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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私人銀行部金融暨投資產品服務收費標準    

壹、帳戶服務收費(單位:新台幣/元) 

服務項目  個人客戶  法人客戶 

1. 一般項目  

帳戶餘額證明  一份 50;第二份以上每份 20 一份 50;第二份以上每份 20 

一年以內(含)對帳單  免費 100/每月 

一年以前對帳單 100/每月 150/每月 

帳戶管理費  每月最低平均餘額未達新臺幣三

佰萬元者,1,000(或等值外幣)/    

每月 

每月最低平均餘額未達新臺幣

三佰萬元者,1,000(或等值外幣)/

每月 

執行命令處理費用 100/每件 200/每件 

2. 支票存款  

已兌現支票影本 - 3 個月內 100/每張 100/每張 

已兌現支票影本 - 3 個月以上 300/每張 300/每張 

支票本申請  免費 免費 

支票掛失/空白支票掛失(每次/每本) 50(每次/每本) 100(每次/每本) 

存款不足退票 200/每張 200/每張 

退票註銷 150/每張 150/每張 

票信查詢(TCI) - 支存戶申請  免費 200 

開立本行支票  免費 55/每張 

取消本行支票  免費 100/每張 

新臺幣票據託收  免費 10/每張 

3. 收付外幣現鈔手續費  

客戶領取外幣現鈔  交易金額 0.35%/每筆 

(至少收取等值新台幣 100) 

交易金額 0.35%/每筆 

(至少收取等值新台幣 100) 

客戶存入外幣現鈔  交易金額 0.35%/每筆 

(至少收取等值新台幣 100) 

交易金額 0.35%/每筆 

(至少收取等值新台幣 100) 

*外幣現鈔換匯匯率應依本行牌告外幣現金匯率 

4. 國內匯款  

新臺幣兩百萬以內 -銀行臨櫃/電話
客服專員新臺幣匯款 

10 30 

超過新臺幣兩百萬以後,每增加一百萬 

- 銀行臨櫃/電話客服專員新臺幣匯款 

5 10 

5. 國外匯入款  

一般匯款手續費  免費 新臺幣 500 元/DBU,美金 15 元 

/OBU 

匯票兌現  免費 新臺幣 500 元/DBU,美金 15 元 

/OBU 

6. 外幣匯出匯款  

電匯-銀行臨櫃(全額到達手續費詳見

Ψ) 

400 新臺幣 1,200 元/DBU,  

美金 40 元/OBU 

票匯 200 新臺幣 500 元/DBU,美金 15 元 

/OBU 

修改電匯內容或以電報查詢/取消

匯出款 

400(另加國外發生之費用) 新臺幣 900 元/DBU,美金 36 元

/OBU(另加國外發生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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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票修改/取消 - 當日  免費 免費 

隔日匯票修改/取消匯票/匯票買回 

/遺失匯票 
(若需加發電報,另加收電報) 

400 

(另加國外發生之費用) 

新臺幣 300 元/DBU,美金 12 元

/OBU(另加國外發生之費用) 

Ψ客戶申請國外匯出電匯服務要求全額到達時,除應支付電匯款手續費外,另需支付全額到達手續費。外

幣匯款中間行/受款行所收取費用,仍應由客戶負擔。 

7. 海外緊急預支現金  
海外緊急預支現金(每次) 免費 不提供 

8. 外幣光票  

光票託收  免費(另加國外發生之費用) 免費(另加國外發生之費用) 

查詢費用(若需加發電報,另加收電
報) 

400(另加國外發生之費用) 新臺幣 900 元/DBU,美金 36 元
/OBU(另加國外發生之費用) 

