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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 - 通用
汉语 丹麦语
请问我在【国家】取钱有手续费吗？ Kan jeg hæve penge i [land] uden at betale gebyrer?

询问在某一国家取钱是否有手续费

请问如果我使用与开卡银行不同的ATM取钱要
交多少手续费？

Hvad er gebyrerne hvis jeg bruger eksterne
hæveautomater?

询问在不同银行的ATM机上取钱要多少手续费

银行 - 银行开户
汉语 丹麦语
我想要开一个银行账户。 Jeg vil gerne åbne en bankkonto.

表达你想要在银行开户

我想要注销我的银行账户。 Jeg vil gerne lukke min bankkonto.
表达你想要关闭一个银行账户

请问我能在网上开户吗？ Kan jeg åbne en bankkonto online?
询问你是否能网上开户

请问我的账户是借记卡还是信用卡？ Vil jeg få et hævekort eller et kreditkort?
询问你的账户是什么类型的卡

请问我能在手机上管理账户么？ Kan jeg logge på banken fra min telefon?
询问你能否在手机上办理银行业务

请问你们有哪些种类的银行账户？ Hvilke typer bankkonti tilbyder I?
询问有哪些银行账户

活期账户 girokonto
银行账户种类

储蓄账户 opsparingskonto
银行账户种类

个人账户 personlig konto
银行账户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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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名账户 fælleskonto
银行账户种类

儿童账户 børnekonto
银行账户种类

外国货币账户 udenlandsk valuta konto
银行账户种类

商务账户 erhvervskonto
银行账户种类

学生账户 studiekonto
银行账户种类

请问有月费吗？ Er der månedlige omkostninger?
询问账户是否要每月付费

请问国际转账的手续费是多少？ Hvad er kommisionen for internationale overførsler?
询问国际转账的手续费

请问我的卡丢失或者被偷了有保险吗？ Er der nogen forsikring hvis jeg mister eller får mit kort
stjålet?

询问如果卡被偷了或者丢失了是否有保险

请问我会有支票簿吗？ Modtager jeg et checkhæfte?
询问是否会收到支票簿

储蓄利率是多少？ Hvad er opsparingsrenten?
询问储蓄利率

您能如何防止我被诈骗？ På hvilken måde kan I beskytte mig mod svindel?
询问如果你被诈骗银行有何种保障措施

我丢失了我的信用卡。 Jeg har mistet mit kreditkort
表达你丢失了你的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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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信用卡被偷了。 Mit kreditkort er blevet stjålet.
表达你的信用卡被偷了

您能冻结我的账户吗？ Kan I spærre min konto?
询问银行能否冻结你的银行账户

我需要补办一张卡。 Jeg har brug for et nyt kort.
表达你需要另外一张卡，因为原有的卡没有了

银行 - 财政补助
汉语 丹麦语
我想要了解贷款信息。 Jeg vil gerne have information om lån.

询问贷款信息

您能给我说说利率信息吗？ Hvad kan du fortælle mig om rentesatsen?
询问利率信息

我想要了解抵押贷款的相关信息。 Jeg vil gerne have information om prioritetslån.
询问抵押贷款信息

我想要和负责抵押贷款的顾问聊一聊。 Jeg vil gerne tale med en prioritetslånsrådgiver.
要求和负责抵押贷款的顾问进行咨询

我正在考虑买第一套房子。 Jeg køber mit første hjem.
表达你在打算买第一套房子

这是我在购买的第二套房子。 Jeg køber en anden ejendom.
表达你在买第二套房子

我想要再抵押。 Jeg vil gerne genlåne.
表达你需要再抵押

我想要评估我的抵押贷款。 Jeg vil gerne gennemgå mit eksisterende prioritetslån.
表达你想要评估你的抵押贷款

我想要买一处房产出租。 Jeg køber en ejendom til at leje videre.
表达你想要买一处房产出租

页面 3 24.05.2023



移民入境
银行

我的年收入大概______。 Min samlede årsindkomst er ______.
表达你的年收入大概多少

银行 - 保险
汉语 丹麦语
我想要买一份保险。 Jeg vil gerne tegne en forsikring.

表达你对保险感兴趣

家庭保险 Indboforsikring
保险类型

旅游保险 Rejseforsikring
保险类型

人身保险 Livsforsikring
保险类型

健康保险 Sygeforsikring
保险类型

汽车保险 Bilforsikring
保险类型

宠物保险 Husdyrsforsikring
保险类型

失窃保险 Tyveriforsikring
保险类型

抵押贷款保险 Prioritetslånsbeskyttelse
保险类型

学生财物保险 Studenterforsikring
保险类型

团体保险 Gruppeforsikring
保险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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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保险 Skadesforsikring
保险类型

洪水保险 Oversvømmelsesforsikring
保险类型

火灾保险 Brandforsikring
保险类型

我的保险能保多久？ I hvor mange måneder vil jeg være dækket?
询问你的保险覆盖多长时间

请问我的保险多少钱？ Hvor meget koster forsikringen?
询问保险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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