證修改申請之範本。

查詢信用額

你可以查詢押匯賬戶之信用額。

信用證申請及信用證申請修改

你亦可以直接遞交信用證申請及信
用證修改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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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投資

5.7.1 投資概覽

5.7.2 股票

股票服務讓你可以買賣一般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掛牌之證券及認股證。

掛牌狀況

你可查詢你所發出的指示之最新狀況。

此版面提供你的投資賬戶概覽。

買入

你可發出買入股
票的指示。

沽出

你可發出沽出
股票的指示。

股價及市場資訊

提供即時及延遲之股價查詢。

股票組合

你可查詢你的證券賬戶之股票組合。

交易紀錄

你可查詢最近60日之證券交易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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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外匯保證金交易服務
外匯保證金交易服務讓你可以經由網上理財服務管理你的外匯保證金交易賬戶。

5.8.1 賬戶查詢

你可以在賬戶詳情及交易紀錄查詢外匯保證金交易賬戶的狀況。

你可以查詢你的外匯保證
金交易賬戶的結餘。

選擇交易紀錄時段及貨幣
來查詢交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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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 合約查詢

你可以在合約查詢功能內查閱外匯保證金交易賬戶內的尚未平倉的合約和已平倉的合約。

尚未平倉外匯合約

你可以查閱外匯保證
金交易賬戶內的尚未
平倉合約。

已平倉外匯合約

你可以查閱外匯保證
金賬戶內的已平倉合
約。

選擇你要查詢的外匯
保證金交易賬戶。

選擇你要查詢的外匯
保證金交易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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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 轉賬服務

此功能讓你可以管理你的外匯保證金交易賬戶內的結餘。

按金存入

你可以從其他賬戶將按金
存入到你的外匯保證金交
易賬戶。

按金提取

你可以從外匯保證金交易
賬戶中提取按金至你的其
他賬戶。

貨幣轉賬

在同一外匯保證金交易賬
戶內兌換貨幣，例如支付
某一貨幣的利息。

輸入有關轉賬的資料，
按“遞交”進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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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其他服務
你可以透過「其他服務」更改你的用戶名稱及密碼。請使用8至20位英文字母及數字作為你的新用戶
名稱，及8位字母及數字之組合作為你的新密碼。此外，你亦可以透過「其他服務」啟動保安編碼器。
詳細操作步驟請參閱5.10.1。

5.10 保安編碼器
商業電子理財客戶可為每位普通使用者申請保安編碼器，以進行以下交易：

‧ 轉賬至非登記之第三者戶口（包括華僑永亨銀行及他行賬戶）

‧ 透過電匯、CHATS或港澳即匯通，匯款至非登記之第三者戶口

‧ 透過易繳費及電子賬單及繳費服務進行繳費或捐款

‧ 批核簽發電子支票

‧ 批核交易 

在執行上述部分交易時，必須進行「交易簽署」，即使用「保安編碼器」輸入有關交易的特定資料，再由
該「保安編碼器」發出保安編碼以認證客戶的身分。有關所需輸入的特定資料，請參照以下各項交易指
示的例子︰

受款人戶口號碼 / 賬單
戶口號碼 / 債務人參考 說明 例子 輸入

輸入最後8個位的數字

輸入所有數字

不適用於商業網上理財
核實指示，請親臨本行各分

行辦理有關交易

跳過所有非數字的字母，將
數字輸入到「保安編碼器」

123-4-567890
01234567

123456

123
AB12CD3E

00123A45B678E9
A12233

34567890
01234567

123456

N/A

23456789
12233

等於或多於8位數字

介乎4至7位數字

介乎0至3位數字

包含數字及非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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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1 啟動保安編碼器

