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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豐隆银行有限公司 

3 合 1 儿童户口 
 

促销条件与规则（简称“条件与规则”） 
 

此条件与规则须被视为豐隆扣账卡存款户口的一般条件与规则，电子结单设施的条件与规则，以及

豐隆银行有限公司（简称“豐隆银行”）事先给予日历廿一 (21)天的通知，而随时规定并具有约束力

的其他相关条件与规则的总览。 

  

1. 定义及解释 

“马来西亚银行协会” 马来西亚银行协会。 

“ATM” 由豐隆银行/豐隆回教银行或MEPS联盟的任何成员安装的自动提款机电子

终端，为您提供银行交易。它接受 ATM/扣帐卡或任何适合于豐隆银行/豐

隆回教银行 ATM 使用的其他卡。 

“CASA” 豐隆来往及储蓄户口。 

“Connect”  豐隆银行数码理财服务的网上银行。 

“客户” 3 合 1 儿童户口的主户口持有人及受益人。 

“开户分行”  开设 3 合 1 JA 的分行。 

“每日平均余额”  JSA 的利息按照每天结束日的余额进行计算与累计。 

“消费税” 商品及服务税。 

“豐隆银行”  豐隆银行有限公司及包括其分行与合法继承及接管的一方。 

“豐隆回教银行” 豐隆回教银行有限公司及包括其分行与合法继承及接管的一方。 

“IBG” GIRO 转账。 

“3 合 1 JA” 3 合 1 儿童户口，由三(3)个户口所组成，即是儿童储蓄户口，儿童定期存

款及儿童扣账卡(可充值)。 

“JSA” 从 2010 年 8 月 1 日起于豐隆银行开设的儿童储蓄户口。 

“JFD” 儿童定期存款，是年龄十八(18)岁以下的年幼者与豐隆银行所开设的“成人

为儿童开设的定期存款”。 

“JDC” 儿童扣账卡 (可充值)，一张发行给父母/合法监护人为孩童提供方便使用的

可充值扣账卡。此卡获得父母/合法监护人的同意而发给孩童。JDC是链接

至虚拟预付户口。 

“月” 月历 

“非开户分行” 非开设 3 合 1 JA 的分行 

“预付户口” 是指链接至 JDC 的虚拟户口。 

 
 

2. 3 合 1 儿童户口（简称“3 合 1 JA”） 

(a) 3 合 1 JA 是成人为儿童开设的户口，父母/合法监护人是“儿童/年幼者所述的成人”或户口的

主户口持有人（简称“主户口持有人”），同时儿童即是受益人（简称“受益人”）。每个户口

仅有一(1)个受益人。 

(b) 受益人的年龄必须是十八(18)岁以下。 

(c) 此户口的申请必须由受益人的父母/合法监护人进行。 

(d) 3 合 1 JA 是由 JSA，JFD 及 JDC 所组成，都在开设户口时同时设立。为了避免混淆，父母

/合法监护人可选择维护 JFD 并将预付户口链接至零(0)余额的 JDC。 

(e) 父母/合法监护人对于 3 合 1 JA 具有唯一及绝对的酌情权。 

(f) 3 合 1 JA 是由父母/合法监护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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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合 1 JA 

 
3.1. 儿童储蓄户口（简称“JSA”） 

(a) 必须以最低马币一令吉(RM1)开设一个 JSA. 

(b) JSA 的利息将按照每日余额计算与累计，并于每月的最后一天记入 JSA。 

(c) 若户口关闭，将按照该特定月份户口仍保持活跃的天数，在户口关闭日以比例分配把利息

记入户口。 

 

3.2. 儿童定期存款（简称“JFD”） 

(a) 必须以最低存款额马币一千(RM1,000)存入 JFD。 

(b) JFD 的仅有期限为 12，24，36， 48 及 60 个月(简称“期限”)。豐隆银行拥有绝对的酌情权，

随时更改该利率与期限，并事先给予日历廿一 (21)天的通知。 

(c) JFD 存款仅可在开户分行的柜台（简称“OTC”）进行或通过由 JSA 给予的常行指示。 

(d) 每月所有 JFD 赚取的利息必须记入 JSA。 

(e) JFD 不发行单据。JFD 的所有交易与活动将显示于 JFD 季度结单。 

(f) 由电脑编印日历年的三月，六月，九月及十二月之季度结单，将在随后的月份寄给父母/合

法监护人。 

(g) 父母/合法监护人也可进行季度结单的注册，以便在他们指定的电邮地址接收季度电子结单。

欲注册季度电子结单,请亲临任何豐隆银行/ 豐隆回教银行分行或致电我们联络中心 03 - 

7626 8899 或登入网站 www.hongleongconnect.my。 

 

