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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方案



投資短片

理財第一步？

緊貼市場走勢

恒生 YouTube 頻道 (www.youtube.com/hangsengbank)
為你提供網上專業評論及投資短片等，以獨到眼光帶來
投資知識，助你作出最合適的投資選擇。

投資涉及風險。

理財方案
發掘投資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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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youtube.com/hangsengbank


證券服務

恒生「投資快」應用程式

想捕捉每個投資機遇？

你可撥打我們的電話理財熱線或 
親臨分行尋求更多的專業意見。

特設「股票即買額」服務，即使你暫時未能從戶口調動
資金，仍可即時發出買入證券指示，投資更具彈性。

一個app買賣港股、A股同美股。涉獵不同市場，助你 
掌握不同市場之投資機遇。詳情請按此瀏覽。

證券服務詳情

理財方案
捕捉投資機遇

投資涉及風險。©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P.5

https://www.hangseng.com/zh-hk/personal/investment/securities-services/investex-mobile-app/
https://www.hangseng.com/zh-hk/investment/securities-services/
https://apps.apple.com/hk/app/id1489143798?l=zh_hk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hangseng.invex&hl=zh_hk


投資涉及風險。
*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基金每月投資計劃 (MIPF)

設立基金每月投資計劃

SimplyFund

以每月低至HKD500投資於你所選擇的投資基金。 
你更可使用恒生信用卡付款以賺取Cash Dollars* 。

SimplyFund一站式基金投資服務，只需HKD1便可開始
基金投資。

詳情 

前往基金超級市場

了解更多

理財方案
捕捉投資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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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angseng.com/cms/emkt/pmo/grp01/p24/chi/index.html?view=p2g
https://www.hangseng.com/zh-hk/fundsupermart/home/
https://www.hangseng.com/cms/emkt/pmo/grp03/p73/chi/index.html?view=p2g


投資涉及風險。
外匯價格可升可跌。

外匯投資服務

「更特息」投資存款

保本投資存款

靈活善用外幣，投資多元化外匯投資產品，網上投資
金額低至HKD5,000。

有機會以自訂貨幣兌換外幣或享潛在利息回報。

100%到期本金保證，存款期低至2個月。

理財方案
捕捉投資機遇

詳情 

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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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angseng.com/zh-hk/personal/investment/capital-protected-investment-deposit/
https://www.hangseng.com/zh-hk/investment/maxiinterest-investment-deposit/


周全保障



人壽保險

醫療保險

一般保險

我們提供多元化人壽保險方案幫助你於人生每個階段
都得到周全的保障。

管理健康與管理財富同樣重要，所以我們夥拍本港醫療
保險專家保柏（亞洲）有限公司，為你提供周全的醫療 
保障計劃，全方位照顧你的健康需要。

我們備有周全的個人一般保險計劃，包括旅遊及家居 
保險等，為你及家人提供更佳保障。

周全保障 無論在人生那個階段
你都可以從合適保險產品中得到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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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禮遇



理財產品及服務優惠

精選禮遇 獨家優惠 
配合你所需

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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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angseng.com/zh-hk/personal/banking-services/preferred-banking/my-privileges/merchant-privileges/


啟動戶口

網上理財
多元化服務



請即啟動下列各類戶口服務，
掌握各項優進理財服務。

想隨時隨地處理你的戶口？請即登記個人e-Banking。 只需一份簡單問卷，你便可了解自己的投資風險 
取向。(登入 > 投資 > 投資概覽 > 更新風險評估問卷)

整合個人戶口資訊，一按快捷瀏覽及更新。 只需填妥表格及通知僱主更改出糧戶口，你便 
可設立自動轉賬出糧服務及享迎新優惠。

啟動戶口

立即登記
進行評估

立即行動
立即更新

示範

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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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banking1.hangseng.com/1/2/newuserregistration?regLanguage=zh
https://e-banking1.hangseng.com/1/2/!ut/p/z1/jY67DoJAFES_hYIS7iU8RDswPnhoYwTchixkXYiwEEALvl6ilhidamYyJxkgkAAR9FFyOpSNoNWUL8RKEaNw6aLp22hpwdEPLPwI4tdgvXP2xiKcisjboGe4BpqHrYaeDuQfHr_IwV-8D4RXTfa-6ohMtzmQjl1Zxzr13k11MQxtv5JRRqZkVNxKwdWCCt6zyeRNLeMcWjT9AMk8AaexSHMBbX1OxpDFiiNJTz_7uY4!/dz/d5/L0lHSkovd0RNQUZrQUVnQSEhLzROVkUvemhfSEs!/?changelanguage.language=zh_HK&changelanguage.country=
https://www.hangseng.com/zh-hk/personal/banking-services/payroll-service/
https://www.hangseng.com/zh-hk/personal/banking-services/manage-banking-profile/
https://www.hangseng.com/cms/smartbanking/chi/ebanking.html
https://www.hangseng.com/cms/smartbanking/chi/selfServicing.html


透過網上理財服務，
隨時隨地管理你的財務。

於手機或電腦即時轉賬＃及迅速解答查詢，你更可 
透過H A R O WhatsApp 上跟 H A R O 查詢銀行服務，
外幣匯率，最近你的分行地址，最新市場資訊或收取
交易電子通知書 (「綠色收條」)，更方便快捷，
24/7 隨時對話！

