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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業業業    務務務務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服服服服                        務務務務                            類類類類                    別別別別 收收收收                                                        費費費費 

    

    

    

匯匯匯匯    

兌兌兌兌    

及及及及    

存存存存    

款款款款    

業業業業    

務務務務 

 

匯出匯款 

 

手續費 

 

臨櫃/傳真每筆 HKD150，含中文字者

每筆加收 HKD100。 

e-banking 每筆 HKD100，含中文字者

每筆加收 HKD100。 

電報費 每筆 HKD100 

改匯/退匯/查詢 每筆手續費 HKD150，電報費

HKD100，另加收代理行費用。 

匯入匯款（存入本

行 A/C） 

手續費 每筆 HKD50，惟匯款行為本行台灣聯

行則免收，含中文字者每筆加收

HKD100。 

光票託收 / 

光票買入 

 

手續費 光票金額（每張） 

等值 USD5,000(含)以下: USD15 

等值 USD5,000 以上: USD30 

郵費 每件 USD20，以同一往來銀行為一件

計收 

利息  （由買票日計

至入帳日，買入時預

收利息天數如右

列，如超過該天數，

入帳時補收逾期息） 

香港本地港幣、美金：7 天 

美加地區美金、CASH LETTER：12 天 

日本地區日幣：14 天 

其他地區之美金、其他地區之當地幣

別、CFS：30 天 

光票退票退回郵費 每筆 HKD80 

所有電報費以及代理行費用均由客戶負責繳付 

啟用日期：2017.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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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業業業    務務務務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服服服服                        務務務務                            類類類類                    別別別別 收收收收                                                        費費費費 

    

    

    

匯匯匯匯    

兌兌兌兌    

及及及及    

存存存存    

款款款款    

業業業業    

務務務務 

＊開立帳戶(文件審查手續費) HKD5,000 

＊低結餘服務費(帳戶管理費) 每日平均綜合結餘低於 HKD10,000

元(或等值外幣)，每一帳戶(per 

account number)每月 HKD60 元。 

＊公司戶口查册 每次 HKD150 元(香港公司)， 

香港以外公司，依本行實際支出收

取費用，惟每次最低收費HKD150元。 

＊不動戶(靜止戶)恢復往來 HKD350，公司戶另收查册費 

快遞寄送服務費(以快遞派送支票簿或

匯兌、存款各項業務須以快遞寄送) 

每筆 HKD50(香港地區) 

每筆 HKD150(香港以外地區) 

支票請領 每本 工本費  HKD100 

臨時透支利率 P＋10%（年息） 

准予未經安排之臨時用款 

（包括存款不足、臨時透支、超額透支

及票據抵用） 

用款日 

HKD100 

退票→存款不足 每張 HKD150 

其他原因退票 每張 HKD100 

支票止付 每張 HKD150 

取消止付 每張 HKD50 

開戶後 3 個月內取消戶口 每戶 HKD150 

銀行本票  

(CASHIER ORDER) 

簽發 每筆 HKD50 

取銷 每筆 HKD50 

報失止付 每筆 HKD50+交換所費用 

＊影印傳票/已兌現支票/交易通知（依

申請日距交易日計算） 

6 個月(含)以內 免收 

6 個月以上 每筆 HKD50 

＊簽發證明書/audit confirmation/出

具財務資信函件 

每份 HKD200 

 

＊戶口結餘證明書/cert of balance HKD200 

＊變更戶名/印鑑/授權簽字人員 每筆 HKD350，公司戶另收查册費 

＊補發收據 /戶口月結單/（無結單戶

口）存款收付記錄證明 

一年(含)以內 每份 HKD50 

一年以上 每份 HKD100 

存入香港地區、深圳及廣東的銀行付款 

的未到期港元及美元支票 

每張 HKD100 

存入在深圳及廣東的銀行付款的港元即

期支票 

每張 HKD15 

存入在深圳的銀行付款的美元即期支票 每張 HKD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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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業業業    務務務務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服服服服                        務務務務                            類類類類                    別別別別 收收收收                                                        費費費費 

進進進進    

口口口口    

業業業業    

務務務務 

一般開狀手續費 每期 0.25%  

(3 個月為一期)(min USD20) 

每超過 1 季加收 0.125% 

等值 USD5 萬以上得另議 

Back to back L/C 開狀手續費 每期 0.25% 

(3 個月為一期)(min USD20) 

每超過 1 季加收 0.125% 

等值 USD5 萬以上得另議 

SU 承兌費 每一個月為一期，未滿一個月以一個

月計收，每期 0.08% (min USD60) 

擔保提貨 每筆 USD60 

若最終未到單 

需加收 invoice 金額之 0.25% 

瑕疵費 USD50 

郵費 香港：USD20 

國外：非中東地區：USD40 

      中東地區：USD60 

電訊費 USD40 

修狀手續費 一般內容 每筆 USD40 

增加金額及延期 與開狀同 

修狀郵電費 USD40 

D/P、D/A、O/A 

託收/融資 

手續費 等值 USD5 萬(含)以下， 

每筆收 USD40 

等值 USD5 萬以上，每筆收 0.125% 

電報費 USD40 

D/P、D/A、O/A 

融資 

利息 自買單日至進帳日核實計收 

Standby L/C 

/ Guarantee 

開狀手續費 每筆按季計收，每季 0.25% 

(min US20) 

等值 USD5 萬以上得另議 

修狀手續費 比照一般信用狀修狀 

commission in lieu of exchange 

（進口業務以原幣還款時收取） 

每筆收 0.2% (min USD40) 

惟等值 USD5 萬（含）以上，每筆收

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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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業業業    務務務務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服服服服                        務務務務                            類類類類                    別別別別 收收收收                                                        費費費費 

出出出出    

口口口口    

業業業業    

務務務務 

 

出口押匯 手續費 一般押匯 0.1%，min USD40 

等值 USD5 萬以上得另議 

轉押匯費 轉押匯 0.2%，min USD40 

等值 USD5 萬以上得另議 

利息 自買單日至進帳日核實計收 

瑕疵押匯 USD10 

郵費 香港：USD20 

國外：非中東地區：USD40 

      中東地區：USD60 

貼現息 能確定到期日者，按實際天數，不能

確定到期日者，按信用狀上之天期 

求償費 USD20 

電報費 每筆 USD40 

出口押匯文件 

先寄單暫不融資手續費 

入帳時依出口押匯手續費計收 

D/A、D/P 

託收/融資 

手續費 比照出口押匯 

郵費 比照出口押匯 

D/A、D/P 融資 利息 自買單日至進帳日核實計收 

佣金匯款手續費 比照匯出匯款 

信用狀通知費/修狀通知費 HKD300 

信用狀通知郵寄費/信用狀掛失費 HKD150 

取銷信用狀 USD15 

信用狀轉讓 手續費 USD50 

電報費 USD35 

信用狀換單轉讓 手續費 比照進口開狀 

郵電費 

換單轉讓之修狀 手續費 比照進口修狀 

郵電費 

款項讓與承諾 手續費 每筆 0.25%，min USD30 

郵電費 比照進口開狀 

commission in lieu of exchange 

（出口業務以原幣入戶時收取） 

每筆收 0.2% (min USD40) 

惟等值 USD5 萬（含）以上，每筆收

0.125% 

預購、預售遠期外匯 
手續費 每筆 0.025% (min USD15) 

保證金 依核准成數計收 

列印外匯收據服務費 手續費：超過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交易每筆 HKD50， 

        一年以上每筆 HKD100*另加收處理費 HKD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