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金融機構外匯業務共通性費用收取方式資訊彙整表
資料報送至107年6月30日止
銀行
代號

銀行名稱

申請外匯存款餘額證明書

存戶查詢歷史交易資料明細

外匯存款存提領現鈔

申請外匯存摺或存單掛失或補發 申請外匯存款印鑑掛失或更換印鑑

國外匯出匯款/一般電匯

備註

客戶服務專線

銀行揭示費用網址

本國銀行

1. 每張50元。
2. 每增加一張，加收
20元。
004 臺灣銀行

【DBU】
比照新臺幣存款業務
收費標準計收，每次
申請第一份收取50元
，每增加一份加收20
元。
005 臺灣土地銀行

1.列印15年內往來明細資料，頁
數≦20頁者，每份100元，頁數
＞20頁者，每增加1頁加收5元。
2.列印逾15年往來明細資料，頁
數≦20頁者，每份200元，頁數
＞20頁者，每增加1頁加收10
元。
※須遠赴倉庫調閱者，每次調閱
需加收200元 。

1.辦理同一幣別外幣現鈔存入外匯存
每件100元。
款：按本行牌告即期買入匯率與現鈔買
入匯率之差額計收，最低100元。
2.辦理同一幣別外幣現鈔提領外匯存
款：按本行牌告即期賣出匯率與現鈔賣
出匯率之差額計收，最低100元。

每件100元。

【DBU】
比照新臺幣存款業務收費標準計
收：
1.影印傳票每張收取50元。
2.必須遠赴倉庫調閱者每張收取
200元。
3.列印15年內往來明細資料，頁
數≦20頁者，100元/每份，頁數
＞20頁者，加收5元/每增加1頁；
列印逾15年往來明細資料，頁數
≦20頁者，200元/每份，頁數＞
20頁者，加收5元/每增加1頁；列
印往來明細資料，必須遠赴倉庫
調閱者，200元/每張。

【DBU】
1.以外幣現鈔存入外匯存款:按本行牌
告即期買入匯率與現鈔買入匯率之差額
計收，最低新臺幣100元。
2.自外匯存款提領外幣現鈔:按本行牌
告即期賣出匯率與現鈔賣出匯率之差額
計收，最低新臺幣100元。

【DBU】
比照新臺幣存款業務收
費標準計收，每件收取
100元。

每份50元(申請一份以 1.影印傳票：當年度100元/每
上，每份加收20元)。 張；非當年度200元/每張。
2.列印15年內往來明細資料，頁
數≦20頁者，100元/每份，頁數
＞20 頁者，加收5元/每增加1
頁。
3.列印逾15年往來明細資料，頁
006 合作金庫銀行
數≦20頁者，200元/每份，頁數
＞20頁者，加收5元/每增加1
頁。
4.須遠赴倉庫調閱者，另依所需
人力、印製費或車資等成本加收
最低每趟200元。
1.最近三個月內:每份 1.最近一年內：查詢頁
50元。
數≦12頁者，每份100 元，頁數
2.超過三個月者:每份 ＞12頁者，每增加1頁加收5元。
100元。
2.超過一年者：查詢頁數≦12頁
3.申請一份以上者， 者，每份200 元，頁數＞12頁者
每份加收20元。
，每增加1頁加收5元。
※每一帳號視為1份。
※103年2月17日調整
007 第一商業銀行

1.最近一個月以內：每
份50元。
2.一個月以上：每份
100元。
3.申請一份以上：每份
加收20元。
008 華南商業銀行

1.每份查詢頁數10頁(含)
以內：100元。
2.每份查詢頁數超過10頁，
每1頁加收5元。
※每一帳號視為1份。
3.影印傳票/交易憑證：
當年度每張100元；
非當年度每張200元。
4.須遠赴倉庫之資料每趟調
閱需加收300元。
※104年1月23日起實施。

【DBU】
比照新臺幣存款業務收
費標準計收，每本（
張）收取100元。

按買賣即期匯率與買賣現鈔匯率之差額 補發存摺、存單每本
計收手續費，最低100元。
(張）100元，如同時申
請申請存摺補發及更換
印鑑兩項者收取100
元。

1.手續費(匯費)：每筆按匯款金額0.05％計收，最低100元，
最高800元。
2.郵電費（電報費）：每通電文300元。
3.全額到匯收費：請於承作時另向經辦人員洽悉。
※以外幣現鈔匯出者，另按本行牌告即期買入匯率與現鈔買
入匯率之差額計收手續費，最低100元。

印鑑掛失（更換）每次
100元，如同時申請申
請存摺補發及更換印鑑
兩項者收取100元。

匯差：
每張100元。
1.以外幣現鈔存入外存帳戶：按本行掛
牌外幣現鈔買入匯率與即期買入匯率之
差額，乘以存入金額計收，最低100
元。
2.自外存帳戶提領現鈔：按本行掛牌外
幣現鈔賣出匯率與即期賣出匯率之差額
，乘以提領金額計收。

每次100元。

http://www.bot.com.tw
「收費標準」─ 「本行收費標準」

(02)2314-6633

https://www.landbank.com.tw/Category/Items/
%E5%A4%96%E5%8C%AF%E6%A5%AD
%E5%8B%99%E5%90%84%E9%A0%85%E
6%94%B6%E8%B2%BB%E6%A8%99%E6
%BA%96_%E5%90%ABOBU_

0800-033-175

http://www.tcbbank.com.tw/product/Pages/tcb_fee.aspx

(02)2181-1111

https://www.firstbank.com.tw/A4_3_10.action

1.手續費：按匯款金額0.05%計收，最低100元，最高800
元。
2.郵電費(電報費)：每通300元。
3.全額到匯收費：國外費用依國外同業實際扣取費用另外計
收。
※以外幣現鈔匯出時，另按牌告即期買入匯率與現鈔買入匯
率之差額計收匯差手續費，最低100元。

1.手續費：每筆按匯款金額0.05%計收，最低200元，最高
800元。
2.郵電費（電報費）：每通300元。郵費：每筆300元。
3.全額到匯收費：每筆另外加收國外費用。
※以外幣現鈔匯出者，另按買入即期匯率與買入現鈔匯率之
差額計收手續費，最低100元。

1.提領外幣現鈔，按本行牌告小額賣出 每次100元。
匯率與外幣現鈔賣出匯率之差額計收匯
率差價；最低收費200元。
2.外幣現鈔存入，按本行牌告小額買入
匯率與外幣現鈔買入匯率之差額計收匯
率差價；最低收費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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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手續費：以外匯存款或新臺幣結匯匯出案件，費率為
0.05%，最低100元，最高800元。
2.郵電費(電報費)：每張電文計收300元。(一張電文：非全額
到匯)
3.全額到匯收費：拍發二張電文，每張電文另收300元郵電費
(電報費)。

每件100元。

1.手續費：按匯出金額0.05％計收，最低100元，最高800
元。
2.郵電費：北美、歐洲、東南亞及日、韓地區一律收220元。
其他地區一律收290元。
3.全額到匯收費：全額到匯(全額匯至受款銀行)之匯款，另
加收一通電報費或由客戶自行負擔國外銀行費用(中間銀行
及或受款銀行費用)。
※以外幣現鈔匯出者，手續費改按本行現鈔掛牌買入匯率與
即期買入匯率之差額計收匯率差價，最低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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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有關外匯存款存提領現鈔
(02)2181-0101
外，本表所列外匯存款之相
關收費係依照存款業務之收
免付費服務專線：
費標準計收，本行並未針對
0800-231-710
外匯存款另訂收費標準。

1.外匯存款存提領現鈔收費標準：
http：
//www.hncb.com.tw/personal/c1002.shtml
2.存款業務收費標準：
http：
//www.hncb.com.tw/personal/c1001.shtml

各金融機構外匯業務共通性費用收取方式資訊彙整表
資料報送至107年6月30日止
銀行
代號

銀行名稱

申請外匯存款餘額證明書

1.申請最近一個月以內
，每份50元。
2.超過一個月者，每份
100元；
3.如申請一份以上每份
加收20元。
009 彰化商業銀行 4.於網路銀行申請並由
本行郵寄領取者，加
收郵資25元。