足不出戶或旅途中，均可透過恒生個人e-Banking 
準時繳交各項賬單。

*  服務受條款及細則約束。H A R O WhatsApp 僅作一般資訊查詢用途，不設登入或任何戶口查詢、轉賬、還款及繳費等服務。
#  即時跨行轉賬只限 P2P 小額轉賬及已登記戶口，服務須受有關條款約束。

智能助理 H A R O* 網上繳費

網上理財

詳情 

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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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angseng.com/cms/smartbanking/chi/haro_ds.html
https://www.hangseng.com/cms/smartbanking/chi/billpayment.html


使用P.P支付平台進行即時免費轉賬^，登記轉數快
更可讓你隨時以流動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快速 
支付系統識別碼 ／香港身份證號碼收款。

轉數快(FPS)* 流動保安編碼

網上理財

詳情 
詳情 

流動保安編碼與手機合二為一，繳款、轉賬、 
投資交易瞬間完成。

©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  服務須受有關條款約束。轉數快為香港銀行同業結算有限公司所提供之快速支付系統服務。
^  只限支援即時轉賬之收款銀行，服務須受有關快速支付系統之條款及細則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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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angseng.com/cms/smartbanking/chi/msk_ds.html
https://www.hangseng.com/cms/smartbanking/chi/fps_ds.html


跨銀行轉錢至你的恒生戶口，無需登出恒生Mobile 
App，無需切換銀行App。

恒生存錢快 手機入票服務

網上理財

詳情 
詳情 

只需以手機拍攝支票，讓你24/7輕鬆存入由恒生 
銀行或滙豐銀行發出的港幣支票*。成功存入款項後，
支票發出人將會收到手機短訊和電子郵件通知。

©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  包括港幣支票、本票、專用支票及股息單。每張支票之存款上限為港幣100,000元，每日存入之金額上限為港幣100,000元，最多可存入20張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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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angseng.com/cms/smartbanking/chi/mcd.html#dsf
https://www.hangseng.com/cms/smartbanking/chi/edda_pull_money.html#banner


一應俱全的外幣兌換服務，涵蓋多達12種外幣，
透過恒生個人e-Banking或恒生個人Mobile App可享
特惠外幣兌換價。

Savings Planner記帳工具，助你檢閱每月支出， 
輕鬆進行個人理財規劃，建立儲蓄習慣。

外幣兌換涉及匯率風險。將港幣兌換外幣或外幣兌換港幣時，可能會因當時外幣匯率之波動而出現利潤或虧損。 

外匯 Savings Planner

網上理財

詳情 
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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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angseng.com/zh-hk/personal/digital/personal-mobile-app/savings-planner/
https://www.hangseng.com/zh-hk/personal/foreign-exchange/


分行網絡遍佈全港，方便你辦理各種銀行服務。 

-  個人e-Banking
-  恒生個人流動理財服務應用程式
-  24小時專人接聽電話理財熱線 2822-8228

分行網絡

全方位服務

一站式網上銀行服務，讓財富管理更方便。 

個人 e-Banking

登入 e-Banking

輕鬆管理你的戶口及交易。

恒生個人流動理財服務應用程式

多元化服務

想有人隨時支援你的不時之需？

我們隨時為你服務！

分行地址

聯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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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banking1.hangseng.com/1/2/!ut/p/z1/jY-9DoJAEISfxYISdwkIaoe_gECDB3iNOcx5EOEwgBY-vSTETiNT7Uzmy2SBQgpUsmchWFfUkpW9P1HzjHudhETDaIOBc3StYG3gIEiGAsb-YoUzb46mdgi9nYmfAh3Dr_e2Y1h-H8TuFl1jZeAs2Gno6uN4_CH7774HVJR1Nrxqy0yfC6ANv_KGN9NH08d5193bpYIKcjVj8lZIMc2ZFC3vj0tdKfgNzeu2g_Q7ARGXcK8ISV8-T1R78gbVdICr/dz/d5/L0lHSkovd0RNQUZrQUVnQSEhLzROVkUvemhfSEs!/?changelanguage.language=zh_HK&changelanguage.country=
https://apps.apple.com/hk/app/hang-seng-personal-banking/id1039256353?l=zh_hk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hangseng.rbmobile&hl=zh_hk
https://www.hangseng.com/zh-hk/contact/branch-addresses/
https://www.hangseng.com/zh-hk/personal/banking-services/preferred-banking/contact-us/


常用資料

多謝你選用優進理財。

歡迎透過以下連結，獲取更多優進理財及其他服務的詳情。

優進理財網頁

條款及細則

YouTube 頻道

表格下載

服務收費

業務說明書

詳情 

詳情 

詳情 

詳情 

詳情 

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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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angseng.com/zh-hk/personal/banking-services/preferred-banking/
https://www.hangseng.com/content/dam/hase/zh_hk/personal/banking-services/pdf/ia_tnc_chi.pdf
https://www.youtube.com/user/HangSengBank
https://www.hangseng.com/zh-hk/personal/forms/
https://www.hangseng.com/zh-hk/personal/bank-service-charges/
https://www.hangseng.com/cms/pws/files/welcome/preferred/images/TOBL_C.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