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三年六月

《個人 信貸 資 料實務 守 則》
對你的 信貸 申 請有甚 麼 影響？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私隱公署」)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條例」)發出《個人信貸資
料實務守則》(「守則」)。守則的第二次修訂本由二零零三年六月二日起生效。
守則對信貸提供者透過信貸資料服務機構共用及使用個人信貸資料作出規管，並且列述信貸提供者及
信貸資料服務機構在保障你的信貸資料方面所須採取的私隱保障措施。
根據守則的規定，個人信貸資料是指信貸提供者為提供個人信貸所收集與個人的信貸交易有關的個人
資料。採用信貸資料服務機構的服務的信貸提供者可向該機構提供個人信貸資料，然後獲提供信貸報
告作信貸審核及評估用途。
舉例來說，當你向銀行申請信用咭、貸款或透支額，或是申請分期付款或租賃安排時，銀行或會要求
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提供你的信貸報告。銀行會參考你的信貸報告資料，以評估你的信用可靠性及還款
能力。如你獲提供信貸，有關銀行可能向信貸資料服務機構報告你的信貸資料。如你日後拖欠還款，
銀行亦可能將你的信貸資料轉交追討欠款公司作追收欠帳用途。此外，銀行亦可在檢討或續批你的現
有信貸安排時取得你的信貸報告。

借款人

新申請信貸、檢討信貸、資料出現爭議及
取消已結束帳戶資料的要求

信貸提供者

通知(收集資料聲明、資料披露、信貸檢討及
取消已結束帳戶資料的權利)

查閱資料要求/
改正資料要求

信貸報告(包括
帳戶一般資料、
還款資料、欠款
資料及信貸評分
及被爭議的資料)

向借款人提供關於他/她存
於信貸資料服務機構資料庫
內的資料複本

查閱信貸(新
批出、續批
或檢討信貸)

資料更新(當開新戶口、繳付款
項或欠款，或結束帳戶時)

信貸資料服務機構

資料如 何在借款人、信 貸提 供者 及 信 貸 資 料 服 務 機 構 之間 流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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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問題有助你明白財務機構應如何處理你的信貸資料，以及有甚麼保障措施保障該等資料。

1. 我的放款人會否告知我，它或會向信貸資

3. 是否有些資料是信貸提供者不得向信貸資

料服務機構披露我的信貸資料？

料服務機構報告的？

當你向放款人申請信貸或貸款安排時，它應在申請表

信貸提供者不得向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披露關於你的住

或者信貸或貸款合約的條款中述明可能會向信貸資料

宅按揭貸款的帳戶資料(除非你已拖欠還款逾60日)，

服務機構披露你的個人資料 (守則第2.1.1條)。

以及你的個人資料，例如你的個人收入、存款、其他
資產或非信貸資料(例如就業資料)。

陳先生

2. 信貸提供者可向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披露哪
類關乎我的個人資料？

料
信貸資構
服務機

銀行
存款資料
其他資產
薪金
職位

當你獲提供貸款時，例如稅務貸款，你的放款人或會
向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提供你的個人資料及貸款帳戶資
料。個人資料包括你的姓名、香港身份證號碼及聯絡
資料，而貸款帳戶資料則包括該帳戶的一般資料，例
如開戶日期、還款條件及已批核的貸款額。當你還款

4. 信貸資料服務機構還可以收集哪些資料？

時，放款人會報告你的帳戶還款資料，例如已清還的
數額及貸款的未償還數額，直至你全數清還貸款為止

除信貸提供者提供的個人信貸資料外，信貸資料服務

。如你拖欠到期清還的款項，放款人可能亦會向信貸

機構亦可從官方的公眾記錄收集個人資料，例如追收

資料服務機構報告你的帳戶欠款資料，例如過期欠款

欠債的法律行動、欠款的裁決，以及任何宣布或解除

額及逾期還款日數 (守則第2.4條)。

破產的資料 (守則第3.1.3條)。

陳先生
料
信貸資構
服務機

銀行
還款資料
未償還數
額
欠款資料
信用咭損
失資料

5. 信貸提供者會否通知我它在考慮我的信貸
申請時曾參考我的信貸報告？

信貸提供者應在將信貸申請決定通知你時，告知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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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處理你的信貸申請的過程中曾考慮你的信貸報告。