存款餘額(存額)證明書
每一份100元，但同一
內容每多加一份加收
新臺幣30元。

上海商業儲蓄
011
銀行

存戶查詢歷史交易資料明細

外匯存款存提領現鈔

申請外匯存摺或存單掛失或補發 申請外匯存款印鑑掛失或更換印鑑

87年1月1日以後每件$100元（電 以本行掛牌之現金買入/賣出匯率與一般 掛失補發存摺/存單，
腦查詢）。
買入/賣出匯率之差額乘以存入/提領金 每件100元。
逾五十頁者，每增加五十頁，加 額計收手續費。
收$100元（電腦查詢）。

依據客戶所申請對帳單明細之時
間點，以下列標準收費：
1.對帳單明細之時間點距離申請
日二個月以上，一年內(含)者：
新臺幣100 元(每一帳號/次)。
2.對帳單明細之時間點距離申請
日一年以上，五年內(含)者：新
臺幣200 元(每一帳號/次)。
3.對帳單明細之時間點距離申請
日超過五年者：新臺幣500 元
(每一帳號/次)。

台北富邦商業 第一份50元，第二份
銀行
以上每份20元。

國泰世華商業
銀行

015

中國輸出入銀
行

未提供本項服務

未提供本項服務

備註

客戶服務專線

銀行揭示費用網址

各地區市話請撥：
412-2222 按9轉接專
人 (以市話計費)
手機請撥：
(02) 412-2222 按9轉
接專人

https://www.bankchb.com/frontend/mashup_f
ull.jsp?funcId=dcc9908a15

免付費服務專線：
0800-365-889 按9轉接
專人
1. 依各幣別本行掛牌匯價、鈔價收取新 每次100元。
臺幣匯差，差價收取無最低金額限制。
2. 以外幣現鈔存入外匯存款，除應收取
匯差手續費外，應另加收手續費100
元。

每次100元。

1.手續費：每件100元。
2.郵電費（電報費）：每通電文400元。（南非幣匯款每筆須
另加收200元。）
3.全額到匯收費：依實際發出電報數向客戶收取郵電費或由
客戶自行負擔國外銀行費用。
※以外幣現鈔方式匯出時，除加收各幣別本行掛牌匯價、鈔
價之新臺幣匯差，差價收取無最低金額限制外，應另加收手
續費100元。
※修改、退匯須去電匯款行時，不論地區每筆電報費新臺幣
500，國外銀行費用另依實際發生數計收。

每件100元。

一、外匯存款提領
每帳號100元。
匯差手續費：本行賣出即期匯率與賣出
現鈔匯率之差額(每一元外幣現鈔所收
取之匯差費用)， 最低新臺幣100元。
二、存入外匯存款
匯差手續費：本行買入即期匯率與買入
現鈔匯率之差額(每一元外幣現鈔所收
取之匯差費用)， 最低新臺幣100元。
三、買入1996年以前之鈔券(小頭版)、
1996年A字版、1999年B字版、2001年C
字版或2003年D字版之美金現鈔時，每
一美元應收取新臺幣0.3元之手續費。

未提供本項服務

未提供本項服務

(02) 2552-3111
0800-003-111

http://www.scsb.com.tw/content/bus/src/bus11
_a1.pdf
http://www.scsb.com.tw/content/bus/src/bus11
_a2.pdf

0800-007-889
(02)8751-6665

https://www.fubon.com/banking/document/pu
blic_info/TW/deposit_fee.pdf

0800-818001
02-23831000

https://www.cathaybk.com.tw/cathaybk/exchan
ge/others-dbu.asp?page=exchange

1.手續費：0.05﹪；每件最低NT$100，最高NT$800。
2.郵電費：以SWIFT發電NT$220/筆。
3.全額匯款:除手續費及一通郵電費外，另加收取NT$750。

1.外幣現鈔存入按本行牌告即期匯率與
現鈔買賣匯率之差額計收現鈔處理費。
(1)每次收100元
2.外幣現鈔提領按本行牌告即期匯率與
(2)查詢最近半年以前者：每次收
現鈔買賣匯率之差額計收現鈔處理費，
200元
惟以外幣現鈔存入者，提領時，現鈔處
理費減半計收。

1.半年內：首份收取手 半年內：每帳號100元
續費50元，每多一份 逾半年：每帳號200元
加收20元。
2.逾半年：首份收取手
續費100元，每多一份
加收20元。

013

國外匯出匯款/一般電匯

1.手續費：按0.05%計收，最低100元，最高800元。
2.郵電費(電報費)：每件220元。
3.全額到匯收費：須視國外銀行收費情形及是否加拍電文而
異，請於承作時另向經辦人員洽悉。
※以外幣現鈔匯出者，應另加收本行掛牌之現鈔買入匯率與
小額買入匯率之差額的手續費。

87年1月1日以前每件或每日$200
元（手工查詢）。
須至倉庫開箱者，依實際發生成
本匡計收取，最低每件或每日
$500元（手工查詢)

每件100元。

012

1.印鑑掛失兼更換印
鑑：每件100元。
2.更換印鑑：每件100
元。

每帳號100元。

1.郵電費（電報費）：400元。（網路匯款：300元）
2.全額到匯收費：另收郵電費400元（網路匯款：300元）。

未提供本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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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提供本項服務

各金融機構外匯業務共通性費用收取方式資訊彙整表
資料報送至107年6月30日止
銀行
代號

銀行名稱

申請外匯存款餘額證明書

1.最近一個月以內：每
份50元。
2.一個月以上：每份
100元。
3.申請一份以上：每份
加收20元。

存戶查詢歷史交易資料明細

外匯存款存提領現鈔

1.申請交易明細：最近一年每件 按本行牌告買入/賣出匯率與外幣現鈔
100 元；一年以上每件200元。
買入/賣出匯率之差額計收匯差手續費
2.影印傳票：一年以內每張100
，每筆最低收費100元。
元；一年以上每張200元；至倉
庫影印傳票每件500元，超過5張
每增加1張加收50元。

國外匯出匯款/一般電匯

申請外匯存摺或存單掛失或補發 申請外匯存款印鑑掛失或更換印鑑

每件100元

每件100元

備註

016 高雄銀行

0800-751068

每次申請第一份收費
50元，第二份起每份
加收20元。

017

兆豐國際商業
銀行

申請半年(含)內資料
50元/份，超過半年者
100元/份。但自第二
份起20元/份。

1.調印一個月（含）內資料免 外幣帳戶存/提原幣現鈔，除提領日圓 每次(不分項目) 100
收費，一個月以上一年（含）以 依交易金額0.4%計收手續費外，餘均按 元。
下每份收費100元，一年以上收 即期匯率與現鈔匯率價差收取手續費。
費200元。
2.須至行外倉庫調印資料者，每
件按實際交通費與客戶事前協後
洽收，交通費最高不逾1,000
元。

申請半年(含)內資料50元/份，
半年至一年(含)者100元/份，超
過一年者200元/份。但每份二張
以上者，第二張起加收20元/張
，且補發對帳單如不超過半年者
不收費。

018 全國農業金庫

外幣現鈔存入：
每件100元。
現金匯差：按本公司即期買入匯率與外
幣現鈔買入匯率之差額計收，最低新臺
幣100元。
手續費：
(1)本公司賣出者：免收(以買賣水單為
憑)。
(2)非本公司賣出者：每筆按0.5%計收
，最低新臺幣100元。
提領外幣現鈔：
按本行即期賣出匯率與外幣現鈔賣出匯
率之差額計收，最低新臺幣100元。

1.一份：50元。
2.第二份以上：每份20
元。

021

花旗（台灣）
商業銀行

1.列印月結單：免費。
2.申請已匯入出/匯入之匯款憑
證：每份NT$100 (資料超過2個
月以上，需加調箱費-台北縣市
NT$800、其他縣市NT$1,200)。

