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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有方

消費者到商戶「碌卡」消費，可能會遇到以下情況：「這個價要現金

支付，簽卡就要俾2%的手續費！」、「消費夠$200以上才可『碌卡』。」究

竟上述營商手法是否恰當？遇到上述情況，消費者應該如何處理？

本會早前約見3間信用卡組織（Visa、

MasterCard及American Express）的代表，他

們都一致表示，（1）不容許商戶向卡主徵

收信用卡手續費；及（2）信用卡付款不會

為簽帳金額設下最低消費額。3間信用卡

組織的詳細回應如下：

美國運通（American Express）

美國運通不容許商戶向卡主徵收

信用卡手續費，並已設立程序以處理卡主

的投訴個案，及與商戶跟進有關投訴。美

國運通計劃進一步加強與商戶和消費者

最近，媒體廣泛報道信用卡簽帳加收

手續費的問題，本會亦收到消費者的投訴，

質疑上述營商手法是否恰當。本會就此約見

了3間信用卡組織（Visa、 MasterCard及

American Express）的代表，亦同時向20間發

卡銀行/機構（下稱「發卡銀行」）發出問卷

調查，以瞭解消費者使用信用卡時的權益是

否得到充分的保障。

信用卡「碌卡」手續費
1. 是否容許商戶向消費者收取信用卡

「碌卡」手續費？

相信不少市民購物時，若提出欲以信

用卡付款時，都可能曾被要求多付信用卡

「碌卡」手續費。原因是當消費者「碌卡」付

款，商戶須向收單銀行繳付每宗交易的手

續費，作為銀行轉帳及交易的行政費用，而

部分商戶會將有關費用轉嫁予消費者身

上。但這種經營手法是否恰當？

本會就此向3間信用卡組織查證，他

們都表示已定下條例指引發卡銀行及／或

商戶，規範商戶不可向消費者徵收任何「碌

卡」手續費；換句話說，假若商戶向消費者

徵收「碌卡」手續費，實際上已違反了3間卡

組織的指引要求。

的溝通，透過宣傳和教育，讓商戶明白他們

的責任及不應為信用卡付款設任何形式的

限制，同時向消費者宣傳有關的消費權益；

而消費者如遇上任何商戶有違規情況，應

立即向信用卡發行機構舉報。

MasterCard

MasterCard不容許商戶向消費者徵收

任何形式的「碌卡」手續費，即商戶絕不可

將有關費用轉嫁予消費者。假如遇上任何

商戶有違規情況，消費者可向Mastercard或

發卡銀行報告有關的情況，並提供有關商

戶的名稱、地點及有關的信用卡的簽帳單

據，方便他們跟進。

Visa

Visa不容許商戶向消費者徵收任何形

式的「碌卡」手續費，商戶也不應將有關費

用轉嫁予消費者。消費者應拒絕繳付任何

「碌卡」手續費，並同時通知發卡銀行有商

戶要求收取有關手續費。而消費者申請索

回「碌卡」手續費時，需要向發卡銀行提交

客戶投訴信、由商戶分開列明手續費及交

易金額的交易存根，以及由商戶發出的發

票。當消費者能夠在銀行列明的申請時限

內提供上述列出的所有文件，發卡銀行必

須處理有關申請。至於Visa處理手續費的申

請時限為由交易日起計120日，但建議消費

者向發卡銀行查詢有關申請時限的詳情。

2. 如已繳付信用卡「碌卡」手續費，消

費者可否追回該筆款項？

據本會瞭解，卡組織建議受影響的消

費者拒絕繳付任何「碌卡」手續費，並把有

關情況通知發卡銀行。但是，假如已繳付了

信用卡「碌卡」手續費，消費者可否追回該

筆款項？

為了進一步瞭解各間發卡銀行就消

費者申請索回「碌卡」手續費的詳細安排，

本會向20間發卡銀行發出問卷調查，截至

截稿日一共得到18間銀行的確實回覆，其

餘2間則分別表示不參予是次調查或未有

回覆。

或設最低簽帳額
不應收手續費「碌卡」「碌卡」

信用卡組織的回應



12 選擇 382 2008·08

銀行名稱
情況 (a)：消費者已繳付信用卡「碌卡」手續費

