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時發布】

半數 80 後為彈性還款欠卡數，終耽誤買樓、結婚
專家籲選用具延遲還款寬限的結餘轉戶清卡數，更彈性、安心
[安信委託港大民調發表 2012 年處理卡數結欠及理財態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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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2012 年 10 月 10 日 – 近年，信用卡使用人士為還款更有彈性，趨向只償還部分或最低還款額，但
此舉令信用卡使用者不自覺間墮入高息陷阱。許多使用信用卡人士，特別 80 後年青人，為保持生活質
素，減低還款額以保留現金周轉。他們即使在欠卡數期間仍進行多項高消費活動，最終造成龐大信用卡負
擔。財務學者指出，不應因為貪方便而導致龐大利息支出，最終背負上一世的卡數。消費者如希望每月還
款有彈性，應選用備有延遲還款寬限的結餘轉戶計劃清還卡數，每月還款較有彈性之餘，同時可以避免卡
數滾存。
自 2008 年起，安信信貸有限公司（「安信」）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於每年就使用信用卡人士的消
費習慣及償還卡數方法進行意見調查。今年的調查於八月成功訪問了 506 位 18 歲或以上有使用信用卡，
並曾經欠下卡數的香港市民，了解他們的卡數結欠情況、受到的影響及對各財務方案的認知程度，並由香
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博士於今日的新聞發布會公布有關調查結果。
是次調查更深入剖析 80 後年青人欠下卡數的主要成因及面對的種種後果。近半 80 後受訪者為還款彈性欠
下高息卡數，結果每月入不敷支，耽誤了買樓、結婚等人生大計。面對本港通脹及樓價不斷攀升的環境，
情況將更嚴重，此項調查報告為 90 後青年帶來借鑒。
最多擁有 30 張信用卡，還款期最高紀錄長逾 10 年
根據金管局最新「信用卡貸款調查」顯示，轉期賬款(即信用卡未全數清還款項) 維持於 190 億港元水平，
賬款金額龐大。按一般信用卡現金透支之實際年利率 36% 及每月最低還款額 5% 計算，利息總額高達
218 億港元，金額足夠 18,000 名人士「上車」置業，即以三成首期購買 400 萬港元的物業。 至於拖欠賬
款及撇賬額方面，按年均有顯著升幅，分別為 15%及 32%。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會計與財務高級
講師李兆波先生認為，有關數字反映港人欠卡數情況有惡化趨勢。在是次調查中，受訪者於今年上半年平
均持有 2.6 張信用卡，當中 1 人更擁有多達 30 張信用卡。11%人士每月卡數結欠總額的最高金額達 2 萬
港元或以上，每月信用卡總消費額平均為港幣 6,685 元，較去年同期相若，但與 2010 年港幣 5,160 元比
較，累積升幅為 30%，顯示本港百物騰貴，信用卡消費於近年有上升趨勢。鍾庭耀博士表示：「調查結
果顯示，受訪者初次欠卡數年齡平均為 24 歲，最早更見於 18 歲。平均最長需要 26 個月才能全數清還卡
數，最高紀錄長達 121 個月，還款期超過 10 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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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彈性還款耗盡黃金十年還卡數
受訪者平均曾經擁有最多 3.8 張信用卡，每月卡數還款額平均佔收入高達 41%，每月還款壓力實在不輕。
調查指出，大部分受訪者(47%)表示由於想每月還款更有彈性，可以保留現金周轉，因此未考慮全數找清
卡數。習慣積極消費的 80 後為了每月還款更有彈性，選擇此原因的比重(50%)更較整體為高。李兆波先
生表示：「年青人誤以為依賴信用卡部分還款或最低還款，可令每月還款更有彈性，其實信用卡利息以複
息計算，容易令卡數越滾越大，導致無了期還款。以平均首次欠卡數年齡 24 歲及卡數結欠 76,790 港元為
例，每月只還最低還款額，即使沒有新簽賬項，完全清還卡數時已經 41 歲。黃金十年已過去，難以開展
人生計劃。」
欠卡數期間繼續進行高消費活動
為了維持以往生活水平，即使在欠卡數期間，71%受訪者仍進行高消費活動，包括到人均消費港幣 500 元
或以上餐廳/酒店用膳(38%)、購買新款智能手機(36%)及購買視聽娛樂產品或電腦產品(32%)。當中以 80
後(23-32 歲)最積極消費，佔該組別 75%，其餘非 80 後(33-63 歲或以上)組別中只有 65%人士會在欠卡數
期間進行高消費活動。鍾庭耀博士續稱：「80 後年青人比較年長人士有更多高消費活動，他們在欠卡數
高峰期仍然繼續有關活動，還款平均佔收入 36%，平均要用 2 年才能還清有關卡數。」李兆波先生表
示：「80 後青年多崇尚享樂及高消費項目，每月除要找卡數，還需應付各項消費及固定開支，如︰強積
金、交通費、膳食等，容易入不敷支。加上本港薪金升幅比率不及消費物價上揚幅度，收入未能追上通
脹，對欠卡數的年青人來說，負擔極其沉重，對其人生大計亦造成莫大的影響。」
90 後應及早處理卡數，勿重蹈 80 後耽誤買樓、結婚後果
事實上，調查顯示 64%人士認為欠卡數影響其人生大計。當中，有 39%受訪者認為會最影響其置業大
計，另有 30%認為會影響結婚計劃。另外，80 後於這兩方面所受到的影響更比整體為高，認為最影響其
買樓及結婚分別為 46%及 38%。李兆波先生舉例說明：「按受訪者過去平均卡數總結欠額為 76,790 港元
及每月因消費而新加入的卡數 6,685 港元計算，雖然 2 年間已繳付的還款金額高達 148,090 港元，然而當
中接近一半用作繳付利息(即 78,882 港元)，未能真正還本，令尚欠還款金額暴升一倍至 168,022 港元(參
考表一)。在未有控制消費活動及通脹的環境因素下，卡數不斷滾大，加上樓價不斷上升、結婚開支亦有
增無減，年青人不及早處理卡數問題，實在難以計劃買樓、結婚，90 後欠卡數人士實在應以此為鑒。」
表一、假設卡數總結欠額為 76,790 港元及每月加入 6,685 港元新的卡數︰
首 2 年還 Min Pay 情況
總利息開支

