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新銀行存匯服務收費標準一覽表

2019/9/20

項目/帳戶別
國內通 現金跨行匯款手續費
匯業務
轉帳跨行匯款手續費
開戶時票信查詢費
開戶時第一次免費給票張數

專用空白支票(印名)

25張/普通支票
1.支票存款、活期存款、活期儲蓄存款三帳戶總合前三個月均額達新台幣10萬元，並同時符合總回籠率大於等於八
成與「前次申請之回籠率」大於等於七成，則前25張免費，若要多申請，每張10元(每次多申請之單位數:25張之倍
數)。
不承作

臨櫃開立台灣銀行支票（台銀費用）

(100萬元以下)430元/張; (100萬元以上)230元/張

開立本行支票

50元/張

他行次交票存入(交換票)

免費

領取空白支票(一般)

支票及
支票存 列印支存對帳單(六個月內)
款帳戶 列印支存對帳單(六個月以上)

存款類

一般客戶收費標準
1. (本行客戶) 匯款金額台幣200萬元(含)以下每筆30元
2. (非本行客戶) 匯款金額台幣200萬元(含)以下每筆100元
上述兩種客戶匯款金額超過台幣200萬元(含)每增加100萬元加收50元，不足100萬元以100萬元計算
200萬以下 30元/筆
(匯款金額每增加台幣100萬元,手續費加收台幣10元,不足台幣100萬元以台幣100萬元計算)
150元/次

100元/次
100元/次

託收票據存入

5元/張

退票(交換所費用)

退票違約金 300元/張 ; 註銷退票手續費 250元/張

支存戶拒往及結清後申請兌付

200元/張

撤票 / 延票

100元/張

票據掛失(通知止付人為本行客戶)

200元/張

票據掛失(通知止付人為非本行客)

200元/張

票據撤銷付款委託

限本行支存客戶:100元/筆

支票箱

5元/張

依執行命令扣押債務人存款(可收取費用)

250元

臨櫃交易

免費

印鑑掛失更換 / 一般更換

100元/次

掛失/變
存摺掛失補發
更

100元/次

存單掛失補發

100元/張

放款餘額證明

100元/張

臨櫃申 台、外幣存款餘額證明
請補發 網銀申請存款餘額證明

50元/份
100元/份

網路銀行/行動銀行結匯匯率優惠(不得低於成本價)

依牌告收費

網路銀行/行動銀行外幣跨行/跨國匯款

每筆等值美金15元

外幣現鈔買賣
外幣存款提領/存入現鈔手續費
特殊版本之美元現鈔處理費

外匯

光票類:
本行賣出之旅行支票買回
(國外費用：依國外實際扣付金額計收，不得減免)
光票類:
非本行賣出之旅行支票買回
(國外費用：依國外實際扣付金額計收，不得減免)
光票託收
(國外費用：依國外實際扣付金額計收，不得減免)
光票買入
(國外費用：依國外實際扣付金額計收，不得減免)
DBU匯出匯款手續費(電匯)
(國外費用減免部分：依實際扣付金額計收，不得減
免)
DBU匯入匯款手續費
(本行DBU匯入至本行OBU免計收手續費)

外匯

25/份

信託資金餘額證明

DBU外幣票匯手續費(票匯)
改匯 / 退匯(OBU / DBU皆適用)
OBU匯出匯款手續費(以美金計收)
(本行OBU匯出至本行DBU免計收手續費)
OBU匯入匯款手續費(以美金計收)
(本行OBU匯入至本行DBU免計收手續費)
OBU外幣票匯手續費(票匯)(以美金計收)

黃金帳 牌告價格優惠
(不得低於成本價)
戶
現金卡 現金卡掛失補、換發
跨行提款
跨行轉帳 / 繳款(不包括使用「全國繳費」的轉帳繳
費)
ATM及 (含ATM/網路ATM/語音/網銀)

