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卡各項費用收取方式及客服電話等資訊彙整表
序號

發卡機構名稱

得計入循環信用本金之帳款,各
筆帳款起息日

補印帳單手續費

支票付款退票手續費

清(代)償證明手續費

國外交易結匯手續費

掛失手續費

預借現金手續費

本會彙整日期：107年5月10日

調閱簽帳單費用

違約金(逾期處理費)

服務電話

申訴電話

二十四小時掛失電話

總行地址

網址

1.根據國外特約商店之收單銀行與 VISA 國際組織

1

三信商業銀行

自各筆帳款入帳日起

補發3個月以前之對帳單，每次
不收取費用。
計收$100元。

不收取費用。

清算當日(非 簽帳日)之匯率為清算標準，再依
VISA 國際組織依約所列之結 匯日大盤匯率轉換為
新台幣。
每卡$200元。
2.國外簽帳匯率手續費為依本行需給付給 VISA 國
際組織加計 本行自身作業所需之手續費用合計數
，每筆依國外特約商店消費金額計收1.5%手續費
。

2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自各筆帳款入帳日起

補寄3個月以前之對帳單，每份
不收費。
計收$100元。

每次$100元。

依各信用卡國際組織依約所列之結匯日匯率換算
新臺幣，加計與各信用卡國際組織間約定應給付
該國際組織之服務費及交易金額0.5%計算之本行
手續費後結付。

1.在本行ATM預借現金：預借金額
×3.5%。
每筆簽單＄100元。
2.非在本行ATM或其他金融機構臨櫃預借
現金：$100+預借金額×3.5%。

每卡收＄200元【世界卡免
收】；悠遊One卡白金卡、
每筆預借金額X3%+＄150元
晶片One卡白金卡掛失手續
費$100元。

每張$100元（世界卡免收）。

逾期還款達一期者，收取$100元；逾期還款達二期者，收取
(04)2280-5288
$300元；逾期還款達三期者，收取$500元。最高連續收取三期
0800-003-003
違約金。

(04)2280-5288轉600

(04)2280-5288
0800-003-003

台中市中區市府路59號

www.cotabank.com.tw

當期繳款延滯時，計付違約金$300；連續2期發生繳款延滯時
，第2期計付違約金$400；連續3期發生繳款延滯時，第3期計
付違約金$500。違約金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不超過三期。

(02)2552-3111

(02)2552-3111
0800-003-111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1段2號

www.scsb.com.tw

(02)2745-8080
手機撥打0203-08988（付費
服務電話）
0800-024-365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168號

www.ctbcbank.com

(02)2182-1968
0800-688-168按1

(02)2182-1968
0800-688-168按1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66號

yuantabank.com.tw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二段123號

www.megabank.com.tw

(02)2552-3111
0800-003-111

持卡人所有使用信用卡交易帳款均應以新臺幣或
約定外幣結付，如交易(含辦理退款)之貨幣非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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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元大商業銀行

自各筆帳款入帳日起

補發3個月以前帳單，每月份補
不收取費用。
發手續費$100元。

自各筆帳款入帳日起

補印3個月(含)以上帳單，每次
每月手續費$100元。

5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自各筆帳款入帳日起

6

日盛國際商業銀行

自各筆帳款入帳日起

補發3個月以前之書面帳單，每
次$100元。

不收取費用。

不收費。

臺幣時，則授權發卡機構依各信用卡國際組織依
每卡$100元（鼎極卡不收
約所列之結匯日匯率直接換算為新臺幣或約定結
取，另Taipei 101持卡人每
付外幣，加計發卡機構應向各該國際組織給付之
每筆預借金額X3.5%+＄150元
年可享1次Taipei 101卡免
手續費(各信用卡國際組織收取費率係依該組織規
收掛失費$100元）。
定，調整亦同，詳見本行網站說明)，及發卡機構
以交易金額之0.5%計算之國外交易服務費後結付
；如為退款，則不加收國外交易手續費。

依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與各信用卡國際組織所約
卡片已停用，並經元大銀行確認 定匯率直接換算為新臺幣或約定結付外幣，加計
已繳清所有款項後所開立之證明 本行依與各信用卡國際組織間約定應給付該國際
，每份手續費$200。

組織之手續費數額及以交易金額0.5%計算之本行
。掛失手續費為每卡每次
手續費後結付。(元以下四捨五入)。
$200。

持卡人第一次要求開立清償證明
不收取費用。

補寄(調閱)3個月以前的消費明
細帳單或每月補寄(調閱)消費明
不收取費用。
細帳單次數逾3次者，每月每份

信用卡如不慎遺失，請立
即電洽元大銀行掛失，以
便及時做適當之保全措施
，而補發新卡則不另收費

依各國際組織依約所列之結匯日匯率轉換為新台
免負擔費用，要求補發則酌收費
幣(或約定結付外幣)，並加計1.5％之手續費。
用，每份$100元。

逾期還款達一期者，收取$300元；逾期還款達二期者，收取
(02)2745-8080
不分國內國外消費每筆＄50元（鼎
$400元；逾期還款達三期者，收取$500元。最高連續收取三期 手機撥打0203-08988（付費服務電
極卡不收取，非持卡人本人之交易
0800-057-034
違約金。若持卡人每月帳單未繳清金額在$1,000元(含)以下者 話）
不收取）。
，則無須繳納違約金。
0800-024-365