貸檢討的藉口下隨意被查閱，守則訂明檢討須與增加/

它亦應讓你知道如何可與提供信貸報告的信貸資料服

減低信用額、取消信貸，或重組現有信貸安排或修訂

務機構聯絡，以提出查閱資料及改正資料要求 (守則

現有信貸安排的條件有關(守則第2.9.3-2.9.5條)。你

第2.13條)。

的放款人須在為進行信貸檢討而查閱你的信貸報告前
通知你，除非檢討是應你的要求或是根據你與放款人
所達成的現有債務重組安排作出的 (守則第2.14條)。

6. 信貸提供者是否可在任何時間取得我的信
貸報告？
8. 我如何可以確保信貸報告內我的資料是準
不是。信貸提供者只可在有限的情況下取得你的信貸

確的？

報告 (守則第2.9條)。 守則容許信貸提供者在考慮你的
新信貸申請，或你的放款人檢討你的現有信貸安排或

你可要求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提供一份你的信貸報告的

續批到期的信貸安排時取得你的信貸報告。當你在過

複本。條例訂明資料使用者在依從查閱資料要求時可

期後仍拖欠還款時，你的放款人亦可查閱你的信貸報

為提供資料而收取合理的費用。如你親身提出查閱資

告，以監察你的欠債情況。不過，信貸提供者不得為

料要求，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應立即向你提供一份報告

其他目的(例如直接促銷)而查閱你的信貸資料 (守則

的複本，或在三個工作天內將上述複本郵寄給你 (守

第2.12條)。

則第3.18條)。(至於有關詳情，請參閱《如何行使你
的查閱個人資料權利》小冊子)。
料
信貸資構
服 務機

銀行

料

資

人

個

9. 如我發現我的信貸報告的資料不準確，我
為直接促銷目的

可採取什麼行動？

如你發現任何不準確的資料，你首先應知會向信貸資
料服務機構提供資料的放款人。你的放款人必須在提

7. 放款人會否告知我它在檢討我的信貸帳戶
時會查閱我的信貸報告？

供予信貸資料服務機構的資料中，顯示你認為該資料
有爭議 (守則第2.6條)。 除此之外，你可向有關信貸資
料服務機構提出改正資料要求，並提出適當的佐證文

當你與放款人之間存著任何信貸或貸款關係時，放款

件作證。信貸資料服務機構在收到你的要求時，應立

人依法可進行信貸檢討。為免你的信貸資料在進行信

即與你的放款人澄清有關資料。如它在由改正資料要

《個人信貸資料實務守則》對你的信貸申請有甚麼影響？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求日期起計40日內仍無收到你的放款人就爭議資料作

放款人可能在你破產後將你的拖欠還款帳戶撇帳，只

出的任何書面證實或改正，則有關資料應在40日屆滿

要你仍未清結你的欠帳，信貸資料服務機構仍可繼續

時刪除或應你的要求加以修訂(守則第3.19條)。

保留該等拖欠還款帳戶的帳戶還款資料。你因此有責
任向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提供你已獲解除破產的證據(由
原訟法庭發出的破產解除證明書或破產管理署署長發
出的書面通知作證明)。在此情況下，信貸資料服務機

10. 信貸資料服務機構可保留我的信貸資料多
久？

構會在由你獲解除破產日期起計五年屆滿時刪除該等
帳戶還款資料(守則第3.3條)。

只要你與放款人之間仍有借貸關係，信貸資料服務機

12. 如我清結我的貸款帳戶，信貸資料服機構

構便可為信貸報告的目的保留你的個人資料及帳戶一
般資料。資料保留期間的一般規定是帳戶還款資料可

會否自其資料庫刪除我的信貸資料？

被保留五年，由產生該等資料的日期起計，或直至帳
戶結束後五年屆滿為止 (守則第3.4條)。 不過，亦有一

當你清結你的貸款帳戶時，你有權指示你的放款人要

些例外的情況。舉例來說，如你曾拖欠還款超過60日

求信貸資料服務機構自其資料庫刪除該已結束帳戶的

，該等帳戶拖欠還款資料可在全數清還欠款後起計保

資料。當你獲提供貸款時，你的放款人應已告知你此

留五年(守則第3.3條)。 另一方面，如你已全數清結你

項權利 (守則第2.1.4條)，或是在你清結帳戶時，你預

的帳戶，並且從未拖欠還款超過60日，則你有權指示

期會從放款人收到有關書面提示(守則第2.3條)。 不過

你的放款人要求信貸資料服務機構自其資料庫刪除你

，請注意此項權利的條件是在緊接帳戶結束前五年內

已結束帳戶的資料 (請亦參閱問題12)。

，有關帳戶必須並無拖欠還款逾60日，以及帳戶是在
全數清還欠款後結束的 (守則第2.15條)。 你亦須注意
你的放款人可為內部會計目的而在其系統內保留已結
束帳戶的資料，縱使你有權要求信貸資料服務機構自

11. 如我宣布破產，信貸資

其資料庫刪除有關資料。

料服務機構會否自資料庫刪除我
我已全數
清還我的私人貸
款。請問可否把這戶口
的資料從信貸資料服務
機構的資料庫內
陳先生
刪除嗎？

的信貸資料？

你的破產聲明會出現在官方記錄內

銀行

。信貸資料服務機構可為信貸報告
目的從官方的來源收集這類資料。
守則訂明與宣布破產有關的公眾記
錄資料可被保留8年，由宣布有關破
產起計(守則第3.6條)。 請注意你的

