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譯本 ) 
 
本局檔號：  B1/15C 

B9/67C  
 
致：所有認可機構  

行政總裁  
 
 
敬啟者：  
 
認可機構使用中介公司  
 
繼本局於 2015年 8月 7日發出通告，因應有關的進度及近期發展，現致

函貴機構，就認可機構使用中介公司提供進一步指引。   
 
目前認可機構已停止接受中介公司轉介個人消費金融產品或服務 (例
如私人貸款、稅務貸款及信用卡 )申請。此外，所有零售銀行都有提

供客戶服務熱線，供市民核實來電者身份 1。金管局亦在金管局網站

設立專頁及推出公眾教育計劃，提醒公眾慎防偽冒銀行來電 2。  
 
上述各項措施都有助加強保障銀行客戶的利益，以及降低因涉及欺詐

的貸款中介公司可能採用不當手法而對銀行業信譽帶來的潛在風險。

尤其零售銀行提供的熱線電話已被市民廣泛及有效使用，以核實來電

者的身份。銀行的熱線電話每月約接獲 2,400至 3,400個有關查詢。然

而，約三分之一的查詢涉及懷疑偽冒來電 3，反映銀行客戶被假扮銀

行職員的騙徒欺騙的風險仍相當高。此外，本局留意到警方仍然接到

一些舉報個案，指市民被中介公司以欺詐手段誘使其使用該等中介公

司與財務機構安排貸款。  
 
鑑於發展情況，以及在與銀行業界商討後，本局現推出幾項措施，就

                                                      
1  銀行熱線電話號碼載於金管局、香港銀行公會及個別零售銀行網站。 
 
2  包括電視宣傳短片、電台宣傳聲帶、平面廣告及教育短劇。有關資料載於金管局網站 

(http://www.hkma.gov.hk/chi/other-information/bogus-phone-calls.shtml)。 
 
3  另外約三分之一的查詢確定為真正由銀行致電，其餘則因查詢人士未能提供充足資料而無法

核實。 
 

http://www.hkma.gov.hk/chi/other-information/bogus-phone-call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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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機構在處理零售客戶及中小企貸款申請時可以進一步加強客戶

保障，並應對認可機構信譽相關的潛在風險。有關新措施規定，若貸

款申請由第三方轉介，認可機構只會處理由獲其委任的第三方所轉介

的申請，以及該第三方一般並不會向申請貸款的人士收取任何貸款相

關費用。此外，本局預期認可機構應參與教育公眾有關負責任借貸態

度方面的工作。有關措施詳情見附件 1。   
 
認可機構須盡快並不遲於 2017 年 3 月 31 日實施有關措施 4。認可機

構在有合理理據支持下可分階段落實措施，同時亦須適當地加強人手

配備和員工培訓。  
 
此外，藉此提醒認可機構在處理客戶的個人資料 (例如使用由其委任

的第三方收集及披露的個人資料 )時，須確保遵守《個人資料 (私隱 )
條例》及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發出的相關實務守則或指引。認可機

構亦應遵守《銀行營運守則》所載規定，包括認可機構應致力確保申

請貸款的人士明白任何借款安排的主要章則及條款，尤其是關於利率、

還款條款及在違約的情況下可能引致的後果的條款。  
 
 
有關認可機構近期就保障客戶資料所作檢討中留意到的情況及做法  
 
本局在 2015年 8月 7日的通告中亦要求所有認可機構對其銷售代理及

銷售 /推廣職員有關保障客戶資料的監控措施方面作出檢討。本局現

與業界分享有關檢討中留意到的一些情況及做法。根據我們的監管經

驗，認可機構普遍備有政策及程序以保障客戶資料，亦有若干情況及

良好做法值得認可機構留意。有關詳情載於附件 2。至於所提及監控

方面的不足之處，本局已要求有關認可機構採取補救及跟進措施。  
 
認可機構應參考附件 2 列載的實例，不時檢視其政策及程序，如有需

要，及時作出改進措施及加強員工培訓。  
 
如果對於本通告有任何查詢，請聯絡劉玉鎮先生 (2878-8288)或陳彩儀

女士 (2878-1216)。  
 
 
 
                                                      
4 為免引起疑問，該等措施亦適用於認可機構的附屬公司，但根據《放債人條例》獲發放債人

牌照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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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總裁 (銀行操守 ) 
朱立翹  
 
2016 年 11 月 30 日  
 
連附件  
 
 
副本送：  香港銀行公會秘書馬卓筠女士   
      存款公司公會公會秘書龍沛蒼先生  



   附件 1 
 
 

1 
 

在處理貸款申請時須採取的措施，以進一步加強客戶保障及應對認可

機構信譽相關的潛在風險  

 