預借現金手續費= 每筆預借現金金額
×3.5%+$100元。(若預借現金轉入非元大
每筆$100元。
銀行帳戶，每筆須另扣除跨行匯款手續費

逾期還款達一期者，收取$300元；逾期還款達二期者，收取
$400元；逾期還款達三期者，收取$500元。最高連續收取三期 (02)2182-1968
違約金為限。(惟當期帳單應繳總金額在$1,000元(含)以下者， 0800-688-168按1

$30元)

不予計收違約金)

每筆預借金額X3%+NT＄150元。
雙幣信用卡:
1.每卡＄200元。
1.境內:每筆預借現金金額×3％
2.如持卡人尋獲已掛失之信
1.國內消費簽單每筆＄50元。
+NT＄150。
用卡，並於辦理掛失手續
2.國外簽單每筆＄100元。
2.境外:每筆經由信用卡國際組織匯率轉換
時起七日內繳回本行，則
為約定外幣之預借現金金額×3％+等值
全額退費。
NT＄150之約定外幣。

延滯第1個月當月計收＄300元，連續第2個月延滯者當月計收

(02)8982-0000

(02)8982-0000

國內：(02)8982-1111

＄400元，連續第3個月延滯者(含)以上者當月計收＄500元。

0800-056-868

0800-056-868

國外：886-2-89821111

逾期還款達一期者，收取$300元；逾期還款達二期者，收取
(02)2951-6000
$400元；逾期還款達三期者，收取$500元。最高連續收取三期
0800-212-255
違約金。

(02)2950-4696

(02)2951-6000
0800-212-255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0號

www.jihsunbank.com.tw

(04)2220-8176

台中市西區民權路87號

www.tcbbank.com.tw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69號

www.fubon.com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2段44號

www.taishinbank.com.tw

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46號

www.landbank.com.tw

每份手續費$200元。

依各國際組織依約所列之結匯日匯率轉換為新台
幣，並加計1.5％之手續費。

每卡＄200元

每筆預借金額X3.5%+＄100元

每筆簽單＄100元

不收取費用。

依各國際組織依約所列之結匯日匯率轉換為新台
幣，並加計1.5％之手續費。

每卡＄200元

每筆預借現金金額X3.5%+＄100元計收

每筆簽單＄100元

手續費$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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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台中商業銀行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自各筆帳款入帳日起

自各筆帳款入帳日起

每月份$50元（當月及前月除外
不收取費用。
）。

補印三個月以前帳單每次每月收
取$100元手續費

以支票繳付信用卡帳款而未能兌
現，每張收取$300 元整退票處
理手續費。

9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自各筆帳款入帳日起

如持卡人要求補寄超過三個月以
上之帳單，每張酌收$100元手 不接受支票付款方式繳款。
續費。

10

台灣土地銀行

自各筆帳款入帳日起

不收手續費。

自各筆帳款入帳日起

補寄最近3個月內帳單免收，超
過3個月，每次每月份帳單將酌 無此繳款方式。
收$100元。

信用卡契約終止後，持卡人如已
依國際組織所約定匯率換算為新臺幣或約定外幣
清償本行信用卡全部債務，得請
，並加收1.3~1.5%交易服務費用後結付(其中
求開立清(代)償證明，清(代)償
0.8%~1%為信用卡國際組織收取之費用)
證明手續費每次$200元。

持卡人於帳款結清後，如有須開
依各國際組織依約所列之結匯日匯率轉換為新台
立清償證明，本行每份清償證明
幣，並加計1.5％之手續費。
將酌收$200元手續費。

不收手續費。

逾期還款達一期者，收取$100元；逾期還款達二期者，收取

每卡（正、附卡分開計算
）$200元。

每卡$200元。

各期帳單週期之違約金計算係自逾期之日起以3期為計算上限，
按下列方式計收：
如持卡人有請求本行向收單機構調 1.持卡人每月帳單未繳清金額在$1,000元（不含）以下者，無
$100元+每筆預借現金金額 × 3.5%。

(02)8751-1313
閱簽帳單或退款單時，調閱簽帳單 須繳納違約金。
0800-099-799
手續費為每筆$100元。
2.持卡人每月帳單未繳清金額在$1,000元（含）以上者，逾期
一期時，當月計收違約金$300元；連續逾期二期時，當月計收
違約金$400元；連續逾期三期時，當月計收違約金$500元。

1、持卡人每月帳單未繳清金額在$1,000元（不含）以下者，無
依信用卡帳單之信用卡各項費用計
須繳納違約金。
依信用卡帳單之信用卡各項費用計算說明 算說明：每筆$100元(持卡人於帳
2、持卡人每月帳單未繳清金額在$1,000元（含）以上者，逾期 (02)2655-3355
：每筆預借現金金額之3%，惟不足$100 單每期寄送之日起30日內向本行申
一期時，當月計收違約金$300元；連續逾期二期時，當月計收 0800-023-123
元者,以$100元計。
請調閱簽單,事後經本行確認無誤
違約金$400元；連續逾期三期時，當月計收違約金$500元。最
者)
高連續收取三期違約金。

依各國際組織依約所列之結匯日匯率轉換為新台
幣，目前各信用卡國際組織收取之非新臺幣交易
不接受支票付款方式繳款。

每卡＄200元（菁英康鉑卡
服務費為交易金額之1%；國外新臺幣交易服務費
每筆預借金額X3%+＄150元
免收）。
為交易金額之0.8%，加計交易金額0.5%計收本行
服務費後結付。

