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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錄 

在登錄介面輸入用戶名或默認賬號，填寫正確的密碼及驗證碼，點擊登錄按鍵即可登錄。

若驗證碼難以看清，可點擊驗證碼圖片更換驗證碼。 

 

2.賬戶管理 

2.1 我的賬戶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賬戶管理 - 我的賬戶 

功能：為客戶提供電子銀行簽約帳戶的查詢功能 

2.1.1 登錄個人網上銀行，點擊「賬戶管理」，如圖： 

 

2.1.2 點擊「我的賬戶」交易，進入交易介面，如圖： 

 

2.1.3 點擊操作按鈕‚餘額‛可查詢該賬戶的餘額點擊操作按鈕‚明細‛可快速跳

轉到帳戶明細查詢頁面, 如圖： 



 

2.2 帳戶明細查詢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帳戶管理 - 帳戶明細查詢 

功能：為已簽約電子銀行的客戶提供活期存款帳戶交易明細查詢功能 

2.2.1 登錄個人網上銀行，點擊「帳戶管理 - 帳戶明細查詢」，進入查詢介面，如

圖： 

 

只需選擇需要查詢的活期存款賬號和查詢日期區間，系統自動回顯該帳戶在這一日期區

間內的全部交易資訊，點擊「詳情」即可查詢單筆交易的交易詳情。 

2.3 退稅服務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帳戶管理 - 退稅服務 

功能：您可以登記、取消財政局自動轉帳服務 

2.3.1 登錄個人網上銀行，點擊「個人網上銀行 - 帳戶管理 - 退稅服務 - 退稅轉

帳簽約管理」，進入查詢介面 

2.4 賬戶設置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帳戶管理 - 賬戶設置 

功能：提供賬戶別名設置和變更您的默認賬戶功能 

2.4.1 登錄個人網上銀行，點擊「帳戶管理 - 賬戶設置」，進入修改介面如圖： 

 
    2.4.1.1 賬戶別名的欄位輸入由您命名的賬戶名稱 

    2.4.1.2 透過上移/下移按鈕變更您的賬戶排列順序 



     2.4.1.3 點擊按鈕‚設置主賬戶‛可以變更您的電子銀行的主賬戶 

2.5 賬戶隱藏/顯示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帳戶管理 - 賬戶隱藏/顯示 

功能：提供賬號隱藏/顯示功能 

2.5.1 登錄個人網上銀行，點擊「帳戶管理 - 賬戶隱藏/顯示」，進入修改介面，如

圖： 

 

2.6 電子月結單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帳戶管理 - 電子月結單 

功能：提供申請、修改及刪除電子月結單的服務 

2.6.1 進入「個人網上銀行 - 帳戶管理 - 電子月結單」頁面，可顯示客戶名下所有

的電子月結單情況，如圖： 

 

2.6.2 如需要申請電子月結單服務，請勾選月結單發送週期、文件類型、沒有交易

是否發送電子月結單、申請，然後點擊確定。 



2.7 申請支票簿 

位置：點擊賬戶管理 - 申請支票簿 - 申請支票 

功能:提供申請支票簿的服務和查詢申請支票簿的明細紀錄 

2.7.1 點擊賬戶管理 - 申請支票簿 - 申請支票 

2.7.2 選擇申請的賬戶、數量、電話、領取分行、(是否授權第三者、來人姓名、証

件編號)如有

 

   2.7.3 仔細核對申請資料，點擊下一步完成申請操作 

 

    2.7.4 列印及簽署申請表，於 3 個工作天後到指定分行領取支票簿 



chequeBookApplicati
onForm.pdf  

2.7.5 客戶可以點擊申請支票簿紀錄，查詢過往的申請紀錄和列印申請書 

 

