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富邦銀行(香港) 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38 號富邦銀行大廈 
Fubon Bank (Hong Kong) Limited 
Fubon Bank Building, 38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T (852) 2842 6222  F (852) 2810 1483 
Website www.fubonbank.com.hk 

                    新聞稿 

 
即時發布 
 

富邦銀行推出全新稅務貸款 
 

月息低至 0.195%  兼享 2 個月利息回贈 
 
(香港：2008 年 11 月 10 日) 富邦銀行(香港)有限公司(「本行」)今天宣布， 推出全新富

邦稅務貸款計劃，每月平息低至 0.195%(實際年利率低至 5.97%)，利息回贈高達 2 個

月。若客戶在明年 3 月底或之前成功提取貸款，即可參加大抽獎，有機會無需清還全

數貸款，讓客戶輕鬆渡過令人煩惱的交稅季節。 
 
富邦稅務貸款，一切從簡 : 息率簡單、申請簡單。不論定額或循環貸款，皆設有簡單

的利率分層。定額貸款的息率介乎每月平息 0.195%至 0.395%，還款期長達 48 個月，

給予客戶更大彈性，靈活處理財務安排。 

 

本行同時提供的循環貸款，年息低至 7%，不設固定還款期，每月最低還款額為總結欠

之 3%或 50 港元(以較高者為準)，以滿足不同客戶的需要。 
 
根據本行的稅務貸款計劃，貸款額可超越稅款，最高達月薪 6 倍或 100 萬港元(以較低

者為準)，款項將全數直接存入客戶指定之銀行戶口。 

 
富邦銀行(香港)高級副總裁兼消費金融及零售市場部主管吳秀慧女士表示 : 「本行向來

以客為尊，不斷創新為客戶帶來真正優惠。客戶現凡於 2008 年 12 月 15 日或之前成功

提取稅務貸款，除了享有特惠息率外，只要同時為本行之信用卡或 magi©money 
manager 港元有息支票戶口客戶，便可獲 1 個月利息回贈，適用於循環貸款及還款期達

12 個月或以上的定額貸款。若定額貸款的還款期長達 48 個月，客戶更可獲享 2 個月利

息回贈優惠。」 
 
吳秀慧女士續稱 : 「今年度更增設『I     交稅大抽獎』，客戶於 2009 年 3 月 31 日或之

前成功提取稅務貸款，便可參加大抽獎。頭獎可贏取相等於獲批核稅務貸款本金全數

之現金獎賞，上限為 10 萬港元，即貸款額不多於 10 萬港元的借款人變相無需清還全

數款項；另設有 5 名特別獎，現金獎賞各 2 萬港元。本行還有其他連串稅務貸款優

惠，讓客戶借錢交稅之餘，也能盡享各樣禮遇。」 

 

若夫婦同時申請稅務貸款，息率將按兩人獲批核貸款總額計算，共享更低息率。每位

成功申請之客戶可獲永久免年費之富邦萬事達白金卡 1 張，於發卡後首 3 個月內累積

簽賬或現金透支滿 2,800 港元，即可獲贈 50,000 信用卡積分。此外，貸款申請手續簡

易，電話批核只需 18 分鐘。 

 

客戶如欲查詢詳情，可致電稅務貸款專線 2806 5050，或親臨本行任何分行，或瀏覧本

行網址 : www.fubonbank.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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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額貸款每月還款表 
 

以貸款額每千港元計算之每月還款額 (HK$) 

 (實際年利率) 

12 個月 24 個月 36 個月 48 個月 

貸款額 (HK$) 每月平息 

6 個月 

1 個月利息回贈 2 個月利息回贈

$180,000 - $1,000,000 0.195% $168.62 

(7.74%) 

$85.28 

(5.97%) 

$43.62 

(6.83%) 

$29.73 

(7.00%) 

$22.78 

(7.21%) 

$80,000 - $179,999 0.245% $169.12 

(8.84%) 

$85.78 

(7.04%) 

$44.12 

(7.98%) 

$30.23 

(8.17%) 

$23.28 

(8.36%) 

$10,000 - $79,999 0.395% $170.62 

(12.21%) 

$87.28 

(10.28%) 

$45.62 

(11.46%) 

$31.73 

(11.68%) 

$24.78 

(11.79%) 

 

註：上述實際年利率乃依據銀行營運守則之指引計算，並已包括不退還之手續費及高達 2 個月利息回贈

優惠(如適用)。手續費按還款期每年收取貸款額的 1%(6 及 12 個月還款期)、1.2%(24 及 36 個月還款期)或

1.3%(48 個月還款期)，並於提取貸款額中扣除。如還款期不足 1 年，手續費亦以 1 年計算。利息回贈假

設於開戶後之第 7 個月回贈予客戶。適用於個別客戶的每月還款額或有差異，並以貸款確認函上所列明

的資料為準。 

 

 
循環貸款年息表 
 

貸款額 (HK$) 年息 (實際年利率) 

$180,000 - $1,000,000 7.00% (7.40%) 

$80,000 - $179,999 9.00% (9.49%) 

$10,000 - $79,999 12.00% (12.71%) 

 

註：上述實際年利率已包括首次現金貸款手續費 1%及 1 個月利息回贈優惠。利息回贈假設於開戶後之

第 7 個月回贈予客戶。 
 
其他條款： 
• 永久免年費，利息只按實際結欠逐日計算。 

• 不設固定還款期，每月最低還款額僅為總結欠之 3%或 HK$50(以較高者為準) 。 

• 每次還款後信貸額即自動回升，憑富邦現金卡即可全日 24 小時於銀通櫃員機提取現金。 

• 每提取貸款 HK$1 即獲 1 分，每累積滿 10,000 分，即可換取 HK$50 現金紅利；戶口結餘可享存款利

息。 

 
 
 
富邦銀行(香港)有限公司 
 
富邦銀行(香港)有限公司(「富邦銀行」)是台灣富邦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富邦金

控」)的附屬公司。富邦金控是台灣一所具領導地位的金融控股公司，提供一系列的金

融服務，包括企業金融、金融市場、消費金融、財富管理、投資管理及保險服務。富

邦銀行於香港透過 22 間分行及 3 間證券投資服務中心共 25 個零售據點為客戶提供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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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優質銀行服務，包括財富管理、零售及商業銀行、金融市場、租購、證券及投資

服務。富邦銀行於香港聯交所上市(股份代號：636)，並獲得標準普爾授予 A-2 短期及

BBB+長期信貸評級。該評級反映富邦銀行資本雄厚，流動資金充裕及資產質素優良。 
 

- 完 - 
 
 
查詢詳情，請聯絡 : 
 
陳碧霞                                                                    曾秀雲 
高級副總裁兼企業傳訊部主管                                企業傳訊部助理副總裁 
電話 : (852) 2842 6100                                          電話 : (852) 2842 1646 
傳真 : (852) 2524 6681                                          傳真 : (852) 2524 6681   
電郵 : betty.chan@fubon.com                               電郵 : sauwan.tsang@fubon.com 
 
 
網址 : www.fubonbank.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