039

澳盛(台灣)銀
未提供本項服務
行

未提供本項服務

048 王道銀行

客戶服務專線

目前不收費

目前不收費

兌現總額0.35% (最低新臺幣 100元)

未提供本項服務

未提供本項服務

每次(不分項目) 100
元。

目前不收費

1.手續費：按匯款金額0.05%折算新臺幣計收，最低100元，
最高800元。
2.郵電費（電報費）：每筆300元。
3.全額到匯收費：必須多發一通「MT202COV」電報，則需
向客戶另加收電報費300元。

https://www.bok.com.tw/e-banking-cost

1.右列之網址係將外幣現鈔
存提應加收費用說明在外匯
匯率表之注意事項中揭露。

2.本調查表各調查事項中，
除上述有關外匯存款存提領
*全額到匯係指中間轉匯行不收其國外銀行費用，匯款款項 現鈔外，關於本調查表所列
全額匯付至受款銀行，惟受款行仍可依其規定扣取其服務費 外匯存款之相關收費係依照 0800-016-168
用。
存款業務之收費標準計收，
本行並未針對外匯存款另訂
收費標準。

1.存款業務收費標
準:https://wwwfile.megabank.com.tw/upload/F
I06/兆豐商銀存款業務收費標準.pdf

每件100元。

1.手續費：每筆按匯款金額0.05%計收；最低新臺幣100元，
最高新臺幣800元。
2.電報費：每通新臺幣300元，按實際拍發電報筆數計收。
3.全額到匯收費：電報費每筆600元。國外費用依國外同業
實際扣取費用另外計收。

http://www.agribank.com.tw/PD/ABTPD070/
ABTPDQ070.aspx

【消費金融】
每筆100元。

1.本行客戶每筆600元，非本行客戶 每筆900元。(*匯款金額
是否全額到達將視匯款幣別、受款行所在地、以及中間行、
受款行是否收取費用而定。)
2.全額到達(限本行客戶)：每筆1,050元。
※客戶申請國外匯出款全額到達時，除原來應支付之匯款手
續費外，另需支付全額到達手續費。若中間行/受款行收取費
用超過美金100元時，超過的部分仍應由客戶負擔。請注意
，本行已依客戶指示辦理「國外匯出款全額到達」，但中間
行/受款行仍有逕自匯款金額內扣取費用之情形時，該匯出款
仍將無法全額到達。

未提供本項服務

未提供本項服務

銀行揭示費用網址

1.手續費：按匯款金額0.05%計收，每筆最低100元，最高
800元。
2.郵電費：不分地區每筆一律300元。
3.全額到匯收費：電匯金額為全額到受款行者(國外費用為
OUR)，每筆另外加收國外費用。

未提供本項服務

目前不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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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提供本項服務
1.手續費：每件400元。
2.郵電費（電報費）：300元。
3.全額到匯收費：匯出匯款業務項目加註電匯國外費用為
OUR【全額到匯】時，每筆另外加收國外費用。國外銀行費
用之收費並無統一標準，一般最常見的國外銀行費用約為
USD10～US30不等，但最終仍應以該中間轉匯行的收費為
準。

0800-220-668

(02)2576-8000

本行未承作個人戶外匯業務 02-87225090

080-080-1010
02-87521111

2.國外匯兌業務收費標準:
https://wwwfile.megabank.com.tw/upload/FI06
/兆豐商銀國外匯兌業務收費標準.pdf

https://www.citibank.com.tw/global_docs/chi/p
ressroom/id_service_fee.htm

https://institutional.anz.com/markets/taiwan/zh
-hant/disclosures

http://www.o-bank.cpm

各金融機構外匯業務共通性費用收取方式資訊彙整表
資料報送至107年6月30日止
銀行
代號

銀行名稱

申請外匯存款餘額證明書

1.最近1個月內者：每
份50元。
2.超過1個月者：每份
100元。
3.申請1份以上：每份
加收20元。
050

外匯存款存提領現鈔

1.以新臺幣存入或提領不收手續費。
2.提領/存入外幣現鈔：以一般賣/買匯匯
率與現鈔賣/買匯匯率之差額計收匯率差
價。
註：以外幣現鈔存入時已收取匯差之案
件，倘欲提領外幣現鈔得於原存入金額
內，免再收取匯差手續費。

臺灣中小企業
銀行

每份20元。
052

存戶查詢歷史交易資料明細

1.最近1年內者，每次100元；
2.超過1年者，每次200元；
3.2年以上者，每次500元。
4.若須至倉庫查詢者，每張500
元。

6個月以內(含)：每份50元。
6個月以上：每份100元。

申請外匯存摺或存單掛失或補發 申請外匯存款印鑑掛失或更換印鑑

收取價差(最低100元) 。

國外匯出匯款/一般電匯

每次100元。

每次100元。

每次100元。

每次100元。

※以外幣現鈔匯出，以一般買匯匯率與現鈔買匯匯率之差額
計收匯率差價。

1.手續費：按匯款金額0.05%計收，再折合臺幣，最低200元
，最高800元。
2.郵電費（電報費）：350元。
※國外銀行費用另計。

渣打國際商業
銀行

比照新臺幣存匯業務 比照新臺幣存匯業務收費標準計 存、提外幣現鈔，按本行掛牌外幣現鈔 比照新臺幣存匯業務收 比照新臺幣存匯業務收 1.手續費：按匯出金額0.05%計收，每筆最低新臺幣200元，
收費標準計收，第一 收，每張100元，每一帳號最高 買入、賣出匯率與即期買入、賣出匯率 費標準計收，每件100 費標準計收，每件100 最高新臺幣800元。
2.
份100元，第二份以上 200元。
之差額乘以存、提金額計收匯率差價， 元。
元。
郵電費：每筆新臺幣300元。如需加發存匯行電文（
每份20元。
最低收100元。
MT202COV）者，另加收郵電費新臺幣300元。
※匯出匯款需以全額方式到達受款銀行，或因改匯/退匯所
053 台中商業銀行
產生之國外費用，由客戶負擔。

1.一份50元。
2.第二份起，每份30
元。

1.三個月以內：每件100元。
2.三個月以上：每件200元。

054 京城商業銀行

一份新臺幣50元；第
二份(含)以上每份新
臺幣20元。

【個人戶對帳單之收費】
1.卓越理財帳戶：一年以內(含)
對帳單目前不收費；一年以前對
帳單每月新臺幣100元。
2.運籌理財帳戶及其他一般帳
戶：一年以內（含）對帳單每月
新臺幣100元；一年以前對帳單
每月新臺幣150元。

滙豐(台灣)商
081
業銀行

1.50元/張。
2.每增一張加收20
元。

101 瑞興商業銀行

【個人戶查詢歷史交易明細】
若查詢六個月內的交易明細則目
前不收費；若超過六個月的交易
明細則須調閱對帳單。

1.1美元收新臺幣0.2元；
2.1日幣收新臺幣0.003元；
3.其他幣別依本行掛牌「現金買入/賣
出匯率」與「即期買入/賣出匯率」之
差額乘以「存入/提領」金額計收手續
費。
4.最低收新臺幣100元。

備註

客戶服務專線

銀行揭示費用網址

1.以新臺幣結匯匯出、原幣匯出：按匯款金額0.05%計收，
最低100元，最高800元。
2.全額到匯收費：每筆另外加收國外費用，歐元案件0.1%計
收，最低歐元30；日幣案件0.05%計收，最低日幣5,000；英
鎊案件0.1%計收，最低英鎊20；港幣案件每筆港幣200；其
他案件每筆等值美金20。

1.存摺遺失補發：每戶
100元。
2.存單掛失補發：每張
100元。

【個人戶存入外幣現鈔】
1.本行無存摺。
1.卓越理財帳戶及運籌理財帳戶：
2.外匯存單掛失或補
0.35%(至少新臺幣100元)。
發：目前不收費。
2.其他一般帳戶：0.5%(至少新臺幣150
元)。

