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 開戶」常見問題

開戶問題

1. 「e 開戶」是什麼？

答：「e 開戶」是指全新客戶無須親臨分行，只須透過工銀亞洲手機銀行應用程式開立本行銀

行賬戶，並可以透過開通的銀行賬戶使用指定銀行服務。

2. 全新客戶指的是什麼？

答：「全新客戶」指在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本行」或「銀行」）審批手機銀行「e

開戶」之申請時，並沒有在本行持有任何銀行賬戶或信用卡賬戶之客戶。

3. 透過「e 開戶」開立銀行戶口需符合哪些基本條件？

答：- 全新客戶

- 為香港永久性居民並持有有效香港居民身份證

（暫不接受於 2018 年 11 月 26 日推出之新智能身份證及暫不接受曾經更改姓名的客戶）

- 年滿十八歲或以上

- 並無擁有美國稅務居民身份

4. 為什麼我要通過「e 開戶」開立銀行戶口？

答：「e 開戶」帶給您全新的理財體驗

- 快速開戶，約 8 分鐘完成申請提交；

- 隨時隨地開戶，無需親臨分行；

- 兼享精選優惠及開戶獎賞; （請按此參閱有關詳情及條款）

5. 如何透過「e 開戶」服務開立本行戶口？

答：請先下載工銀亞洲手機銀行應用程式，於手機銀行應用程式主頁點擊「e 開戶」圖標，並

按頁面指示完成開戶流程。請確認您的流動設備能支援以下操作系統，並配有前後攝像鏡頭及

重力感測器以便身份驗證。以下為建議操作系統及手機牌子/型號，規格內容只供參考:

