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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相關問題請洽分行或撥客戶服務電話：0800-024-365、02-27695000、04-23341010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啟 

櫃檯服務性手續費 

項目 收費標準 

票據 

業務 

開戶時(第一次免費給票張數) 50 張/普通支票 

票信查詢費 一類票查：100 元/次、二類票查：200 元/次 

領取空白支票 10 元/張 

開立台支(未滿 100 萬元) 430 元/張 

開立台支(100 萬元(含)以上) 230 元/張 

開立本行支票 30 元/張 

開立本行支票-彩券兌獎申請開立 150 元/張 

託收票據撤票 50 元/張 

票據掛失 100 元/張 

票據空白掛失 100 元/次 

票據撤銷付款委託 100 元/張 

支存拒往/結清後申請兌付票據 200 元/張 

台幣 

匯兌 

聯行轉帳匯款 30 元/筆 

跨行轉帳匯款 
200 萬以下 30 元，每加 100 萬加 10 元 

每筆匯款限額依財金公司規範而定 

聯行現金匯款 100 元/筆 

跨行現金匯款 
200 萬以下 100 元，每加 100 萬加 50 元 

每筆匯款限額依財金公司規範而定 

掛失 

補發 

印鑑掛失/更換 100 元/帳戶 

存摺掛失補發 100 元/本 

證明 

文件 
存款/黃金存摺餘額證明 50 元/第一份、20 元/次份 

金融卡 

暨簽帳

金融卡 

辦理第二張 VISA 金融卡 100 元/張 

辦理第二張 MasterCard 金融卡 100 元/張 

辦理第二張 LINE Pay 簽帳金融卡 100 元/張 

辦理第二張 My Way 簽帳金融卡 100 元/張 

辦理第二張 英雄聯盟簽帳金融卡 100 元/張 

辦理第二張一般金融卡 100 元/張 

掛失費 100 元/張 

現金 

收付網 
讀卡機 500 元/台 

其他 

調閱交易憑證(三個月(含)以下) 100 元/張 

調閱交易憑證(三個月(不含)以上) 申請費：100 元/張、調箱費：500 元/次 

調閱存款/黃金存摺往來歷史交易資

料(六個月(含)以下) 
100 元/帳戶 (無摺存款減半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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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收費標準 

調閱存款/黃金存摺往來歷史交易資

料(六個月(不含)以上) 
200 元/帳戶 (無摺存款減半收費) 

保管箱 保管箱鑰匙掛失費 依收費規定 500 元/箱；中壢分行－800 元/箱 

黃金 
存摺 

開戶 100 元/戶 

外匯 
業務 

旅行支票買回(本行賣出) 300 元/張，每加一張，加收 60 元 

旅行支票買回(非本行賣出) 800 元/張，每加一張，加收 60 元 

光票託收 
800 元/張 
國外銀行費用：依國外實際扣收費用計收，費用自本行

收回之票款中扣除之 

旅支託收 
800 元/張，每加一張，加收 60 元 
國外銀行費用：依國外實際扣收費用計收，費用自本行

收回之票款中扣除之 

外幣存款提領現鈔 
提領外幣金額×匯差，以新臺幣計收，最低收 100 元 
匯差：貴行該幣別牌告即期賣出匯率與現鈔賣出匯率之

差額 

外幣存款存入現鈔 
存入外幣金額×匯差，以新臺幣計收，最低收 100 元 
匯差：貴行該幣別牌告即期買入匯率與現鈔買入匯率之

差額 

匯出匯款(電匯) 

依匯出款項折合新臺幣之級距收費 
級距 收費金額 

一佰萬(含)以下 NT$ 600 
一佰萬以上至二佰萬(含) NT$ 700 
二佰萬以上至三佰萬(含) NT$ 800 
三佰萬以上 NT$ 90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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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10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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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加發電文/全額到匯，每通另收郵電費 NT$150(惟部份
地區或銀行無法受理全額到匯服務) 