1.當期帳單應繳總金額在新臺幣999元(含)以下者，無須繳交違
每筆簽單＄100元。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不收取費用。

新臺幣交易時，則依各信用卡國際組織依約所列
每卡200元，正、附卡分別
之結匯日匯率直接換算為新台幣，加計應向各該
每筆預借金額X2.5%+＄150元
計收。
國際組織給付之手續費及以交易金額0.5%計算之
國外交易服務費。

每筆簽單＄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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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樂天信用卡公司

台灣永旺信用卡公司

各筆帳款入帳日起

自各筆帳款入帳日起

持卡人要求補寄非當期之帳單者
，除前二期之帳單免費外，本公
未收取手續費。
司得按每月（份）帳單收取
$100元之補寄帳單手續費。

3個月內帳單：免收手續費。超
無此繳款方式。
過3個月帳單：每份收$100元。

持卡人於帳款結清後，如有須開
立清償證明，本公司每份清償證
明將酌收$200元手續費。

每份$200元。

持卡人之信用卡有遺失、
，或於國外以新臺幣交易（含與設於國外之特約
被竊或其他喪失占有等情
商店或網站交易）時，則授權本公司依各信用卡
形而通知本公司辦理掛失
國際組織依約所列之結匯日大盤匯率直接換算為
停用手續者，須付掛失手
新臺幣，並加收國外交易手續費後結付。國外交
續費每卡$200元。
易手續費內含各信用卡國際組織應收取之費用及
本公司依每筆交易金額之0.5%計收。

依各國際組織依約所列之結匯日匯率轉換為新台
幣，並加計1.1％之手續費。

(02)2314-6633
0800-089-369

(02)8751-1313

(02)8751-1313

0800-099-799

0800-099-799

(02)2655-3355
0800-023-123

(02)2655-3355
0800-023-123

0800-231-590

(02)2314-6633
0800-089-369

每卡＄200元

取逾期手續費，最高連續收取期數不超過三期：
延滯第一個月，當月計付逾期手續費新台幣100元。
延滯第二個月，當月計付逾期手續費新台幣300元。
延滯第三個月，當月計付逾期手續費新台幣500元。

0800-017-171

0800-017-171

總行：台北市大同區塔城街30號
信用卡部：台北市中正區臨沂街73號

www.tbb.com.tw

(02)2516-8328轉7202

(02)2516-8518
0800-505-058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三段49號7樓

https://card.rakuten.com.tw/

延滯第一個月，當月計收逾期手續費＄300元， 延滯第二個月 (02)2508-1680
，當月計收逾期手續費＄400元， 延滯第三個月(含)以上者，每 0800-861-090
月計收逾期手續費＄500元。最高連續收取三期違約金。
0809-001-090

(02)2508-1680
0800-861-090
0809-001-090

(02)2508-1680
0800-861-090
0809-001-090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87號5樓E室

www.aeoncard.com.tw

逾期還款達一期者，收取$300元；逾期還款達二期者，收取
（02）2171-1055
$400元；逾期還款達三期者，收取$500元。最高連續收取三期
0800-081-108
違約金。

（02）2768-2979

（02）2171-1055
0800-081-108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2號3樓之1

www.skbank.com.tw

(02)2191-0025
(02)2182-1901
0800-025-168

(02)2191-0025
0800-025-168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20號

www.bot.com.tw

0800-017-171

各帳單週期之違約金計算方式係以下列方式計付，且最高以三
期為上限：
1.延滯第一個月，當月計付違約金$300元。

持卡人所有使用信用卡交易帳款均應以新臺幣結
付，如交易（含辦理退款）之貨幣非為新臺幣時
12

約金。
2.每筆新臺幣100元計，且最高以連續三期為限。

0809-096-888撥通後接199＃

持卡人如未於每月繳款截止日前付清當期最低應繳金額或遲誤
繳款期限者，除應計付循環信用利息外，並依下列方式按月收

當交易(含辦理退款)之貨幣非為新臺幣或於國外以
11

全省市話直撥4499888(行動電話請

$300元；逾期還款達三期者，收取$500元。最高連續收取三期 加04)
違約金。
0809-096-888撥通後接199＃

每筆預借現金金額×3.5%+$150元。

2.延滯第二個月，當月計付違約金$400元。
如有請求本公司代向收單機構調閱
3.延滯第三個月，當月計付違約金$500元。
(02)2516-8518
簽帳單或退款單時，本公司代收每
持卡人「當期帳單應繳總金額」為新臺幣1,000元以下者，無須 0800-505-058
筆調閱簽單手續費每筆$100元。
繳納違約金，逾期違約金之計收最高以連續三期為限，金額係
以新臺幣計算。但若持卡人次期依約正常繳款，即中斷連續違
約之計算而重新起算。

每筆預借金額X2.5%+＄100元

1.國內每筆簽單＄50元。
2.國外每筆簽單＄100元。

持卡人所有使用信用卡交易帳款，均應以新臺幣
結付。若持卡人交易貨幣非為新臺幣或持卡人於
14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

各筆帳款入帳日起

調閱3個月前歷史帳單每份$100
元（無限卡持卡人免付此項費用 未收取手續費。
）。

每份收取作業費用$200元。

國外（含設於國外之網路商店及特約商店）以新
臺幣交易者時，則授權貴行依各信用卡國際組織
依約所列之結匯日匯率換算為新臺幣，並按每筆
交易金額加計1.5%計收手續費後結付。(包含國際