- Apple iOS 6.0 或以上的 iPhone

- Android OS 6.0 或以上的手機

6. 通過「e 開戶」服務可以申請本行哪種類型的銀行賬戶？

答：「e 開戶」申請開立的銀行賬戶是本行綜合賬戶。

https://www.icbcasia.com/icbc/ekyctnc_tc/


7. 透過「e 開戶」服務申請開立戶口會收取費用嗎？

答：開戶手續費全免，我們會就個別銀行服務收取相關費用，詳情請點選以下連結查詢更多：

服務收費

8. 「e 開戶」需時多久？

答：全新客戶填寫完成所有開戶資料，並符合所有開戶要求，最快 8 分鐘可以完成申請。如閣

下於星期一至五早上 9 點至下午 5 點提交申請，我們將即日處理閣下的申請（公眾假期除外）。

如閣下未在上述指定時間內提交申請，申請將於下一個工作日處理。我們會通過短訊或電郵通

知您申請結果。

9. 「e 開戶」需要在辦工時間內進行嗎？

答：通過「e 開戶」開立戶口並不受時間或地域限制，你可隨時隨地、24 小時輸入相關資料

進行開戶。若你符合所有要求，最快可於 8 分鐘內完成開戶申請。

如閣下於星期一至五早上 9 點至下午 5 點提交申請，我們將即日處理閣下的申請（公眾假期除

外）。如閣下未在上述指定時間內提交申請，申請將於下一個工作日處理。我們會通過短訊或

電郵通知您申請結果。

10. 如未能透過「e 開戶」成功開戶怎麼辦？

答：如未能通過「e 開戶」方式處理閣下的開戶申請，請閣下親臨分行辦理開戶手續或致電工

銀亞洲服務熱線 218 95588。

11. 為什麼要在申請過程中發送一次性密碼？

答：在「e 開戶」過程中，我們會透過短訊及電郵發送一次性密碼至您提供的流動電話號碼及

電郵地址，以驗證您的身份。請在收到一次性密碼後於指定時間內輸入（短訊一次性密碼有效

時間為 100 秒，電郵一次性密碼有效時間為 300 秒）。若你的密碼已過期，你可以在相關驗證

頁面按「重新發送」按鈕取得新的一次性密碼。

12. 爲什麽我還未收到一次性密碼？

答： 一次性密碼只會發送至您在開戶過程中提供的流動電話號碼及電郵地址，即使已啟動短

訊轉駁服務，該短訊亦不會轉發到其他手機號碼。請閣下確保已輸入正確的流動電話號碼及電

郵地址，閣下可以在相關驗證頁面按「重新發送」取得新的一次性密碼。請注意也有可能閣下

輸入驗證碼錯誤次數已超過上限，請於 24 小時後再嘗試。

https://www.icbcasia.com/ICBC/%e6%b5%b7%e5%a4%96%e5%88%86%e8%a1%8c/%e5%b7%a5%e9%93%b6%e4%ba%9a%e6%b4%b2/TC/e%e5%b7%a5%e5%85%b7/%e6%9c%8d%e5%8b%99%e6%94%b6%e8%b2%bb/default.htm