(i) 會否接受消費者索回
「碌卡」手續費的申請？

(ii) 申請有否時限限制 (即消
費者應最遲於何時提出申
請，否則其申請不獲受理)？

(iii) 消費者應提供何種文件或證據以助
索回手續費？

表一：信用卡「碌卡」手續費

註 本會向20間本地的發卡銀行發出問卷調查，截至截稿日一共得到18間銀行的確實回覆，其餘2間（東亞銀行及AEON）則分別表示不參予是次的調查或未有回覆。

[1] 大新銀行/豐明銀行表示，過去3年，該行並沒有收到客戶正式要求並提交證明申請索回信用卡「碌卡」手續費的紀錄。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AIG

美國運通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中銀信用卡 (國際)
有限公司

交通銀行

創興銀行

花旗銀行 (香港)

中信嘉華銀行

大新銀行/

豐明銀行

星展銀行

富邦銀行

生銀行

香港上海 豐銀行

中國工商銀行
(亞洲)

大眾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上海商業銀行

渣打銀行

永亨銀行

永隆銀行

接受

接受

接受

接受

接受

接受，並根據現有處理被質疑
交易的程序，處理有關的申請

接受

接受

接受，但消費者須先聯絡商戶
作出索償 [2]

接受，並根據現有處理被質疑
交易的程序，處理有關的申請

接受

接受

接受

接受

接受

接受

接受，視乎在申索時提交的
文件是否足夠而定

接受，但須按照信用卡組織的
規則指引

月結單日起計60日內

月結單日起計60日內

月結單日起計60日內

月結單日起計60日內

月結單日起計60日內；如超
過60日，則視乎個別追討個
案及卡組織條例而定

月結單日起計60日內

月結單日起計60日內

無時限限制

月結單日起計60日內

月結單日起計60日內

月結單日起計60日內

月結單日起計60日內

月結單日起計60日內

月結單日起計60日內

月結單日起計60日內

月結單日起計60日內；如
超過60日，則視乎情況及
文件而定

有 ； 時 限 長 短 視 乎 申 索 時
所 持 的 理 由 而 定

交易日起計60日內

註明有收取「碌卡」手續費的信用卡簽購
單據及發票

簽帳存根、單據及其他有關手續費資料

註明有收取「碌卡」手續費的信用卡簽購
單據及發票

註明有收取「碌卡」手續費的信用卡簽購
單據及發票

註明有收取「碌卡」手續費的信用卡銷售
單據及發票、消費者函件

信用卡簽帳單據、發票等

註明有收取「碌卡」手續費的所有消費單據

註明有收取「碌卡手續費、surcharge」
等字句的消費單據

註明有收取「碌卡」手續費的所有消費單據
(包括但不限於發票和收據)

任何文件以解釋被質疑的交易，並須向該行以
書面提出

需提供商戶收取的總數的單據及詳列
交易內容的發票

註明有收取「碌卡」手續費的發票

註明有收取「碌卡」手續費的單據或發票

註明有收取「碌卡」手續費的信用卡簽購
單據及發票

註明有收取「碌卡」手續費的單據或發票

註明有收取「碌卡」手續費的所有消費單據

商戶發出的銷售單據、碌卡單據及卡主來函
提出申索的理由

須以書面提出索回申請並提出充分的證據，
例如有關的簽帳單據 (sales slip )、交易發票據
(invoice )或類似文件

理財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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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如何處理及跟進以下情況？

情況 (b)：消費者拒絕繳付信用卡「碌卡」
手續費

(iv) 最終的退款安排 (即如果消費者提供充分的證據，
有關的申請是否一定獲得退款？)

