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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慢熱 電子錢包陷苦戰

的士司機意見的士司機意見

陳先生-無人會貼錢打工
“用八達通收錢，銀行要第二日才過

數，我要先墊支入油和交租，現今已沒
有人願意貼錢打工，所以不會流行起
來。”

黃先生-沒聽過沒打算裝
“沒聽過TnG電子錢包，沒打算裝

任何支付系統。”

鄧先生-簡單變複雜
“安裝這些是簡單變複雜，收現

金是最簡單方便，就算有補貼我認
為影響不大。”

TnGTnG小商戶意見小商戶意見
小曼谷海鮮燒烤屋店主林先生—有九折生意未見大升

推行TnG已有3至4個月，用戶用TnG付款可享有9折，惟短期生意未見大幅上

升，手機支付始終是新的消費模式，要時間慢慢讓市民認識。目前無裝八達通，因為

始終儲值數目低，晚餐張單多數都上千。

零食大王網店創辦人 彭先生—盼客戶多用TnG付款
數月前有聯絡過八達通公司，因手續繁複，且須昂貴租機費，技術上亦有很多要

求，最終放棄無裝；相反TnG則較易安裝。至於交易手續費方面TnG約1%，較Mas-

ter、Visa及Paypal的逾3%為低，希望客戶可以多用TnG付款。未來Apple Pay推出，可

能會更具影響力，因為香港多人用iPhone。

Crostini 營運經理文先生—手機支付會是大趨勢
TnG目前還未普及化，好多客人都未識用，但相信用手機支付會是大趨勢。使用

TnG過戶亦算方便，隔日銀行戶口就收到錢。問題是客戶增值方面好像不太方便，要

隔日才收到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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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錢包在港忽然熱門起來，多家機構都要參一腳

分杯羹。雲端與流動運算專業人士協會主席陳家豪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形容，香港的電子錢包競爭情況好比

“春秋戰國”般，但其實人們已習慣用現金交易多時，

不會突然想改變，反而主要的推動力來自零售商，因現

時大氣候不好，要設法刺激市民消費。

盼為零售業帶來新景象
陳家豪預計，隨着電子錢包的盛行，將會為零售業

帶來一片新景象。電子錢包公司將收集所有消費者數據

提供予零售商，將可達到更精準營銷的作用。現時好多

零售商大灑金錢作廣告推廣，其實當中虛耗很大。 他舉

例說明，例如TnG知道你剛食完晚飯結賬，它可以立即

提供甜品店的優惠資訊，食完甜品又可以再“推”給的

士及Uber，成功刺激用戶消費的機會則大增。而甜品店

可能需要向TnG付出費用去獲取這些寶貴的客戶消費資

訊，這令電子錢包有多重盈利模式。

他補充一個很成功的例子，就是美國咖啡連鎖店

Starbucks，推行“電子錢包”後，令原本虧本的生意扶

搖直上，主要是因為Starbucks知道客人何時、何地需要

什麼樣的產品。電子錢包令顧客與公司的“黏度”大大

提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用電子錢包
打開你的錢包

手機功能日新月異，當手機與互聯網

結合更帶來無限可能。繼網購後，流動支

付似乎已成為近年熱門的話題，同時也成

為兵家必爭之地。繼八達通、本地銀行、

電訊公司及私人公司都推出“電子錢

包”，到底商機何在？有專家認為，除了是追上大趨勢，為

人們帶來方便外，如果流動支付發展為P2M(個人對商戶)模

式，實際上是可謀利的。現時電子錢包的主要推動力是來自

商戶，因現時零售氣氛慘淡，新支付模式能節省成本，另也

可望為零售市道帶來新景氣。惟面對市民接受程度、技術制

式甚至法規等方面的挑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香港的流動支付一直落後內地，微信及支付寶的電子支付功能強大，