13. 為什麼我的香港身份證拍攝不成功？

答：請確保閣下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並按照提示進行拍攝：

1 將證件擺放在平坦、整潔的平面上；

2 將證件擺放在深色背景的平面上；

3 確保證件完整沒有破損；

4 確保文字清晰，避免反光或被陰影遮擋；

5 將證件對準拍攝框，點擊螢幕任意位置，拍攝將會自動開始；

6 需拍攝兩次，第一次拍攝完後請勿移開手機，第二次拍攝時，閃光燈會自動打開；

7 拍攝完成後系統會顯示剛才拍攝的證件照片，如果照片有問題，如︰反光、陰影、失

焦或模糊，客戶可以重拍。確認照片無誤後即可上傳進行識別。

14. 為什麼需要進行自拍？

答：在「e 開戶」申請過程中，在完成香港身份證拍攝後，需要進行自拍，是因為我們需進行

人臉識別，確保您是該香港身份證持有人本人，讓您無需親臨分行進行面對面的身份認證。

15. 為什麼我的自拍不成功？

答：請您不要戴帽、太陽眼鏡及其他遮蓋臉部的飾物，並露出耳朵和額頭；將相機置於視線水

平位置，待識別框變綠後，拍攝會自動進行，請根據指示對鏡頭作出相關動作，速度不宜過快。

16. 為什麼我的身份驗證不成功？

答：請確保您為身份證持有人本人，並已按照提示進行拍攝；另外，由於但不限於進行香港身

份證及自拍照拍攝的環境，如強光、身份證上的劃痕、損耗等因素，都可能影響我們對比您的

自拍照及身份證上的相片之準確性。我們可能會要求您親臨本行任何一間分行進行開戶。

17. 在申請開戶中途可以退出嗎？如何保存已填資料？

答：客戶的開戶資料將會於申請過程中自動儲存；客戶可於申請過程中暫停，保存後在 30 天

內可隨時通過繼續申請功能繼續未完成的開戶申請。在「e 開戶」功能首頁選擇「繼續申請」；

輸入證件號碼後四位、申請時登記的流動電話號碼並進行驗證，便可繼續未完成的開戶申請。

在上次申請保存 30 天之後，請重新提交開戶申請。

18. 於中途退出後，如何繼續未完成的開戶申請？

答：在「e 開戶」功能首頁選擇「繼續申請」；輸入證件號碼後四位、申請時登記的流動電話

號碼並進行驗證，便可繼續未完成的開戶申請。在上次申請保存後 30 天內可隨時繼續未完成

的開戶申請，如超過 30 天，則需要重新提交開戶申請。



19. 開戶申請成功或失敗是否會通知我？

答：- 如閣下成功開通賬戶，我們會通過短訊或電郵通知您。

- 如閣下申請失敗，我們亦會通過短訊或電郵通知您。

- 如閣下於星期一至五早上 9 點至下午 5 點提交申請，我們將即日處理閣下的申請（公眾假

期除外）。如閣下未在上述指定時間內提交申請，申請將於下一個工作日處理。

20. 我已提交開戶申請，為什麼還未收到電郵或短訊通知我申請成功或失敗？

答：如你還未收到電郵或短訊確認，請閣下確保已輸入正確的流動電話號碼及電郵地址，或可

檢查電郵信箱内的「垃圾電郵」。請注意，如閣下於星期一至五早上 9 點至下午 5 點提交申請，

我們將即日處理閣下的申請（公眾假期除外）。如閣下未在上述指定時間內提交申請，申請將

於下一個工作日處理。

21. 提交開戶申請後，我可以更改個人資料嗎？

答：不可以。

22. 如何查詢開戶申請的進度？

答：在「e 開戶」功能首頁選擇「查詢進度」；輸入申請時提供的身份證號碼後四位及流動電

話號碼並進行驗證，便可查詢開戶申請的進度。

23. 如何取消戶口？

答：請攜同您的身份證明文件親臨本行指定分行取消戶口。

24. 當我使用「e 開戶」服務時遇到困難應該怎麼辦？

答: 您可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18 95588 與本行的客戶服務部聯絡。

「e 開戶」的服務範圍

25. 透過「e 開戶」開立的賬戶可以使用哪些服務？

答：服務包括

 開立綜合賬戶

 資產總覽

 貨幣買賣

 定期存款

 繳付賬單

 最新消息

 零售網點



 查詢交易記錄

 資金轉入轉出 (轉數快)

 生物認證快速登入

 交易限額設置

 查詢進度

 重置密碼

 快速開通手機銀行及電話銀行服務

（更多全新功能及服務將會陸續更新。）

*請注意：不允許登錄個人網上銀行；資金轉入僅限 FPS，資金轉出僅限 FPS、本行轉賬；支

票存入只限首筆轉賬以激活賬戶；禁止櫃面交易、ATM 交易、現金交易、跨境匯款交易、申

領支票簿、證券交易等高風險交易。生物認證登入功能只限指定手機型號。

26. 如何啟動生物認證登入功能？

請確認您的流動裝置支援生物認證功能，並依照指示啟動此功能。

目前手機銀行的「生物認證」服務僅適用於：

a. （就指紋識別而言）具有指紋識別感應器的

i). iOS7 或更新版本操作系統的 Apple iPhone 5s 或更新的 iPhone 型號； 或

ii).Android 6.0 或更新版本操作系統的 Android 手機

b. （就面孔識別而言）具有面孔識別感應器的

i). iOS11 或更新版本操作系統的 Apple iPhone X 或更新的 iPhone 型號; 或

c. 其他本行不時確定能夠使用「生物認證」服務的電子設備，

（上述為「認可流動裝置」）。

27. 開戶之後，還需要做什麽以啟動戶口？

答：即使本行已同意其「e 開戶」服務之申請，通過「e 開戶」開立的賬戶，在客戶未啟動情

況下，僅具備資金轉入及查詢功能。客戶需通過存入支票或透過快速支付系統「轉數快」FPS

由本地其他銀行同名賬戶轉入首筆資金進行啟動才能正常使用。注意支賬賬戶持有人名稱必須

與新開立的賬戶的完全相同。

28. 首筆非同名轉賬會怎樣處理?

答：透過快速支付系統「轉數快」FPS 系統轉入則自動拒絕入賬，如是存入支票則分行拒絕處

理。

29. 開戶之後，首筆存入銀行本票，可以嗎?

答：不可以。



30. 如果需要使用自動櫃員機、分行服務或其他服務（如網上銀行服務等），可以怎樣做？

答：如果你是透過「e 開戶」開立戶口的新客戶，請帶備身份證明文件及最近三個月的住址證

明到分行辦理。

31. 申領支票簿的流程?