(v) 銀行在過去3年有否消費者
成功索回有關信用卡「碌卡」
手續費的個案？

(vi) 假如消費者就以上情況作出投訴，
銀行會如何跟進？

[2] 星展銀行表示，若消費者在不知情或不願意的情況下被收取信用卡「碌卡」手續費，消費者必須先聯絡商戶作出索償，並向發卡銀行提供所有有關交易的有效文件，

該行方可受理此索償。因此若消費者按以上程序提出退款申請，該行會接受申請。

視乎有關收單銀行的處理結果

協助卡主與商戶商討，退款事宜則視乎商討結果

可獲退款

視乎有關收單銀行的處理結果

視乎有關收單銀行的處理結果

會向商戶的收單銀行提出退款要求，最終能否取回退款
視乎商討結果

視乎有關收單銀行的處理結果

可獲退款

會向商戶的收單銀行嘗試追回款項，最終能否取回退款視
乎消費者的索償是否符合信用卡組織的退款理據要求而定

視乎收單銀行的回覆；若收單銀行拒絕處理有關退款
安排，最終將由Visa或 MasterCard作最後決定

視乎個別情況而定

一般情況下，如果客戶能提供充分證據 (例如發票上清楚
列明該款項是手續費)，是可獲得退款的。

視乎調查結果

視乎有關收單銀行的處理結果

視乎其提供的證明文件是否符合Visa / MasterCard的條例
(例如有發票證明商戶所加收手續費的銀碼等)

會向商戶的收單銀行追回款項，最終能否退款視乎有關
收單銀行的處理結果

會向商戶的收單銀行追回款項，最終能否退款視乎有關
收單銀行的處理結果

視乎收單銀行會否接受索回手續費申請。在一般情況下，
如果消費者能提供充分的證據，收單銀行多數會接受索回
申請

會向相關卡組織反映事件及作出投訴

協助卡主與商戶商討，同時亦會向商戶反映有關
的情況並重申解釋商戶接受美國運通卡的條款

會向相關卡組織反映事件及作出投訴

會向相關卡組織反映事件

假如消費者已提供上述 (iii)項的證明文件，該行
會向有關商戶的收單銀行跟進處理

會代向收單銀行或卡組織反映

會向卡組織作出反映

會向收單銀行及卡組織作出反映

會盡可能向有關商戶的收單銀行反映

會收集信用卡持有人所提供的有關資料，並以書
面通知收單銀行作出澄清

會向商戶銀行或卡組織反映

如客戶要求該行代為跟進，該行會將有關投訴
向卡組織反映

會向相關卡組織反映事件

會向相關卡組織反映事件及作出投訴

會向收單銀行反映，並視乎情況考慮是否需要向
卡組識進一步反映

會向有關商戶、收單銀行或卡組織反映有關情況

會向收單行及／或卡組織反映有關投訴

會向有關收單銀行或卡組織反映有關情況

未有消費者提出申請

有成功索回手續費的個案，
但不便透露具體數字

有成功索回手續費的個案，
每年約有數宗

未有消費者提出申請

有成功索回手續費的個案，
但沒有具體數字

沒有確實數字，但不屬常見

未有消費者提出有關申請

未有消費者提出申請 [1]

沒有確實數字，但不屬常見

未有消費者提出申請

有成功索回手續費的個案，
但沒有具體數字

有成功索回手續費的個案，
過去3年約有 10宗

未有消費者提出申請

未有消費者提出申請

未有消費者提出申請

有成功索回手續費的個案，
過去3年約有5宗

未有消費者提出申請

未有消費者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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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有方