3.2.1 常行指示（简称“SI”）供 JFD 存款 

(a) 3 合 1 JA 的父母/合法监护人可通过 SI 从 JSA 进行 JFD 存款。 

(b) 每个月父母/合法监护人必须规定存款日期，从 JSA 以最低存款额马币一千(RM1,000)，或

多次存款马币一千(RM1,000)至最高马币五千(RM5,000)存入 JFD。 

(c) SI 必须在开户分行进行。 

(d) 为了能通过SI从 JSA进行 JFD存款，该 JFD存款后 JSA必须保持存有马币一千(RM1,000)

的最低余额，否则，SI 将失效。 

(e) SI存款必须从 JSA转存入 JFD，每月只能进行一次存款，该 JFD存款可以期限进行或由豐

隆银行随时规定的其他期限，并事先给予日历廿一 (21)天的通知。 

(f) 通过 SI 从 JSA 进行的 JFD 存款将按照各别期限的 JFD 现行利率，并显示于 JFD 季度结

单。 

 

3.2.2 提取 JFD 部分存款 

(a) 父母/合法监护人可从 JFD 提前提取 JFD 部分存款。 

(b) 提前提取 JFD 部分存款可在任何分行进行，即是开户分行或非开户分行。 

(c) 提前提取 JFD存款可以是最低提取马币三千(RM3,000)或以马币三千(RM3,000)的倍数，或

随时由豐隆银行决定的款额，并事先给予日历廿一 (21)天的通知。 

(d) 若 JFD 的款额少过马币三千(RM3,000)，就必须提取所有款项。 

(e) 存款的总余额将继续赚取签订 JFD 利息。 

 

提前提取存款（于 2018 年 9 月 27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f) 任何提前提取的部分或全部 JFD 存款，该款额将依据以下条款而定： 

(i) 若在至少三（3）个月期限未满前提取JFD款额，将不获任何利息；及 

(ii) 除上述第3.2.2（f）（ i）条所述的条件，提前提取的款额将获得利息即是一半

（1/2）的签订利息于每个完成的月份。 

 

豐隆银行保有权利在预先给予通知随时变更此第 3.2.2（f） （i）及（ii）条的全部内容。 

 

提前提取存款（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 

(g) 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提前提取部分或全部 JFD 存款将不获利息，无论在提取部分/提前

提取存款时已完成的月数。 

 

http://www.hongleongconnect.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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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儿童扣账卡(可充值)（简称“JDC”） 

(a) JDC 链接至预付户口。 

(b) 预付户口保持的余额是不获支付利息。 

(c) 此部分的条件与规则必须被视为豐隆扣账卡的条件与规则，以下除外： 

(i) 不适用于“电子户口”； 

(ii) 不适用于“联合户口持有人”； 

(iii) “每月结单”将发送给父母/合法监控人至其豐隆银行记录中的通讯地址； 

(iv) 不适用于“每月结单费”；及 

(v) 安全密码 – 只提供 ATM 密码 

 
 

3.3.1 儿童扣账卡(可充值) 

(a) 父母/合法监护人必须在预付户口充值以便使用 JDC。 

(b) JDC 有两(2)个充值选项。 

自动充值 

(i) 父母/合法监护人可选择认购自动充值服务，以便在预付户口自动充值现金

价值。 

(ii) 自动充值服务只能从 JSA 转至预付户口。 

(iii) 若父母/合法监护人已选择自动充值服务，一旦发行 JDC，马币五十(RM50)

将从 JSA 扣除，并自动充值存入预付户口。 

(iv) 当预付户口的余额低于马币五十(RM50)的限值，自动充值将生效。 

(v) 最低自动充值为马币五十(RM50), 及每月多次充值为马币五十(RM50)至最

高马币五百(RM500)。 

(vi) 自动充值是取决于每日充值时间，即是早上 6 时，下午 1 时及 5 时（简称

“充值时间表”）。任何自动充值于下午 5 时后提出将列入下一日充值时间

表。 

(vii) 每天仅限一(1)次的自动充值。 

(viii) 自动充值是免费的。 

 

手操充值 

(i) 可通过 OTC，现金存款机（简称“CDM”），自动提款机（简称“ATM”）与

Connect 手操充值至预付户口。 

(ii) OTC: 

 通过 OTC 进行手操充值将被征收马币两令吉(RM2)。此款额将从充值

中扣除（例如父母/合法监护人充值马币五十(RM50) ，记入预付户口

的款额将是马币四十八(RM48) ）。 

(iii) CDM: 

 把 JDC 插入 CDM 或手操键入十六(16)位数的 JDC 号码进行充值；及 

 通过 CDM 充值是免费的。 

(iv) ATM: 

 把父母/合法监护人的豐隆银行扣账卡插入 ATM，然后键入十六(16)位

数的 JDC 号码进行充值；及 

 通过 ATM 充值是免费的。 

(v) Connect: 

 登入网站 www.hongleongconnect.my 然后从任何 CASA 转存入十六

(16)位数的 JDC 号码；及 

 通过 Connect 充值是免费的。 

 
  

http://www.hongleongconnect.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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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易 