答：透過「e 開戶」開立的銀行戶口不支持申領支票簿。如需申請此服務，客戶需携同身份證

明文件及最近三個月的住址證明親臨本行任何一間分行完成線上客戶轉分行客戶（即全功能客

戶）的流程，屆時需要採集閣下的簽名，並通過本行審批成功、獲取全功能的銀行戶口之後，

即可申請此服務。

32. 如何申請全功能的銀行戶口？

答：如閣下想申請本行全功能的銀行戶口，需携同您的身份證明文件及最近三個月的住址證明

親臨本行任何一間分行完成線上客戶轉分行客戶（即全功能客戶）的流程，屆時需要採集閣下

的簽名，並通過本行審批成功之後即可獲取全功能的銀行戶口。

手機銀行/電話銀行服務

33. 為什麼要求在開戶成功之後開通手機銀行及電話銀行服務？

答：這樣可於成功開戶之後立即使用工銀亞洲手機銀行及電話銀行服務。

34. 如何開通手機銀行及電話銀行服務？

答：手機銀行需設定用戶名、密碼，電話銀行需設定密碼即可。

於手機銀行「e 開戶」首頁點擊「查詢進度」按鈕，輸入閣下的證件號碼後四位及流動電話號

碼，並進行短訊一次性密碼驗證；申請結果顯示閣下成功開戶後，進入設置手機銀行及電話銀

行服務頁面，輸入手機銀行用戶名、密碼，並再次輸入密碼以確認密碼（請注意手機銀行用戶

名只能輸入 6-15 位，包含字母、數字或下劃綫且至少包含一個字母；手機銀行密碼必須為 8-

30 位的字母和數字的組合），繼續設定電話銀行密碼，並再次輸入密碼以確認密碼（請注意電

話銀行密碼必須為 6 位數字），之後點擊「確認」按鈕以申請開通手機銀行及電話銀行服務，

您也可以點擊「取消」按鈕以取消操作。

手機銀行的用戶名稱或密碼/電話銀行的密碼

35. 首次登入手機銀行的密碼是什麼？

答：首次登錄無需再修改密碼，用閣下在開通手機銀行服務時設定的用戶名稱和密碼即可登入

手機銀行。



36. 如果我忘記了手機銀行用戶名稱或密碼怎麼辦？

答：如您連續 3 次輸入錯誤的登入密碼，您當日的手機銀行服務將被臨時暫停，如記起登入密

碼，可於第二天再行嘗試登入。您可以使用手機銀行登錄頁面「忘記密碼」功能重置登錄密碼，

重置密碼功能僅適用於線上開戶客戶。如果閣下的賬戶並非由線上開立，則請閣下通過個人網

上銀行或親臨分行辦理。

「忘記密碼」功能操作流程：

1 請於手機銀行登錄頁點擊「忘記密碼」按鈕，在頁面指定位置輸入閣下的賬號或用戶名、

證件號碼後四位；

2 輸入申請時登記的流動電話號碼並進行一次性密碼驗證；

3 進入重設密碼頁，輸入手機銀行用戶名、密碼，並再次輸入密碼以確認密碼（請注意手

機銀行用戶名只能輸入 6-15 位，包含字母、數字或下劃綫且至少包含一個字母；手機銀

行密碼必須為 8-30 位的字母和數字的組合），點擊「確認」按鈕以重設密碼。

37. 如果我忘記了電話銀行密碼怎麼辦？

答：閣下需攜帶開戶時留存的身份證明文件正本，最近三個月內地址證明親臨分行辦理。完成

線上客戶轉分行客戶（即全功能客戶）的流程，屆時需要採集閣下的簽名，並通過本行審批成

功轉為實體客戶後，再按現有分行客戶重置電話銀行密碼業務流程辦理。

個人資料

38. 所收集的個人資料是否受到保障？

答：我們尊重客戶之私隱，而且會採取一切合理措施確保客戶之個人資料受到保護。詳情請參

考本行《私隱聲明及責任聲明》。

任何經「e 開戶」提供用作申請本行服務之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客戶之身份證明文件之任何圖