78,882 港元

已付還款金額(A)

148,090 港元

卡數尚欠金額(B)

168,022 港元

已付 +尚欠(A) + (B)

316,112 港元

* 按一般信用卡現金透支之實際年利率 36% 及每月最低還款額 5% 計算，約至整數，並僅供參考。

善用備有延遲還款寬限的結餘轉戶計劃，令還款更彈性、安心
對於如何處理卡數問題，大部份受訪者(54%)表示會選用結餘轉戶計劃解決欠卡數問題，當中近 8 成用家
表示透過此計劃，可以清楚知道何時可以清還所有卡數，固定還款金額更可令開支更容易預算，而且利息
支出亦會減少。然而，受訪者當中同時有 47%受訪者分別認為可以用工作所派發的花紅及雙糧解決卡數
問題。李兆波先生認為︰「現時經濟環境下，花紅並未有保障，遇上公司縮減開支，取消花紅，後果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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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設想。正確處理卡數問題方法應該審視個人每月收入及支出，量入為出。面對卡數問題更應及早處理，
而且可以選用備有延遲還款寬限的結餘轉戶計劃，令還款更彈性、安心。」
對結餘轉戶計劃的特點未有透徹了解
調查另一發現，有 68%受訪者不知道「部份結餘轉戶有 14 日還款寬限期」，另有 51%不知道「結餘轉戶
每月還款額可以低過 Min pay」，反映欠卡數人士對結餘轉戶計劃未有深入了解。
到期還款日三個工作天前致電，便可順延還款長達 14 日
安信信貸有限公司市務部主管周美華小姐表示，大部分受訪者為「每月還款有彈性」而欠下卡數，然而，
大部分不知道部份結餘轉戶計劃設有「延遲還款寬限」，在還款期間如有需要，客戶只需於到期還款日三
個工作天前致電安信，便可將還款期延遲長達 14 個日曆日，這樣便可以安心延遲還款，不怕影響信貸紀
錄，而且可以避免因自動轉賬失效而被銀行罰款。
表二、彈性還款比較
信用卡 Min Pay
延遲還款

還款
模式

寬限期
逾期罰款
信貸紀錄
利息
每月還款額

信用卡

還款時間
新簽賬項

無
高達 HK$350
會有逾期還款紀錄
複息計算
沒有固定還款額，
容易失去預算
不清楚所需還款時間
新簽卡數、免息分期及
月供保險都會立即收息

安信結餘轉戶計劃
長達 14 日
寬限期內，不設罰款
寬限期內，不會影響還款紀錄
平息計算
固定還款額，容易預算
有確定的還款時間
還款與簽賬分開，
可避免新簽賬項被收取利息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有關安信結餘轉戶計劃延遲還款詳情及其條款及細則，請向安信查詢。

