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Lab Card
可設定交易限額
WeLab Bank由建銀國際、世界銀行集團成員

IFC、阿里巴巴、TOM 集團共同推出，而
WeLab Bank 旗 下 推 出 的 「WeLab Debit
Card」，同樣沒有年費，以及無任何卡號、安全
碼（CVV）或有效日期，避免Debit Card資料
被盜取。而且每次交易都會收到即時通知，以及
用戶可以設定交易限額，透過手機了解自己的消
費模式；WeLab Debit Card接受Mastercard的
店舖或網站碌卡簽賬，同時也可於全港Jetco網
絡提取現金免費，不過經全港Mastercard或Cir-
rus網絡提取現金，每次收30元。優惠方面，即
日起至今年底，在OpenRice落單，無論外賣自
取或者買餐飲，用WeLab Debit Card結賬都有
現金折扣，例如每逢星期二或四，外賣自取滿80
元即減20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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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港88間虛擬銀行陸續開業間虛擬銀行陸續開業，，已經對傳統銀行構成競爭已經對傳統銀行構成競爭，，為了搶攻以信用卡為了搶攻以信用卡

主導的消費市場主導的消費市場，，虛擬銀行紛紛推出扣賬卡虛擬銀行紛紛推出扣賬卡(Debit Card)(Debit Card)，，向用家提供消費回向用家提供消費回

贈及優惠贈及優惠，，攻勢拍得住信用卡攻勢拍得住信用卡。。今期數據生活比較市面上三張扣賬卡今期數據生活比較市面上三張扣賬卡，，包括包括

「「ZA CardZA Card」、「」、「Mox CardMox Card」」及及「「WeLab Debit CardWeLab Debit Card」，」，看看哪張卡提供的看看哪張卡提供的

優惠最多和最實用優惠最多和最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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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 Card
可自訂卡號尾6位數
開設虛擬銀行旗下的Debit Card，多數只要下載該虛擬銀行的
手機App就可以同時申請，提供個人資料以及本地住址等資料，
就可以開戶，實體卡會根據用戶提供的地址寄給用戶。「ZA
Card」是屬於ZA Bank發行的扣賬卡，ZA Bank為眾安集團旗下
的虛擬銀行，ZA Card是一張扣賬卡，沒有年費，簽賬時直接從
活期賬戶扣數，有助消費者更容易掌握開支預算。ZA Card設有
全港首創自訂卡號，持卡人可以自訂卡號的最後6位數字。此
外，ZA Card同時支援感應式 Visa payWave，付款時輕拍卡即
可，無須刷卡或簽名。

可用App鎖卡 櫃員機提款
另外，網購時不用等SMS確認交易，在App內確認交易便
可。此外，ZA Card實體卡上將沒有顯示CVV(安全碼)和到期
日，以及不用在卡上簽署，減少被盜用的風險。如不小心不見了
實體卡，可透過App鎖卡，避免被人用以購物。與此同時，ZA
Card可於有顯示Visa logo的櫃員機，以實體卡免費於全港所有
銀行超過3,000部櫃員機提取現
金，同時亦支援全球近300
萬部櫃員機。優惠方
面，用 ZA Card 在
Deliveroo訂餐可享
11%現金回贈、
網上簽賬可享高
達 6% 現 金 回
贈、特選商戶購
買咖啡可享買一
送一優惠等。

差距仍遠

信用卡交易額遠勝扣賬卡
雖然近年虛擬銀行力谷扣賬卡，但一時三刻都難以取代信用卡
的地位，因為信用卡在總交易量和交易總額方面均較扣賬卡為
多。根據金管局資料顯示，今年第2季，在市面流通的信用卡總
數約1,952萬張，按季下跌0.5%，按年下跌0.4%。季內，信用卡
的總交易量為2.037億宗，較上一季增加0.4%，按年則減少
0.6%。而第2季的信用卡交易總額約1,436億元，按季減少
15.7%，按年減少24.3%。
扣賬卡方面，今年第2季，涉及零售銷售及支付賬單的扣賬卡

總交易量為3,543萬宗，按季減少6.3%、按年則減少8%。而第
二季，扣賬卡的交易總額為近690億元，按季減少19.2%，按年
則減少16.8%。

扣賬卡vs信用卡

不會先使未來錢
香港文匯報訊 信用卡（Credit Card）可謂是一般
消費者最常用的消費工具，信用卡和扣賬卡（Debit
Card）的分別，在於「先使未來錢」概念上的分別。
扣賬卡會連接銀行戶口，直接於特定戶口扣除款項，
戶口餘款不足就不能完成交易，與信用卡先消費後付
款的模式有所不同，更容易掌握自己的消費能力，以
免「使大咗」應付不到卡數支出。而且，申請扣賬卡
時不需繳交入息證明等待銀行審批，而銀行也不需要
參考信貸記錄來出卡。同時，扣賬卡可用於提款而不
會衍生現金透支手續費及利息，但有個別銀行或會收
取提款手續費，用戶需要留意。
至於信用卡就是一種信貸服務，需要銀行審批信用
額，信用卡持卡人先以信用額消費，後交卡數，屬於
「先使未來錢」的概念，出卡需要遞交入息證明如最
近3個月糧單等，以證明有足夠能力償還卡數，申請
時銀行也會參考信貸報告，如信貸評級不理想，可能
會影響出卡的成功率。此外，如果每個月遲交卡數，
或只還最低還款額，會被收取利息和手續費罰款。