4. 如有國外銀行費用，按實際金額另行計收 
匯出匯款(電匯) 
改匯/退匯/查詢 

500 元/筆 
(如有國外銀行費用，按實際金額另行計收) 

匯出匯款(票匯) 500 元/筆 

匯出匯款(票匯) 
改匯/退匯 

500 元/筆 
1.匯票限本行賣出且執票人為本人，並提示本行賣匯水
單 

2.如有國外銀行費用，按實際金額另行計收 

票匯掛失止付 500 元/筆(如有國外銀行費用，按實際金額另行計收) 

匯入匯款 
400 元/筆 
(國內同業解付，由本行背書者，每筆以 NT$200 計收) 

外幣現鈔託收1 每張收 NT$50，最低 NT$500/每次 

                                                 
1美元 1996年小頭版、1996年 A字版、1999年 B字版、2001 年 C字版、2003年 D字版、2003A年 F字版佰元

券、2006 年 H字版佰元券、2006A年 K 字版佰元券及其它破污損鈔券，待回送辨識無誤約 3個月可入帳；如鈔券

有特殊狀況須送國外鑑定，將依個案另行通知入帳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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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收費標準 

外幣/人民幣換新臺幣(持本行水單) 100 元/次 

外幣/人民幣換新臺幣(持他行水單) 300 元/次 

各項手續費收取方式悉依各項業務約定條款辦理，如未有約定，則於申請各該服務時自行決定
以現金或存款帳戶扣款之方式支付。 

自動化設備交易手續費 
項目 收費標準 

自動

化 

交易 

國內 ATM 跨行存款 15 元/筆 

國內 ATM 跨行提款 5 元/筆 

國內

跨行

轉帳 

ATM/網路 ATM/網路銀行暨

行動銀行/語音/企業收付 e-

Cash 

500 元(含)以下 

(每帳戶每日第一次) 
0 元/筆 

500元(含)以下 

(每帳戶每日第二次(含)起) 
10元/筆 

501元(含)~1000元(含) 

1001 元(含)以上 15元/筆 

國外 ATM 提款 
70 元+提款金額(即折算新臺

幣之金額)之 1%/筆 

網路 ATM 跨境支付 交易金額 1%/筆 

本行 ATM 本行外幣帳號提領外幣現鈔 

提領外幣金額×匯差，計算出
新臺幣金額(取到整數)，再
以中價折算為外幣計收(最低
收等值新臺幣 100 元) 
匯差：提領時，貴行公告之

「現金賣匯與即期賣匯」之

差額。 

中價：提領時，貴行公告之

「現金買匯與現金賣匯」之

平均值。 

手續費遇小數點計算方式: 

1. 美元、人民幣四捨五入

計算至小數點後 2位。 

2. 日圓四捨五入計算至整

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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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 ATM 本行外幣帳號存入外幣現鈔 

存入外幣金額×匯差，計算出
新臺幣金額(取到整數)，再
以中價折算為外幣計收(最低
收等值新臺幣 100 元) 
匯差：存入時，貴行公告之

「現金買匯與即期買匯」之

差額。 

中價：存入時，貴行公告之

「現金買匯與現金賣匯」之

平均值。 

手續費遇小數點計算方式: 

1. 美元、人民幣四捨五入

計算至小數點後 2位。 

2. 日圓四捨五入計算至整

數位。 

 
 

簽帳金融卡類交易手續費 
項目 收費標準 

簽帳金融卡 

調閱簽帳單手續費 50 元/張 

逾期補款手續費 
200 元/月 

(按月計收，至應付消費款項全部支付完畢) 

