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閣下將瀏覽的文章／內容／資料的版權持有者為消費者委員會。除作個人非商

業用途外，  閣下不得以任何形式傳送、轉載、複製或使用該文章／內容／資料，如

有侵犯版權，消費者委員會必定嚴加追究法律責任，索償一切損失及法律費用。

《消費者委員會條例》第二十條第 (1) 款其中有規定，任何人未經委員會以

書面同意，不得發布或安排發布任何廣告，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提述委員會、委

員會的刊物、委員會或委員會委任他人進行的測試或調查的結果，藉以宣傳或貶

損任何貨品、服務或不動產，或推廣任何人的形象。有關該條文的詳情，請參閱

該條例。

 本會試驗的產品樣本由本會指定的購物員，以一般消費者身份在市面上購

買，根據實驗室試驗結果作分析評論及撰寫報告，有需要時加上特別安排試用者

的意見和專業人士的評論。對某牌子產品的評論，除特別註明外，乃指經試驗的樣

本，而並非指該牌子所有同型號或不同型號的產品，也非泛指該牌子的所有其他

產品。

 本會的產品比較試驗，並不測試該類產品的每一牌子或同牌子每一型號的

產品。

 本會的測試計劃由本會的研究及試驗小組委員會決定，歡迎消費者提供意

見，但恕不能應外界要求為其產品作特別的測試，或刊登其他非經本會測試的產

品資料。

警告：切勿侵犯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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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間銀行的境外提款服務
本會在今年4月中向18間銀行收集有

關其境外自動櫃員機提款服務的資料，至截

稿前共收到17間銀行的回覆，詳情見表一。

13 間銀行收取提款卡年費
於境外自動櫃員機提款須使用提款

卡，申請提款卡大多涉及提款卡年費。17間

銀行中，有4間（#6、#10、#11及#17）豁免

徵收年費，其餘13間則每張提款卡收取介乎

$30至$55或人民幣￥50的年費，其中1間

豁免首年年費，3間的指定理財客戶可獲豁

免有關年費。

5 間銀行發卡前讓客户自行選
擇提款卡所支援的提款網絡

消費者有意使用提款卡在境外「撳

機」提款，應留意提款卡所支援的自動櫃

員機網絡。調查顯示，12間銀行提供的提

款卡只預設指定境外自動櫃員機網絡，其

海外旅遊或公幹前，消費者通

常會先兌換外幣以便在外地使用，

但若攜帶的外幣不敷應用，除了在

當地兌換外，有些人會用提款卡在當

地「撳機」直接提取外幣。消費者有

否留意境外提款所涉及的費用？有

關的外幣兌換率怎樣釐定？境外提

款時又需注意什麼？

境外提款機提取外幣收費差別大

理財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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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有方

表一：提款卡境外提款服務的資料

編
號 銀行名稱

提款卡年費 
（每張）

支援的主要境外提款網絡
(不包括內地)及每次收費

支援的主要內地提款網絡及每次收費
自動櫃員機提款的

外幣兌換率釐定準則
顯示於月結單上的
境外提款相關資料

每日提款上限
（每張提款卡）

[1]

1 中銀香港
中銀卡(基本帳戶為港幣帳戶)：$50
中銀卡(基本帳戶為人民幣帳戶)：
人民幣￥50

銀聯：$15(港幣帳戶)
銀聯：$15(於港幣帳戶扣帳)/ 

人民幣￥15(於人民幣帳戶扣帳)
提款網絡商釐定外幣提款的匯率，

並按提款當日計 [a]
提款日期及以港幣結算

之金額
不可多於$10,000-$30,000不等的提款金額

(按個別戶口種類而定) 

2
交通銀行 
香港分行

$50
銀聯：$15/人民幣￥15 

[b]
銀聯：$15/人民幣￥15 

[b]
提款網絡營運商釐定的

外幣兌換率並按提款當日計 
提款日期及相等於港幣

的提款金額 
$20,000或其等值外幣

3 東亞銀行 $50/人民幣￥50
銀聯：$15  

銀通：$25 [c]
銀聯：$15/人民幣￥15  

銀通：$25 [c]
提款網絡商釐定提款匯率，

並按提款當日計 [d]
 進帳日期及等值港幣的

提款金額 
$20,000或其等值外幣

4
中國建設銀行
(亞洲)