3.聯名戶 

3.1 賬戶列表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聯名戶 - 賬戶列表 

功能:為客戶提供其名下聯名的活期賬戶和定期存單清單 

登錄個人網上銀行，點擊「聯名戶」，再點擊「賬戶列表」交易，進入交易介面，如圖： 

點擊操作按鈕‚餘額‛可查詢該賬戶的餘額點擊操作按鈕‚明細‛可快速跳轉到帳戶

明細查詢頁面。 

3.2 聯名戶明細查詢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聯名戶 - 聯名戶明細查詢 

功能：為已簽約電子銀行的客戶提供已註冊聯名賬戶的餘額查詢和歷史明細查詢功能 

登錄個人網上銀行，點擊「聯名戶 - 聯名戶明細查詢」，進入查詢介面，如圖： 

3.3 聯名貸款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聯名戶 - 聯名貸款 

功能：為已簽約電子銀行的客戶提供查詢已審批放款的貸款咨詢 

登錄個人網上銀行，點擊「聯名戶 - 聯名貸款」，進入查詢介面，如圖： 

3.4 轉賬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聯名戶 - 轉賬 

功能：為已簽約電子銀行的客戶提供活期存款賬戶轉入聯名賬戶的轉賬服務 

登錄個人網上銀行，點擊「聯名戶 - 轉賬」，進入查詢介面，如圖： 

4.投資理財 

4.1 我的定期存款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投資理財 - 定期存款 - 我的定期存款 

功能：為客戶提供其名下已存入的定期存款查詢及支取功能 

進入「投資理財 - 定期存款 - 我的定期存款」頁面，可顯示客戶名下所有的定期存款，

以及支取在電子渠道存入的定期存款。 



 

支取在電子渠道存入的定期存款: 

 

 

點擊‚修改‛可以更改該定期的到期指示,下拉可選擇‚本金和利息自動轉存‛、‚本金

自動轉存‛、‚不轉存‛，如下圖 

 

點擊‚支取‛可以支取該定期,下拉可選擇要存入的相應幣種的活期賬戶，如下圖 

 



 

 

4.2 存入定期存款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投資理財 - 定期存款 - 存入定期存款 

功能：為客戶提供通過個人網上銀行存入定期存款的功能 

進入「個人網上銀行 - 投資理財 - 定期存款 - 存入定期存款」選擇存入定期產品的幣

種，點擊「開始查詢」，顯示該幣種項下所有定期存款產品，如圖： 

 

選擇需存入的定期存款種類，點擊「存入」，進入交易介面，如圖： 



 

輸入存入定期金額，選擇轉出賬號和到期後是否自動轉存，點擊「提交」，進入確認介

面，如圖： 

 

提交後進入交易結果介面，如圖： 

 

4.3 股票系統 

位置：投資理財 - 股票系統 

功能:為客戶快速連接到澳門國際銀行股票系統 

進入「投資理財 - 股票系統」頁面，可顯示國際銀行股票系統關聯按鈕，點擊‚查看‛

即可快速連結到國際銀行網上證券交易網站首頁，如圖： 



 

4.4 外匯通服務 

4.4.1 查詢合約編號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投資理財 - 外匯通服務 

功能：提供名下已註冊電子銀行的活賬戶之間的轉賬服務 

4.4.2 開倉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投資理財 - 外匯通服務 

功能：可於此處進行外匯通投資合約開倉 

 

4.4.3 補倉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投資理財 - 外匯通服務 

功能：可於此處進行外匯通投資合約補倉 

4.4.4 平倉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投資理財 - 外匯通服務 

功能：可於此處進行外匯通投資合約平倉 

4.4.5 匯率查詢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投資理財 - 外匯通服務 



功能：提供外匯匯率牌價查詢服務 

4.4.6 查詢存欠息率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投資理財 - 外匯通服務 

功能：提供外匯通存欠息率信息查詢 

4.4.7 查詢保證金利率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投資理財 - 外匯通服務 

功能：提供外匯通的保證金利率信息查詢 

4.4.8 查詢交易記錄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投資理財 - 外匯通服務 

功能：提供電子銀行渠道之外匯通賬戶近 6 個月的歷史明細查詢 

 

4.5 客戶風險評估 

4.5.1 查詢合約編號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投資理財 - 客戶風險評估 

功能：提供客戶做風險評估問卷。 

 

5.轉賬匯款 

5.1 同名轉賬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轉賬匯款 - 同名轉賬 

功能：提供名下已註冊電子銀行的活賬戶之間的轉賬服務 

登錄個人網上銀行，點擊「轉賬匯款 - 同名轉賬」，進入交易介面，付款帳戶為客戶已

簽約電子銀行管道的活期存款帳戶。如圖：

 