反觀香港的電子錢包發展較為封閉，最近情況終於有所改變。隨着

“本地薑”TnG去年10月推出電子錢包應用程式(App)、八達通於月前推

出“好易畀”(O! epay)、香港電訊推出“拍住賞”（Tap & Go）預付服

務，未來加上Apple Pay及Samsung Pay等“過江龍”加入戰團，相信香

港的流動支付市場將會水花四濺。

手機支付助企業降成本
八達通行政總裁張耀堂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那麼多

人湧入做這門生意，當然是覺得有商機。”香港硬幣及紙幣的流通量十

年間上升逾140%，查實銀行及商戶處理硬幣及紙幣都需要很高成本，如

果手機可以作為支付工具後，除了減少“散紙”的問題，亦為多個機構

降低不少行政費用。銀行發行信用卡也需要成本，如不時要換發新卡，

如果有手機支付則會減少這方面的費用，同時增加交易速度及營運效

率。

在當今疲弱的零售市道下，少付一分錢成本，就等於多賺一分錢。

故此不少零售商都願意付少許交易手續費予這些第三方的支付平台，這

亦是發展電子錢包的商機之一。

港流動現金不跌反升
不過，張耀堂指出，去年錄得50億宗八達通交易，雖然都是小額交

易，但奇怪的是香港的流動現金仍然不跌反升，反映港人喜愛使用現金

的習慣仍然很堅固，這對主打小額支付的電子錢包帶來挑戰。

目前八達通有7.3萬個支付熱點(包括公共交通工具)，零售商戶約7

千多個，每年增長很低，只有單位數增長。他指，未來方向會繼續拓展

小商戶，但強調不會因要增加商戶數目，而減低收取交易手續費，因為

始終要維持公司的基本盈利模式。

今年底前會開拓O! epay線上購物付款服務，會牽涉將八達通卡連接

手機藍牙，再進行網上購物。有調查發現，港人一半用於網上支付的都

是內地網站為主，其次是在港沒有銷售的外國品牌網站，反而香港的網

上銷售平台則為數甚少。但張耀堂表示，不會完全取代線下(即八達通卡)

的支付，只是提供多一個選擇，因為線上支付未必人人會用，亦未必人

人有能力買到智能手機。

實體商戶線上支付難推
至於在實體商戶推行線上支付則會比較困難，除了要重新安裝過支

付系統，要視乎商戶的配合，到底用QR CODE還是NFC，仍要有待研

究。但他留意到，目前商戶對於各種支付方式都保持開放的態度。

台灣市場調查機構TrendForce旗下拓墣產業研究所發表報告，指

2015年全球流動支付市場規模為4千500億美元，估計今年將升至6千

200億美元，年增長率為37.8%。

於八達通仍在考慮會否推行實體商戶的手

機線上支付之際，去年10月才推出，自稱為

“功能最強”的本地薑電子錢包TnG早已憑着

這項功能成功搶攤。憑着“全城最低”交易手

續費已登陸約500間零售店，進行QR CODE

的支付方式。創辦人江慶恩指出，“目前有8

成商戶並沒有安裝八達通、VISA及MASTER

等支付系統，這絕對是一個‘藍海’，公司目

標就是搶佔這個龐大的市場。”

掃碼支付 免裝機費免維護
TnG功能包括轉賬、付款、購買門票及網

上購物等，早前大灑“銀彈”透過與阿信屋合

作，推出“增值$100 送$100”優惠極速吸

客，目前累積活躍用戶達30萬人。TnG來勢洶

洶，早前更宣佈與兩大車行“新興車行”及

“順安車行”合作，勢要打入八達通多年來未

能攻破的的士市場。

TnG為的士司機免費安裝系統，亦提供

“每支旗補貼一蚊”優惠，目前已有800個的

士司機安裝服務，未來亦不打算收取手續費。

TnG表示，這個收費系統只是一個應用程式

(App)，有手機就用得，完全無需要資料更新

及維修相關費用，相比八達通的高昂的裝機

費，硬件維修費等對司機而言有更大吸引力。

八達通早年攻入的士行業時，初期同樣推出免

收費用、補貼優惠等，但收費後令很多的士司

機都選擇棄用。

究竟的士司機今次會否被TnG“收伏”，

改變多年來維持現金交收的營運模式尚有待分

曉。不過TnG攻入公共交通工具的野心似乎非

常強大，江慶恩指出，未來TnG更會攻入小巴

及巴士行列，現正與運輸署洽談。

江慶恩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透露，目前

TnG每日的平均交易次數為3萬次，每宗交易

平均單價為66元（港元，下同），平均每日交

易金額約184.8萬元，當中2成為P2P(個人轉

賬)交易，8成為零售點，目前的零售點為500

間，約7%為交水電雜費。

每筆交易收1%“全城最平”
零售點會收取每筆交易逾1%的交易費，

多番強調是“全城最平”，經粗略計算後，每

日TnG賺到由零售商支付的交易費手續費約

1.48萬元。隨着未來零售點增加，TnG的收入

亦可望大幅增加。

對於TnG異軍突起，八達通行政總裁張耀

堂表示，其他公司與八達通有不同的營運目

標，故難以評論八達通是否較其落後與否，未

來八達通只會跟隨自己的步伐發展。

江慶恩同時是手機應用程式開發商SINO

Dynamic大股東，他稱營運TnG的資金主要來

自於SINO Dynamic的分紅。TnG由江慶恩及

拍檔投資近1億元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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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析指，八達通不想發展實體商店線上P2M

