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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日：2014.06.24 

個人金融服務手續費調整公告 
 

本行修訂本行個人金融服務手續費，調整前後對照表如下，修訂後內容將自 2014/09/01 生效，

為保障您的權益，請您撥冗參閱下表相關修訂內容： 

 服務項目 
修訂內容 

修訂後 修訂前 

增列 外幣現鈔 台幣現鈔兌換

外幣現鈔手續

費 

本行豐盛理財戶: 免收 

非本行豐盛理財戶: 交易金額1% (最低

收費 NT$100/筆) 

 

增列 外幣現鈔 外幣現鈔兌換

台幣現鈔手續

費 

本行豐盛理財戶: 免收 

非本行豐盛理財戶: 交易金額1% (最低

收費 NT$100/筆) 

 

修訂 外幣光票 光票 

託收 

郵電費 依付款行所在地計收。 

(國外銀行費用，依實際金額另行計收;

同一付款行，同一幣別，同一申請人視

為一筆) 

幣別為美金者每筆計收 NT$100, 其他

幣別分區計收。 

(同一付款行，同一幣別，同一申請人

視為一筆) 

收費詳細內容請參閱個人金融各項服務手續費一覽表。如有任何疑問，歡迎逕洽星展銀行(台灣)

各分行櫃台服務人員。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日期：2014/06/24~2014/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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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人 金 融 服 務 手 續 費 一 覽 表 

 

          適用客群 

服務項目 
總資產<NT$100 萬 NT$100 萬≤總資產<NT$200 萬 豐盛理財 

自動化交

易服務 

國內跨行提款-ATM NT$5 / 每次 免費 / 每月 30 次註 4
 

國內跨行轉帳 

-ATM/網路銀行/電話銀行 
NT$15 ／每次 免費 / 每月 5 次註 5

 

跨國提款-ATM 
手續費 NT$100+交易金額 1%之國際清算手續費／每次 

手續費免費+交易金額 1%之國際清算手續

費／每次 

(國際清算手續費非銀行手續費，將隨國際清算組織之規定而調整) 

票據信用
資料查詢 

第一類票據信用資料查詢 NT$100／每次 

第二類票據信用資料查詢 NT$200／每次 

票據 

申請空白支票 

三個月活期性存款平均餘額 < NT$15 萬元 

NT$10／每張 

三個月活期性存款平均餘額 < NT$15 萬元 

NT$10／每張 

NT$15 萬元 ≤ 三個月活期性存款平均餘額 

免費 

NT$15 萬元 ≤ 三個月活期性存款平均餘額 

免費 

退票違約金 NT$225／每張 

退票註記 NT$150／每張 

託收票據委託同業代收 
(依受託行收費標準+ 

另加 NT$5)／每張 
NT$5／每張 

票據掛失止付 NT$150／每份 NT$150／每份 

調閱／複印庫存託收票據 NT$50 ／每張 NT$50 ／每張 

簽發本行支票 NT$50 ／每張 

簽發台銀支票 
簽發面額 < NT$100 萬元，NT$400／每張 

NT$100 萬元 ≤ 簽發面額，NT$200／每張 

其他 

台幣匯出匯款 
匯款金額 ≤ NT$200 萬元，NT$30 ／每筆 

NT$200 萬元 < 匯款金額，每逾 NT$100 萬元，加收 NT$10 ／每筆 

申請存款/投資餘額證明 NT$200／每份，第二份起 NT$100／每份 

印鑑掛失／印鑑更換 

存摺補發／存單補發 
NT$100／每一申請事項 

列印傳票 
NT$100／每張 

 (如傳票已送倉儲公司保管者，需另加收調閱紀錄費 NT$800／每次) 

列印往來帳戶明細 
申請日前一年內，免費 

逾一年，NT$100／每份 (收費上限 NT$2,000) 

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費扣

費證明 
NT$100／每張 

信用卡掛失止付 NT$200／每張（豐盛御璽卡免收） 

補發金融卡 NT$100／每張 

補發魔力卡 NT$200／每張 

補發車貸清償證明 NT$200／每張 

車貸客戶變更繳款日 NT$600／每次 

豐盛理財

客戶相關

費用 

帳戶管理費 ----------- 未達總資產門檻註 1，每月收取 NT$500 

特別手續費 ----------- 
開戶後二個月內終止銀行之所有帳戶者，收

取 NT$200  

外幣匯入 手續費 

一般匯入款 NT$200 ／每筆 免費 

外幣匯票 NT$500 ／每張（限解付行為本行之匯票） 

國外匯入 

台幣計價 

匯入款 

NT$500 ／每筆 

外幣電匯

匯出 

手續費 

(郵電費 

另計) 

匯出 
依匯款金額 0.05%計收 

(每筆最低 NT$100；最高 NT$800) 