保安編碼器必須先啟動後才可使用。請按以下步驟啟動︰

登入商業網上理財，
選擇「其他服務」>「
啟動保安編碼器」

輸入印於機身背面的
10個位序號，及使用
保安編碼器取得6位
數字之保安編碼。
輸入該保安編碼並按
遞交。

確認密碼將以短訊
發送到閣下已登記之
手提電話。輸入確認
密碼並按確認。保安
編碼器便會立刻被
啟動。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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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2 轉賬至非登記之第三者戶口
保安編碼器使用者可轉賬至非登記之第三者戶口，包括華僑永亨銀行及他行賬戶。

輸入轉賬指示詳情，
然後遞交指示。

依照螢幕指示輸入以
藍色數字標示之收款
人賬戶到保安編碼器
上，以取得6位數字之
保安編碼。輸入該保
安編碼並確認提交。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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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3 匯款至非登記之第三者戶口
保安編碼器使用者可透過電匯、CHATS或港澳即匯通，匯款至非登記之第三者戶口。

輸入匯款指示詳情，
然後遞交指示。

依照螢幕指示輸入以
藍色數字標示之收款
人賬戶到保安編碼器
上，以取得6位數字之
保安編碼。輸入該保
安編碼並確認提交。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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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4 繳費至未登記賬單或捐款
保安編碼器使用者可透過易繳費及電子賬單及繳費服務繳費至未登記賬單或進行捐款。

輸入繳費或捐款指
示詳情，然後遞交指
示。

依照螢幕指示輸入
以藍色數字標示之賬
單號碼到保安編碼器
上，以取得6位數字之
保安編碼。輸入該保
安編碼並確認提交。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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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5 批核電子支票
保安編碼器使用者可網上批核電子支票。請選擇「賬戶服務」>「電子支票」，以查閱待批核的電子支
票。有關電子支票詳情請參閱5.2.10 電子支票。

選擇需作批核的電子
支票及核對支票詳情
後，依照螢幕指示取
得6位數字之保安編
碼。輸入該保安編碼
並確認提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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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6 批核交易
擁有批核限權的使用者可利用保安編碼器批核交易。

選擇「賬戶服務」>
「交易指示狀況」，
選定你所要的待批指
示編號。

核對指示詳情後，
依照螢幕指示取得
6位數字之保安編碼。
輸入該保安編碼並確
認提交。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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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上載發薪指示服務
保安編碼器使用者可上載特定之CSV檔案格式，或上載經自動支薪軟件製作發薪指示之MAS檔案格式，
以提交發薪指示。此服務不須預先設定範本。

首先於EXCEL建立發薪指示
檔案。輸入有關員工資料完成
後，請選擇「另存新檔」及選擇
存檔類型為「CSV (逗號分隔)」。
如需上載MAS檔案格式，請參照
現有方法經自動支薪軟件製作
發薪指示檔案。

請選取「上載指示檔案」選單
下之「發薪服務」然後輸入相
關資料及選擇檔案格式。插入
USB保密匙後再按畫面右下角
之「下一頁」遞交指示。

2

1

項列

A

B

C

D

E

內容

參考資料

姓名

賬戶號碼

金額

備註

要求 (必須填寫所有項列)

‧ 最多18位字元

‧ 僅接受英文、數字及“-”符號

‧ 最多20位字元

‧ 轉帳以此賬戶號碼為準，請確定
賬號準確無誤

‧ 最多17位數字連”-“符號，必
須包括銀行編號及分行代碼
如“123-123-” 

‧ 小數點前最多８位數字及小數點
後最多２位數字

‧ 最多６個字元

注意：「總支付筆數」及「總支付金額」必須與上載檔案內之支付筆數及總金額相同，而「總支付金額」
所選擇之貨幣亦必須與「提取賬戶」之貨幣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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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用戶身份認證」視窗顯示
後，按「選擇文件」選取需上載
之發薪檔案及輸入USB保密匙
密碼，然後按「遞交」。