1.印鑑掛失：每次100
元。
2.印鑑變更：每次100
元。
3.同時辦理者以一次計
收。

目前不收費

【個人戶提出外幣現鈔】
1.卓越理財帳戶：0.35%(至少新臺幣
100元)。
2.運籌理財帳戶：0.5%(至少新臺幣100
元)。
3.其他一般帳戶：0.5%(至少新臺幣150
元)。

1.手續費：
每筆按匯款金額0.05%計收，最低新臺幣 220元(USD10), 最
高新臺幣800元(USD30)。
2.郵電費（電報費）：每筆新臺幣300元(USD10)
3.全額到匯收費：美元T/T全額到付，須加收郵電費新臺幣
300元(USD10)，合計新臺幣600元(USD20)。其他幣別T/T全
額到付，需加收郵電費合計新臺幣2000元。

個人戶(銀行臨櫃/電話客服專員)：
1.卓越理財帳戶：每筆400元。
2.運籌理財帳戶：每筆500元。
3.其他一般帳戶：每筆600元。
4.以上均為非全額到匯收費金額。
5.透過網路銀行或電話語音服務之國外匯款費用請參考右方
網址。

0800-00-7171

http://www.tbb.com.tw

(02)4058-0088

https://www.sc.com/global/av/tw-repricingtariff.pdf

(04)449-9888

http://www.tcbbank.com.tw/news/外匯業務各
項收費標準.pdf

(06)215-5238

https://customer.ktb.com.tw/new/faq/?class_sl
ug=ec167163

個人戶：
(02)8072-3000
公司戶：請與您的客
戶關係經理聯繫

1.每次50元。
存入／提領之外幣現鈔*該幣別即期匯
2.逾10張，每增一張加收10元。 率與現鈔匯率之差價 '最低新臺幣100
元。

每次 100元。

每次 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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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手續費：每筆按匯款金額0.05%計收，最低新臺幣200元，
最高新臺幣800元。
＊以外幣現鈔匯出者，按即期買入匯率與現鈔買入匯率之差
額加收匯差手續費，最低新臺幣100元。
2.郵電費:一般電匯／票匯每筆新臺幣400元，非英文格式電
匯每筆新臺幣500元，每加發一通電文每筆新臺幣400元。
＊全額到行收費須視國外銀行收費情形及是否加拍電文而異
，請於承作時另向經辦人員洽悉。

0800-818-101

http://www.hsbc.com.tw/1/2/Misc/commontw/bankingtariff

https://www.taipeistarbank.com.tw/pages/Curr
ency_Service/Currency_service.aspx

各金融機構外匯業務共通性費用收取方式資訊彙整表
資料報送至107年6月30日止
銀行
代號

銀行名稱

102 華泰商業銀行

申請外匯存款餘額證明書

外匯存款存提領現鈔

外幣現鈔存入外存帳戶：按存入幣別即
期買入匯率與現鈔買入匯率差額加收匯
差，每筆最低新臺幣100元；自外存帳
戶提領外幣現鈔：按提領幣別即期賣出
匯率與現鈔賣出匯率差額加收匯差，每
筆最低新臺幣100元。

每份50元。

1.三個月內：第一份50
元。
2.逾三個月：第一份
100元。
3.每多加一份加收20
元。
103

存戶查詢歷史交易資料明細

1.列印6個月前對帳單：每頁(A4
規格)20元；
2.調閱（印）6個月內傳票：每張
20元；
3.調閱（印）6個月以上傳票：每
張50元。

臺灣新光商業
銀行

【DBU】
每份50元。

每份100元。

自103.10.1起，比照新臺幣存款
業務收費標準計收：
1.第一張50元，每多加一張加收
20元。
2.一年內資料：每一帳戶每次最
高100元。
3.逾一年資料：每一帳戶每次最
高200元。

1. 以外幣現鈔存入：按本行該幣別牌告
即期買入匯率與現鈔買入匯率之差額，
乘以存入金額計收，最低新臺幣100
元。
2. 提領外幣現鈔：按本行該幣別牌告即
期賣出匯率與現鈔賣出匯率之差額，乘
以提領金額計收，最低新臺幣100元。

【DBU】
1.六個月以內：每張50元；
2.六個月以上：每張100元 。

【DBU】
美金：新臺幣0.2
港幣：新臺幣0.05
日幣：新臺幣0.001
歐元：新臺幣0.25
人民幣：新臺幣 0.08
無最低收費

108 陽信商業銀行

申請一張目前不收費
，超過一張者，每份
50元。

1.最近六個月內：每份(月)收50
元。
2.超過六個月者：每份(月)收100
元。

118 板信商業銀行

(依據臺幣收費標準)
每份50元。

147 三信商業銀行

700 中華郵政公司

申請外匯存摺或存單掛失或補發 申請外匯存款印鑑掛失或更換印鑑

(依據臺幣收費標準)
1.三個月以內(含)：每份50元。
2.三個月至一年(含)：每份100
元。
3.超過一年：每份150元。

【DBU】
每件100元

每件100元。

1.匯差＝存入／提領之外幣現鈔＊該幣 (依據臺幣收費標準)
別即期匯率與現鈔匯率之差價。
每次100元。
2.每筆最低收取100元。

每件100元。

【DBU】
每件100元

※全額到匯係指匯款款項全額匯至受款銀行，惟受款行仍可
依其規定扣取其服務費用。
※以外幣現鈔匯出時，另按買入即期匯率與買入現鈔匯率之
差額計收匯差手續費，最低新臺幣100元。
※境內美元匯款使用財金外幣結算平台匯出均為全額到匯，
僅收取一通電報費新臺幣400元。

1.手續費：按匯款金額0.05%計收，最低200元，最高800
元。
2.郵電費（電報費）：300元。
3.兩通電文加收郵電費（電報費）：300元(不足部分事後向
客戶補收)。

每件100元。

(依據臺幣收費標準)
每次100元。

1.手續費：按匯款金額0.05%計收，最低200元，最高800
元。
2.郵電費(電報費)：每通電報費300元。
3.全額匯出：每筆加收費用TWD300元。
※全額匯出係指款項全額匯付至受款銀行之存同行(設帳
行)；其他需求請於申請匯款時另向銀行經辦人洽詢。
※申請改(退)匯：須加收手續費100元及一通電報費300元。

未提供本項服務

未提供本項服務

本表僅含DBU

客戶服務專線

銀行揭示費用網址

0800-075-252

https://www.hwataibank.com.tw/hwatai/public
/depositfee.jsp

(02)2171-1055
0800-081-108

https://www.skbank.com.tw/CF-1-3-7.html?

未提供本項服務

未提供本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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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申訴專線
0800-085134
客服中心電話
(02)2822-0122

http://www.sunnybank.com.tw/thirdmenu.asp?
lmenuid=1&smenuid=78&tmenuid=80

24小時客服專線：
(02)2272-6866
或0800-024-580

http://www.bop.com.tw/bopmesg/金融服務費
用資訊專區/外幣匯兌之臨櫃作業手續費收
取項目與標準公告-自105.08.01啟用.pdf

(02)8753-3599

https://www.cotabank.com.tw/web/wpcontent/uploads/files/service/exchange_6.pdf

1.手續費：每筆按匯款金額0.05%計收，最低200元，最高
800元。
2.郵電費（電報費）：每筆300元。
3.全額到匯收費：請於承作時另向經辦人員洽悉。
※國外費用：因上述匯款而產生之國外費用，未另有約定者
，悉由申請人負擔。

未提供本項服務

備註

1.手續費：按匯出金額0.05%計收，每筆最低200元，最高
800元。
2.郵電費（電報費）：每筆400元。
3.全額到匯收費：另加收一通郵電費或由客戶自行負擔國外
銀行費用(中間銀行或受款銀行費用)。