電匯至 DBS 帳戶：免費 

電匯至非 DBS 帳戶： 

依匯款金額 0.05%計收(每筆最低 NT$100；

最高 NT$800)  

退匯 NT$300 ／每筆 

退匯後重匯 NT$800 ／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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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客群 

服務項目 
總資產<NT$100 萬 NT$100 萬≤總資產<NT$200 萬 豐盛理財 

郵電費 

(匯出／改匯/ 退匯/  

取消/ 查詢) 

美元匯款、大陸匯款：1 通 NT$300，2 通 NT$600； 

其他外幣匯款：1 通 NT$300，2 通 NT$800 

(全額到行以 2 通郵電費計收。除以上所列郵電費之外，若有國外銀行費用，按實際金額另行計收； 

匯出幣別為星幣且發 2 通電文，則額外計收星幣 5 元) 

外幣票匯

匯出 

手續費 

(郵電費 

另計) 

匯出/ 改匯 NT$50 ／每筆 

票匯止付 NT$1,000 ／每筆 

郵電費 

(匯出／改匯/ 退匯/  

取消/ 查詢) 

美元：1 通 NT$300，2 通 NT$600；其他外幣：1 通 NT$300，2 通 NT$800 

(改匯以 2 通郵電費計收。除以上所列郵電費之外，若有國外銀行費用，按實際金額另行計收) 

外幣現鈔 

存入與提領 

依存/提金額及本行當時之外匯牌告即期及現鈔匯率之價差收費 (最低 NT$100/筆) 

例：客戶提領 USD5,000，手續費即為 5,000 (29.225-29.025)=NT$1,000 

幣別 
即期 現鈔 

銀行賣出 銀行買進 銀行賣出 銀行買進 

美元 29.02500 28.92500 29.22500 28.72500 
 

台幣現鈔兌換外幣現鈔 

手續費註 6
 

交易金額 1% (最低收費 NT$100/筆) 免收 

外幣現鈔兌換台幣現鈔 

手續費註 6
 

交易金額 1% (最低收費 NT$100/筆) 免收 

外幣光票 光票託收 

手續費 依票面金額 0.05%計收 (每張最低 NT$200，最高 NT$800) 

郵電費註 6
 

付款行所在地 收費/每筆 

台灣／香港／澳門 NT$200 

亞洲／紐澳 NT$250 

歐美及其他地區 NT$300 

（國外銀行費用，按實際金額另行計收；同一付款行，同一幣別，同一申請人視為一筆） 

旅行支票 旅支託收 
手續費 

依票面金額 0.05%計收 (每筆最低 NT$200，最高 NT$800) 

（註：同一付款行，同一幣別，同一申請人，每 10 張視為一筆，不足 10 張以一筆計算） 

郵電費 依照光票託收之郵電費計收 

備註： 

1. 豐盛理財客戶： 

(1)若您於銀行之月均額總資產如達新台幣貳佰萬元（含）（或等值外幣）以上，得申請成為銀行豐盛理財客戶並享有豐盛理財之相關權益。

前述「總資產」係包括各存款帳戶餘額、各投資商品之投資現值(以參考價格計算之，如無參考價格，則以投資商品之名目本金為計算)及

經由星展銀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之各項有效保單所繳交之累計保險費加總計算。豐盛理財客戶帳戶之月均額總資產若未達上述最

低要求者，應支付銀行帳戶管理費每月新臺幣 500 元整。 

(2)豐盛理財客戶享有上揭相關服務手續費優惠，且額外得享有每月臨櫃交易手續費減免次數：上月總資產達新台幣 400 萬元(含)以上享當月

減免 10 次，上月總資產達新台幣 200 萬元(含)以上可享當月減免 5 次。另豐盛理財客戶如欲就「外幣現鈔存入與提領」享有手續費減免

優惠，其減免次數之計算係以等值 USD5,000 為一計算單位，即客戶如提領 USD12,000 則其減免次數即以 3 次計算。 

(3)豐盛理財客戶之優惠訊息，更多詳細優惠內容請參閱本行官網。 

2. ATM 跨行提款手續費：一般台幣活期儲蓄存款帳戶月平均餘額達 NT$3 萬元，次月享有跨行提款三次免手續費之優惠。其他特定台幣活期

儲蓄存款帳戶另依各產品別給予不同之優惠。 

3. 上述各項外匯業務收費係為 DBU 收費標準，OBU 及其他外匯業務收費請洽櫃台。 

4. 豐盛理財客戶國內跨行提款-ATM，超過每月免費次數時，依該項目收費標準收費。 

5. 豐盛理財客戶進行國內跨行轉帳，每月免費次數係合併計算 ATM/網路銀行/電話銀行三項通路，超過每月免費次數時，依該項目收費標準

收費。 

6. 修訂之手續費自 2014/09/01 起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