掛失手續費：每卡＄200元
。無限卡、世界卡持卡人
每筆預借現金金額×3.5%+$100計收。
免付掛失費(掛失補發卡片
，不另收費)。

國內外交易每筆$100元。

組織收取之手續費目前為1%以及本行作業手續費
目前為0.5%)

15

臺灣銀行

自各筆帳款入帳日起

補發超過3個月(不含)以前之歷
史帳單每份收取$100元。

無此繳款方式。

不收取費用。

持卡人使用信用卡於國外交易時，其消費帳款應
加收國外交易服務費，若交易貨幣非為新臺幣時
，依信用卡國際組織依約所列之結匯日匯率換算 每卡＄200元
為新臺幣，並加收消費金額之1.5％，若交易貨幣

每筆預借金額X3%+＄150元

每筆簽單＄100元

為新臺幣時，則加收消費金額之1.3％。

1.當期未繳清金額在$1,000元（含）以下者，免付違約金。
2.每期逾期繳款固定以每筆$100元計付，並按各卡別及其帳單 (02)2191-0025
週期分別計算。
(02)2182-1901
3.最高連續收取三期，如有中斷未連續者即重新計算逾期期數 0800-025-168
。

第1頁

信用卡各項費用收取方式及客服電話等資訊彙整表
序號

發卡機構名稱

得計入循環信用本金之帳款,各
筆帳款起息日

補印帳單手續費

支票付款退票手續費

清(代)償證明手續費

國外交易結匯手續費

掛失手續費

預借現金手續費

持卡人所有使用信用卡交易帳款均應以新臺幣或
約定外幣結付，如交易(含網路交易)貨幣為外幣或 每卡＄200元【免收掛失費
於國外以新臺幣交易(含收單行設於國外特約商店 及自負額之卡別：世界卡
16

玉山商業銀行

自各筆帳款入帳日起

補寄3個月以內帳單，免收手續
費；補寄3個月以前帳單，每份 不收費。
手續費新台幣$100元。

每份手續費$200元。

17

合作金庫銀行

自各筆帳款入帳日起

費；補寄3個月以前帳單，係因
不提供此服務。
可歸責於持卡人之事由者，每次
每月份手續費$100元。

若需補發3個月之前的帳單，可
18

永豐商業銀行

自各筆帳款入帳日起

或網路交易)，則授權玉山銀行依各信用卡國際組
織依約所列之結匯日匯率直接換算為新臺幣或約
定結付外幣，並加收以每筆交易金額1.3%至1.5%
計算之國外交易服務費後結付(其中0.8%至1%為
信用卡國際組織收取之費用，最新各信用卡國際

、醫師尊榮卡、幸運鈦金
依預借現金約定結付幣別區分:預借現金金 1.國內消費簽單每筆＄50元。
卡(不含具悠遊卡功能者)、
額*3.5%+(新臺幣100元/3.5美元/350日圓 2.國外簽單每筆＄100元。
御璽卡(不含具悠遊卡功能
/2.5歐元)
者)、商務白金卡、王建民
認同卡白金卡、NFC手機信

組織之國外交易服務費率請詳見玉山銀行網站或
帳單所示。)

用卡】

持卡人所有信用卡交易帳款均應以新台幣或約定
外幣結付，如交易（含辦理退款）之貨幣非為新
台幣或於國外以新台幣交易（含辦理退款）時，

補寄3個月以內帳單，免收手續

歸責於持卡人之事由，每次每月
目前不收退票手續費。
份帳單酌收$100元補發帳單手
續費。

不收取費用。

違約金(逾期處理費)

服務電話

申訴電話

則授權本行依據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或本行與
。（COMBO卡及商務卡免 每筆預借金額X3%+＄150元。
各信用卡國際組織所約定之結匯日匯率折算為新
收）
台幣或約定外幣，加計本行依與各信用卡國際組
織間約定應給付該國際組織之手續費1%及交易金
額0.5%計算之本行國外交易服務費後結付。

繳款延滯時，第2個月計付違約金$400元，連續3個月發生繳款
(02)2182-1313#1＃0
延滯時，第3個月計付違約金$500元。(每次連續收取期數最高
0800-301-313
以三期為上限。)當期帳單應繳總金額未滿1,000元免收違約金
。

(02)2331-9370
持卡人確係遭人盜刷或帳款疑義非 2.當期繳款發生延滯時，應計付違約金$100元；連續2期發生繳
(04)22273131
可歸責於持卡人之事由時，其調閱 款延滯時，第2期計付違約金$200元；連續3期發生繳款延滯時
0800-033-175
簽帳單手續費由本行負擔。
，第3期計付違約金$300元。(每次連續收取期數最高以3期為上
限)

持卡人如未於每月繳款截止日前付清當期最低應繳金額或遲誤
繳款期限者，除應依約定計付循環信用利息至該筆帳款結清之
日止，並應自逾期之日起每月計付違約金，違約金計算方式為

