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註冊地址: 

110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 333 號 13, 14 樓 

網址: www.hsbc.com.tw  
 

本新聞稿發行機構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8月 7日 

 

 

滙豐台灣 8月外幣優利定存超犀「利」 

*美元 3%優惠年率延長、人民幣最高優惠年率達 4%、豐富 5 大外幣可供選擇* 

*另推出新臺幣搭配美元之優利定存方案，最高優惠年率達 1.6%* 

 

美國第 2季經濟成長率初步預估為 4.1%，為近 4年來最快速的成長，美金下半

年有望續強。看準客戶需求，滙豐(台灣)商業銀行延長美元加碼優利定存專

案，即日起至 2018年 8月 31日止，本行「卓越理財」與「運籌理財」專戶之

客戶可承作 12個月期、年化利率 3.0%之美金定存專案，另外也同步推出 3個

月期、年息 2.6%之美元定存專案。 

 

幣別 
12個月

(年息) 

3個月

(年息) 
承作金額 定存資金來源 

人民幣 4.0% 3.5% 
單筆最低承作

金額：等值新

臺幣 30萬元 

 

每一客戶最高

承作總限額：

等值新臺幣

1,500萬元 

以客戶於定存承作日(含)前四

星期內(以下稱「新資金定義期

間」)自他行匯入/存入本行之

新增資金為限。惟不包含本行

定期存款到期之本金及利息、

各項理財商品/活利投資組合/

雙元雙利投資組合之投資贖回

款、保險解約金及滿期金、向

本行申請之各種貸款，亦不包

含客戶自本行匯(提)出再匯(存)

入之臺、外幣資金。 

美元 3.0% 2.6% 

澳幣 2.2% 2.1% 

紐幣 2.2% 2.1% 

加幣 1.8% 1.6% 

其他優惠：本行「卓越理財」與「運籌理財」理財專戶之客戶自其他金融機構匯入外

幣，皆可享國外匯入或一般匯款手續費免費之優惠。

本專案限於分行臨櫃或透過電話銀行理財服務辦理，不適用本行網路銀行理財服務。

詳細說明請參閱下列相關條款及注意事項。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個人金融暨財富管理事業處財富管理業務部資深副總裁王

金生表示：「我們認為，隨著外匯市場持續修正其在 2018上半年過於看跌美元

的觀點，美元上漲還將持續。美國聯準會對經濟前景展望樂觀，近期全球貿易

較為緊張的局面，也讓美元持續具有避險魅力；加上本波美元的上漲幅度還不

算太大，美元的牛市趨勢可望繼續。」 

 

而在全球各經濟體成長及通膨趨勢漸行分歧下，採用多元配置的財富管理策略

較能控制風險，投資人亦可考慮不只一種外幣投資標的。除美元外，即日起至

http://www.hsbc.com.tw/


2018年 8月 31日止，滙豐台灣亦對本行「卓越理財」與「運籌理財」專戶之

客戶提供其他四大幣別 12個月期、3個月期的優利定存，其中人民幣 12個月

期及 3個月期優惠年化利率分別達 4.0%及 3.5%，而澳幣、紐幣的 12個月期及

3個月期定存年息，亦分別達 2.2%及 2.1%。加幣 12個月期及 3個月期定存年

息則分別為 1.8%及 1.6%。 

 

另外，對於有新臺幣存款需求的消費者，滙豐台灣亦推出「臺給利」定存方案

供選擇。即日起至 2018年 10月 31日止，滙豐台灣「卓越理財」與「運籌理

財」專戶之客戶可承作 3個月期、年化利率 1.1%之新臺幣定存專案，單筆最低

承作金額為新臺幣 50萬元；另外，客戶亦可選擇「我愛臺美」優利方案，同時

承作新臺幣與美元 6個月期定存，單筆達等值新台幣 50萬元，其中與美元承作

金額等值之新臺幣定存可享年化利率 1.6%之專案優惠利率，而美元部分則可享

1.0%之年化利率。 

 

方

案 

幣

別 

定存

期別 

優惠利率 

(年息) 
承作金額 定存資金來源 

我

愛

臺

美 

新

臺

幣 
6 

個 

月 

1.6% 
單筆最低承作金額：等

值新臺幣 50萬元 

 

每一客戶最高承作總限

額：等值新臺幣 1,500

萬元 

 

其中【我愛臺美】方案

之新臺幣承作金額以美

元承作金額之等值新臺

幣為上限(且客戶得僅

承作美元) 

