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6.1生效

*重發月結單或交易 最低收費，第二受益人 在香港地區者 香港以外地區者

*匯出業務   水單 每件收費USD65 每件收費USD75   本地快遞 USD7 / HKD50

1.透過RTGS系統匯款 每筆USD20 (一個月以一份計算)   亞洲-東亞/東南亞 USD25 / HKD200

*提領美金現鈔 3.修改費   北美、紐澳 USD35

*帳戶管理費   (1)增加天期/金額   歐洲 USD40

  (2)其他修改   亞洲-南亞 USD45

*徵信費用- 每次USD40   其他 USD60

4.玉山聯行【註1】 匯出每筆USD15 4.其他電報費- 每通USD25

5.特殊情形:

(1)加發一通電文 每筆加收USD10 *進口開狀 最低收費 ≦USD50,000 >USD50,000部份

(2)「全額入戶」匯款 USD35 1/4%(0.25%) 1/8%(0.125%)

-美元 每筆加收USD35 最低收費 ≦USD50,000 >USD50,000部份 *郵寄實體對帳單

-美元以外 依實際費用加計 *出口押匯 USD45 1/4%(0.25%) 1/8%(0.125%)

6.修改/查詢/取消 依原匯出手續費計收 1.出口押匯審單費- 每件USD35

(另加相關銀行所收之費用) 2.出口押匯手續費 1.(2)背對背信用狀-

*匯入匯款 每筆USD10 最低收費 ≦USD50,000 >USD50,000部份

1.玉山聯行【註1】 自玉山聯行匯入，免收手續費 USD35 1/8%(0.125%) 1/16%(0.0625%)

2.退匯 每筆USD25/HKD200   每件最低USD55 *使用者密碼重置

4.小額押匯手續費- 2.信用狀超額手續費-

5.出口押匯息-    USD35

按本行掛牌各該幣別之適用利率計收10天利息 3.開狀電報費-

1.自然人 USD$250 出口押匯於國外入帳時，須按實際入帳天數及金額，

2.法人 補收利息及國外費用

   -台灣/香港註冊公司 USD$250 6.出口押匯貼現息- *修改信用狀(一般L/C、背對背L/C、保證函或備付L/C)

   -其他地區註冊公司 USD$1,200 按本行掛牌各該幣別之適用利率依貼現天數計收 1.(1)增加金額/展期

7.求償手續費- 每件USD40

*支票 *信用狀項下託收 2.修改信用狀電報費-

1.支票印製費 每本(50張)HKD50/USD7 1.審單費- 每件收取USD35

2.退票手續費 2.託收手續費- 依託收金額大小， *遠期信用狀承兌費

   (1)存款不足而退票 每張HKD130/USD17 最低收費 ≦USD50,000 >USD50,000部份 依到單金額之1/16%(0.0625%)按月計收，不足一個月者 申購手續費- 牌告5.0%

   (2)其他理由退票 每張HKD50/USD7 USD35 1/8%(0.125%) 1/16%(0.0625%) ，以一個月計收，每件最低USD40 轉換手續費- 依基金公司規定費率計收

3.存款不足通知(不退票) 每張HKD100/USD13 *ETFs

4.止付支票 每張HKD100/USD13 4.求償手續費- 每件USD40 申購手續費- 成交金額之3%

5.銀行保兌支票 *出口託收(D/P,D/A) 2.付款電報費- 每筆USD80 贖回手續費- 成交金額之1%

   (1)本行代辦保兌 HKD300/USD39(另加對方銀行收費) 1.託收手續費- 依單據金額大小， *債券

   (2)顧客自行保兌 HKD60/USD8(另加對方銀行收費) 最低收費 ≦USD50,000 >USD50,000部份 *進口託收 申購手續費- 成交金額之1.5%

*銀行證明 USD35 1/8%(0.125%) 1/16%(0.0625%) 1.託收手續費- 依單據金額大小， 銷售服務費-

1. 資信證明(需在本行 2.修改託收指示 最低收費 ≦USD50,000 >USD50,000部份 *結構型商品

開戶往來三個月以上) USD35 1/8%(0.125%) 1/16%(0.0625%) 申購手續費- 成交金額之3%

2. 存款餘額證明 *信用狀保兌手續費- 銷售服務費-

依保兌金額之1/16%(0.0625%)按月計收，不足一個月者 3.付款電報費- 每筆USD80 *投資金額證明 每份HKD250/USD32

3. 會計師函證 每份HKD250/USD32 以一個月計收，最低每件USD50 *理財產品移出 每筆USD200

*印鑑變更 每次HKD50/USD7 *信用狀轉讓

*本票 1.不換單轉讓手續費- 第二受益人

1. 申請開立本票 每張HKD50(美元每張USD7) 在香港地區者 香港以外地區者

2. 註銷本票&重入帳 每張HKD100(美元每張USD13) 每件收費USD50 每件收費USD60 1.支票簿寄送 香港地區 香港以外地區

3. 掛失本票 每張HKD100/USD13+銀行公會通告費 2.換單轉讓手續費-    (每100張為單位計收) USD7 / HKD50 USD13/HKD100