無問題，
我會通知信貸資
料服務機構，把你已
清結帳戶的資料自
資料庫內刪除。

《個人信貸資料實務守則》對你的信貸申請有甚麼影響？

料
信貸資構
服務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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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讓信貸資料服務機構的資料庫保留我的已

15. 在過渡期間，信貸提供者在查閱我的帳戶

結束帳戶的資料有其麼好處？

資料時會否受到其他限制？

如你已結束的貸款帳戶並無逾期還款記錄，則你或許

守則訂明在生效日期後會有一段24個月的過渡期間。

希望將有關良好信貸記錄保留在信貸資料服務機構的

在過渡期間，共用帳戶資料會受到限制。信貸提供者

資料庫內。當你日後向其他放款人申請信貸時，你已

只限在以下情況可查閱帳戶資料:(a)當你申請新信貸或

結束的帳戶並無逾期還款記錄或可有助你取得較佳的

貸款安排(不包括增加現有信貸額)，(b)當你的放款人

信貸條件。

在你拖欠還款逾期60日時檢討你的現有信貸安排，以
協助你制訂債務重組安排，(c)當你的放款人已與你制
訂債務重組安排，以及(d)當你要求放款人重組債務或
修訂現有信貸或貸款安排的還款條件 (守則第2.10條)。

14. 我向銀行借了稅務貸款並在二零零三年一
月全數清還有關貸款。此外，我亦持有該銀行的
信用咭多年。銀行可否在守則在二零零三年六月
二日生效時向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提供所有該等帳
戶資料？

16. 我在銀行有一個儲蓄存款帳戶，但卻沒有
申請任何信用咭或向任何放款人申請個人貸款，
其他放款人可否查閱信貸資料服務機構資料庫中

當守則在二零零三年六月二日生效時，當時與你有借

我的資料？

貸關係的銀行可向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提供你的信貸或
貸款帳戶資料。不過，有關銀行不得報告在生效日期

不可以。如你沒有申請任何個人信貸，資料庫內不會

前已全數清結的帳戶的任何帳戶資料 (守則第2.4.3.1

存有你的任何資料。你的銀行不得向信貸資料服務機

條)。 至於在生效日期後仍生效的帳戶，銀行不得報告

構提供關於你的儲蓄存款帳戶的任何資料。

以往的還款資料。除非帳戶內有尚未清還的欠款，在
此情況下，銀行可報告帳戶該欠款資料 (守則第2.4.3.2

條)。 關於你的情況，由於你在二零零三年六月二日前
已全數清還你的稅務貸款，銀行不得向信貸資料服務
機構報告你的貸款帳戶資料。至於你的信用咭帳戶，

17. 是否有任何保安措施可防止信貸提供者不
當查閱我的信貸資料？

只要你並無未償還的咭數，你的銀行不會報告你過往
還款的詳情。

信貸提供者及信貸資料服務機構均受守則及條例的規
定所管限。根據守則的規定，信貸提供者必須在每次
查閱信貸資料庫時，向信貸資料服務機構具體述明作
出查閱的理由及在何種情況下作出查閱 (守則第2.11

條)。 信貸資料服務機構須備存查閱記錄簿，記錄信貸
《個人信貸資料實務守則》對你的信貸申請有甚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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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者查閱其資料庫的所有情況。如信貸資料服務機
構發現信貸提供者有任何懷疑異常查閱情況，應向信

19. 如信貸提供者或信貸資料服務機構不依從
守則的規定會有什麼果？

貸提供者的高層管理人員及私隱專員報告該情況。為
確保依從守則的規定，信貸資料服務機構必須在相隔

在任何根據條例進行的法律程序中，違反守則的規定

不超過12個月的期間內進行循規審核，並向私隱專員

可引致對資料使用者不利的推定。除法律程序外，在

呈交審核報告，供其考慮。

任何向私隱專員提出的個案中，不依從守則的規定會
對有關資料使用者不利。

18. 如我發現信貸提供者或信貸資料服務機構
不當地處理我的資料，我可採取甚麼行動？

如你不能與信貸提供者或信貸資料服務機構解決有關
問題，你可向私隱公署提出書面投訴。你可前往私隱
公署索取投訴表格或從公署的網址www.pco.org.hk下
載有關表格。

本小冊子所載資料只提供一般性指引。讀者如欲明確得知《個人信貸資料實務守則》的全部內容，
請參閱已發出的守則原文。

如欲取得公署出版的其他資料小冊子，請前往公署索取。公署的地址為香港灣仔港灣道一號會展廣
場辦公大樓24樓2401室。此外，市民亦可從公署的網址www.pco.org.hk 下載有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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