以客戶於定存承作日(含)

前四星期內(以下稱「新資

金定義期間」)自他行匯入

/存入本行之新增資金為

限。惟不包含本行定期存

款到期之本金及利息、各

項理財商品/活利投資組合

/雙元雙利投資組合之投資

贖回款、保險解約金及滿

期金、向本行申請之各種

貸款，亦不包含客戶自本

行匯(提)出再匯(存)入之

臺、外幣資金。 

美

元 
1.0% 

臺

給

利 

新

臺

幣 

3 

個 

月 

1.1% 

其他優惠：本行「卓越理財」與「運籌理財」理財專戶之客戶自其他金融機構匯入外

幣，皆可享國外匯入或一般匯款手續費免費之優惠。

本專案限於分行臨櫃或透過電話銀行理財服務辦理，不適用本行網路銀行理財服務。

詳細說明請參閱下列相關條款及注意事項。

 

更多活動詳情與相關注意事項，請查詢滙豐台灣官方網站

http://www.hsbc.com.tw。 

 

完／更多 

 
免責聲明 

本文件僅為一般的市場評論，並不構成投資建議或回報保證。且無意作為買賣任何證券或金融

工具的請求或要約。 



所有的資訊、觀點及任何所提及的價格，係依據資料製作當時情況進行判斷，未就任何特定投

資目標或客戶需求進行市場分析，且嗣後均可能因各種政治、經濟或市場等本行所無法控制之

因素的變化而更動或改變，滙豐(台灣)、滙豐集團及其關係企業並不負通知的義務，因使用本

文件資料所生之直接或間接損失，滙豐(台灣)亦不負擔任何責任。 

本文件內容非經同意，不得為任何目的將其內容之全部或一部予以散佈或以任何方式重製或轉

寄予任何第三人。 
 

 

「滙豐(台灣)外幣優利定存專案」相關條款及注意事項(五大外幣優利定存) 

一、 專案期間：2018年 8月 1日至 2018年 8月 31日 

二、 參加資格：本行之『卓越理財』與『運籌理財』之客戶(不適用於法人及國際金融業務分

行(OBU)客戶) 

三、 專案內容、定存承作條件及限制： 

(一)專案期間內，符合上述參加資格之客戶，可享有 3個月與 12個月期別外幣定存之優惠方案

(以下稱「本專案」)。相關承作條件如下  

1. 承作幣別、期間及優惠利率： 

幣別 3個月 12個月 單筆承作金額 

加幣 1.6% 1.8% 

單筆最低承作金額：等值新臺幣 30萬元 

每一客戶最高承作總限額：等值新台幣 1,500

萬元 

紐幣 2.1% 2.2% 

澳幣 2.1% 2.2% 

美金 2.6% 3.0% 

人民幣 3.5% 4.0% 

2. 定存資金來源：以客戶於定存承作日(含)前四星期內(以下稱”新資金定義期間”)