9. 外幣提款卡  

開辦費  不提供新申請(2014/1/1 起) 不提供 

國外提款 **免費 不提供 

外幣提款卡遺失補發 100 不提供 

10. 金融卡  

國內提款 - 本行 ATM 免費 免費 

國內提款 - 他行 ATM *免費 5 

行內互轉 - 本行 ATM 免費 免費 

行內互轉 - 他行 ATM *免費 15 

跨行轉帳 ATM(本行/他行 ATM) *免費 15 

國外提款 **免費 不提供 

金融卡遺失補發 100 100 

11. 網路及電話銀行理財服務  
網路銀行加密小精靈  不提供 不提供 

網路銀行國內匯款 - 跨行轉帳  不提供 不提供 

網路銀行國內匯款 - 行內互轉  不提供 不提供 

網路銀行外幣匯款(全額到匯/外幣匯款手續

費詳見外幣匯出匯款 Ψ註記) 
不提供 不提供 

電話理財銀行國內匯款- 語音系統跨
行轉帳 

*免費 不提供 

電話理財銀行國內匯款- 語音系統行
內互轉  

免費 不提供 

電話理財銀行國外匯款- 電話服務專

員(全額到匯/外幣匯款手續費詳見外幣匯出匯

款 Ψ註記) 

200 不提供 

*跨行提款/轉帳/持本行 ATM 卡於他行 ATM 行內互轉,每月合計 50 次(含)內免收取費用,第 51 次起每筆跨行提款將收取手續費新

臺幣 5 元,轉帳 15 元。惟本免費跨行轉帳不適用於轉帳繳費服務。 

**使用滙豐卓越理財金融卡於海外滙豐銀行以外之他行提款機提款,本行不會收取任何費用,惟客戶仍應自行負擔他行可能收取之其

他手續費用。 

12. Visa 金融卡  

年費  免年費 免年費 

國外交易授權結匯手續費(說明 1) 1.5% 1.5% 

補發/換發新卡手續費(說明 2)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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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閱簽帳單手續費 100/每筆 100 

卡片冒用自負額  最高 3,000/每卡 最高 3,000/每卡 

逾期補款費用(說明 3)(未滿一個月

以一個月計收) 
200/每月 200/每月 

國外提款(說明 4) 免費 免費 (限 HSBC ATM)  

300 (非 HSBC ATM) 

說明: 

1. 國外交易授權結匯手續費:如交易(含辦理退款)之貨幣非為新臺幣、或國外以新臺幣交易(含與設於國外

之特約商店以新臺幣交易)或於國內以新臺幣交易但仍經國際清算(含辦理退款)或跨國交易時,該筆帳款

是以當地特約商店向 VISA/MasterCard 國際組織請款當天的匯率為準,並依照 VISA/MasterCard 國際組織

的規定與本行結算,其結算匯率依 VISA/MasterCard 國際組織指定之結匯日及國際匯率折算為新臺幣。持

卡人應繳付之國外交易授權結匯手續費,除各信用卡國際組織應收取之費用外,每筆另按消費金額百分之

零點五計收,共計收取消費金額百分之一點五。 

2. VISA 金融卡補換發係指右列情形之一:(1)遺失補發;(2)卡片得正常使用下持卡人要求換發;(3)新卡自行取

消後再申請補發;(4)新卡逾 2 個月未領用被註銷後再申請補發;(5)新卡逾 1 年未啟用被取消後再申請補發。 

3. 逾期補款費用:指定轉帳付款帳戶存款餘額於當期消費對帳單寄送日前一日止,就刷卡消費應付款項有不足

者,按月計收新臺幣貳佰元(未滿一個月以一個月計收,惟本手續費之收取月份最高不超過三個月)。 

4. 使用滙豐卓越理財金融卡於海外滙豐銀行以外之他行提款機提款 ,本行不會收取任何費用,惟客戶仍應

自行負擔他行可能收取之其他手續費用。運籌理財帳戶月平均餘額小於新臺幣  70 萬元之貴賓:該月承

作之每筆國外 ATM 跨國提款,滙豐 ATM 不收取手續費;非滙豐 ATM 每次收取手續費新臺幣$70 元。

運籌理財帳戶月平均餘額大於新臺幣  70 萬元(含)之貴賓:該月承作之每筆國外  ATM 跨國提款,滙豐 

ATM 不收取手續費;非滙豐 ATM 每次收取手續費新臺幣$70 元,惟將於次月回饋至客戶的新臺幣活存

帳戶中。 

5. 其他相關費用,包含國內提款手續費、轉帳手續費、以及補發對帳單手續費等,與一般金融卡收費標準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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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投資產品服務收費  