銀聯雙幣卡：綜合理財客戶豁免費用；
其他客戶：$50/人民幣￥50(視乎該卡
基本戶口之貨幣)

銀聯：$15/人民幣￥15 
[e]

 
銀聯：$15/人民幣￥15 

[f] 
提款網絡商釐定提款匯率，

並按提款當日計
提款日期及港幣等值的

提款金額 

「貴賓晉裕」銀聯雙幣卡：$40,000或
其等值外幣
「貴賓理財」銀聯雙幣卡：$20,000或
其等值外幣
一般銀聯雙幣卡：$10,000或其等值外幣

5 創興銀行
港元提款卡：$50；

人民幣提款卡：人民幣￥50
港幣提款卡（銀聯和銀通網絡）：$25

港幣提款卡（銀聯和銀通網絡）：$25 
人民幣提款卡（銀聯網絡）：人民幣￥15

提款網絡商釐定提款匯率，並按提款當日計
包括(如適用)提款日期、
交易類別及折算為港幣
後之金額 

港幣提款卡：$10,000或其等值外幣； 
人民幣提款卡：人民幣￥10,000或其等值
外幣 [g]

6 花旗銀行 免
Visa/PLUS及銀通：豁免手續費

 [ h ]
Visa/PLUS及銀通：豁免手續費 

[h]
銀行於折算日訂定的匯率連同兌換差價兌
換為港幣，並從戶口內扣除

提款日期、所提取之貨
幣及金額、於客戶港幣戶
口內扣除之金額 

Citigold客戶：$40,000或其等值外幣
Citibanking客戶：$20,000或其等值外幣

7 信銀國際 $50/人民幣￥50
銀聯：$15/人民幣￥15

銀通：$25
銀聯：$15/人民幣￥15

銀通：$25
提款機銀行釐訂  提款日期 

$10,000/人民幣￥10,000或其等值外幣 
(客戶可自行訂定個別限額)

8 大新銀行
港幣卡﹕$50 

人民幣卡﹕人民幣￥50
銀聯﹕$15 

銀通(澳門)﹕$25
大新港幣卡(銀聯)﹕$15 

大新人民幣卡(銀聯)﹕人民幣￥15；銀通：$25
當地提取銀行的兌換率並按折算日計

 提款日期及港幣等值
提款金額

$10,000或其等值外幣

9 富邦銀行 $50 Visa/PLUS：$25 Visa/PLUS：$25
提款網絡商釐定當時外幣現金兌換價，

並按提款當日計 

 提款日期、提款機名稱、
提取外幣金額及
港幣支帳金額

$20,000或其等值外幣

10 恒生銀行 免
滙豐集團自動櫃員機：$20-$30 

銀聯自動櫃員機：$15 
PLUS/Cirrus自動櫃員機：$30 [i]  ▲

滙豐集團自動櫃員機：$20-$30 
銀聯自動櫃員機：$15 

PLUS/Cirrus自動櫃員機：$30 [i]  ▲

提款網絡商釐定外幣匯率，
並按提款當日計

提款日期、自動櫃員機網
絡、提款之貨幣名稱/金
額、境外提款收費及港幣
總數等

優越/優進理財客戶：
$30,000或其等值外幣；

其他客戶：$20,000或其等值外幣

11 滙豐銀行  免
銀聯：$20 

Visa/PLUS：$40 [j] ▲
銀聯：$20 

Visa/PLUS：$40 [j] ▲

提款網絡商及滙豐釐定外幣提款的匯率，
並按提款當日計  

[k]

  提款日期、交易描述、 
扣數金額及扣數幣種

卓越理財戶口：$40,000或其等值外幣；
運籌理財戶口：$30,000或其等值外幣；
其他戶口：$20,000或其等值外幣

12
中國工商銀行 
(亞洲)

理財通帳戶卡年費：$50/人民幣￥50；
綜合理財帳戶卡/E時代帳戶卡/理財金
帳戶卡：豁免

MasterCard/Cirrus：$30
銀聯：$15/人民幣￥15
(視乎扣帳幣種而定)