Mox Card
可加入手機錢包

另一張扣賬卡為「Mox Card」，Mox為渣打銀行旗下的
虛擬銀行，聯同香港電訊、電訊盈科及Trip.com攜手建
立。Mox Card同樣沒有年費，Mox Card為亞洲首張全功能
無號碼銀行卡，實體卡不會印上卡號、到期日或CVV驗證
碼，將遺失個人資料的風險大幅降低。啟動Mox Card無須
致電申請，只需把Mox Card貼近手提電話背面並設定
ATM PIN即可完成。此外，將Mox Card加入Apple Pay或
Google Pay之後，即可開始消費。同時，Mox Card可免費
使用香港超過2,000部 JETCO ATM，亦可利用全球超過
260萬部Mastercard ATM提款。

任何消費享1%現金回贈
優惠方面，所有合資格消費，均可享1%無上限Cash

Back。由即日起至今年底止，於Mox創始商戶消費可賺取
5%超級CashBack，回贈高達1,000元。至於Mox的Cash
Back並非積分，是真正現金。Mox的CashBack會每日存到
用戶的Mox戶口，即時賺取利息，在消費同時增值財富。

ZA Card

◆沒有年費、簽賬時直接從活期賬戶扣數、支援感應式Vi-
sa payWave，付款時輕拍卡即可，無須刷卡或簽名；

◆鎖卡及解鎖，在App內辦妥，每筆交易均有即時推送通
知；

◆認住Visa logo，以實體卡免費於全港所有銀行超過 3,000
部櫃員機提取現金，同時亦支援全球近300萬部櫃員機，
但海外提款每次要收取20元。

Mox Card

◆沒有年費，為亞洲首張全功能無號碼銀行卡，實體卡
不會印上卡號、到期日或CVV驗證碼，遺失個人資
料的風險大幅降低；

◆將Mox Card加入Apple Pay或Google Pay之後，即
可開始消費；

◆不設最低戶口結餘要求；免費使用香港超過2,000部
JETCO ATM提取現金，亦可利用全球超過260萬部
Mastercard ATM提款，但經Mastercard網絡的本地
現金提款，每個交易需收取20元。

WeLab Debit Card

◆沒有年費，無任何卡號、安全碼（CVV）
或有效日期，避免Debit Card資料被盜取；

◆每次交易都會收到即時通知，以及可以設
定交易限額，透過手機了解自己的消費模
式；

◆接受Mastercard的店舖或網站碌卡簽賬；
全港Jetco網絡提取現金免手續費，而經全
港Mastercard或Cirrus網絡提取現金，每次
要收30元。

Debit CardDebit Card 與與 CreditCredit
CardCard（（信用卡信用卡））最大的分別最大的分別

是是，，Debit CardDebit Card 會連接銀行戶會連接銀行戶
口口，，直接於特定戶口扣除款項直接於特定戶口扣除款項，，戶口戶口
餘款不足就不能完成交易餘款不足就不能完成交易，，與信用卡與信用卡
先消費後付款的模式有所不同先消費後付款的模式有所不同，，更更
容易掌握自己的消費能力容易掌握自己的消費能力，，以以

免免「「使大咗使大咗」」應付不到卡應付不到卡
數數。。。

什麼是扣賬卡？

扣賬卡優惠詳情
ZA Card
Deliveroo訂餐可享11%現金回贈、網上簽賬可享高達6%現金
回贈、特選商戶購買咖啡可享買一送一優惠、憑實體ZA Card
或透過Apple Pay於商店完成合資格簽賬，即可以參加「最勁
抽」，最高可以抽到200%現金回贈。

Mox Card
所有合資格消費，均可享1%無上限CashBack；即日起至今年
底止，於Mox創始商戶消費可賺取5%超級CashBack，回贈高
達1,000元；Mox的現金回贈並非積分，是真正現金，並會每日
存到你的Mox戶口，即日賺取利息。