你可以於「指示狀況」查詢已
上載之發薪指示執行狀況。

3

4

注意：如選擇MAS2檔案格式，請同時上載「TRAILER.t x t」及
「WHBMAS.txt」兩個發薪檔案。

注意：待批 – 指示正等待批核
 已遞交 – 指示已批核及遞交致本行

5.12 上載批量付款指示服務
操作用戶登入本行商業網上理財服務後，請按畫面上方的「上載指示檔案」。然後選擇左方選單之「批量
付款服務」，並重覆「5.11 上載發薪指示服務」步驟便可完成批量付款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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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保安須知
縱使本服務已為你提供十分周全的保安措施，你仍需注意以下使用重點，以確保能安全地使用本
服務。

1. 請妥善保管用戶名稱及密碼，以防止被盜用。

2. 為確保獲得妥善的保障，在每次使用完本服務後，務須成功登出本服務。

3. 確保在不被監視的情況下輸入用戶名稱、密碼或任何重要個人資料。

4. 定期更改用戶名稱及密碼，例如每30至60日更改一次。

5. 請緊記密碼，切勿用筆寫下。

6. 切勿將密碼之任何書面紀錄放在電腦附近。

7. 請不時更改密碼，以及不時到本行網站 (http://www.ocbcwhhk.com) 查閱有關保安建議。

8. 每次登入網上理財時，請驗查  閣下的登入記錄。

9. 定期核對賬戶結單及結餘，如發視任何錯誤或不正常之紀錄，請立即通知銀行跟進。

10. 若你懷疑所使用的網頁非銀行所提供，請不要依照網頁上的任何指示行事，應立即關閉視窗及通
知本行跟進。

11. 如遺失用戶名稱或密碼，或懷疑網上理財戶口被盜用，請立即與本行聯絡。

12. 在完成操作後，應即時登出本服務及清除瀏覽器內的緩衝存儲 (cache)。

13. 切勿將用戶名稱或密碼告知他人，包括銀行職員 (銀行職員無須知悉你的密碼)。

14. 切勿讓其他人使用  閣下的用戶名稱及密碼。

15. 切勿直接寫下或記下密碼，而不加掩藏。

16. 切勿使用身份証號碼、電話號碼、出生日期、提款卡密碼或電話理財密碼等作為你的密碼。

17. 請於不同的銀行或信用上網上服務使用不同的用戶名稱及密碼。切勿於不同的網站使用同一套用
戶名稱及密碼。

18. 切勿在可被多人共用的個人電腦上 (例如: 網吧)，使用本服務。

19. 切勿使用盜版軟件，當中可能含有病毒程式。

20. 登入網上理財後，請勿讓其閒置。

21. 切勿於使用本服務時同時開啟另一視窗瀏覽其他網頁。

22. 切勿使用Internet Explorer 或其他軟件中的「自動完成」儲存你的用戶名稱或密碼。

23. 請確保上網時並無啟動「檔案及列印分享」功能，特別是透過寬頻網絡上網。

24. 在你的個人電腦上安裝防毒軟件，並定期更新軟件以確保你的個人電腦有最新的保護裝置。

25. 在你的個人電腦上安裝防火牆以防止未經授權的登入，並定期更新軟件以確保你的個人電腦有最
新的保護裝置。要選取最合適的防火牆，請向你的軟件供應商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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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定期下載及更新電腦的保安設施。針對已知的保安問題來保障你的個人電腦。

27. 你可以雙按螢幕下方橫列中的「安全鎖」圖示，核實銀行的保安措施安全憑證，畫面上會顯示由 
VeriSign 發予銀行之伺服器憑證內容及有效期限。你亦可檢查領域名稱是否屬於以下其中之一 :

 a. www.ocbcwhhk.com

 b. ebanking.ocbcwhhk.com

28. 在未能確定電郵來源或對其來源有所懷疑的情況下，切勿開啟電子郵件上的附件，並立即立即將
有關郵件刪除。

29. 留意欺詐郵件，此類郵件可能會偽裝由可信賴的商業伙伴或朋友發出，但實際上會誘騙你下載病毒
程式或登入虛假網頁套取重要資料，包括用戶名稱及密碼。

30. 切勿透過一般電郵送出你的用戶名稱及密碼，或其他重要的個人資料。本行會透過加密的安全網
頁收取有關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