每張100元。

1.提領外幣現鈔：計收「匯差手續
費」。
2.存入外幣現鈔/以外幣現鈔匯出或購
買旅行支票：計收「匯差手續費」及
「銀行買入外幣現鈔手續費」。
3.客戶以外幣現鈔兌換(結售)為新臺
幣,計收「銀行買入外幣現鈔手續
費」。
計算方式：
1. 匯差手續費：按各幣別即期與現鈔
牌告之價差，乘以存(提)金額，最低
100元。
2. 銀行買入外幣現鈔手續費：
(1) 本行賣出者：免收(以水單/其他交
易憑證為憑)。(2) 非本行賣出者：每
筆按0.5%計收，最低100元。

每份100元。

國外匯出匯款/一般電匯
英文匯款
手續費:
１、每筆按0.05%計收，最低NT$100，最高NT$800；匯往本行OBU免收。
２、以外幣現鈔匯出者，按即期買入匯率與現鈔買入匯率之差額加收匯差，每筆最低
NT$200。
郵電費:
１、一般匯款：每筆NT$300；匯往本行OBU免收。(匯款金額於扣除「中轉行」及「收款
行」相關服務費用後轉入收款人帳戶)
２、全額到行：每筆NT$600，其餘費用(如有)按國外實際扣收金額通知匯款人來行補繳。
(匯款金額於扣除「收款行」相關服務費用後轉入收款人帳戶)
３、全額入戶：每筆NT$1,500(惟匯往日本的日幣及匯往美國的美金皆不接受全額入戶)
大陸地區中文匯款
手續費:
１、每筆NT$100。
２、以外幣現鈔匯出者，按即期買入匯率與現鈔買入匯率之差額加收匯差，每筆最低
NT$200。
郵電費:
１、一般匯款：每筆NT$500。(匯款金額於扣除「中轉行」及「收款行」相關服務費用後轉
入收款人帳戶)
２、全額到行：每筆NT$1,000，其餘費用(如有)按國外實際扣收金額通知匯款人來行補
繳。(匯款金額於扣除「收款行」相關服務費用後轉入收款人帳戶)
查詢/改匯/退匯 KYC/AML資訊補充
手續費:每筆NT$100，若孳生其他國外費用由客戶自行負擔。
郵電費:每通NT$300。

1.每筆300元。
2.轉匯銀行或受款銀行得依國際間銀行慣例，自匯款內扣收
處理手續費。
3.申請改(退)匯，收取手續費200元。

免費專線：
0800-700-365
手機請改撥付費電
話： (04)2354-2030

http://www.post.gov.tw/post/internet/B_saving
/index.jsp?ID=1392859550817

各金融機構外匯業務共通性費用收取方式資訊彙整表
資料報送至107年6月30日止
銀行
代號

銀行名稱

申請外匯存款餘額證明書

存戶查詢歷史交易資料明細

每次100元(限乙份，每 1.申請資料為6個月內者，每次
多印乙份加收10元)。 收取100元；
2.6個月以上者，每次收取200
元。
803 聯邦商業銀行

805

遠東國際商業
銀行

每份50元。

每份收取新臺幣30
元。

806 元大商業銀行

50元/份(寄送手續費
807 永豐商業銀行 另計-含郵資50元/
次)。

1.臨櫃申請:每份新臺
幣50元，第二份起每
張收費新臺幣20元。
2.網銀申請:每份新臺
幣30元，第二份起每
份收費新臺幣20元。
808 玉山商業銀行 3.郵寄費用:台灣地區
，新臺幣28元/1~2份
，新臺幣36元/3~7份
，新臺幣44元/8~10
份。海外地區，每次
新臺幣700元/1~10
份。
每份100元。

809 凱基商業銀行

外匯存款存提領現鈔

申請外匯存摺或存單掛失或補發 申請外匯存款印鑑掛失或更換印鑑

每次100元。
1.提領外幣現鈔—按本行牌告即期賣出
匯率與外幣現鈔賣出匯率之差額計收。
最低收費100元。
2.存入外幣現鈔—按本行牌告即期買入
匯率與外幣現鈔買入匯率之差額計收。
最低收費100元。

1.手續費：按匯款金額0.05%計收，最低100元，最高800
元。
2.郵電費（電報費)：每筆450元。
3.全額到匯收費：匯款金額為全額到匯，拍發2封電文，收2
筆郵電費（電報費）。
4.全額匯達受款人(OUR)，另加收國外銀行費用。
※中間銀行(轉帳銀行)可能自匯款金額中扣除相關服務費
用。

每次100元。

1. 六個月(含)以下，每次100
元。
2. 六個月以
上，每次200元。
3. 已入倉庫(儲)者，每次調閱
再加收500元。

外幣現鈔存入、提領外幣現鈔依本行當 1.存摺掛失補發每戶
日牌告現鈔匯率與即期匯率之價差計收 100元；
手續費(台幣計價) 。
2.存單掛失補發每張
100元。

【調閱/補發資料、憑證】
1.未滿一個月：免收。
2.一個月(含)以上至未滿一年：
每張收取新臺幣100元。
3.一年(含)以上：每張收取新臺
幣200元。
【註】
1.須遠赴倉庫者，另依所需人
力、車資等成本加收最低每趟：
DBU：新臺幣500元。
2.如係國外銀行要求者，則向其
收取USD40元。
【調閱交易明細】
每一帳戶：列印頁數二十頁以下
收取新臺幣100元；每增加一頁增
加新臺幣5元。

外幣現鈔存入者，按本行牌告即期買入 每本/每張收取新臺幣 每次收取新臺幣100
匯率與外幣現鈔買入匯率之差額加收現 100元。
元。
鈔處理費。提領外幣現鈔,按本行牌告
即期賣出匯率與外幣現鈔賣出匯率之差
額加收現鈔處理費。

1.每份100元。
2.超過六個月者，每多印六個月
加收100元(不足六個月以六個月
計)。
調閱存摺交易明細(自調閱日起
算)，每一帳號每份：
1.一年以下(含)：新臺幣100
元。
2.一年以上(不含)~五年(含)：
新臺幣200元。
3.五年(不含)以上：新臺幣500
元。
4.若調閱頁數超逾5頁，每份每
增加一頁加收新臺幣10元。

每件100元。

一美元收新臺幣3角，雜幣收1%，最低
100元(人民幣200,000(含)以上，整筆
收取3%)。

1.自外匯存款提領外幣現鈔者，按賣
出外匯匯率與賣出現鈔匯率之差額計收
匯差手續費。最低新臺幣100元。
2. 收兌外幣現鈔存入外匯存款者，按
買入外匯匯率與買入現鈔匯率之差額計
收匯差手續費。最低新臺幣100元。

每項100元 。

每次100元。

1.一般掛失補發：每筆
100元。
2.存摺補發：每本100
元，舊摺用訖換發者免
予計收。
每筆100元。

1.三個月以內(含)交易，每筆100 提領：
元。
牌告外幣現鈔賣出匯率與牌告即期賣出
2.三個月以上交易，每筆300元。 匯率之差價

每筆100元。

國外匯出匯款/一般電匯

每次100元。

存入：
1.原購自本行外幣現鈔-不收手續費
2.非購自本行外幣現鈔-買入金額×1%×
成交匯率，最低新臺幣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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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手續費：按匯款金額0.05%計收，最低200元，最高800
元。
2.郵電費（電報費）：港澳地區每筆300元，其他地區每筆
450元。
3.全額到匯收費：每筆另加收等值20美元。
4.大陸地區匯款每筆700元。

1.手續費：
(1)按匯出匯款金額0.05 %計收，每筆最低新臺幣200元，最
高新臺幣800元。
(2)匯往本行OBU，手續費收取新臺幣100元。
2.郵電費：每筆新臺幣300元。如需加發MT202COV者，另加
收郵電費新臺幣300元。
※以外幣現鈔匯出時，按本行牌告即期買入匯率與外幣現鈔
買入匯率之差額加收現鈔處理費。
※受款行為美國地區銀行之美金匯款，如須「全額至收款銀
行」，每筆郵電費收取新臺幣600元。
※國內外銀行相關費用由匯款人負擔者，另加收郵電費新臺
幣1,200元。惟日幣匯款不接受國內外銀行費用由匯款人負
擔。