(a) 可使用 JDC 在 ATM 进行交易： 

(i) 余额查询（于预付户口）; 

(ii) ATM 现金支取（从预付户口）； 

(iii) 手机预付充值（从预付户口）； 

(iv) 更换 ATM 密码； 

(v) 更换信用限额； 

(vi) 迷你结单；及 

(vii) 区域链接服务。 

(b) Connect 可进行的交易： 

(i) 开设 3 合 1 JA 的新豐隆银行/ 豐隆回教银行客户注册 Connect 的使用权，必须由 3

合 1 JA 主户口持有人的父母/合法监护人进行。 

(ii) 为了避免混淆，由于父母 /合法监护人持有其他现有豐隆银行 / 豐隆回教银行 

CASA/-i而已是 Connect使用者，因此当开设 3合 1 JA时将获自动注册 Connect。 

(iii) 父母/合法监护人可查询 JSA，JFD 及 JDC 的余额与交易资料。 

(iv) 父母/合法监护人可记入/进行 IBG 转账入 JSA，但不得从 JSA，JFD 或通过

Connect 从预付户口扣款。 

 

5. 当受益人满十八(18)岁时 3 合 1 JA 的转换 

(a) 当受益人满十八（18）岁时，3 合 1 JA 盖括的所有利益在受益人满十八（18）岁随后的一

个月将被撤销。JSA 将自动被转换成一个普通的储蓄户口（联合户口）。 

(b) JSA 的户口号码将保留并申请为普通储蓄户口（联名户口）。 

(c) 储蓄户口（联名户口）是父母/合法监护人名下的储蓄户口，并受制于相关储蓄户口（成人）

的存款户口的一般条件与规则。 

(d) JFD 存款（如有）将按照签订利率与期限保留直至届满，利息将被人工记入该普通储蓄户

口（联名户口）。 

(e) 一旦 JFD 届满时，当受益人满十八(18)岁，FD 存款将被记入该普通储蓄户口（联名户口）。 

(f) JDC的使用也将不再有效。受益人必须亲临任何豐隆银行/ 豐隆回教银行，使用他们的身份

证（MyKad），并以链接至该普通储蓄户口（联名户口）的新扣账卡替代 JDC。 

(g) 豐隆银行在 JSA 转换成普通储蓄户口（联名户口）时，将以书函向父母/合法监护人发出通

知。 

 

6. 费用及收费 

(a) 现金支取 OTC 必须符合豐隆银行的识别才能使用，即是 JSA 存折（如有）。豐隆银行拥

有绝对的酌情权，随时更换此现金支取的模式或方式，并事先给予日历廿一 (21)天的通知。 

(b) 每个日历月的第一次支取不被征收费用。在同个月份内每个随后的支取将强制征收马币两

令吉(RM2)的服务费。 

(c) 支取交易包括但不限于所有扣款交易如现金支取，OTC进行的扣款转账及不包括 SI与户口

的关闭。 

 

说明 
费用 / 收费 

(需缴纳政府税，如有) 

JDC 发行费 每张卡 RM8.00 

JDC 年费 每张卡 RM8.00 

JDC 替换费 

(由于客户的失责导致扣账卡损坏及丢失/

被盗） 

每张卡 RM18.00 

ATM 现金支取 

国内 

 豐隆银行/豐隆回教银行 ATM 

 其他银行的 ATM 

 

 
 

无收费 

每交易 RM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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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费用 / 收费 

(需缴纳政府税，如有) 

国际 

 通过 MEPs ATM 网络 

(印尼，新加坡，泰国及韩国） 

 通过 VISA PLUS 

 

每交易 RM8.00 

 

每交易 RM12.00 

OTC 现金支取 

 第一次支取（该月份） 

 随后支取（在同个月份内） 

 

无收费 

RM2.00 

查阅 JDC 交易资料 

 通过 Connect 

 通过 ATM 的迷你结单 

 

无收费 

无收费 

充值费 

 自动充值（从 JSA 至 JDC） 

 OTC 

 通过 CDM（现金转入 JDC） 

 通过 ATM（使用豐隆扣账卡从

任何 CASA 转入 JDC） 

 通过 Connect（从任何 CASA 转

入 JDC） 

 

无收费 

RM2.00 

无收费 

无收费 

 

无收费 

扣账卡月结单 （打印结单-仅适于 VISA

持卡人的自选项目） 
每月 RM2.00 

临时打印結单請求 

注意： 

若少于一年，每頁将附加 RM2.00 或若

超过一年，每頁将附加 RM5.00 (需缴纳

政府税，如有) 

每请求 RM10.00 

销售草案检索费 RM20.00 

国外交易 

外币交易应基于由 VISA 所决定的转换率及差价（若

有）， 

另加由豐隆银行征收的 1%收取。 

 
 

每名存款人获 PIDM 保障高达 RM25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