國外交易手續費 刷卡交易金額 X 1.5%  

國外 ATM 提款 
70 元+提款金額(即折算新臺幣之金額)之 1.5%/

筆 

 
黃金存摺類交易手續費 

項目 收費標準 

黃金 
存摺 
交易 

單筆申購 30 克(不含)以下 (臨櫃)100 元/筆；(網銀)免收 

定期(不)定額 
(臨櫃)100 元/次，扣款成功時收取；(網銀)50

元/次，扣款成功時收取 

到價撮合 
(臨櫃)100 元/筆，扣款成功時收取；(網銀)50

元/次，扣款成功時收取 

提領黃金現貨運輸費 

區域 費用 

基隆、臺北、新北 2,000 元/次 

宜蘭、桃園、新竹 5,000 元/次 

苗栗 8,000 元/次 

臺中、彰化、南投、花蓮 15,000 元/次 

雲林、嘉義、臺南 20,000 元/次 

高雄、屏東、臺東 25,000 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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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管理客戶各項手續費減免收費表 

 

 

 

 

 

適用項目 臻富家 傳富家 鼎富家 首富家 創富家 備註 

各項櫃檯帳

務服務手續

費(含自動

化跨行轉帳

手續費) 

每月 99 筆

免手續費 

每月 66 筆

免手續費 

每月 33 筆

免手續費 

每月 22 筆

免手續費 

每月 1 筆

免手續費 

1. 適用項目以本行最新公告為準。 

    1.1.外匯匯出匯款與其改/退匯/查詢 

           為不同之二筆交易。 

    1.2.光票託收：收費基本張數視為一 

            筆，每加收一張另折抵一筆。 

     1.3.旅支託收/買入：收費基本張數 

視 為一筆，加收張數應收金額 

未達 800 元視為二筆。 

            例：1 張為 1 筆交 易。   

                      2~13 張為 2 筆交易等。 

2. 外匯業務服務項目中之「國外銀行費 

     用」不適用免手續費規定。 

3. 黃金存摺業務「提領黃金現貨運輸 

 費」不適用免手續費規定 

4. 自動化跨行轉帳手續費係指於本行個

人金融網路銀行、ATM、Web ATM、行

動銀行、電話語音進行跨行轉帳之手續

費。 

ATM 跨行

提領 

每月 99 筆

免手續費 

每月 99 筆

免手續費 

每月 99 筆

免手續費 

每月 99 筆

免手續費 

每月 5 筆

免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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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會員客戶各項手續費減免收費表 

適用項目  

活支存  

月積數  

達新臺幣  

3000萬元  

活支存  

月積數  

達新臺幣

1500萬元  

活支存  

月積數  

達新臺幣

500萬元  

活支存  

月積數  

達新臺幣

150萬元  

活支存  

月積數  

達新臺幣  

50萬元  

備註 

各項櫃檯 

服務性手 

續費 

(含自動化 

跨行轉帳 

手續費) 

每月15筆

免手續費 

每月10筆

免手續費 

每月6筆

免手續費 

每月4筆

免手續費 

每月2筆

免手續費 

1.旅支買回/託收/光票託收 

1.1.光票託收：收費基本張數視為一

筆，每加收一張另折抵一筆。 

1.2.旅支託收/買入：收費基本張數

視為一筆，加收張數應收金額未

達 800元視為二筆。 

例：1張為 1筆交易。 

                    2~13張為2筆交易等。 

2. 黃金存摺業務之「提領黃金現貨運

輸費」不適用免手續費規定 

3.「ATM跨行提領」及外匯業務之「匯

出匯款(電匯)/ 匯入匯款」不適用

本項目 

4.自動化跨行轉帳手續費係指於本行

企業收付 e-Cash進行跨行轉帳之手

續費 

外匯業務 

匯出匯款 

(電匯) 

300元 350元 450元 500元 600元 
「國外銀行費用/加發電文/全額到匯

郵電費」另行計收 

外匯業務 

匯入匯款 

免收 免收 200元 300元 300元 
 

ATM 

跨行提領 

免收 免收 每月30筆

免手續費 

每月20筆

免手續費 

每月10筆

免手續費 
 

註1：企業會員減免僅適用於104.04.27以後往來之全新企業客戶 

註2：企業收付e-Cash預約/整批跨行轉帳手續費不適用上述優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