預借現金手續費:每筆預借現金金額*3.5%
+$100元，若臨櫃預借現金每筆手續費不

二十四小時掛失電話

總行地址

網址

當期(月)繳款發生延滯時，計付違約金$300元；連續2個月發生
(02)2995-2913

1.持卡人當期帳單未繳清金額在$1,000元(含)以下者，無須繳納
每筆簽單$100元，如調查結果發現 違約金。

信用卡掛失費每卡$200元

持卡人所有使用信用卡交易帳款均應以新臺幣或
約定外幣結付，如交易(含辦理退款)之貨幣非為新
臺幣時，則授權本行依各信用卡國際組織依約所
當持卡人與本行之信用卡契約終
列之結匯日匯率直接換算為新臺幣或約定結付外
止後，持卡人如已清償全部債務
幣，並加計國外交易服務費。如於國外以新臺幣 每卡＄200元。
，得向本行申請開立清償證明，
交易(國內透過網路與國外商店交易時屬國外交
惟應繳納每份$200之手續費。
易)，亦應依前段加計國外交易服務費。國外交易
服務費，除包含各信用卡組織收取之費用外，本

本會彙整日期：107年5月10日

調閱簽帳單費用

國內消費每筆手續費$50元，國外
(02)2528-7776
足$500元者，以$500計算。若ATM、電話
：未依約繳款當月之違約金為$300元；連續第二個月未依約繳
消費每筆手續費$100元。
0800-058-888
或網路預借現金每筆手續費不足$200元者
款之違約金為$400元；連續第三個月未依約繳款之違約金為
，以$200元計算。
$500元（若「當期帳單應繳總金額」為新臺幣壹仟元以下者，
不收取違約金），每次最多連續收取三個月。

(02)2182-1313轉6
0800-301-313

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7號

www.esunbank.com.tw

台北市松山區長安東路2段225號

www.tcb-bank.com.tw

(02)2331-9370
(04)2227-1128

(04)22273131
0800-033-175

（02）2361-7258
0800-058-888

(02)2528-7776
0800-058-888

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7號6樓

bank.sinopac.com

(02)2579-1008

(02)412-8077
0800-005-999

台北市信義路5段7號40樓

www.entiebank.com.tw

(02)2576-8000
0800-012-345

(02)2576-8000
0800-012-345

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1號

www.citibank.com.tw

(02) 2546-5125

(02) 2719-0606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363號12樓

www.americanexpress.com.tw

0800-050-018

(02)8072-3000
0800-066-557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333號14樓

www.hsbc.com.tw

(07)556-5200
0800-029-666

(07)556-5200
0800-029-666

高雄市博愛二路168號

www.bok.com.tw

(02)2383-1000
0800-818-001

(02)2383-1000
0800-818-001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7號

www.cathayholdings.com/bank

(02)2173-2999
0800-031-111

(02)2173-2999
0800-031-111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30號

www.firstbank.com.tw

市話4058-0088

市話4058-0088

手機(02)4058-0088

手機(02)4058-0088

台北市敦化北路168號

www.sc.com/tw

行每筆另按交易金額0.5%計收。

持卡人所有使用信用卡交易帳款均應以新臺幣結

19

安泰商業銀行

自各筆帳款入帳日起

補發3個月以前之帳單，每次每
不收取費用。
個月份$100元。

每次$200元。

付，如交易（含辦理退款）之貨幣非為新臺幣時
，則授權發卡機構依各信用卡國際組織依約所列
之結匯日匯率換算為新臺幣，並加計發卡機構需
給付各信用卡國際組織之作業手續費（目前威士

每卡＄200元，鈦金卡/晶
緻卡/白金卡免收。

每筆預借金額X3.5%+＄100元

每筆簽單＄100元

卡、萬事達卡、JCB卡之作業手續費皆為交易金額
之百分之一）及發卡機構自身作業所需之手續費
(按交易金額0.5%)結付。

分期e卡/喜憨兒一般卡/透明卡/
喜憨兒金卡/超級紅利回饋卡/現
金回饋白金卡/饗樂生活白金卡/
饗樂生活御璽卡/勤美天地聯名
卡/ Happy Go卡：如係因可歸責
20

花旗（台灣）銀行

自各筆帳款入帳日起

於持卡人之事由，每次每月份收
取手續費新台幣100元(補送最近
3個月內帳單者免收)。
現金回饋無限卡/寰旅尊尚世界

無此繳款方式。

不收取費用。

卡/寰旅世界卡/寰旅御璽卡/鑽石
卡/Citi Prestige信用卡：免費。

21

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2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

23

高雄銀行

自各筆帳款入帳日起

自各筆帳款入帳日起

自各筆帳款入帳日起

持卡人所有使用信用卡交易帳款均應以新臺幣結
付，如交易(含辦理退款)之貨幣非為新臺幣時，或
於國外(包含與設於國外之網站、特約商店交易)以
新臺幣交易時，則授權貴行依Visa/MasterCard國

分期e卡/喜憨兒一般卡/透
明卡/喜憨兒金卡/超級紅利
回饋卡/現金回饋白金卡/饗
樂生活白金卡/饗樂生活御

際組織所列之結匯日大盤匯率直接轉換為新臺幣
，並加計貴行依與各信用卡國際組織間約定應給
付予該國際組織之手續費(目前Visa及MasterCard
國際組織收取之非臺幣及臺幣國外交易服務費為