投資產品/市場  服務項目  收費標準 

1. 股票/存託憑證(DR)/指數股票型基金(Exchange Traded Funds) 

香港  買賣手續費  交易金額的 0.4%(最少 500 港幣) 

交易徵費(由香港證監會收取) 交易金額的 0.0027% 

財匯局交易徵費 

 

交易金額的 0.00015% 

交易費(由香港聯交所收取) 交易金額的 0.005% 

印花稅(由香港政府收取) 每 1,000 港元交易金額的 0.13% (不足 1,000 港

元部分以 1,000 港元計)收取 1 港幣  

保管費用(每季) 市值的 0.0625% (以美元計價)   

登記過戶費  每個交易單位於截止過戶日收取 1.5 港幣  

代收現金股息費  股息金額的 0.5%(最低 50 港幣;最多 

10,000 港幣) 

行使認股權費  每個交易單位 0.8 港幣(最多 10,000 港幣) 

提交股份費(在收購要約下) 每個交易單位 0.8 港幣(最多 10,000 港幣) 

美國及其他海外

市場  
買賣手續費  交易金額的 1%(最少 150 美元) 

交易收費 50 美元  

美國交易所交易費(SEC FEE) 賣出成交金額的 0.00229% 

保管費用(每季) 市值的 0.0625% (以美元計價)  

代收股息  依保管銀行實收費用收取 

2. 債券及短期票券  

  買賣手續費  不超過交易面額的 1.5% 

保管費用(每季) 
市值的 0.0625% (以美元計價)  

代收債券利息  免費 

3. 國內/境外基金  

  申購手續費  按基金之投資金額計算,最高為 3%。 相關

基金通路報酬說明,請參閱基金相關須知及

說明  

信託管理費(年利率/每年) 依客戶持有商品之實際天數計算收取,最
多收取三年,超過三年則以三年計算。 

 境外基金:0.4% 

 國內基金:0.2% 

 國內貨幣型基金:0% 

 計算方法:(贖回單位數 X 贖回價格) 

X 匯率(贖回分配當日本行牌告匯率) 

X 信託管理費率 X 持有天數 / 365 = 

信託管理費。 

 收取時間及方法:當客戶執行贖回交易
時,本行從贖回款項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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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境外結構型商品  

  申購通路服務費  由發行機構從所收投資本金中扣除後給付
予本行。按申購面額收取,最高 4%。 

投資人提前贖回通路服務費用  由發行機構從所應給付之款項中扣除後給
付予本行。按投資人提前贖回價金收取, 最
高 1.2%。 

其他費用  依不同市場及交易所規則因商品到期轉
換為股票所產生,由本行代收轉付的外扣
費用。例如:港股印花稅,收取時點為到期
日等。 

5. 境內結構型商品  

  價差  不超過面額的 4% (境內結構型商品的報價

已經包含此一價差,不另收取) 

投資人提前終止手續費  按投資人提前贖回價金收取,最高 1.2%。 

6. 雙元雙利投資組合產品(DCI) 

  價差  不超過外幣匯率選擇權權利金 50%。 
(雙元雙利投資組合之總收益率的計算已經  
包含此一價差,不另收取) 

投資人提前終止手續費  承作本金金額(依計價貨幣)乘以 0.5%。 

7. 外幣換匯  

  買賣外幣價差  最高不超過資金取得成本 2.5% (客戶買賣外

幣的匯率已經包含此一價差,不另收取) 

說明 :  

1. 以上各相關費用之資訊,可能會因本行相關規定、投資標的當地市場之狀況或法令變更等事項而更新,

更新內容本行將依相關法規及/或契約之規定為通知或公告。客戶若有疑問,請逕洽所屬客戶關係經

理。 

2. 債券及短期票券買賣手續費更新自 2023年 4月 17日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