1.手續費：200元。
2.郵電費（電報費）：400元。
3.全額匯達另加收750元。

DBU：
1.手續費：每筆按匯款金額0.05%計收，最低新臺幣100元，
最高新臺幣800元。
2.郵電費（電報費）：每筆新臺幣300元。
3.全額到匯收費：郵電費（電報費）為每筆新臺幣800元。
4.外幣結算匯款(即境內外幣匯款)：每筆手續費新臺幣0元，
郵電費新臺幣500元。

1.手續費：匯款金額×0.05%×成交匯率，最低200元，最高
800元。
2.郵電費：每筆220元。
3.全額到匯收費：另加收郵電費300元。
※持本行賣出之外幣現鈔匯出者免收買入現鈔手續費，惟應
於賣匯水單註記買回日期及金額。以非本行賣出之外幣現鈔
匯出者，應補收買入現鈔手續費。

備註

客戶服務專線

銀行揭示費用網址

(02)2545-1788

https://web.ubot.com.tw/UB/20110520/img/FE
DR10508.pdf

北區 (02)8073-1166
中區 (04)3701-2666
南區 (07)972-2666
銀行語音服務專線
0800-088-222
行動電話請改撥
(02)8073-1166

https://www.feib.com.tw/disclosure/Detail.asp
x?id=1712

0800-688-168

https://www.yuantabank.com.tw/bank/charges/
list.do

(02)2505-9999
0203-089-89

https://bank.sinopac.com/MMA8/Docdownloa
d/MSG013201604.pdf

24小時服務專線：
0800-301-313

https://www.esunbank.com.tw/bank/about/ann
ouncement/announcement?i=4Y_VIOBqXUK
N9YKrEvU2eQ&amp;p=eiED0NQ60kev5_zS
tlp90A&amp;d=HA4k102TJkG2QuRj6K5Wtg

(02)2171-7377

https://www.kgibank.com/about_us/L04/L040
1/L040103/L04010305_0001.html

各金融機構外匯業務共通性費用收取方式資訊彙整表
資料報送至107年6月30日止
銀行
代號

銀行名稱

申請外匯存款餘額證明書

存戶查詢歷史交易資料明細

外匯存款存提領現鈔

申請外匯存摺或存單掛失或補發 申請外匯存款印鑑掛失或更換印鑑

每份200元，申請第二 1.申請日前一年內之資料：目前 依存提金額及本行當時之外匯牌告即期 每一申請事項：100
份起每份100元。
不收費
及現鈔匯率之價差收費 (最低每筆100
元。
2.逾一年：新臺幣100元／每份 元)。
(年) (收費上限：新臺幣2,000
元)

每一申請事項100元。

2.郵電費（個金戶）
(1)一般匯款：每通新臺幣300元。
(2)全額到行：每筆新臺幣600元 (若有國外銀行費用按實際金額
另行計收)。
(3)改匯/退匯：每通新臺幣300元。
(4)取消/查詢/退匯後重匯：每通新臺幣300元。

星展（台灣）
810
銀行

812

台新國際商業
銀行

每份 50元(不限張
數)。

1.調閱往來歷史資料/文件（六個 (1)美金：新臺幣 0.15 / 美金。
月以內(含))：每帳戶100元。
2.調閱往來歷史資料/文件(超過六 (2)美金以外之幣別：以外匯即期匯率與
個月)：每帳戶200元。
現鈔匯率之差額計收匯差。
3.調閱往來歷史資料/文件(超過五
年)：每帳戶300元。

1.每份50元。
1.六個月內：每次100元。
2.每增一份加收20元。 2.逾六個月：每次200元。

815

1.每份50元。
1.列印六個月以內對帳單：每份
2.第二份起每份加收30 100元。
元。(同臺幣)。
2.列印六個月以上對帳單：每份
200元。(同臺幣)
816 安泰商業銀行

每次100元。

按當日該幣別賣出即期匯率與賣出現鈔
匯率之差額，乘以存提領金額計收，最
低收費每筆100元。

若為申請調閱或影印各項傳票交
易憑證申請書類：
1.六個月內：每張50元。
2.逾六個月：每張200元(倉庫往
返車資另計)。

日盛國際商業
銀行

存摺：每次100元。
存單：每張100元。

每件100元。

每件100元。

牌告現鈔匯率與小額牌告匯率之差額，
最低新臺幣200元。

每筆100元。

國外匯出匯款/一般電匯

每筆100元。

備註

客戶服務專線

【DBU】
1.手續費: 匯出匯款臺幣金額0.05%計收，最低200元，最高
800元。
2.郵電費（電報費）:
(1)一般郵電費: 每通電文400元。
(2)大陸郵電費：每通電文500元。
3.全額到匯（OUR）：需支付 2 通郵電費費用。

【DBU】
1.手續費：匯款金額之0.05%，最低100元，最高800元。
2.郵電費（電報費）：每筆300元。
3.匯款金額全額到付受款銀行：
(1)手續費加二通郵電費。
A、拍發二通電文MT202+MT103
B、拍發一通電文MT103 勾選 (CHARGE OUR)
(2)雜幣（美元以外之幣別）匯款僅可拍發一通電文者，手續費加
一通郵電費並且後收國外的銀行費用。
(3)匯款若透由財金系統或兆豐國內美元匯款至國內他行，手續費
加一通郵電費，全額到付受款銀行。
※行內DBU匯OBU每筆合計300元。
※行內OBU匯DBU每筆合計USD10。
※匯往國外銀行收取手續費及郵電費，不包含中間銀行及受款行
的費用。
※因解款所衍生之相關費用與實務作業流程仍按各解款行相關費
率與規定辦理。

【DBU】
1.手續費：每筆依匯款金額0.05%計收，最低200元，最高
800元。
2.郵電費(電報費)：每筆220元。
3.全額到匯收費：收取兩筆郵電費(電報費)。

0800-808-889
(02)6612-9889

https://www.dbs.com.tw/iwovresources/pdf/legal%20disclaimers%20and%2
0announcements/01_personal%20finance/02_
deposits/service%20fee.pdf

(02)2655-3355，
銀行服務請按"2"

https://www.taishinbank.com.tw/TS/TS02/TS0
298/TS0298-SEC

0800-060-888

http://www.jihsunbank.com.tw/top/foreignchar
ge.pdf

http://www.entiebank.com.tw/corporateFinanc
e/foreignExchange_fee.asp
412-8077
0800-005-999

註：DBU以外幣現鈔匯出者,均須收取牌告現鈔匯率與小額牌
告匯率之差額，最低200元。

第一份50元，次份每
份20元。

822

1.六個月(含)以下:每帳戶100 元
(不限張數)。
2.六個月(不含)以上：每帳戶200
元(不限張數)。

提領金額×匯差，以新臺幣計收，最低 1.存單：目前不收費。 每帳戶100元。
收100元。
2.存摺：每本100 元。
匯差：銀行牌告該幣別即期賣出匯率與
現鈔賣出匯率之差額。

1.依匯出款項折合新臺幣之級距收費
(1)100萬(含)以下：新臺幣600元；
(2)100萬以上至200萬(含)：新臺幣700元；
(3)200萬以上至300萬(含)：新臺幣800元；
(4)300萬以上：新臺幣900元。
2.以外幣現鈔辦理匯出匯款時，按本行牌告即期買入匯率與
外幣現鈔買入匯率之差額加收手續費，最低新臺幣100元。
3.以外幣票據辦理匯出匯款時，必須先依光票買入或託收方
式處理。
4.加發電文/全額到匯，每通另收郵電費新臺幣150元(惟部
份地區或銀行無法受理全額到匯服務)。
5.如有國外銀行費用，按實際金額另行計收。

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

外商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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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揭示費用網址