(個人對商戶)支付方式，是因為會損害到自己本身線

下P2M的業務，從而造成“自己打自己”的局面。

由於目前線下P2M，即利用八達通卡進行無接觸式

付款，八達通過河濕腳就有很高利潤，八達通不願

意放棄這塊“肥豬肉”。雲端與流動運算專業人士

協會主席陳家豪亦認為，“八達通壟斷了市場，但

對香港人不負責任，發展相當落後。”

八達通費用已轉嫁市民
他解釋，目前商戶要安裝八達通支付系統，除

了要付逾1%的交易手續費外，整個系統費用亦很高

昂，加上維修費等，雖然平時市民使用八達通卡是

免費，實際上商戶在承擔這方面的費用的同時，已

在產品價格上轉嫁予市民。

他認為：“八達通絕對需要減價。”他又指，

使用微信支付在內地泊車是免費的，“如果有朝一

日微信可取得有關牌照在香港落地，八達通將受到

很大壓力。”

另外，他認為TnG是目前做到功能較全面的電子

錢包，但始終是初創公司，要建立大眾的信心需時。

對於TnG攻入的士行列，他指出仍有不少困難，因很

多的士司機都屬於自僱人士，收入都是現金，所以於

報稅方面較為“靈活”，但一旦用電子錢包，所有收

入都會“蒲哂上面”，對司機而言不是好事。

至於剛推出的好易畀(O! epay)，市民的反應亦

不理想，他認為八達通方面可能與金管局於條例上

“傾唔掂數”，所以才會令好易畀在設計上奇奇怪

怪，但相信在各界反映出不滿的意見後，八達通方

面應該可以慢慢改良。

JetcoPay未來擬拓P2M
另外，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保橋亦

認為，目前八達通推出的O!epay及銀通的Jetco-

Pay，主要都只是P2P(個人轉賬)，僅算是提供服

務，但其實憑着八達通擁有的龐大客戶數目，以

及銀通的網絡，兩者要發展P2M絕對不難，而銀

通已表示JetcoPay未來會發展P2M，始終“電子錢

包”一定要發展成P2M才會賺錢。

專家批八達通發展落後

八達通的發展進程
1997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6年

主要是“線下”(Offline)的無接觸式付款

發展至“線上”(Online)模式，推出八達通查閱器應用程式
App，讓市民可以透過手機程式查閱到八達通的款項

將八達通晶片放置手機SIM卡內，令手機與八達通二合為一

用八達通透過近場通訊(NFC)技術可以於網上購物

推出O! epay手機程式，目的是主力拓展Online市場，用戶可利
用O! epay在網上付款及轉賬，另亦可透過Android手機將八達
通Offline與Online的賬戶連接起來。

公司

支援銀行

功能

增值方法

服務對象

註：*用戶的Android手機須擁有NFC技術 **目前蘋果手機並未開放NFC技術

TnG(香港人的電子錢包)
本地公司(創辦人為SINO Dynamic大股東)

中銀、集友及南洋商業銀行
(將於今年第2季擴大至22間銀行)

P2P(可轉賬至任何TnG用戶賬戶)
P2M

阿信屋分店作實時增值
支援銀行網上增值(T+1)

銀通ATM、7-11便利店(T+1)

iOS**及Android手機用戶*

八達通好易畀(O! epay)
港鐵公司

渣打

P2P(轉賬至O! epay內的朋友)
P2M發展中(料年底前拓展網上支付)

使用八達通卡透過手機利用NFC技術進行增值
已登記客戶可利用渣打銀行戶口過數

iOS**及Android手機用戶*

拍住賞(Tap&Go)
香港電訊

大新

P2P(NFC/遙距皆可)
P2M(全球超過300萬個PayPass商戶)

連接至大新銀行信用卡賬戶作增值
HKT、CSL、1010，7-11便利店作現金增值

iOS**及Android手機用戶*

銀通JetcoPay
銀通

中信、上商及永隆
(其他9家參與銀行會陸續推出服務)

P2P(參與銀行的戶口持有人可過數及即時收款)
非參與銀行的戶口持有人可下載JETCO Pay P2P Collect app收款(T+2/3)

直接掛鉤銀行賬戶

iOS**及Android手機用戶*

圖片：莊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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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慶恩江慶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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