錄入轉賬資訊後，點擊「下一步」，進入轉賬確認介面，如圖： 

 
核對轉賬資訊後，點擊「確認」，進入轉賬結果介面，如圖： 



 

5.2 行內第三者轉賬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轉賬匯款 - 行內第三者轉賬 

功能：為客戶提供電子銀行簽約註冊帳戶向在我行開立的活期帳戶轉賬的功能 

登錄個人網上銀行，點擊「轉賬匯款 - 行內第三者轉賬」，進入交易介面，付款帳戶為

個人客戶已簽約電子銀行管道的活期存款帳戶。如圖： 

 



錄入轉賬資訊後，點擊「下一步」，進入轉賬確認介面，如圖： 

 

核對轉賬資訊後，先輸入驗證碼，選擇安全工具及輸入密碼，進入轉賬結果介面 

 

5.3 我的收款人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轉賬匯款 - 我的收款人 

功能：客戶提供收款人資訊添加、編輯、查詢和轉賬的功能 

登錄個人網上銀行，點擊「轉賬匯款 - 我的收款人」，進入交易介面，如圖： 

 

5.4 轉賬明細查詢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轉賬匯款 - 轉賬明細查詢 

功能：為客戶提供所有經電子渠道並已完成交易的轉賬明細查詢 

登錄個人網上銀行，點擊「轉賬匯款 - 轉賬明細查詢」，進入交易介面，如圖： 



 

選擇賬號和日期範圍，點擊「開始查詢」，進入查詢結果介面，如圖： 

 

選擇賬號和日期範圍後，即可查詢該日期範圍內的轉賬交易記錄，點擊‘詳情’即可查

詢到該筆交易的具體資訊。 

5.5 預約轉賬 

5.5.1 指定日期轉賬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轉賬匯款 - 預約轉賬 - 指定日期轉賬 

功能：為客戶提供電子銀行簽約註冊帳戶向在我行開立的活期帳戶在指定某一日轉

賬的功能 

登錄個人網上銀行，點擊「個人網上銀行 - 轉賬匯款 - 預約轉賬 - 指定日期轉賬」，

進入交易介面，錄入轉賬資訊後，點擊「下一步」，進入轉賬確認介面，核對轉賬資訊

後，先輸入驗證碼，選擇安全工具及輸入密碼後點擊‘確認’，進入轉賬結果介面，如

圖： 



 

5.5.2 指定週期轉賬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轉賬匯款 - 預約轉賬 - 指定週期轉賬 

功能：為客戶提供電子銀行簽約註冊帳戶在我行開立的活期帳戶在指定某一個週期

內轉賬的功能 

登錄個人網上銀行，點擊「個人網上銀行 - 轉賬匯款 - 預約轉賬 - 指定週期轉賬」，

進入交易介面，錄入轉賬資訊後，點擊「下一步」，進入轉賬確認介面，核對轉賬資訊

後，輸入驗證碼，選擇安全工具及輸入密碼後點擊‘確認’，進入轉賬結果介面，如圖： 

 
5.5.3 預約轉賬管理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轉賬匯款 - 預約轉賬 - 預約轉賬管理 

功能：為客戶提供所有已完成交易的預約轉賬，可查詢預約轉賬詳情及撤銷未執行

的預約轉賬 

登錄個人網上銀行，點擊「轉賬匯款 - 預約轉賬 - 預約轉賬管理」，進入交易介

面選擇轉賬賬號、日期範圍、預約方式、交易狀態，點擊「開始查詢」，進入查詢結果



介面，點擊‘詳情’即可查詢到該筆交易的具體資訊點擊‚撤銷‛即可撤銷該筆預約轉

賬交易，如圖： 

 

5.5.4 預約轉賬查詢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轉賬匯款 - 預約轉賬 - 預約轉賬查詢 

功能：為客戶提供所有預約轉賬查詢 

登錄個人網上銀行，點擊「轉賬匯款 - 預約轉賬 - 預約轉賬查詢」，進入交易介

面，選擇預約轉賬方式日期範圍，點擊「開始查詢」，進入查詢結果介面，如圖： 



 
5.6 轉賬明細查詢 

5.6.1 批量轉賬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轉賬匯款 - 批量轉賬 - 批量轉賬 