≦USD50,000 >USD50,000部份 2.退票 香港地區 香港以外地區

1/4%(0.25%) 1/8%(0.125%) USD7 / HKD50 USD13/HKD100

1.(3)保證函或備付信用狀手續費-

USD50

支     票     及      存      款   

*無兌換手續費/港幣單據手續費，依單據金額大小，

*個人網路銀行-OTP裝置

網        路        銀       行

玉山銀行香港分行收費標準

匯          兌

 USD3萬元(含)以下將計收帳戶管理費，備償戶、同業存款及保證金專戶免計收)

每半年HKD20(或USD3元)

3.中文匯款資料翻譯四角

號碼：

3個中文字以內者每筆收USD15，

超過3個中文字以上者每筆收USD20

2.透過SWIFT系統匯款 每筆USD30

(如有國外銀行費用，另依實際金額加計)

3.文件快遞費-以下限0.5公斤內郵件，超過部分依實際重量收取

同2.換單轉讓手續費

*信用狀通知及修改通知-

*進口信用狀項下之贖單或還款

USD25，加相關電報費

2.無兌換手續費/港幣單據手續費-參考雜費項目收費

   首通電報費USD30(MT707)，其後加發電報費每通加收USD15(MT799)

   首通電報費USD40(MT700/MT710/MT720)，其後加發電報費

1.OTP裝置每張HKD160/USD20

1.OTP裝置每張HKD160/USD20

理       財      手       續       費

4.管理者密碼重置每次HKD100/USD13

3.系統服務費每年HKD5,000/USD625

2.智慧卡HKD250/USD32

1.憑證費HKD250/USD32

2.掛失補發每張HKD160/USD20

每次HKD100/USD13

2.掛失補發每張HKD160/USD20

         4.收費未能盡錄，詳情請向本行查詢。

         3.對此表之收費如有任何疑問，請先以電話查詢確認。

             費。

             債券、ETFs及結構式商品本金)及有效保單已繳納之保險

         2.往來資產總額包含存款餘額、理財產品市值(包括基金、

              除外。

備註:1.玉山聯行包括玉山中國子行，但柬埔寨子行聯合商業銀行

費率為0%至5%，視市場情形而定

費率為0%至3%，視市場情形而定

*基金(含單筆及定期定額)

(2017年7月1日起開始計收；顧客每月歸戶平均往來資產總額【註2】在等值

每位顧客每月收取USD10

1年以前，每月/份HKD200/USD25

每月/份HKD100/USD13

*擔保提貨/副提單背書手續費-每筆USD40

   每通加收USD15(MT701/MT711/MT721)

(以六個月為一期，不足六個月以一期計收)

1.(1)開狀手續費(包括即期及遠期信用狀)-依開狀金額大小，按期計收

費率同1.(1)，每件最低USD65依出口押匯金額大小，

*快遞費/電報費(寄遞票據或其他文件)

雜      費

3.進口單據不符手續費(瑕疵費)-每筆USD80

1.無兌換手續費/港幣單據手續費-參考雜費項目收費

1.(2)修改其他內容者-每件最低USD40

依轉讓金額大小，按期計收

3.無兌換手續費/港幣單據手續費-參考雜費項目收費

3.無兌換手續費/港幣單據手續費-參考雜費項目收費

3.無兌換手續費/港幣單據手續費-參考雜費項目收費

押匯金額<USD10,000，每件加收USD35

調閱3個月以上至1年內，

(依顧客歸戶計收，備償戶、同業存款及保證金專戶免計收)

每份HKD250/USD32，

第二份起每份HKD100/USD13

每份HKD250/USD32，

第二份起每份HKD100/USD13

*全球智匯網-標準版

*全球智匯網-進階版

每日提領超過USD2,500收提領金額之0.25%

*開戶費(2018年6月1日起開始計收)

同進口開狀手續費，每件最低USD45

超額部分依1.(1)開狀手續費計收，最低

  依開發金額之1/8%(0.125%)，按月計收，不足者以一個月計

進        口        業       務

每件USD35 ，非本行顧客USD50

出         口          業         務

*靜止啟用費(2017年7月1日起開始計收)  每帳戶USD100

(以六個月為一期，不足六個月以一期計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