1.手續費（個金戶）
(1)一般戶：每筆新臺幣600元。
(2)豐盛理財戶：a.電匯至DBS帳戶：免費；b.電匯至非DBS Group
帳戶：每筆新臺幣600元。

http://www.entiebank.com.tw/personalBanking
/foreignExchange_fee.asp
http://www.entiebank.com.tw/personalBanking
/fee.asp

0800-024-365

https://www.ctbcbank.com/CTCBPortalWeb/a
ppmanager/ebank/rb?_nfpb=true&_pageLabel
=TW_RB_CM_service_000011

各金融機構外匯業務共通性費用收取方式資訊彙整表
資料報送至107年6月30日止
銀行
代號

銀行名稱

申請外匯存款餘額證明書

日商瑞穗銀行
台北分行

目前不收費

022

美商美國銀行
台北分行

每份400元。

泰國盤谷銀行
台北分行

菲商菲律賓首
025 都銀行台北分
行

028

美國紐約梅隆
銀行台北分行

外匯存款存提領現鈔

1.三個月以內(含)：免費；
2.三個月以上：DBU為每份新臺
幣200元。
3.如需至行外倉庫調閱者，除上
述費用外依實際發生成本另行計
收。

020

023

存戶查詢歷史交易資料明細

申請外匯存摺或存單掛失或補發 申請外匯存款印鑑掛失或更換印鑑

每份100元。但如需至倉庫調閱
者，則另行加收150元。
1.資料一年以內 : 每份200元。
2.資料一年以上 :每份500元。

每份100元。

每份50元。

目前不收費

未提供本項服務

每件200元。

目前不收費

未提供本項服務

目前不收費

目前不收費

美金 USD 0.7%
泰幣 THB 3.5%
其他幣別未提供本項服務，最低收費
100元。

1. 申請調閱二個月前(不含二個
每1元外幣現鈔收取新臺幣4角處理費
月)往來明細：每個帳戶100元/月 (最低收取金額為新臺幣400元)。
份。
2.申請調閱/影印六個月內之傳
票、支票、匯款明細或託收票據
…等：每筆工本費50元。
3.申請調閱/影印六個月前之傳
票、支票、匯款明細或託收票據
…等：每筆工本費200元(倉庫往
返交通費另行計算)。

目前不收費

未提供本項服務

每件100元。

每本/張100元。

目前不收費

每件100元。

每戶100元。

目前不收費

029

新加坡商大華
銀行台北分行

目前不收費

目前不收費

目前不收費

目前不收費

目前不收費

030

美商道富銀行
台北分行

未提供本項服務

未提供本項服務

未提供本項服務

未提供本項服務

未提供本項服務

1.第一份收100元。
1.申請資料為六個月內者，每次
2.第二份起，每份收30 收取100元；
法商法國興業 元。
2.六個月以上者，每次收取200
037
銀行台北分行
元。

072

德商德意志銀
行台北分行

香港商東亞銀
075
行台北分行

依照與客戶之約定

目前不收費

依照與客戶之約定

目前不收費

國外匯出匯款/一般電匯

備註

客戶服務專線

銀行揭示費用網址

1.手續費+電報費：每筆1000元。
2.目前對於「全額到匯」及「非全額到匯」未訂定不同收費
方式。

未提供本項服務

每次100元。

目前不收費

未提供本項服務

目前不收費

目前不收費

未提供本項服務

目前不收費

目前不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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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726-3000

1.每筆1,200 (STP); 1,400 (Repair); 1,600 (Manual)。
2.目前對於「全額到匯」及「非全額到匯」未訂定不同收費
方式。
1.每筆600元。
2.目前對於「全額到匯」及「非全額到匯」未訂定不同收費
方式。

【一般非外勞】
1.美金2,000元以內：280元。
2.美金2,000元至美金4,999元：350元。
3.美金5,000元以上：700元。
4.受益人端費用：
(1)菲律賓及泰國：目前不收費。
(2)印尼：IDR20,000至IDR40,000。
(3)越南：USD4至USD10。
(4)其他國家：USD15至USD20。

1.手續費：600元。
2.郵電費（電報費）：600元。
3.全額到匯收費：郵電費為1,200元。

1.以新臺幣結購外幣匯出時，計收服務手續費500元及電報費
500元。
2.由外幣帳戶內扣減直接匯出時，計收服務手續費為匯出外
幣金額之0.125%同等值之新臺幣；最高收取2,000元、最低
收取500元，及電報費500元。
3.目前對於「全額到匯」及「非全額到匯」未訂定不同收費
方式。

http://www.mizuhobank.com/taiwan/cn/

(02)2728-9727

台北(02)2507-3275
台中(04)2326-9623
高雄(07)271-0000

http://www.bbl.com.tw

(02)2776-6355 #223

http://www.metrobank.com.tw

(02)2775-0770或
(02)2771-6612

(02)2722-3838#613

http://www.uob.com.tw

(02)2175-0000

http://www.socgen.com.tw

目前不收費
收款地區在亞洲區每筆收1100元，若在歐美及其它地區則收
1400元。若指定「全額付款」則皆另收40美元（例外：台灣
境內「外幣結算平台」美元、人民幣、日幣及歐元匯款免收
指定全額付款手續費)。

1.本行依與客戶之約定收取交易費用。
2.非本行客戶匯入匯款手續費:新臺幣1,500元。
1.手續費：400元。
2.郵電費（電報費）：400元。
3.全額到匯收費：需加收郵電（電報）費400元。

(02)2192-4666

0800-087-589

http://www.hkbea.com

各金融機構外匯業務共通性費用收取方式資訊彙整表
資料報送至107年6月30日止
銀行
代號

076

078

銀行名稱

美商摩根大通
銀行台北分行

申請外匯存款餘額證明書

目前不收費

每份新臺幣200元;每
新加坡商星展
增加乙份加收新臺幣
銀行
100元。

存戶查詢歷史交易資料明細

【電子銀行歷史交易明細查詢 】
1. 10天內線上歷史交易明細查詢 :
850/月費。
2. 45天內線上歷史交易明細查詢 :
1,200/月費。
3. 90天內線上歷史交易明細查詢 :
1,850/月費。
*明細亦可供客戶下載。
【紙本對帳單】
1. 當月對帳單 : 目前不收費。
2. 申請補發六個月前歷史對帳單 :
500/每月份。
3. 申請補發一年前歷史對帳單 :
1,000/每月份。
* 上述紙本對帳單補發費用不含郵
遞費。

1.近期(一年內)：每月每份新臺
幣50元，惟每次申請最高收取至
新臺幣 1,000元。
2.早期(逾一年)：每月每份新臺
幣100元，惟每次申請最高收取
至新臺幣2,000元。

外匯存款存提領現鈔

1.存單掛失補發：目前
不收費。
2.本行無提供實體存
褶。

未提供本項服務

未提供本項服務

1.查詢：目前不收費 。
2.列印：每份300元 。

082

法商法國巴黎
銀行台北分行

英商渣打銀行
083
台北分行

085

086

092

新加坡華僑銀
行台北分行

法商東方匯理
銀行台北分行

瑞士商瑞士銀
行台北分行

每份500元。

申請外匯存摺或存單掛失或補發 申請外匯存款印鑑掛失或更換印鑑

每份新臺幣100元。

未提供本項服務

未提供本項服務

1.外幣匯出匯款手續費:每筆USD30。
2.外幣匯入匯款手續費:每筆USD8。
3.國外銀行費用另計。

未提供本項服務

目前不收費

目前不收費

目前不收費

未提供本項服務

目前不收費

目前不收費

目前不收費

原則上目前不收費; 惟若相關資
料已入庫者，酌收資料調閱費每
筆1000元。

未提供本項服務

未提供本項服務

1.手續費:每筆新臺幣600元。
2.郵電費:每通新臺幣300元。

目前不收費

未提供本項服務

每份USD$40

(02)2725-9460

2.全額到匯收費方式：
(1)美元匯款: 除了每筆收費1,300元之外 ,再加收美元20元或
等值幣別。
(2)其他幣別匯款: 除了每筆收費1,300元之外 , 再加收國外銀
行之實際費用。