功能：為客戶提供批量的轉賬功能 

登錄個人網上銀行，點擊「轉賬匯款 - 批量轉賬 - 批量轉賬」，有文件導入和手

工錄入兩種方式轉賬 

文件導入（可下載批量轉賬範本） 

 

手工錄入 



 

5.6.2 批量轉賬明細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轉賬匯款 - 批量轉賬 - 批量轉賬明細 

功能：為客戶提供通過批量的轉賬交易記錄的查詢功能 

登錄個人網上銀行，點擊「轉賬匯款 - 批量轉賬 - 批量轉賬明細」，進入交易介面，如

圖： 

 

5.7 SWIFT 匯款申請 

5.7.1 SWIFT 匯款申請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轉賬匯款 - SWIFT 匯款申請 - SWIFT 匯款申請 

功能：為客戶提供自助提交 SWIFT 匯款申請的功能 



登錄個人網上銀行，點擊「轉賬匯款 - SWIFT 匯款申請 - SWIFT 匯款申請」，進入

交易介面，如圖： 

 

5.7.2 SWIFT 進度查詢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轉賬匯款 - SWIFT 匯款申請 - SWIFT 進度查詢 

    功能：查詢通過網上銀行渠道已申請 SWIFT 匯款的審批進度 

登錄個人網上銀行，點擊「轉賬匯款 - SWIFT 匯款申請 - SWIFT 進度查詢」，進入交易介面，



如圖：  

 
5.8 澳門彩票充值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轉賬匯款－澳門彩票充值－澳門彩票充值 

功能：澳門彩票公司充值 

登錄個人網上銀行，點擊「轉賬匯款－澳門彩票充值－澳門彩票充值」，進入交易介面，如圖： 

 

系統默認已簽約的付款賬戶和 Macauslot 服務賬號 



 

仔細確認充值資訊後，輸入兩組交易驗證碼，然後點擊確認 

 

轉賬成功後，可點擊快捷鍵查詢充值明細或繼續轉賬 



 

 

5.9 充值明細查詢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轉賬匯款 - 澳門彩票充值 - 充值明細查詢 

功能：利用網上銀行充值澳門彩票公司賬戶 

登錄個人網上銀行，點擊「轉賬匯款 - 澳門彩票充值 - 充值明細查詢」，進入交易介面，

并可按指定的日期範圍進行搜尋，如圖： 

點擊右面的詳情，即可查看該筆充值的詳細紀錄以及列印該充值回單 

5.10 網銀捐款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轉帳匯款 - 慈善捐款 - 慈善捐款 

功能：慈善捐款客戶可透過此功能捐款予慈善機構和查詢捐款明細，並可透過此功能查

詢捐款歷史紀錄 

 點擊轉賬匯款 - 慈善捐款 - 慈善捐款 

 選擇慈善機構：澳門明愛或澳門紅十字會 

 選擇捐款類型：一般或專項；如選擇專項，需選擇專項名稱如__地震、__風災、助

養兒童等 

 選擇捐款賬戶和輸入支出金額，所有捐款折算以澳門幣計算 

 選擇該筆捐款是否需要記名；如選擇記名，可選擇是否需要捐款收據 



 

點擊下一步，進入確認捐款頁面，仔細核對該筆捐款交易資料 

選擇安全工具，電子密碼器或手機短訊驗證碼，輸入相關認證碼後點擊確認完成捐款 

 



如選擇需要捐款收據的客戶，可於一工作日攜同身份證到慈善機構索取收據 

客戶可點擊捐款明細查詢近 6 個月的捐款歷史紀錄 

 

5.11 預放盤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轉帳匯款 - 預放盤 - 預放盤交易 

功能：客戶可以通過該功能操作預放盤交易和進行預放盤後的操作與管理 

點擊轉賬匯款 - 預放盤 - 預放盤交易 

選擇轉出賬戶、轉入賬戶、幣種、交易金額、限價價位(上下限為參考價±250 點)仔細核

對交易資訊後點擊確認完成落盤，成功提交預放盤交易後，轉出帳戶對應的交易金額將

即時凍結，直至預放盤成交或取消(含到期)。 

 

