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行指示 – 本地轉賬  
 

Hong Kong/CBG/BOS/0060(xx/21))   Page 1 of 2 
星 展 銀行 (香 港 ) 有限 公司  
DBS Bank (Hong Kong) Limited 

 

致: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下稱「銀行」，包括其繼承人和受讓人) 

分行:   日期:   

註:  

 1.  此表格備有中文及英文版。如你選用此申請表格提交申請，即表示你同意選用（中文版）之申請表格及完全明白表格內之全部內容。This 

application form is available in both English & Chinese versions. By completing this application form you agree to use this Chinese version 
and confirm that you understand all of its contents as set out below.  

2. 請用英文正楷填寫，並在適當方格內加上「√」號及刪除不適用者，並刪去未被應用之空位。 

3. 此常行指示須為銀行接納始生效。常行指示會於銀行收到及接納後，至少需要 3 個銀行工作天才生效。 

戶名 支款戶口號碼 貨幣 

請在本人/我們上述戶口內扣除常行指示支款金額: 

收款人姓名 每次支款金額(貨幣與支款戶口相同) 

收款銀行名稱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款人戶口: 
銀行編號 分行編號 戶口號碼 

 
     

  

支款週期  每日(星期六、星期日及公衆假期除外) 

 每月 

 支款日為 ______________ 號 

 支款日為該月份第一個銀行營業日 

 支款日為該月份最後一個銀行營業日 

 每星期  ______________ 

 每季:  為 ______________ 號 

 每半年:  為 ______________ 號 

 每年:  為 ______________ 號 

首次支款日期 _________ / 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 
       日                         月                             年 

最後一次支款日期 
 _________ / 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  直至另行通知 

       日                      月                              年 

附言/付款備考(如有): 

(最多 18字位) 

給收款人: 

 

聲明 

本人／我們已詳閱及同意遵守適用條款及細則，並特此確認知悉當中下列條款，以執行常行指示: 

1. 本人/吾等明白須在指定的支付日期前最少兩個銀行營業日，戶口內備有足夠款項以便支付上述安排。倘遇本人／吾等戶口存款不

足或透支過額，銀行可毋須代付，於以上情況下，銀行可自本人／吾等之戶口扣除因存款不足以致退回常行指示的手續費。 

2. 銀行可按銀行最後所知悉之本人／我們的地址致函通知本人／我們取消上述安排而毋須說明理由。 

3. 銀行可由本人／我們戶口內扣除因執行此常行指示而所需之各項費用。 

4. 除銀行或其員工之疏忽或欺詐所導致之直接損失(並以此為限)外，銀行毋須因電腦故障或非人力所能控制而引起之延誤或錯漏而

負責。 

5. 在銀行要求下，本人／我們須承擔銀行因秉誠執行本人／我們的指示而導致或蒙受的任何申索、行動、責任、損失、損害、費用

及開支(包括所有合理開銷的法律及其他成本及開支)。 

6. 本人／我們同意此表格内所有提供之資料或銀行（或其他 DBS 集團成員）為本人／我們提供服務時所得之資料均受銀行不時頒佈

有關客戶資料之資料政策通知或其他有關通訊的約束。有關通知或其他通訊可於銀行各分行索取或於銀行網頁（www.dbs.com.hk）

取閱。 

7. 本人／我們明白，銀行擬將本人/我們的個人資料用於直銷推廣，惟必須先獲得本人／我們的同意。本人／我們曾就是否接收直銷

推廣聯繫或資訊作出選擇，本人／我們現確認本人/我們的現有選擇將維持不變，而本申請表內提供的所有資料均可根據該項選擇

加以使用。本人／我們明白，如本人／我們欲更改現有的選擇，本人／我們可隨時填妥拒絕直銷推廣表格後交回銀行，且毋須就

此支付任何費用。 

 

請確認你的指示已清楚,準確及完整地填妥於本表格內才簽署作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簽署應與留存銀行之印鑑相符） 

聯絡電話 

 

For Bank Use Only 

Customer Type:    DBS Treasures    DBS Account    Mass 

Attended by: 

 

 

 

 
(Signature, Name & Date) 

Initial the action(s) taken: 

 
 

(Mark name & date if different 
from the attending staff.) 

Approved by: 

 

 

 

 
(Signature with No., Name & Date) 

T&O - CLGO 

SI Reference No. Charge collected on: 

by: 
Rejection Fee :    Y          N 

Input by Activated by 

 

 

Community Med Care Clinic Limited

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143004 134476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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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及細則 (“T&C”) 

1. 此常行指示須為銀行接納始生效。銀行將就以本表格取消或更改常行指示收取本行不時釐定的費用，詳情請參見「銀行服務

收費表」。 

2. 此常行指示僅於銀行營業日(指在香港的商業銀行一般營業的日子（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除外）)執行。 

3. 倘若任何支款日為星期六、星期日或公衆假期，常行指示將順延至下一個銀行營業日執行，除非常行指示的支款週期指定為

(i)每日，或(ii)每月最後一個銀行營業日。 

4. 倘若此常行指示的支款週期指定為每日，當任何支款日為星期六、星期日或公衆假期，則該支款日應作出的轉賬將不會被執

行。 

5. 倘若此常行指示的支款週期指定為每月最後一個銀行營業日，當任何支款日為星期六、星期日或公衆假期，常行指示將提早

至前一個銀行營業日執行。 

6. 倘若任何支款日原本為銀行營業日但銀行全日均未能營業 (如八號颱風懸掛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的日子)，該支款日應作出的

轉賬將會繼續執行。 

7. 倘若支賬戶口於任何支款日因存款不足而未能執行本常行指示，該支款日應作出的轉賬將不會被執行，但不會影響其後的常

行指示。銀行將就存款不足以致未能執行常行指示而收取銀行不時釐定的費用，詳情請參見「銀行服務收費表」。 

8. 銀行不會就每項按照本常行指示執行的轉賬發出通知單，客戶可於月結單或存摺內查閱轉賬詳情。 

9. 任何以常行指示更改／取消表格取消或更改本常行指示的通知須於屬意的取消／更改生效日最少三個銀行營業日之前提交至

銀行。銀行將就取消或更改常行指示收取本行不時釐定的費用，詳情請參見「銀行服務收費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