此外，結餘轉戶計劃的特點是以定期、定額及定息方式還款，不但可以節省利息開支，同時可以大減低每
月還款額及縮短還款年期。以 HK$120,000 卡數為例，將卡數轉至結餘轉戶計劃，每月還款可以減低近 6
成，利息減少超過 8 成，還款年期更可縮短 14 年。
表三、卡數及結餘轉戶比較

1. 按一般信用卡現金透支之實際年利率36%及每月最低還款額5%計算，並約至整數，每月還款額為首6個月之平均還款額，並僅供參考。2. 每月
平息0.32%（實際年利率為8.5%，已包括每年1%手續費，最高3%），約至整數，並僅供參考。客戶可獲享之最終利率將按其個人信貸狀況而定
及有所不同，詳情請向安信查詢。3. 以一般信用卡收取之最高逾期罰款為例，並僅供參考。4. 客戶必須於申請貸款時同時申請14日延遲還款，方
可享有有關服務。客戶須於指定還款日前3個工作天致電安信作有關安排，最長寬限期為14日。安信保留對有關延遲還款的批核及還款安排之最
終決定權。客戶須根據安信指示按時支付由原定到期還款日起至延期還款日期間之延期利息及一切因延遲還款而引起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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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及說明】

1. 安信今年繼續委託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對使用信用卡人士的處理卡數結欠及理財態度進行調查，港大民
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博士(左)講解最新調查結果。

2. 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會計與財務高級講師李兆波先生(左)及安信信貸有限公司市務部主管周美
華小姐(右)認為，信用卡人士要清楚了解哪種理財工具才能令每月還款具有真正的靈活性。
關於安信信貸
安信信貸成立於 1977 年，現為渣打集團之附屬機構及香港金融管理局認可之接受存款公司。安信三十多
年來致力提升產品及服務質素，包括私人貸款、物業按揭、信用卡及定期存款服務，全方位滿足不同客戶
需要。安信與銀行同樣受香港金融管理局監管，更榮獲亞洲區銀行及零售信貸獎項頒發 2011 及 2012 年
「香港最佳信貸財務機構」。

傳媒垂詢
如欲查詢進一步資料，請聯絡：
萬博宣偉（公關）
劉佩珊(Willa)
電話：+852 2533 9971
電郵：wlau@webershandwick.com
傳真：+852 2868 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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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新聞稿即時發布】
「2012 年處理卡數結欠及理財生活態度調查」
80 後年青人真實個案分享
姓名︰Jackey
年齡︰29 歲
每月收入︰約 1 萬港元
曾欠下最高卡數總額︰近 11 萬港元
Jackey 今年 29 歲，畢業後一直希望能經營生意及買樓置業，但過去幾年卻受卡數拖累，未能儲
蓄到所需金錢。
Jackey 由 18 歲起開始擁有第一張信用卡，最多更曾同時持有五張信用卡。初時為了每月還款有
彈性，只偶爾清還部分信用卡結欠。期間仍進行高消費活動如購買新型號手機及出外旅遊。由於
忽略新簽賬會同時被計算息，故每月卡數越滾越大，直到約 22 歲時，卻只能支付卡數的最低還
款額(Min Pay)度日。Jackey 由初時每月償還一至二千港元卡數，直到最高峰時達近七千港元的
還款額，佔其每月收入近七成，還 Min Pay 的情況更維持六年之久，最後卡數更累積至接近 11
萬港元。
對於 Jackey 欠卡數問題，據專門提供結餘轉戶服務的安信信貸估計，他初時卡數欠款僅 4 萬港
元，但由於 6 年欠卡數期間依賴支付 Min Pay，前前後後信用卡簽賬或現金透支金額累積約為 25
萬港元，雖然期間 Jackey 的總還款額已接近 30 萬港元，但由於當中利息已佔去約 15 萬港元，
以致還 Min Pay 6 年後仍有近 11 萬港元卡數未清還。
最後，透過友人介紹，Jackey 申請財務機構的個人化結餘轉戶計劃，一次過清還所有卡數，雖然
未能實現創業夢想，但現在他終於可以開始實踐儲蓄計劃。
Jackey 稱：「透過專業的財務公司安排下，現時我每月的還款金額相當合理，現在還款的確輕鬆
得多，還可以開始儲蓄。」
80 後的 Jackey 亦對 90 後欠卡數人士一些勸勉，不應先使未來錢，真正令每月還款有彈性，應
尋求提供定期定息的專業機構幫忙，選擇具延遲還款寬限的結餘轉戶計劃，既可以輕鬆還款，即
使日後稍遲還款，亦不用擔心。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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