1.  認可機構在處理零售客戶或中小企 1的貸款申請前，應向申請貸款

人士確認 2有關貸款申請是否由第三方轉介，並獲取有關該第三方

的名稱及其識別號碼的資料 (如有 ) 3，以及該第三方就轉介貸款申

請予認可機構而向或將會向申請貸款人士收取的費用 (「貸款相關

費用」 )。  

 

2.  若有關認可機構確認該第三方並非其委任的第三方 4，則不應受理

該貸款申請。認可機構應向申請貸款人士解釋不受理的原因。  

 
3.  一般來說，獲認可機構委任的第三方不會向申請貸款人士收取任

何貸款相關費用，因此若得悉該獲委任的第三方有收取貸款相關

費用，即可構成認可機構不受理有關貸款申請的理由。在例外情

況下，認可機構可按個別情況受理貸款申請，惟有關例外情況應

有足夠理據支持，並經銀行內部適當批准及有妥善文件紀錄。認

可機構應能應金管局要求提供有關文件紀錄。  

 
4.  若認可機構在查核申請貸款人士提供的有關資料後擬受理貸款申

請，認可機構亦應就有否或會否收取貸款相關費用向該第三方取

得確認 5，以及已向或將會向申請貸款人士收取的貸款相關費用的

金額的相關資料 (如有 )。這步驟是要與另外從申請貸款人士方面

取得的資料互作比較，而若有任何不一致之處，都必須澄清。  

 

                                                 
1 個別認可機構採納的中小企的定義，應與就內部業務分類/風險管理目的而採用的定義相同，

或與金管局所議定的定義相同(以適用者為準)。此外，客戶獲授予的任何融資若受中小企業

信貸保證計劃、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特別信貸保證計劃或其他類似的擔保計劃涵蓋，則

有關客戶應被視為中小企。 
2  例如以貸款申請表格內的聲明的形式，或由客戶另行簽署的確認表格的形式。 
3  包括第三方的電話號碼、商業登記或牌照號碼(如有)。 
4  認可機構應設有有效及足夠的監控措施，以管理有關委任及聘用第三方的相關風險，並監

察獲委任的第三方(包括與認可機構訂有按揭轉介安排的地產代理)的經營手法。有關指引包

括但不限於金管局《監管政策手冊》單元 SA-2「外判」及於 2014 年 8 月 20 日發出的通告

「聘用業務轉介服務供應商」。 
5   例如書面形式或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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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認可機構應設立方便的渠道 (例如專用熱線 )，並加以宣傳，讓市

民查詢某人是否獲認可機構委任的第三方以轉介零售客戶及中小

企貸款。

6. 認可機構有關零售客戶及中小企貸款業務的所有廣告 (無論是文

字、聲音或影像形式的 )，都必須以清晰及顯著的方式列載以下有

關負責任借貸態度的教育信息 6，以能讓市民可清楚看到及聽到：

“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 

“To borrow or not to borrow? Borrow only if  you can repay!” 

6 與金管局有關負責任借貸態度的公眾教育資料相同。

(https://www.hkma.gov.hk/chi/smart-consumers/personal-credit/#responsible-borr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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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認可機構近期就保障客戶資料所作檢討中留意到的情況及做法  
 
1.  就電話銷售活動提供予銷售職員 /代理的客戶資料的範圍   
 
1.1.  部分認可機構向其電話銷售職員 /代理提供以下部分或全部客戶

資料，以進行電話銷售：客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號碼、地址、

出生日期、有關客戶的貸款及 /或存款帳戶的資料，以及就業資

料。有關認可機構解釋在電話銷售過程中，有關資料可用作核實

客戶身分及回答客戶查詢。然而，認可機構在決定所提供的客戶

資料範圍時，並未充分考慮個別宣傳及推廣活動的實際情況。   
  

良好做法  
 
有部分例子是認可機構只向電話銷售代理提供客戶姓名及電話，以進

行電話銷售，同時該等資料只可經認可機構的系統查閱。若客戶對所

推銷的服務或產品有興趣，電話銷售代理才會要求有關客戶提供部分

身分證明文件號碼及部分出生日期，以開啟系統並查閱客戶的其他資

料，例如地址及信用卡號碼。這項安排符合「有需要知道」的原則，

在推銷過程開始時限制電話銷售代理可查閱的客戶資料，並可保存紀

錄以偵測異常活動。   
 
相關準則  
 
認可機構應按「有需要知道」的原則批准銷售職員 /代理可取得的客

戶資料。若職員 /代理可取得大量敏感客戶資料，認可機構應確信其

訂有足夠及適合的監控措施，以保障客戶資料，免被盜取或未經授權

取用。認可機構亦應從運作需要及客戶資料被盜取的潛在風險這兩方

面，嚴格審視職員 /代理可取得的客戶資料的範圍。    
  
2.  傳送客戶資料   

 
2.1.  有幾間認可機構並未設立足夠監控措施以防止包含客戶資料的

客戶聯絡清單被傳送至外部網絡。例如並無限制可取得客戶聯絡

清單的職員使用外部網上電郵系統及 /或互聯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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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做法  
 