璽卡/勤美天地聯名卡/
Happy Go卡：$200元。
現金回饋無限卡/寰旅尊尚
世界卡/寰旅世界卡/寰旅御

交易金額之1%)及以交易金額0.5%計算之貴行國
外交易服務費後結付。

璽卡/鑽石卡/Citi Prestige
信用卡：免費。

未收取

超過3個帳款期間以前之交易明
細(月結單)，每份收取$100元之 不收取費用。
交易明細補發手續費。

不收取費用。

依各國際組織依約所列之結匯日匯率轉換為新台
幣，並加計該國際組織收取之國外交易服務費(現
為兌換金額之2%)。

補寄超過3個月前的帳單，每次
不收取費用。
每月新台幣$100元。

每份$200元。

持卡人應繳付之國外交易手續費，除各信用卡國
不論卡別及補卡與否均須
際組織應收取之費用外，每筆另按消費金額0.5％
繳交掛失手續費$200元。
計收。

不收取費用。

不收取費用。

不收取費用。

依各國際組織依約所列之結匯日匯率轉換為新台
幣，並加計1.5％之手續費。

每卡$200元。

當月繳款發生延滯時，計付延滯金$300元；連續2個月發生繳
(02)412-8077
款延滯時，第2個月計付延滯金$400元；連續3個月發生繳款延
0800-005-999
滯時，第3個月計付延滯金$500元。

分期e卡/喜憨兒一般卡/透明卡/喜
憨兒金卡/超級紅利回饋卡/現金回
饋白金卡/饗樂生活白金卡/饗樂生
每筆預借現金金額X3.5%+＄100元

活御璽卡/勤美天地聯名卡/ Happy 當期繳款延滯時，逾期滯納金$300元；連續二期延滯繳款時，
(02)2576-8000
Go卡：國內消費簽單每筆$50元， 第二期逾期滯納金$400元；連續三期延滯繳款時，第三期之逾
0800-012-345
國外簽單每筆$100元。
期滯納金$500元；但最高連續收取期數不得超過三期。
現金回饋無限卡/寰旅尊尚世界卡/
寰旅世界卡/寰旅御璽卡/鑽石卡/
Citi Prestige信用卡：免費。

1.國內：不提供預借現金服務。
1.國內：每筆$50元。
2.國外：3.5%或＄100元(以較高者為準)。 2.國外：每筆$100元。

每筆預借金額X3.5%+＄100元

每筆簽單＄100元

當期(月)繳款發生延滯時，計付違約金$300元。(每次連續收取 1.簽帳卡：(02) 2719-0707
期數最高以三期為上限。)
2.信用卡：(02)2545-9090

當期(月)繳款發生延滯時，計付違約金$300元；連續2個月發生
繳款延滯時，第2個月計付違約金$400元，連續3個月發生繳款 (02)8072-3000
延滯時，第3個月計付違約金$500元。(每次連續收取期數最高 0800-066-557
以三期為上限)

1.國內消費簽單每筆＄50元。
每筆預借現金之新台幣金額X3％+$150元 2、國外簽單每筆＄100元。

未收取

(07)556-5200
0800-029-666

持卡人所有使用信用卡交易帳款均應以新臺幣或
約定外幣結付，如交易(含辦理退款)之貨幣非為新
臺幣或於國外以新臺幣交易（含與設於國外之特

24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自各筆帳款入帳日起

最近2個月入帳期間內之帳單免
收手續費，3個月(含)以上帳單 不收取手續費。
每次$100元。

約商店或網站交易）時，則授權本行依各信用卡
第一次免費，自第二次申請開始 國際組織依約所列之交易結匯日匯率直接換算為 1.每卡$200元。
，每次酌收工本費一份$200元 新臺幣或約定結付外幣，加計本行應向各該國際 2.世界卡/Costco聯名無限 每筆預借金額X3%+＄150元或US$5美元
。
組織給付之手續費及本行以交易金額百分之0.5計 卡免收。
算之國外交易服務費後結付。(國外交易手續費目

每張$100元(白金卡以上等級免
收)。

當期(月)繳款發生延滯時，計付違約金$300元；連續2個月發生
繳款延滯時，第2個月計付違約金$400元，連續3個月發生繳款 (02)2383-1000
延滯時，第3個月計付違約金$500元。(每次連續收取期數最高 0800-818-001
以三期為上限)

前費率為交易金額之0.8%~1%，信用卡國際組織
收取之費率可能隨時變更，並詳載於信用卡帳單
或銀行網站)

持卡人所有使用信用卡交易帳款均應以新臺幣或

25

第一商業銀行

自各筆帳款入帳日起

每份$50元(補寄最近2個月帳單
不收取手續費。
免收任何費用)。

每次$200元。

約定外幣結付，如交易(含辦理退款)之貨幣非為新
臺幣，或於國外以新台幣交易，或於國內以新臺
幣交易但仍經國際清算或與設於國外之網站、特
約商店交易及辦理退款時，則授權發卡機構依各 每卡＄200元(白金卡及白
信用卡國際組織依約所列之結匯日匯率直接換算 金卡以上免收)

每筆預借現金金額之3.5％ ( 最低以新台幣
每筆簽單＄100元。
100元/3.5美元/400日圓/3歐元 ) 計收。

為新臺幣或約定結付外幣，加計發卡機構應向各
該國際組織給付之手續費及發卡機構以交易金額
0.5%計算之國外交易服務費後結付。雙幣卡國外
交易結匯手續費以約定結付外幣計收。