自他行匯入/存入本行之新增資金為限。惟不包含本行定期存款到期之本金及利

息、各項理財商品/活利投資組合/雙元雙利投資組合之投資贖回款、保險解約金及

滿期金、向本行申請之各種貸款，亦不包含客戶自本行匯(提)出再匯(存)入之臺、

外幣資金。 

3. 定存筆數、金額限制：專案期間內，每一客戶單筆最低承作金額為等值新臺幣 30

萬元，最高承作總限額為等值新臺幣 1,500萬元。每位客戶不限定存承作筆數。 

(二) 其他承作限制： 

1. 匯率之計算與外匯申報規定：本專案所涉相關匯率之計算，應依客戶每次承作本定

存專案時本行當日之牌告匯率為準；另有關承作本定存專案所涉之外匯相關事宜，

應依外匯相關規定辦理申報及遵守外匯限額。又本專案因涉及外匯匯率，會有外幣

匯率之風險。  

2. 客戶承作本專案期間內，必須符合本專案定存所具有之資格及條件，且不得違反本

專案及本行定存相關條款或契約之規定；否則應自始喪失享有本專案外幣定存優惠

之資格，且客戶所承作之本專案外幣定存將視為自始適用本行一般定存牌告利率。  

3. 客戶承作本專案定存之定存期間屆至時，本行將依客戶於定期存款申請書中之到期

處理指示辦理；惟若客戶未於定期存款申請書中指示者，本行將以客戶承作本專案

定存之相同期間及續存日本行牌告利率自動續存本金及利息。  

4. 本專案僅適用於無存單到期付息或無存單每月付息之定存產品，且不得辦理質借。  

5. 如客戶日後將本專案之優惠定存辦理提前解約時，本行將依「定期存款質借及提前

解約辦法」相關規定辦理。亦即，該筆提前解約定存之利息，外幣部份將按起息日

當日承作期別之本行定存牌告利率八折計算(非以加碼後之優惠定存利率八折計

算)。舉例來說，客戶原承作 3個月期美金，存滿 1個月零 3天欲提前解約，該筆

定存起息日當日之本行美金 3個月期牌告利率為 0.75%，利率計算方式為 0.75% x 

0.8 =0.6%。另定存不足一個月而提前解約時，將不予計息。  

6. 本專案須臨櫃(非保險業務專區)或透過電話銀行理財服務辦理，不適用本行網路銀

行理財服務。  

7. 如有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行開戶總約定書規定辦理。  

8. 本專案不得與其他定存加碼優惠合併使用。  

9. 本行保留接受客戶參與本專案之權利，若有任何不符合參加資格、超過專案額度或

違反法律或法令限制之情形，本行將不予受理本專案之申請。又若因主管機關或法

令之規定取消、終止或變更本活動內容，本行將於網站上公告，如因之必須提前解

約，客戶同意配合辦理，且仍需依定存提前解約之相關規定辦理。 



(三) 收益計算方式與範例： 

1. 假設本行客戶林先生於 8月 1日自他行匯入美金，承作本專案-美金 3個月期，其

承作金額為美金 20萬元(假設等值新臺幣六佰萬元)。依照本專案優惠年利率為

2.6%計算，若林先生定存存續至到期日，則其可獲得之利息為美金 1,300元（其計

算方式為：200,000*2.6%/360*90），以原幣計算 3個月之實際收益率為 0.65%。  

2. 而若假設林先生當初係以匯率新臺幣 30元兌換 1美金，將帳戶中新臺幣兌換成美

金 20萬元來承作本專案，到期日時，若匯率為新臺幣 29元兌換 1美金，林先生想

將到期之美金換回新臺幣，則林先生獲得利息收入美金 1,300元(等值新臺幣

37,700元)，但因另有新臺幣 20萬匯差損失，匯率風險可能損及全部利息收入金

額，且利息加計匯差損失後之 3個月實際收益率為-2.7%；但若林先生選擇繼續持

有美金，則實際損益應依換匯時之匯率重新計算。 

 

「滙豐(台灣)優利定存專案」相關條款及注意事項(我愛臺美、臺給利) 

一、 專案期間：2018年 7月 1日至 2018年 10月 31日 

二、 參加資格：本行之『卓越理財』與『運籌理財』之客戶(不適用於法人及國際金融業務分

行(OBU)客戶) 

三、 專案內容、定存承作條件及限制： 

(一)專案期間內，符合上述參加資格之客戶，可享有以下之定存優惠方案(以下稱「本專案」)。

相關承作條件如下： 

1. 承作幣別、期間及優惠利率： 

優利方案 幣別 定存期間 
優惠利

率(年息) 
單筆承作金額 

方案 1 

我愛臺美 

新臺幣 6個月 1.6% 
單筆最低承作金額：  

等值新臺幣 50萬元  

每一客戶最高承作總限額：  

等值新臺幣 1,500萬元  

 

其中【我愛臺美】方案之新臺幣承

作金額以美金承作金額之等值新臺

幣為上限(故客戶得僅承作美金) 

美金 6個月 1.0% 

方案 2 

臺給利 
新臺幣 3個月 1.1% 

2. 定存資金來源：以客戶於定存承作日(含)前四星期內(以下稱「新資金定義期間」)