 當銀行匯率買賣價觸發客戶預放盤的限價價位時，交易將自動成交完成。完成後客

戶會收到一條短訊通知，內容如下 

尊敬的客戶： 

您的外匯預放盤已成交，編號 FT1234567890123，買入 JPYxx，xxx.xx@6.83，特此通知！ 

澳門國際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如當天銀行匯率沒有觸發客戶預放盤的限價價位，或客戶自行取消預放盤，完成客

戶會收到一條短訊通知，內容如下 

尊敬的客戶： 

您的外匯預放盤已取消，買入 JPYxx，xxx.xx@6.83，特此通知！ 

澳門國際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戶可以通過預放盤管理，取消預放中的交易、查詢已成盤和已取消的交易，如下圖 

 

補充說明: 

 每日人民幣兌換上限 2 萬的限制條件，目前在操作預放盤時沒有具體提示說明，可

能會存在客戶操作的交易被取消的情況，後續會考慮優化補充，前線人員在做產品

介紹時務必向客戶提示說明。 

 若客戶不慎錄入不利的預放盤價格，系統目前會直接成交的，無法糾正客戶錯誤或

是按照市場價格進行成交，後續會考慮優化做相關的提示和限制，所以務必提示客

戶操作謹慎性。 

 其他交易細則請詳見網銀頁面上的交易提示 

6 充值繳費 

6.1 繳費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充值繳費 - 繳費 

功能：為客戶提供公共事業、保險、稅單等繳費功能 

登錄個人網上銀行，點擊「個人網上銀行 - 繳費 - 繳費」，進入交易介面，如圖： 

輸入各繳費資訊，然後點擊下一步，如圖 



 
6.2 他行信用卡還款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充值繳費 - 他行信用卡還款 

功能：為客戶提供他行信用卡還款功能 

登錄個人網上銀行，點擊「個人網上銀行 - 繳費 - 他行信用卡還款」，進入交易介面，

如圖： 



 

6.3 繳費記錄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充值繳費 - 繳費記錄 

功能：為客戶提供通過電子銀行渠道繳費交易記錄的查詢功能 

登錄個人網上銀行，點擊「個人網上銀行 -充值繳費 - 繳費記錄」，進入交易介面，如

圖： 

 

6.4 預約繳費管理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充值繳費 - 預約繳費管理 

功能：為客戶提供對預約繳費的交易進行管理查詢和撤銷功能 

登錄個人網上銀行，點擊「個人網上銀行 - 繳費 - 預約繳費管理」，進入交易介面，如

圖：



 

6.6 自動簽約繳費管理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充值繳費 - 自動簽約繳費管理 

功能：為客戶提供對通過電子銀行渠道進行自動繳費簽約、更改、撤銷功能 

登錄個人網上銀行，點擊「個人網上銀行 - 繳費 - 自動簽約繳費管理」，進入交易介面，

如圖： 

 
6.7 設置免簽限額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充值繳費 - 設置免簽限額 

功能：為客戶提供免簽限額維護功能 

登錄個人網上銀行，點擊「個人網上銀行 - 繳費 - 設置免簽限額」，進入交易介面，如

圖： 



 

6.8 常用繳費項目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充值繳費 - 常用繳費項目 

功能：為客戶提供顯示歷史繳費訊息，并可點選連接快速到繳費界面的功能 

登錄個人網上銀行，點擊「個人網上銀行 - 繳費 - 常用繳費項目」，進入交易介面，如

圖： 

 

6.9 澳門通充值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充值繳費 - 澳門通 MacauPay 充值 - 澳門通充值 

功能：提供澳門通 MacauPay 充值功能 



 

6.10 澳門通充值記錄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充值繳費 - 澳門通 MacauPay 充值 - 澳門通充值記錄 

功能：提供澳門通 MacauPay 充值功能 

 

7.信用卡 



7.1 信用卡賬戶概覽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信用卡 - 信用卡賬戶概覽 

功能：為客戶提供已簽約信用卡基本賬戶資訊，並能進行信用卡欠費繳付 

登錄個人網上銀行，點擊「轉賬匯款 - 信用卡 - 信用卡賬戶概覽」，進入交易介面，如

圖： 

 

進行信用卡欠費繳付操作，進入交易畫面，如圖： 

 
 

錄入付款金額後提交，進入確認交易畫面，如圖： 



 

核對錄入資訊無誤後確定，交易成功，如圖： 

 