26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

自各筆帳款入帳日起

如持卡人要求補發超過2個月前
之月結單，每份月結單須繳付
不收費。
$100元之手續費。

每次$300元。

依各國際組織依約所列之結匯日匯率轉換為新台
幣，結匯日按結匯帳款計算信用卡國際組織之手
續費(交易金額x1%)及本行手續費(交易金額之
0.5%)。

每卡＄200元（白金卡、御
璽卡、世界卡、無限卡免 每筆預借金額X3.5%+＄100元
收）

計付之違約金連續3期以上(含)者以3期為限
‧繳款截止日止帳單未繳清金額在新台幣1,000元/35美元/
4,000日圓/30歐元(含)以下者，無需繳納(各約定結付幣別分別
計算)。
‧逾期第1個月當月計付逾期手續費300元。
‧逾期第2個月當月計付逾期手續費400元。
‧逾期第3個月當月計付逾期手續費500元。

(02)2173-2999
0800-031-111

威士卡之國內外消費簽單均為$100
持卡人當期月結單未繳金額在$1,000(含)以下，不收取違約金
元，萬事達卡與JCB卡國內消費簽
市話4058-0088
；違約第一、二及三期分別收取$300元、$400元及$500元違約
單為$100元，國外消費簽單為
手機(02)4058-0088
金，連續收取以三期為限。
$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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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各項費用收取方式及客服電話等資訊彙整表
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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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發卡機構名稱
華南商業銀行

華泰商業銀行

得計入循環信用本金之帳款,各
筆帳款起息日
自各筆帳款入帳日起

自各筆帳款入帳日起

補印帳單手續費
每次每月收取手續費$100元。
(補送最近3個月內帳單者免收)

支票付款退票手續費
無提供支票付款服務。

如持卡人請求補送3個月內帳單
，免收手續費。超過3個月且係
可歸責於持卡人事由者，每次每
每筆交易收取$300元手續費。
月應繳交補寄帳單手續費$100
元，惟超過1年以上之帳單，本

清(代)償證明手續費
每份$200元。

國外交易結匯手續費
依各國際組織依約所列之結匯日匯率轉換為新台
幣，並加計1.5％之手續費。

停卡清償結案者，第一次不收費
，第二次起每份收取$100元； 依各國際組織依約所列之結匯日匯率轉換為新台
其餘申請繳款證明者，每份
幣，並加計1.35％之手續費。
$100元。

掛失手續費

預借現金手續費

調閱簽帳單費用

每卡＄200元。

每筆預借現金金額×3.5%＋＄100元

每筆簽單＄100元

每卡＄100元

本行暫不開辦此項業務，如有變更，將另
每筆簽單＄100元
行通知或公告之。

本會彙整日期：107年5月10日
違約金(逾期處理費)
延滯第一個月，當月計付違約金$300元。
延滯第二個月，當月計付違約金$400元。
延滯第三個月，當月計付違約金$500元。

服務電話
(02)2181-0101
0800-231-710
0800-231-719

1、持卡人每月帳單未繳清金額在$1,000元（含）以下者，無須
繳納違約金。
(02)2777-5488
2、持卡人每月帳單未繳清金額在$1,000元以上者，每逾一繳款 0800-075-252
期限收取$100元，連續收取三期為限。

申訴電話

二十四小時掛失電話

總行地址

網址

(02)2181-0101
0800-231-710
0800-231-719

(02)2181-0101
0800-231-710
0800-231-719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123號

www.hncb.com.tw

0800-021-678

(02)2777-5488

台北市長安東路2段246號

www.hwataibank.com.tw

(02)7736-6689
0800-085-134

（02）2822-0122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一段90號

www.sunnybank.com.tw

台北市南京東路5段125號

www.KGIbank.com

行將無法提供。

持卡人所有使用信用卡交易帳款均應以新臺幣結
付，如交易(含辦理退款)之貨幣非為新臺幣或於國
外以新臺幣交易（含興設於國外之網站、特約商
店交易）時，則授權本行依各信用卡國際組織依
29

陽信商業銀行

自各筆帳款入帳日起

補寄1個月以上帳單每張$100元
$300元。
。

每份$200元。

約所列之結匯日匯率直接換算為新台幣，並加收
每卡＄200元
國外交易手續費後結付，國外交易手續費內含各
信用卡國際組織應收取之費用(目前費率為交易金
額之1%，信用卡國際組織收取之費率可能隨時變

每筆預借金額X3%+＄150元

1.國內消費簽單每筆＄50元。
2.國外簽單每筆＄100元。

1.持卡人「當期帳單應繳總金額」為$1,000元(含)以下者無須繳
納違約金。

(02)2822-0122
2.持卡人「當期帳單應繳總金額」逾$1,000元者，延滯第一個
陽信商務御璽卡及鈦金卡免付費專
月收$300元；延滯第二個月收$400元；延滯第三個月收$500元
線：0800-053-388
，前開違約金之連續收取以連續三期為限，期間依約繳款者，
違約金連續收取之次數重新計算。

更，並詳載於信用卡帳單)及本行依每筆交易金額
之0.5%計收。

30

凱基商業銀行

自各筆帳款入帳日起

31

彰化商業銀行

自各筆帳款入帳日起

32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自各筆帳款入帳日起

每份手續費$200元。

1.無限卡/鈦金卡／御璽卡
國外交易(含辦理退款及國外以新臺幣交易)依各信
／晶緻卡／白金卡掛失免
用卡國際組織所列之結匯日匯率直接換算為新臺
每筆預借現金金額×3.5%+$100元。（若 於國內或於國外消費之簽單每筆
收掛失手續費。
幣或約定結付外幣，除各國際組織應收取之手續
使用分期功能從其專案約定）
$100元。
2.金卡/普卡每卡＄200元。
外，另加計交易金額之0.5%手續費。