金融卡 存提款機『跨行存款』

(非本行客戶)300元/次
(本行客戶)免收手續費
提領／存入：以當日本行牌告外匯即期匯率與現鈔匯率之差額計收
每百元美鈔收取新台幣25元(不足美金百元者，按比例計收)
*以本行營業大廳公告之特殊版本美金鈔券種類為準
手續費：台幣金額萬分之五MinNT$300~MaxNT$800
郵費：免收
買入光票墊款息：免收
不承作
手續費：台幣金額萬分之五，最低NT$300元，最高NT$800元;
郵電費：美國地區付款之美金票據，每張以新臺幣100元(OBU每張美金5元)計收，美國地區以外之美金及其他幣別
票據，每張以新臺幣300元(OBU每張美金10元)計收
(係國外代收銀行或付款銀行扣取之費用，按實際發生金額計收)
不承作
一般郵電費: 每通電文400元
手續費用: 台幣金額萬分之五 MinNT$200~MaxNT$800
OUR(全額到)：需支付 2 通郵電費費用
手續費用: 台幣金額萬分之五 MinNT$200~MaxNT$800
郵電費: 每通電文100元
手續費用: 台幣金額萬分之五 MinNT$200~MaxNT$800
DBU郵電費: 每通電文 NT400元
OBU郵電費：每通電文USD20元
郵電費: 每通電文20美元
手續費用: 萬分之五，最低USD 10元，最高USD 40元
手續費用: 萬分之五，最低USD 10元，最高USD 40元
郵電費: 每通電文10美元
手續費用: 萬分之五，最低USD 10元，最高USD 40元
依牌告收費
100元/卡
5元/次
(1)500(含)元以下，每帳戶每日免收１次手續費；超過１次者，按「10元/筆」優惠計收。
(2)501(含)至1,000元，按「10元/筆」優惠計收。
(3)1,001元以上，維持「15元/筆」。
註：上述分級手續費以每日凌晨零時作為切點。
使用台新金融卡存入他行帳號，每次收費15元

跨國提款PLUS

不減免(每筆跨國提款金額酌收百分之一點五VISA國際組織處理手續費，及每筆提款另加收新台幣七十元手續費)

一般及VISA金融卡掛失停用；補、換發

100元/卡

金融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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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帳戶別
晶片卡密碼解鎖
調閱交易憑證/傳票(三個月內(含))
※ 從申請調閱時間往前的交易時間
資料調 調閱交易憑證/傳票(超過三個月)

閱

調閱往來歷史資料/文件（六個月以內(含))

一般客戶收費標準
50元/卡
(三個月內)100元/帳戶
(三個月以上)200元/帳戶
(六個月內)100元/帳戶

調閱代收(超商/虛擬帳號/委扣)歷史資料(六個月以內
(六個月內)200元/帳戶
(含))
調閱往來歷史資料/文件(超過六個月)
(六個月以上)200元/帳戶
調閱代收(超商/虛擬帳號/委扣)歷史資料(超過六個月) (超過六個月)500元/帳戶

資料調 調閱往來歷史資料/文件(超過五年)
閱
調閱對帳單或帳務明細(不含Yoube歷史交易明細)
調閱庫存託收票
(從申請時間開始至票到期的時間)
保管箱鑰匙掛失費

傳統式保管箱租金

保管箱

電子式保管箱租金

300元/帳戶
六個月內帳單 150元/份 ; 六個月以上帳單 200元/份
傳票 : 一個月內50元/份；一至三個月內100元/份；三個月以上200元/份
票據 : 一個月內100元/份；一至三個月內200元/份；三個月以上300元/份
傳統式：200元 / 份 ; 電子式：500元 / 份
箱型 A：年租金 1,100元，保證金 1,100元
箱型 B：年租金 1,200元，保證金 1,200元
箱型 C：年租金 1,500元，保證金 1,500元
箱型 D：年租金 2,000元，保證金 2,000元
箱型 E：年租金 3,000元，保證金 3,000元
箱型 F：年租金 5,000元，保證金 5,000元
箱型 G：年租金 7,000元，保證金 7,000元
箱型 C：年租金 8,800元，保證金 8,800元
箱型 D：年租金 16,800元，保證金 16,800元
箱型 E：年租金 26,800元，保證金 26,800元
箱型 F：年租金 36,800元，保證金 36,800元

※附註事項：
1. 跨行提款優惠次數：以上各會員跨行提款每月優惠次數，如因參加其他機構所舉辦的贈獎、抽獎活動而導致每日跨行提領次數異常，本行保留立即變更或終止優惠權益之權利。
2.網銀及行動銀行換匯每人當日上限合計台幣金額NT50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