7.2 信用卡還款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信用卡 - 信用卡還款 

功能：為客戶提供已簽約信用卡還款功能 

登錄個人網上銀行，點擊「轉賬匯款 - 信用卡 - 信用卡還款」，進入交易介面，如圖： 

（須先行選擇付款賬戶及信用卡賬戶） 



 

進行信用卡欠費繳付操作，進入交易畫面，如圖： 

錄入付款金額後提交，進入確認交易畫面，如圖： 



 

核對錄入資訊無誤後確定，交易成功，如圖： 

 

7.3 信用卡交易明細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信用卡 - 信用卡交易明細 

功能：為客戶提供已簽約信用卡交易明細，包括當前交易，上月結單，當月結單 

登錄個人網上銀行，點擊「轉賬匯款 - 信用卡 - 信用卡交易明細」，進入交易介面，如

圖： 



 

7.4 優惠資訊查詢 

位置：個人網上銀行 - 信用卡 - 優惠資訊查詢 

功能：為客戶提供信用卡優惠資訊查詢 

登錄個人網上銀行，點擊「轉賬匯款 - 信用卡 - 優惠資訊查詢」，進入交易介面，如圖: 

 

8.個人貸款 

8.1 我的貸款 

位置：個人貸款 - 我的貸款 

功能：為客戶提供貸款查詢功能 

點擊「個人貸款 - 我的貸款」，進入個人貸款查詢頁面，如圖 



 

可點擊左方的貨款編號以查詢相關貸款資訊詳情。如圖： 

 

以及右方的「還款計劃表」、「還款歷史」和「逾期明細」以進一步查詢相關貸款資訊。 

9. 保險業務 

9.1 申請旅遊保險 

位置：保險業務 - 申請旅遊保險 

功能：提供閩信保險有限公司和中國太平保險（澳門）股份有限公司的旅遊保險購買 

點擊‚申請旅遊保險‛進入下圖頁面，可以點擊查看/下載該保險的相關資料，然後選

擇承保公司，以閩信保險為例: 

選擇旅程日期、目的地、投保人數，請注意旅程起始日最小為翌日，然後選擇保險計劃， 

接著填寫投保人以及其他受保人資料(如有)，再次核對投保資料無誤後，最後選擇扣款

賬戶以及輸入安全工具驗證碼，成功投保後，客戶手機會收到成功投保的短訊，另外客

戶可以在網銀下載保險証明書。 



9.2 保險記錄查詢 

位置：保險業務 - 保險記錄查詢 

功能：查詢已經購買的保單的記錄 

9.3 常用受保人維護 

位置：保險業務 - 常用受保人維護 

功能：提供常用受保人資料維護的功能 

10.客戶服務 

10.1 我的資訊 

10.1.1 聯絡資訊修改 

位置：客戶服務 - 我的資訊 - 聯絡資訊修改 

功能：提供電子銀行頭像，聯繫手機號，電郵地址等個人聯絡資訊的修改功能 

點擊「客戶服務 - 我的資訊 - 聯絡資訊修改」，進入修改頁面，如圖 

 

10.1.2 安全手機號修改 

位置：客戶服務 - 我的資訊 - 安全手機號修改 

功能：提供簽約電子銀行渠道安全手機號碼的修改功能 

點擊「客戶服務 - 我的資訊 - 安全手機號修改」，進入修改頁面，如圖 



 

10.1.3 用戶名修改 

位置：客戶服務 - 我的資訊 - 用戶名修改 

功能：提供電子銀行渠道登錄名稱的修改功能 

點擊「客戶服務 - 我的資訊 - 用戶名修改」，進入修改頁面，修改完成後可用新

修改的用戶名登錄個人及手機網上銀行，如圖 

 

10.2 我的電子銀行 

位置：客戶服務 - 我的電子銀行 

功能：查詢您電子銀行渠道註冊賬戶資訊和修改支付限額許可權的功能 

點擊「客戶服務 - 我的我的電子銀行 - 渠道開通列表」，進入修改簽約渠道狀態頁面，

如圖 



 
點擊「客戶服務 - 我的我的電子銀行 - 註冊賬戶列表」，進入已簽約賬戶頁面，如圖 

 