部分認可機構已實施系統監控措施，以偵測經認可機構的公司電郵系

統外傳客戶資料至外部網絡 (如網上電郵帳戶 )。另一個更加安全的例

子是只可在認可機構的系統內查閱客戶聯絡清單，及不能列印、下載

或複製。   
 

相關準則  
 
認可機構應實施有效的監控措施，禁止在未經授權下從認可機構的內

部系統經可儲存資料的互聯網服務 (例如網上電郵系統、社交媒體網

站或提供存檔功能的網站 )傳送客戶資料至外部網絡 /系統。認可機構

應參考金管局發出的有關通告所載的監控措施 1，不時檢討其現行監

控措施。    
 
3.  有關載有客戶資料的實體文件的保障  

 
3.1.  一間認可機構的銷售職員並無嚴格遵守該認可機構的規定，於日

終時將填妥的信用卡申請文件交回至認可機構的處所。有關職員

於周末期間將所收集已填妥的申請文件保存過夜。若未有妥善保

管有關文件，此舉可能會令資料外洩的潛在風險增加。   
 

相關準則  
 
認可機構應訂有足夠及有效的監控措施，以減低客戶資料被盜取或未

經授權取用的風險，例如制定監控運送及儲存敏感實體文件的程序，

以及在運送實體文件後盡快進行對帳及核實存量。   
 
4.  對銷售職員 /代理的表現的監控  

 
4.1.  部分認可機構間中會授權其銷售職員 /代理在認可機構處所外及

沒有指定地點進行街頭推廣活動 (稱為「流動銷售職員」 )，去推

廣認可機構的信用卡及個人貸款產品，推廣期間可能會收集客戶

資料。與職員在認可機構的指定處所內，並在管理層監督及有充

足保安措施的情況下推廣產品不同，流動銷售職員可能單獨及在

                                                 
1 包括但不限於在 2014 年 10 月及 2008 年 7 月發出有關「保障客戶資料」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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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足夠保安措施的情況下履行職責。有關安排一般會增加遺失

或洩漏客戶資料的風險。   
 

良好做法  
 
部分認可機構會以回電的方法聯絡透過電話銷售職員 /代理或流動銷

售職員招徠的客戶，作為認可機構監察有關職員 /代理的表現的機制

的一部分。認可機構擬訂數項問題，以直接取得客戶的回應。透過有

關安排，認可機構可尋求客戶確認與銷售過程有關的任何資料，例如

首次聯絡的來源及時間、有否遵從認可機構的既定程序或向銷售職員

/代理提供的客戶資料類別。有關的回電工作由獨立於銷售過程的職

員進行。  
 

相關準則  
 
儘管認可機構可使用不同渠道及運作安排達致其經營目標，認可機構

應確保每項安排結構完善，並得到有效管理，以及不會損害客戶利

益。  
 
認可機構應訂有監控措施，以確保遵守客戶資料保密的規定，以及設

有妥善保障措施保障客戶資料完整及保密。認可機構亦應確保備有有

效程序，監察銷售職員 /代理的表現，以及管理在認可機構處所以外

進行的活動的相關風險。認可機構應有妥善程序處理對銷售職員 /代
理提出的客戶投訴，以及有關遺失或未經授權取用客戶資料的事故管

理程序。此外，認可機構應為所有有關職員 /代理提供足夠培訓，以

提升他們對遵守所要求的資料保安規定的認識及確保他們遵守有關

規定。   
 
認可機構應留意，它們需要就所聘用的銷售代理的任何不當行為對客

戶負責。  
 
5.  查核銷售代理   

 
5.1.  幾間認可機構的服務供應商並無對所聘用的電話銷售代理進行

定期的持續查核，以評估他們是否仍然是擔任電話銷售代理的適

當人選，例如他們是否仍然沒有任何不良紀錄。這些認可機構的

服務供應商在新的電話銷售代理上任前會進行聘用前查核及向

推薦人查核，但由於認可機構與其服務供應商訂立的服務協議內



    
  
 

4 
 

並無規定要在聘用後進行定期查核，因此它們並無進行有關查

核。    
 
相關準則  
 
除在聘用前的階段對銷售代理進行盡職審查外，認可機構應考慮建議

其服務供應商對其僱員進行持續的盡職審查，以確認他們仍然是擔任

銷售代理的適當人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