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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稿 

 
即時發布 
 
 

富邦銀行 (香港) 推出多項存款戶口優惠 
以富邦活期存款戶口作為「$6,000 計劃」之收款賬戶 

盡享連串精彩優惠 
 

 
(香港：2011 年 8 月 25 日) 富邦銀行 (香港) 有限公司 (「本行」) 今日宣布，客戶只須登記以富邦

銀行活期存款戶口為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 (「政府」) 所推出的「$6,000 計劃」之收款賬戶，即可

享本行為客戶呈獻的連串精彩優惠，繼續體現源源不絕的驚喜。 
 
優惠詳情 1  
 
禮遇一: 登記即送餐飲禮券 
客戶登記以富邦港元活期存款戶口作為政府所推出的「$6,000 計劃」之收款賬戶，即可獲贈港幣

20 元餐飲禮券 2。數量有限，送完即止。 
 
禮遇二: 推薦新客戶獎賞 
客戶每成功推薦一位新客戶於 2011 年 9 月 30 日或之前以不少於港幣 20,000 元開立富邦

magi©money manager 港元有息支票戶口或富邦港元儲蓄戶口及以新開立之戶口作「$6,000 計

劃」之登記收款賬戶 (「推薦人」)，即可獲贈港幣 100 元現金獎賞 3。 
 
禮遇三: 專享高息港元定期存款優惠 
客戶以富邦港元活期存款戶口登記「$6,000 計劃」後之 1 個月內，以全新資金開立港幣 500,000
元或以上之富邦港元定期存款戶口 (存款期必須為 4 個月或以上)，即可享高達 1.7% 年利率 4,5! 
 
禮遇四: 成功投保任何人壽保險產品 可享 HK$300 現金獎賞 
客戶以富邦港元活期存款戶口登記「$6,000 計劃」後之 1 個月內，成功投保任何人壽保險產品並

以富邦 magi©money manager 港元有息支票戶口或富邦港元儲蓄戶口作自動轉賬繳付保費達指定

金額，即可獲贈港幣 300 元現金獎賞 5。 
 
此外，新客戶於 2011 年 9 月 30 日或之前開立富邦港元活期存款戶口並符合有關資格，更可同時

獲享高達港幣 11,200 元之豐富獎賞及參加終極大抽獎，有機會連續 4 個月每月贏取港幣 88,888
元的巨獎，盡享源源不絕的驚喜！詳情請參閱有關宣傳單張或本行網頁。 
 
客戶可在富邦銀行各分行索取「$6,000 計劃」之登記表格。為配合「$6,000 計劃」於 2011 年 8
月 28 日 (星期日) 啓動，本行各分行將於當日由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開放，處理有關「$6,000 計

劃」的登記事宜。 
 
有興趣的客戶可致電富邦銀行查詢專線 2806 5088，或親臨富邦銀行各分行查詢。客戶亦可瀏覽

網址 www.fubonbank.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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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及細則： 
 
1. 上述優惠之推廣期為 2011 年 8 月 28 日至 2012 年 3 月 31 日，包括首尾兩天(「推廣期」)。本行有權隨時更改以

上優惠之條款及細則或取消優惠而不作另行通知。如有任何爭議，本行保留最終決定權。 
2. 優惠只適用於持有本行有效之港元儲蓄存款或支票戶口 (「儲蓄戶口」) 的個人單名賬戶持有人，並親身到本行各分

行成功以其名下之儲蓄戶口作為政府所推出的「$6,000 計劃」之登記收款賬戶 (必須親身將有關登記表格交予本行

分行職員)，方可獲贈 HK$20 餐飲禮券。每位客戶只可享有優惠一次。餐飲禮券數量有限，送完即止。若餐飲禮券

送罄後，本行有權以其他禮品取代而毋須另行通知。餐飲禮券 (或其他取代之禮品) 不可兌換現金。餐飲禮券的使用

以券上之條款及細則為準。有關餐飲禮券 (或其他取代之禮品) 由個別供應商提供，本行概不對供應商提供的產品及

服務承擔任何直接或間接的責任。 
3. 推薦人必須現為本行之個人客戶及持有有效之港元活期存款戶口 (包括儲蓄存款、支票戶口及通知存款戶口) (「活

期存款戶口」)，並不可推薦自己參加。被推薦之全新客戶必須是由 2011 年 5 月 1 日至開立首個指定活期存款戶口

當日期間並沒持有任何本行活期存款戶口 (包括個人及聯名戶口) 之全新個人客戶 (「全新客戶」)。推薦人須符合以

下條件，方可獲享有關現金回贈：(a)推薦全新客戶於 2011 年 9 月 30 日或之前以港幣 20,000 元的全新資金經本行

各分行開立富邦 magi©money manager 港元有息支票戶口或富邦港元儲蓄戶口，並以新開立之戶口作為政府所推

出的「$6,000 計劃」之登記收款賬戶；(b)全新客戶須於開戶期間遞交已填妥之推薦新客戶申請表格正本；(c)推薦

人於本行名下所有戶口須於推廣期內至獲賞當日仍屬有效及正常。現金回贈將於推薦人成功推薦客戶開立戶口後 4
個月內存入本行指定之富邦銀行戶口。每位全新客戶只可接受有關推薦一次，不得重覆提交申請。 

4. 以本行於 2011 年 8 月 22 日所公布之 4 個月港元定期存款年利率 1.7%為例。存款利率可隨時調整，而毋須另行通

知。 
5. 「高息港元定期存款」及「人壽保險產品」優惠均須受有關條款及細則所約束，詳情請向本行分行職員查詢。 
6. 所有優惠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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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

資附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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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間證券投資服務中心共 24 個零售據點為客戶提供全面的優質銀行服務，包括零售及商業銀

行、財富管理、金融市場、證券及投資服務。富邦銀行獲標準普爾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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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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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查詢請聯絡:  
 
陳碧霞  
高級副總裁兼企業傳訊部主管  
電話: (852) 2842 6100  
傳真: (852) 2524 6681  
電郵: betty.chan@fubon.com 

錢曉瑩 
企業傳訊部助理副總裁  
電話: (852) 2842 1646  
傳真: (852) 2524 6681  
電郵: elena.chin@fubon.com 

 
網址 : www.fubonbank.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