補發3個月以內帳單，免收手續
費；補發3個月以前帳單，係因
無提供支票付款服務。
可歸責於持卡人之事由者，每月
份計收新臺幣100元手續費。

不收費。

依各國際組織依約所列之結匯日匯率轉換為新台
幣，並加計1.5％之手續費。

每次每月$100元，最近3期內之
不收費。
帳單補印則免手續費。

每次$200元。

依各國際組織依約所列之結匯日匯率轉換為新台
幣，並加計1.5％之手續費。

補送逾3個月前之帳單，每次每 如支票支付信用卡款未兌現，每
期帳單$100元。

張支票交易手續費$300元。

每卡＄200元，商務白金卡
每筆預借金額X3.5%
等級(含)以上免收。

每卡掛失費NT$200；

33

34

聯邦商業銀行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

自各筆帳款入帳日起

自各筆帳款入帳日起

Combo卡補發另加收$300
每筆預借金額X3%+＄150元
元；mc2卡補發另加收
$200元。

「如因可歸責於持卡人之事由致
每期補送(含當期)帳單次數超逾
依聯邦信用卡約定條款終止契約
2次者，或補寄超過二個帳款期 支票付款未能兌現時，本行每張 後，持卡人如已清償全部債務， 依各國際組織依約所列之結匯日匯率轉換為新台

每卡(正、附卡分開計算)
$200元。無限卡、世界卡
、個人商務白金卡、聯邦

間以前之帳單，本行得按次或按 加收$300元手續費。
每帳款期間收取$100元之補發
帳單手續費。」

商務差旅卡免收掛失費。
國旅卡依據共同供應契約
載明為準。

每次每月帳單$100元(補寄最近
$300元
一個月內帳單者免收)

得請求本行開立清償證明，每次 幣，並加計1.5％之手續費。
酌收$300元手續費。

每份$300元。

持卡人應繳付之國外交易手續費，除各信用卡國
每卡＄200元(豐盛御璽卡
際組織應收取之費用外，每筆另按消費金額0.5％
免收)。
計收。

每筆預借金額X3.5%+＄100元。

1.當期帳單應繳總金額為1,000元以下者無須繳納逾期費用。

(02)8023-9088
2.延滯第一個月計收300元、延滯第二個月計收400元、延滯第
0800-255-777
三個月計收500元。惟最高連續收取期數以三期為限。

逾期繳款第一個月當月計收違約金新臺幣300元；逾期繳款第二 0800-365-889
每筆簽帳單＄100元(調閱結果非持
個月當月計收違約金新臺幣400元；逾期繳款第三個月當月計收 412-2222（以市話計費）
卡人消費免收)
違約金新臺幣500元。每次連續收取期數最高以三期為上限。 手機請撥02-412-2222

1.國內消費簽單每筆＄50元。
2.國外簽單每筆＄100元。

每筆簽單＄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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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255-777

0800-365-889
412-2222（以市話計費）
手機請撥02-412-2222

0800-365-889
412-2222（以市話計費）
手機請撥02-412-2222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2段57號

www.bankchb.com

0800-261-732
(02)8073-1166

0800-261-732
(02)8073-1166

台北市敦化南路2段207號27樓

www.feib.com.tw

（02）2545-5168

(02)2545-5168

（02）2545-5168

（07）226-9393

(07)226-9393

（07）226-9393

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09號

http://www.ubot.com.tw/

0800-808-889
（02）6612-9889

0800-808-889
（02）6612-9889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2、36號15~17樓

www.dbs.com/tw

繳款延滯時，第2個月計付違約金$400元，連續3個月發生繳款 0800-261-732
延滯時，第3個月計付違約金$500元。(每次連續收取期數最高 (02)8073-1166
以三期為上限)

各帳單週期之違約金計算方式為：
1.逾期一期者，應繳納違約金$300元。
2.逾期二期者，應繳納違約金$400元。

第一個月收取$300元、第二個月收取$400元、第三個月收取
國內交易每筆$50元；國外交易每
0800-808-889
$500元，違約金之最高收取期數不超過三期，當月帳單所載應
筆$100元。
（02）6612-9889
付帳款未達$1,000元者，不計收違約金。

註一：若持卡人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結清全部應付帳款或繳款後剩餘未付款項不足$1,000元，發卡行則不計收循環信用利息；另得計入循環信用本金之帳款係指持卡人因消費或預借現金所產生之帳款未清償部份。
註二：入帳日係指發卡行墊付消費款予收單機構或特約商店或為持卡人負擔墊款義務,並登錄於持卡人帳上之日,即發卡行實際墊款日。
註三：違約金係發卡行對持卡人未於繳款截止日前繳足最低應繳金額所收取之違約金或逾期處理費用。
註四：本表係依各發卡行提供資料彙整，如欲瞭解詳情或資料是否異動請上各發卡行網站查看或直接洽詢各發卡銀行。
註五：本資料表中關於金額部分，如未特別標示幣別皆以新台幣(元)為單位。

(02)8023-9088

當期(月)繳款發生延滯時，計付違約金$300元；連續2個月發生

3.逾期三期者，應繳納違約金$500元。
(最高連續收取三期違約金)

每筆預借金額X3.5%+＄100元

(02)2232-12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