未提供本項服務

1.本行無存摺。
2.外匯存單掛失或補
發：目前不收費。

客戶服務專線

銀行揭示費用網址

http://www.jpmorgan.com/pages/international/
taiwan

http://www.dbs.com.tw/iwovresources/forms/twcorp/zh/cash/cash-pricingtable.pdf

未辦理外匯存款業務

1.非全額到匯收費方式： 每筆1,300元 (包含手續費500元及
電報費800元)。

未提供本項服務

每份USD$40

備註

目前不收費

1.本行不簽發存摺，故
無法提供外匯存摺。
2.存單掛失或補發 : 目
前不收費。

未提供本項服務

國外匯出匯款/一般電匯

1.每筆800元。
2.目前對於「全額到匯」及「非全額到匯」未訂定不同收費
方式。

目前不收費

未提供本項服務

093

荷商安智銀行
台北分行

目前不收費

目前不收費

未提供本項服務

目前不收費

目前不收費

097

美商富國銀行
台北分行

未提供本項服務

未提供本項服務

未提供本項服務

未提供本項服務

未提供本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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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辦理外匯存款業務

02-8758-3211
02-8758-3212

http://taiwan.bnpparibas.com/cht/introduction/
activities.asp

(02)6606-9498

http://www.standardchartered.com.tw/etc/eb_c
ontent.asp?CTID=%7b6255328F-CC4D-4F26B67E-D60145AC68DF%7d

依電文發送通數收取費用，每通電文800元，如有非全額到
匯者，客戶需自行負擔補收差額。

(02)2718-8819

1.手續費：600元。
2.郵電費（電報費）：800元。
3.全額到匯收費：倘若客戶指示「全額到匯」，中間行之費
用，事後經中間行指示後按實際金額向客戶補收。

(02)2717-5252 #305／ https://www.ca-cib.com/our-globalpresence/asia-pacific/taiwan
#283

1.手續費：每筆1,000元。
2.目前對於「全額到匯」及「非全額到匯」未訂定不同收費
方式。

(02)8722-7888

1.手續費：每件500元。
2.郵電費：每通800元。
本行並未承作個人戶外匯業
3.目前對於「全額到匯」及「非全額到匯」未訂定不同收費 務,前項服務之收費方式係 (02)8729-7661
方式。
指對本行企金客戶

未提供本項服務

(02)8175-8688#890

http://www.ocbc.com/business-banking/largecorporates/international-presence-taiwan.html

https://www.ubs.com/tw/tc/wealth_manageme
nt/your_goals-our_solutions/ubs-ag-taipei.html

http://www.ingcommercialbanking.com/eCach
e/ENG/24/856.html

各金融機構外匯業務共通性費用收取方式資訊彙整表
資料報送至107年6月30日止
銀行
代號

銀行名稱

申請外匯存款餘額證明書

【DBU】
每份新臺幣10元。

098

日商三菱日聯
銀行台北分行

存戶查詢歷史交易資料明細

【DBU】
1.補發對帳單收據
每份新臺幣100元。

外匯存款存提領現鈔

申請外匯存摺或存單掛失或補發 申請外匯存款印鑑掛失或更換印鑑

0.35% *兌現總額。最低收費新臺幣
100元。

2.調閱倉庫文件費用
(1)前十箱：一律新臺幣500元。
(2)第十一箱起：每箱加收新臺幣
50元。

國外匯出匯款/一般電匯

備註

目前不收費

目前不收費

0800-212-817

1.電報費:500元。
2.手續費:500元。
3.目前對於「全額到匯」及「非全額到匯」未訂定不同收費
方式，惟如客戶勾選負擔對方銀行匯入款費用，本行會依對
方銀行要求，而向客戶收取費用。

321

日商三井住友
銀行台北分行

目前不收費

目前不收費

目前不收費

目前不收費

目前不收費

324

美商花旗銀行
台北分行

未提供本項服務

未提供本項服務

未提供本項服務

未提供本項服務

未提供本項服務

未提供本項服務

未辦理外匯存款業務(該業
務已於98年8月移轉花旗(台
灣)銀行)

325

香港上海匯豐
銀行台北分行

未提供本項服務

未提供本項服務

未提供本項服務

未提供本項服務

未提供本項服務

未提供本項服務

未辦理外匯存款業務

帳戶結餘證明書：每
份新臺幣300元/10美
元。

326

西班牙對外銀
行台北分行

328

法商法國外貿
銀行台北分行

380

中國銀行台北
分行

每張新台幣100元

每份100元。

381

大陸商交通銀
行台北分行

每張50元

382

中國建設銀行
台北分行

每份100元

帳户過往紀錄之紀錄副本:
1.申請日起一年內的任何帳户: 每
次新臺幣600元/20美元；
2.申請日起二年內的任何帳户: 每
次新臺幣1,200元/40美元；
3.若超過二年，每年計（最多至
七年）: 每次新臺幣3,000元/100
美元。

未提供本項服務

每張500元
(如需調箱，調箱費每箱另加新台 未提供本項業務
幣1,000元)
1.最近兩個月內：不收費；
1.依各幣別本行掛牌匯價、鈔價收取匯
2.兩個月以上：每份100元；
買鈔賣新臺幣匯差，差價收取，無最低
3.須自倉庫開箱者：每份200元。 金額限制。
2.以外幣現鈔存入外幣存款，除應收取
鈔買匯賣匯差手續費外，應另加收手續
費每筆200元。

目前不收費

補發對帳單每筆100元，資料超
過二個月以上每次加收調箱費
800元。

客戶服務專線

銀行揭示費用網址

1.手續費：300元。
2.電報費：500元。
3.目前對於「全額到匯」及「非全額到匯」未訂定不同收費
方式。

目前不收費

目前不收費

每 一帳號：100元。

目前不收費

目前不收費

(02)2720-8100

1.其他貨幣電匯：每筆新臺幣600元/美金20元另加電報費。 本行目標客户群為機構投資
2.目前對於「全額到匯」及「非全額到匯」未訂定不同收費 人，如銀行、保險公司、中
方式。
央銀行、信託銀行、跨國銀
行及其他機構，並不括一般
消費者。

本行依與客戶之約定收取交易費用

1.手續費：匯款金額0.05%計收， 最低200元，最高800元
(人民幣最高600元)。
2.電報費：每通電文300元。
每 一帳號：100元。 3.全額到匯收費方式：倘若客戶指示「全額到匯」，中間行
之費用，事後經中間行指示後按實際金額向客戶補收。

未提供本項服務

每件100元

每件100元

未提供本項服務

未提供本項服務

每筆200元

註一：本表係依各銀行提供資料彙整，如欲瞭解詳情或資料是否異動請上各銀行網站查看或直接洽詢各銀行。
註二：資料內關於金額部份，除特別註記者外，皆以新台幣(元)為單位。
註三：本表係以DBU一般消費金融之外匯業務共通性費用為主。如需了解企業戶收費方式請逕洽各往來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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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手續費：每筆按0.05%計收，最低200元，最高800元。
2.電報費：每通電文500元。
3.全額到匯收費方式：每筆另加收國外費用(依各中間轉匯
行求償實際金額爲準)。

1.手續費每筆：600元。
2.全額到匯收費標準：每筆另加1050元，若中間行 / 受款
行收取費用超過美金100元者，超過部分由客戶負擔。

www.tw.bk.mufg.jp

(02)6631-2988

http://www.hsbc.com.tw

(02)8726-6000

http://www.bbva.com.tw

(02)6633-4968

https://apac.cib.natixis.com/taiwan

(02)2758-5600

http://www.bankofchina.com/tw/bocinfo/bi4/

(02)8101-1009

http://www.bankcomm.com.tw/GEBS/index_T
W.jsp，公告專區

(02)8729-2008

http://tw.ccb.com/taipei/cn/ggxx/20140815140
8088458.html

本行目標客户群為企金客戶
，並不括一般消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