自他行匯入/存入本行之新增資金為限。惟不包含本行定期存款到期之本金及利

息、各項理財商品/活利投資組合/雙元雙利投資組合之投資贖回款、保險解約金及

滿期金、向本行申請之各種貸款，亦不包含客戶自本行匯(提)出再匯(存)入之臺、

外幣資金。  

3. 定存筆數、金額限制：專案期間內，每一客戶單筆最低承作金額為等值新臺幣 50

萬元，最高承作總限額為等值新臺幣 1,500萬元。每位客戶不限承作筆數。其中

【我愛臺美】方案之新臺幣承作金額以美金承作金額之等值新臺幣為上限。  

4. 專案總限額: 本專案總限額為新臺幣 50億元，額滿後本行將提前結束本專案，並公

告於本行網站。 

(二) 其他承作限制： 

1. 匯率之計算與外匯申報規定：本專案所涉相關匯率之計算，應依客戶每次承作本定

存專案時本行當日之牌告匯率為準；另有關承作本定存專案所涉之外匯相關事宜，

應依外匯相關規定辦理申報及遵守外匯限額。又本專案因涉及外匯匯率，會有外幣

匯率之風險。  

2. 客戶承作本定存專案，不得違反本專案及本行定存相關條款或契約之規定；否則應

自始喪失享有本專案定存優惠之資格，且客戶所承作之本專案定存將視為自始適用

本行一般定存牌告利率。  

3. 客戶承作本專案定存之定存期間屆至時，本行將依客戶於定期存款申請書中之到期

處理指示辦理；惟若客戶未於定期存款申請書中指示者，本行將以客戶承作本專案

定存之相同期間及續存日本行牌告利率自動續存本金及利息。  

4. 本專案僅適用於無存單到期付息或無存單每月付息之定存產品，且不得辦理質借。  

5. 如客戶日後將本專案之優惠定存辦理提前解約時，本行將依「定期存款質借及提前

解約辦法」相關規定辦理。亦即，該筆提前解約定存之利息，新臺幣部份依定存起

息日當日之存滿期數之牌告利率八折計息(非以加碼後之優惠定存利率八折計算)。

舉例來說，客戶原承作 3個月期定存，存滿 1個月零 3天欲提前解約，該筆定存起



息日當日之本行新臺幣 1個月期牌告利率為 0.5%，利率計算方式為 0.5% x 0.8 

=0.4%。美金部份則依起息日當日承作期別之本行定存牌告利率八折計算。舉例來

說，客戶原承作 6個月期美金，存滿 1個月零 3天欲提前解約，該筆定存起息日當

日之本行美金 6個月期牌告利率為 0.75%，利率計算方式為 0.75% x 0.8 =0.6%，上

述新臺幣/美金定存不足一個月而提前解約時，皆不予計息。另【我愛臺美】方案

若辦理提前解約，新臺幣與美金之定存解約必須同時辦理，不可單獨解約新臺幣或

美金定存。  

6. 本專案須臨櫃(非保險業務專區)或透過電話銀行理財服務辦理，不適用本行網路銀

行理財服務。   

7. 如有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行開戶總約定書規定辦理。  

8. 本專案不得與其他定存加碼優惠合併使用。   

9. 本行保留接受客戶參與本專案之權利，若有任何不符合參加資格、超過專案額度或

違反法律或法令限制之情形，本行將不予受理本專案之申請。又若因主管機關或法

令之規定取消、終止或變更本活動內容，本行將於網站上公告，如因之必須提前解

約，客戶同意配合辦理，且仍需依定存提前解約之相關規定辦理。 

(三) 收益計算方式與範例： 

假設本行客戶林先生於4月1日自他行匯入新資金(新臺幣600萬元)，換匯後承作

【我愛臺美方案】-新臺幣/美金六個月期，其承作金額分別為新臺幣300萬元與美

金10萬美元(假設匯率為新臺幣30元兌換1美金)。依照本專案優惠年利率為新臺幣

1.6%與美金1.0%計算，若林先生定存存續至到期日，新臺幣部分可獲得之利息為

新臺幣24,066元（計算方式為：3,000,000*1.60%/365*183），美金部分可獲得之利

息為美金508元（計算方式為：100,000*1.0%/360*183）。假設匯率不變下，林先

生想將到期之美金換回新臺幣，則計算三個月之實際收益率為0.66%(計算方式為：

(24,066+508*30)/6,000,000)。惟匯率若有變化，匯率風險可能損及全部利息收入金

額，其實際損益應依換匯時之匯率重新計算。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滙豐(台灣))為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在台灣設

立之子公司，於2010年5月1日正式營運，總部設在台北。滙豐在台灣的歷史可回溯至1885年在

淡水指定代理商推展業務，並於1984年在台北正式成立分行。滙豐(台灣)目前在全台灣設有30

家分行，協同滙豐集團其他在台成員為客戶提供全方位的個人金融與財富管理、工商金融、企

業金融、私人銀行和資產管理等服務。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是滙豐集團的母公司，總部設於倫敦。滙豐集團在歐洲、亞洲、北美洲、拉

丁美洲及中東和北非 66個國家和地區設有約 3,800個辦事處，為全球客戶服務。於 2018年 6月

30日，集團的資產值為 26,073億美元，是全球規模最大的銀行和金融服務機構之一。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