像）可能會被傳送予本行之服務提供者（包括環聯資訊有限公司），並根據本行對提供有關服

務的「認識你的客戶」的要求及程式用於核證用途。所有資料，包括您的身份證相片、自拍照、

個人資料、用戶名稱及密碼，於傳送過程中都會受到強大的點對點加密程序保護。

39. 成功開戶後，如何更新我的資料？

答：如閣下想更改您的資料，需携同您的身份證明文件及最近三個月住址證明親臨本行任何一

間分行完成線上客戶轉分行客戶（即全功能客戶）的流程，屆時需要採集閣下的簽名，並通過

本行審批成功轉為分行客戶之後才可以更新閣下的資料。

https://www.icbcasia.com/ICBC/%e6%b5%b7%e5%a4%96%e5%88%86%e8%a1%8c/%e5%b7%a5%e9%93%b6%e4%ba%9a%e6%b4%b2/TC/%e5%80%8b%e4%ba%ba%e9%87%91%e8%9e%8d/%e8%b2%b8%e6%ac%be%e6%9c%8d%e5%8b%99/%e7%a7%81%e4%ba%ba%e5%88%86%e6%9c%9f%e8%b2%b8%e6%ac%be/disclaimer.htm


綜合戶口服務

一般服務

1. 我如何獲知工銀亞洲最新產品及服務資訊？

答：您可透過手機銀行「消息」功能收取工銀亞洲最新產品及服務消息。

2. 我可否查詢工銀亞洲所有分行網點信息？

答：可以。您可透過手機銀行「零售網點」查詢到工銀亞洲所有網點的具體信息，包括地址、

電話、傳真。

資產總覽

3. 我可否查詢我於工銀亞洲開立的綜合戶口結餘？

答：您可透過手機銀行的「資產總覽」查詢您已登記於手機銀行賬戶內所有相同名稱的賬戶之

餘額。

4. 如我未能在「資產總覽」內查詢名下賬戶資料應該怎辦？

答: 如您仍無法在「資產總覽」查詢名下的賬戶資料，請與本行聯絡。

5. 為甚麼手機銀行的「日誌查詢」中不能查看到所有的交易？

答: 「日誌查詢」功能只是顯示通過手機銀行完成的交易，您可以往「資產總覽」內查看賬戶

交易明細。

定期存款

6. 我是否必須先開立定期存款賬戶才可使用手機銀行服務開立定期存款？

答: 不需要，綜合賬戶已包括定期存款賬戶，閣下無需另申請單一定期存款賬戶。

7. 我可透過手機銀行服務辦理甚麼種類的定期存款？

答: 您可透過手機銀行服務辦理一般港幣、人民幣及外幣[包括：澳元、加元、日元、英鎊、歐

羅、瑞士法郎、美元、紐西蘭元及新加坡元]定期存款的開立、支取及更改到期指示。

8. 為什麼定期存款利率與存款行情資訊顯示利率不同？

答: 存款行情資訊中的利率只供參考，實際利率以開立定期存款交易執行時為準。您可於填寫

交易資料時點選「參考利率」欄中的「待查詢」以查詢最新利率。



9. 開立定期存款之最低金額為多少？

答: 定期存款之最低存款額如下：

港幣 1,000 元、人民幣 5,000 元、1,000 澳元、1,000 加元、100,000 日元、1,000 英鎊、

1,000 歐羅、1,000 瑞士法郎、1,000 美元、1,000 紐西蘭元、1,000 新加坡元。

10. 我可否透過手機銀行服務指示通知存款到期後轉存其他幣值？

答: 否。存款到期指示不接受其他幣值之轉賬。

11. 我開立定期存款後可否更改存款到期指示？

答: 可以。您可於存款到期前或當天之指定服務時間內更改存款到期指示。

12. 開立定期存款/支取定期存款/更改到期指示之服務時間為何？

答: 開立定期存款/支取定期存款/更改到期指示之服務時間為星期一至五早上 00:00 至下午

18:00 ﹙公眾假期除外﹚。

13. 我可否預先設立定期存款交易？

