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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電子直接付款授權(eDDA)？ 
 

 

 

 

 

 

電子直接付款授權(eDDA)是香港金管局推出的「轉數快」之

增值服務。您可透過UTRADE HK 流動應用程式申請電子直

接付款授權服務。完成申請後，您可於UTRADE HK流動應

用程式上提交存款指示予銀行，授權銀行便會存款至您的證

劵交易戶口。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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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直接付款授權(eDDA)的好處 
簡介 

1. 24 小時存款，快速到賬   
 
 
 
2. 無需提交存款證明 
 
 
 

3. 於UTRADE上直接登記及存款 

 
  
4. 支援17 間銀行 
 
 
 
5. $0 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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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直接付款授權(eDDA) 的特點 

簡介 

支援交易平台 於UTRADE HK流動應用程式上登記或存款 

適用客戶 個人證券戶口 

設立時間 即時 
 ( 一般為5個工作天內)* 

存款時間 即時 
 ( 一般為15分鐘內)* 

支援銀行 17間香港主要銀行 

支援貨幣 港幣及人民幣 

提供入數證明 無須 

手續費 無須 

*需視乎授權銀行的處理時間 

http://drive.utrade.com.hk/UTRADE_Download/Document/eDDA_Support-Bank-List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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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直接付款授權(eDDA)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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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選單」或「賬戶概覽」上選擇「存款」 

2. 選擇「eDDA (電子直接付款授權服務) 」 

2. 選擇「eDDA (電子直接
付款授權服務) 」 

示範- 登記電子直接付款授權 

1.  選擇「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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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閱讀重要提示後，按「我已明白」 

4. 填妥申請表格，並按「下一步」 

A. 選擇授權銀行賬戶，每個
UTRADE證券賬戶只可綁定一個
eDDA 

B. 身份證明文件必須與授權銀行
所登記的資料一致 

C. 閱讀及同意有關使用條款及細
則 

D. 按「下一步」 

按「我已明白」 

1. 聯名及公司賬號不適用於eDDA服務

的申請。 

2. 授權的銀行賬戶必須為於大華繼顯登

記的銀行賬戶。 

3. 身份證明文件類型必須與授權銀行所

登記之資料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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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確認資料後，並按「確認」提交申請 

6. 提交申請 

最快可即時授權，但一般處理時間
為2 - 5個工作天。 

5. 按「確認」提交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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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申請狀態會從「推薦」更改為「處理中」 
 

提交申請後，狀態會從
「推薦」更改為「處理中」 

8. 當申請成功批核，狀態便會更新為「已授權」 

申請成功批核後，狀態便
會更新為「已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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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選單」或「賬戶概覽」上選擇「存款」 

示範- 存款 

2. 選擇「eDDA (電子直接付款授權服務) 」 

2. 選擇「eDDA (電子直接
付款授權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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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輸入存款金額，並按「下一步」 

A. 輸入存款金額 

4. 確認存款，並按「確認」提交存款指示 

B. 按「下一步」 

4. 按「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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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成功提交存款指示予授權銀行 

6. 可於「選單」上的「資金記錄」查閱存款狀態及轉賬
詳情 
 

按「資金記錄」 

5. 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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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查閱存款狀態及轉賬詳情 

6. 成功存款後，資金便會即時轉賬至您的證券交易戶口 
 

於「賬戶概覽」查閱
可用現金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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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UTRADE賬戶類型 
 只適用於網上個人證券戶口 

 期權及期貨賬戶暫不支援此服務 

 支援銀行 
 可參考下表17間支援於大華繼顯設立電子直接付款授權服務的銀行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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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狀態 

 申請狀態會於「存款」上顯示 
 

 
 
 
 

 
 
 
 

 

 轉賬限額 

 預設沒有轉賬限額。如欲更改預額，可與授權銀行聯絡 

 

 更改及取消 

 客戶可聯絡授權銀行更改轉賬限額及取消電子直接付款授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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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申請狀態 狀態描述 

申請尚未提交。 
推薦客戶使用電子直接付款授權(eDDA)服務 

申請已遞交予授權銀行審批 
 

申請已成功接納。 
客戶可隨時隨地於UTRADE上存款 

申請被授權銀行拒絕。 
請聯絡閣下的銀行或於UTRADE上重新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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