（a）是否接受消費者索回「碌卡」手續費的

申請？

卡組織均建議受影響的消費者向發

卡銀行提出索回「碌卡」手續費的申請。事

實上，參與是次調查的所有發卡銀行都表

示，會處理或接受消費者索回「碌卡」手續

費的申請，詳情見表一。

（b）申請時限

索回「碌卡」手續費的申請一般設有

時限，但各間發卡銀行所設的時限計算都有

所不同。例如，消費者需於月結單發出後的

60日內、或由交易日起計60日內提出索回申

請。假若錯過了申請期限，申請可能不獲受

理。不過，亦有個別銀行表示不設任何時限。

（c）需出示列明手續費資料的消費單據

受影響的消費者在提出申請時，需出

示足夠的證明文件，當中最重要的，是發票

上一般都須清楚列明有關款項屬手續費，

以顯示商戶有收取該項費用，否則發卡銀

行將不能處理。

不過，本會亦留意到商戶收取手續費

的手法層出不窮，形式千奇百怪。例如，部分

商戶會以現金形式另行收取手續費，又或將

手續費併入整筆的消費金額，以致手續費沒

有分別列明於購物的收據上。若依照卡組織

或發卡銀行的要求，由於消費者手持的收據

上沒有詳列手續費的資料，在欠缺證據的情

況下，卡組織或發卡機構可能不能替消費者

向有關商戶索回「碌卡」手續費，即有關的

消費者極有可能不獲退還有關的費用。

(d) 最終能否獲得退款

消費者同樣關心的是，假如已提供充

分的證據，申請後是否一定獲得退款？

本會調查發現，各發卡銀行沒有一致

的答案，處理方法如下：

● 一般情況下，如果客戶能夠提供充

分的證據（例如發票上清楚列明該款項是

手續費），是可獲得退款的。

● 視乎有關收單銀行的處理結果/ 商

討結果。

● 視乎消費者提供的證明文件是否符

合Visa / MasterCard兩間公司的條例（例如

有發票證明商戶所加收手續費的銀碼等）。

● 視乎個別情況而定。

3.本會意見

就商戶能否徵收信用卡手續費及退

還手續費程序等事宜，信用卡組織其實早

已定下相關的條例指引，規範商戶或收單

銀行／發卡銀行必須跟從。但實際上仍有

商戶並沒有跟從該等指引，商戶向消費者

徵收手續費的情況仍屢見不鮮。

縱使參與是次調查的所有發卡銀行

都表示，會容許消費者申請討回有關的手

續費，不過，消費者對此所知不多。就資料

的透明度方面，部分發卡銀行指出，信用卡

持卡人合約或月結單已有註明，持卡人可

於月結單發出日起計60日內就有爭議的交

易向發卡銀行提出交涉。不過，從發卡銀行

提供的資料所見，消費者在過去3年能夠索

回手續費的個案可謂寥寥可數，過半的受

訪銀行（10間）更表示從未收過消費者相關

的投訴。有見於部分零售業界徵收「碌卡」

手續費的情況並不罕見，零星的投訴個案

反映消費者或許並不知道自己應有的權益

─即信用卡交易時被收取「碌卡」手續費

屬有爭議的交易，消費者其後可透過發卡

銀行申請索回已被收取的手續費。

資訊透明度上的不足，導致消費者根

本不瞭解自己應有的權益，更遑論會懂得

要求零售商戶在收據上列明有關手續費，

然後再以爭議交易的理由向有關的發卡銀

行提出退款交涉。本會認為，既然卡組織已

有既定的條例指引，規範商戶不能收取任

何形式的「碌卡」手續費，卡組織及發卡銀

行應加強消費者權益的宣傳和教育。

例如，第一，為了維護消費者的知情

權，卡組織或發卡銀行可考慮發出相關的

消費提示或清晰指引；另外，有見於消費者

可能不知道被收取「碌卡」手續費屬有爭

議的交易，發卡銀行亦可加強有關的宣傳，

清楚地說明消費者應有的權益（例如，消

費者可以爭議交易的理由向發卡銀行提出

申請索回「碌卡」手續費及相關的退款程

序等事宜）。

第二， 卡組織或發卡銀行亦應加強與

商戶的溝通，與及積極處理商戶收取「碌

卡」手續費的情況及回應消費者的投訴。

消費者則須明白，假如不能出示詳列

手續費的單據，極有可能不能成功索回有關

收費。面對不恰當的營商手法，消費者應拒

絕繳付任何形式的「碌卡」手續費，以免助長

歪風；更積極的是，遇到商戶提出加徵手續

費，可將情況轉告發卡銀行方便跟進。

「$200以上才可『碌卡』？」個別商

戶往往會以簽帳金額未達指定要求，而

拒絕消費者以信用卡付款。究竟上述的

營商手法是否恰當？

本會就此向卡組織及發卡銀行查證，全部都表示，信用卡付款不會為簽帳金額

設下最低消費額。3間卡組織更補充，只要商戶已標示有關信用卡種類（如Visa、

MasterCard、American Express）的標誌，商戶就必須接受消費者使用相關信用卡

簽帳，不可設置關卡或徵收任何附加費。

簽帳額有「最低消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