答: 可以。您可預先設立高達 90 天以內之定期存款。

14. 我可否取消已預先設立之定期存款交易？

答: 可以。您可於交易生效日期前任何時間，可在手機銀行刪除手機銀行預先設立之定期存款

交易。

資金轉入轉出

15. 什麼是「資金轉入轉出」服務？

答：「資金轉入轉出」是一個快速支付服務，您可透過此服務進行實時本行/跨行轉賬付款。除

了輸入賬戶號碼的傳統轉賬方式外，您亦可通過輸入收款人已綁定的流動電話號碼、電郵地址

直接進行轉賬，快捷簡便。同時，您亦可透過此服務將本行戶口綁定至您的流動電話號碼/電

郵地址作收款之用。交易成功後，付款人會收到 SMS 短訊及電郵通知，安全可靠。資金轉出

累計限額上限為每日港幣 10,000 元。

16. 我已開通手機銀行服務，我能否即時使用轉賬功能？

答: 不可以，手機銀行的資金轉出限額預設為零。您必須通過輸入有效證件號碼及短信驗證碼

來調高轉出交易額度。



17. 使用資金轉入轉出服務前客戶需具備甚麼條件？

答：使用此服務的客戶需符合以下所有條件:

1 已在本行登記有效的流動電話號碼

2 已在本行登記有效的電郵地址

3 已開通小額轉賬服務並設置小額轉賬限額

18. 工銀亞洲資金轉入轉出服務支持甚麼幣種？

答：此服務目前支持港幣和人民幣兩個幣種，但不接受兌換交易。

19. 我可以使用資金轉入轉出服務轉賬至不同銀行的收款人嗎？

可以。您可直接從您的銀行戶口扣除款項，隨時隨地通過輸入賬戶號碼或收款人已綁定的流動

電話號碼/電郵地址轉賬至其他本地銀行的賬戶持有人。跨銀行轉賬服務變得更全面、更有效

率。

20. 資金轉出服務的轉賬限額是多少？

答：資金轉出服務的轉賬限額上限為每日港幣 10,000 元。

21. 使用工銀亞洲資金轉入轉出服務是否需要繳付手續費？

答：不需要。本行的資金轉入轉出服務均不會收取手續費，但您可能需要為所使用的短訊、流

動數據及/或通話向您的流動通訊服務供應商支付有關費用。

22. 付款人可如何知道資金轉入轉出交易已成功？

答：成功提交資金轉入轉出指令後，付款人會收到相關交易的 SMS 短訊和電郵通知。付款人

可於「查詢交易記錄」功能中查詢最近一年內的付款交易記錄及其處理狀況。

貨幣買賣

23. 貨幣買賣之服務時間為？

答: 服務時間為星期一上午 8 時至星期六下午 1 時(12 月 25 日及 1 月 1 日除外), 本行會即時處

理交易; 其他時間段所提交的指令, 本行會在下一個營業日處理。

24. 我可進行哪些貨幣的買賣？

答: 「貨幣買賣」功能可兌換多種熱門貨幣包括英鎊、人民幣、歐元、澳元、加拿大元、日元、

新加坡幣、紐西蘭、瑞士法郎及美元。



繳費站

25. 我可透過手機銀行服務繳付哪些商號的賬單？

答：您可以繳付包括公用事業如中華電力，政府部門如差餉，教育部門如香港建造學院，電訊

如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等多項低風險商戶。

26. 在手機銀行繳付賬單前是否需要向銀行預先登記繳款賬單？

答：商戶繳費都不需要預先登記。

27. 什麽是繳費範本？如何登記？

答：繳費範本為閣下儲存繳費指示，若日後您需要進行類似的繳費，您可儲存該交易為範本。

在日後使用範本進行繳費時，您僅需根據需要對範本作出必要更改，毋須重新輸入所有資料，

省時方便。

28. 賬單繳付的服務時間為多久?

答：手機銀行提供 24 小時繳付服務，在截數時間後辦理的交易將撥作次營業日賬。（截數時

間為星期一至五下午 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