點擊「客戶服務 - 我的我的電子銀行 - 渠道資訊查詢」，進入修改支付限額頁面，如圖 



 

10.3 網點名稱 

位置：客戶服務 - 網點名稱 

功能：提供銀行網點查詢 

點擊「客戶服務 - 網點名稱」，進入查詢頁面，如圖 

 

點擊‚網點名稱‛可查看更多地圖資訊 

10.4 營銷資訊推送 

位置：客戶服務 - 營銷資訊推送 

功能：設置是否推送行銷資訊 

點擊「客戶服務 - 營銷資訊推送」，進入設置頁面，可點擊‚關閉‛停止營銷資訊推送，

如圖 



 

 

10.5 個性化設置 

位置：客戶服務 - 個性化設置 

功能：本功能可以設置網銀界面的背景膚色，可根據您的喜好選擇喜歡的網銀界面 

點擊「客戶服務 - 個性化設置」，進入設置頁面，如圖  

 

10.6 ATM 位置查詢 

位置：客戶服務 - ATM 位置查詢 

功能：提供銀行 ATM 位置查詢 

點擊「客戶服務 - ATM 位置查詢」，進入查詢頁面，如圖 



 

11.生活助手 

11.1 常見問題 

位置：生活助手 - 常見問題 

功能：提供客戶常見問題及解決方法 

點擊「生活助手 - 常見問題」，進入查詢頁面，如圖 

 

11.2 金融資訊查詢 

11.2.1 存款利率查詢 

     位置：生活助手 - 金融資訊查詢 - 存款利率查詢 



功能：提供存款利率查詢服務 

點擊「生活助手 - 金融資訊查詢 - 存款利率查詢」，進入查詢頁面，如圖 

 

11.2.2 外匯匯率查詢 

     位置：生活助手 - 金融資訊查詢 - 外匯匯率查詢 

     功能：提供外匯利率查詢服務 

     點擊「生活助手 - 金融資訊查詢 - 外匯匯率查詢」，進入查詢頁面，如圖 

 

      須先選擇貨幣名稱，兌換貨幣只可選擇澳門元或港元 

12.安全中心 

12.1 我的安全介質 



位置：安全中心 - 我的安全介質 

功能：提供安全工具的資訊查詢 

點擊「安全中心 - 我的安全介質」，進入查詢頁面，如圖 

 

可根據操作對相關功能進行設置 

12.2 預留資訊設置 

位置：安全中心 - 預留資訊設置 

功能：可對預留資訊設置和修改 

點擊「安全中心 - 預留資訊設置」，進入修改頁面，如圖 

 

12.3 修改登錄密碼 

位置：安全中心 - 修改登錄密碼 

功能：提供網上銀行登錄密碼修改功能，建議您妥善保管並定期修改 

點擊「安全中心 - 修改登錄密碼」，進入修改頁面，如圖 



 

12.4 限額設置 

位置：安全中心 - 限額設置 

功能：提供網上銀行渠道安全工具項下單筆限額及日累計限額查詢及修改服務 

點擊「安全中心 - 限額設置」，進入修改頁面，如圖 

 

須填寫正確的交易密碼才能成功修改，如圖： 



 

13.更多功能 

13.1 快捷功能表設置 

位置：更多功能 - 快顯功能表設置 

功能：提供 5 個快捷功能選項設置，設置成功的快捷功能鍵會顯示在主頁，提供快速鏈

接 

點擊「更多功能 - 快顯功能表設置」，進入設置頁面，如圖 

 

13.2 登陸記錄查詢 

位置：更多功能 - 登錄記錄查詢 

功能：查詢網銀登錄，退出明細記錄（包括時間，登錄結果，IP 地址，MAC 地址） 



點擊「更多功能 - 登錄記錄查詢」，進入查詢頁面，如圖 

 

13.3 操作日誌查詢 

位置：更多功能 - 操作日誌查詢 

功能：查詢操作交易明細記錄，退出明細記錄（包括交易時間，業務類型，功能名稱，

交易結果） 

點擊「更多功能 - 操作日誌查詢」，進入查詢頁面，如圖 

 

13.4 公告及提醒 

位置：更多功能 - 公告及提醒 

功能：查詢本行公告及提醒事項 

點擊「更多功能 - 公告及提醒」，進入查詢頁面，如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