WeLab Debit Card
即日起至今年11月底，所有客戶消費可享1%現金回贈，最多
1,000元現金回贈；即日起至今年底，在OpenRice落單，無論
外賣自取或者買餐飲，用WeLab Debit Card結賬都有現金折
扣，例如每逢星期二或四，外賣自取滿80元即減20元；即日起
至今年底，Deliveroo訂外賣滿250元（不包括運費），再輸入
每月份指定優惠碼，每單外賣即可享有25元折扣優惠，每個月
最多用兩次折扣優惠。

以上3間虛擬銀行推
出的扣賬卡，均較傳統
信用卡安全，因為卡上
沒卡號以及不需用戶在
卡背上簽名，並且連接
手機銀行App使用。但
就要留意，如果用扣賬
卡到指定櫃員機提取
現金，有部分卡是需
要收取手續費，用
戶要多加留意。

總結來說

■ 疫情之下經疫情之下經
濟差濟差，，打工仔打工仔
收入減少收入減少，，消消
費決定需要更費決定需要更
審慎審慎，，以扣賬以扣賬
卡取代信用卡卡取代信用卡
有助避免先使有助避免先使
未來錢未來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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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顏倫樂) 第4
波疫情來勢洶洶，但發展商仍然積極
推盤。過去的周六日不乏新盤開賣，
其中五礦地產旗下油塘蔚藍東岸周六
全新發售，新地亦於當日重推南昌站
上蓋匯璽III，涉及78伙，主打逾千

方呎的4房大單位。其中單計蔚藍東
岸便有256宗成交，佔周六日總成交
量的76%，匯璽III亦售出52伙，兩
盤推高周六日一成交量至約338伙。

蔚藍東岸賣逾九成 套現22億
五礦地產旗下油塘蔚藍東岸於周

六發售，此前項目共收到逾4,900
票。項目日前首輪開賣279伙，另有
1伙以招標方式出售，最終單日售出
256伙（包括其中一夥招標單位），
佔可供發售的92%，套現金額按折實
價計為約22億元。
而新地匯璽III於周六亦重推南昌

站上蓋匯璽III，涉及78伙，最後售
出約52伙，佔可售單位的64%。連

同零星成交，周六一手成交量高達
324伙，不過周日新盤市場失去焦
點，市場復歸平靜，周日僅錄得14
宗成交。而累計兩日，一手市場成交
合共338宗。

柏傲莊II呎造30232元 新界新高
至於新世界與港鐵合作之大圍站上

蓋項目柏傲莊II，周六日再錄成交，
沽出一伙頂層一房戶，單位為第7
(7A)座62樓F單位，實用面積345方
呎，連203呎天台，成交價1,043萬
元，呎價30,232元，再創項目新高，
料呎價更打破新界一房戶紀錄。
據了解，柏傲莊II由月初累售至
今，共售出1,349伙單位，佔項目單

位總數(1,415)逾95%，套現逾154億
元，項目可售單位尚餘38伙，包括
16伙開放式戶及22伙一房戶。

本木加推36伙 平均呎價25727元
另外，恒地旗下佐敦新盤「本木」

上周五開賣 68伙，最後沽出近 67
伙，發展商其後加推36伙，折實平
均呎價25,727元。截至昨日下午6
時，過去周六日累計參觀人次近
1,000人。同時利嘉閣地產表示，將
為本木買家送贈置業優惠，由12月1
日起，凡透過該行購入本木之首15
名新買家，即可獲贈價值港幣1.2萬
元的「RIMOWA」行李箱，合共總
值18萬元。

一手盤頻推售 兩日成交近340伙 無懼疫情 二手成交上升

■ 圖為市民參觀恒地新盤「本木」
示範單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顏倫樂) 疫情反覆惡化，但由於新一份施
政報告大方向為增加供應，未有調整辣招，市場預期日後「求過
於供」情況不變，導致周六日十大屋苑交投不跌反升。
中原地產統計，周六日十大屋苑錄得15宗成交，較上周末的9

宗上升66.7%。美聯周末十大屋苑亦錄得15宗成交，按周上升
15.4%，連續17周錄得雙位數。美聯物業分行統計，剛過去周六
日，10大屋苑合共錄得約15宗買賣成交，較之前一周的13宗上
升約15.4%，連續17周錄得雙位數。
不過，利嘉閣地產及香港置業統計周六日十大屋苑成交，則表

現並不理想。其中利嘉閣地產分行網絡數據，過去周末十大屋苑
錄9宗買賣，按周回落2宗或約18%。至於香港置業十大屋苑周六
日則錄得6宗成交，按周無變化。
另外，疫情之下，不少業主態度有所軟化，其中屯門山景邨景

美樓A翼低層9室，實用面積294方呎，祥益地產胡志偉表示，原
業主更早前叫價138萬元，後減價24.2萬元或17%賣出單位，成
交價約113.8萬元，折合實用呎價約3,871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