銀通(澳門)：$10
(只限港幣帳戶扣帳) ▲

MasterCard/Cirrus：$30(只限港幣帳戶扣帳)
銀聯：每筆$15/人民幣￥15(視乎扣帳貨幣)[l] 
銀通(內地)：$10 ▲

收單銀行決定，
按進行交易時的兌換率計 

  提款交易日期、
交易描述、扣數金額及

扣數幣種 
$20,000或其等值外幣

13
大眾銀行
(香港)

$30 
(免首年年費)

銀通(澳門)：$10 銀通：$10
提供自動櫃員機服務之銀行釐定相關外幣

之匯率，並按提款當日折算
 提款誌帳金額及日期 $20,000或其等值外幣

14 上海商業銀行
銀聯港幣提款卡：$50 

銀聯人民幣提款卡：人民幣￥50

銀聯港幣提款卡：銀通(澳門)$25；銀聯$20
銀聯人民幣提款卡：銀通(澳門)$25
(只接受在港幣帳戶提款) [m]

銀聯港幣提款卡：銀通$25；銀聯$20  
銀聯人民幣提款卡：銀聯人民幣￥15

(適用於人民幣帳戶提款) [m]

 經辦銀行/提款網絡營運商釐定
外幣提款匯率，並按提款當日計

提款日期(如在該行截
數後進行，則會誌帳於
下一工作天)及經兌換之
交易金額

$20,000/$10,000或其等值外幣

15 渣打銀行
綜合理財及「Click-A-Count」客戶：豁免費用

其他客戶：$55
銀聯：$15 [n]；MasterCard/

Cirrus及銀通：$28 [n] ▲
銀聯：人民幣￥12；使用非雙幣提款卡：$15 [n]

Cirrus及銀通：$28 [n] ▲

自動櫃員機網絡及/或銀行釐定
外幣兌換率，並按提款當日計

[o]

境外提款的資料，包括
提款日期、所提取外幣、
外幣金額及提款網絡 

優先理財及Preferred Banking：$30,000
或其等值外幣；其他客戶：$20,000或其
等值外幣 [p]

16 永亨銀行 $50
Visa/PLUS：$25 
銀通 (澳門)：$25 

銀聯：$15 ▲

Visa/PLUS：$25；銀通：$25 
銀聯：$15(適用於港幣銀聯卡)/

人民幣￥15(適用於人民幣銀聯卡) ▲

提款網絡商釐定外幣提款的匯率，
並按提款當日計

 提款日期及相等於
港幣的提款金額

$10,000/$20,000或其等值外幣 
(客戶須於申請提款卡時選擇)

17 永隆銀行 免
 

銀聯：$20 
銀聯：$20(適用於港幣提款卡)/

人民幣￥20(適用於人民幣提款卡)
提款網絡商釐定外幣提款匯率，

按提款時的兌換率計
提款日期及折算後

扣取的港幣
$20,000或其等值外幣

註

「星展銀行」至截稿前仍沒有提供資料。	

表中資料並不包括信用卡現金透支的服務。除特別
註明外，表內所列的資料以港元計。	

表中資料截至今年4月底，最新資料以銀行公布
為準。

▲		代表客戶可以自行選擇提款卡上所支援的提
款網絡。	

[1]		由於個別地區的自動櫃員機所設的每次提款
額或有所不同，客戶可能需分次提款才可提取
所需之款項。

	 [a]		 若交易貨幣為港幣或人民幣，所涉及的匯
率將以交易時該行提供的匯率直接進行
兌換；若交易貨幣為港幣或人民幣以外的
貨幣，所涉及的匯率將以中國銀聯訂定的
當日匯率直接進行兌換。

	 [b]		 如個人客戶欲使用PLUS網絡的自動櫃員
機服務，可將銀行戶口連結至該行的Visa
信用卡，使用Visa/PLUS自動櫃員機網絡
的每次收費為$25。	

	 [c]		 晶片提款卡不適用於PLUS/Cirrus自動
櫃員機網絡。如個人客戶欲使用PLUS/
Cirrus網絡的自動櫃員機服務，可將銀行
戶口連結至該行的Visa/萬事達信用卡，
使用Visa/PLUS或MasterCard/Cirrus自
動櫃員機網絡的每次收費為$50。	

	 [d]		 如客戶用該行自動櫃員機，提款匯率由該
行釐定並按提款當日計。	 	

	 [e]		 使用美國境內之美國銀行自動櫃員機免
手續費。

	 [f]		 使用該行的自動櫃員機豁免手續費。	

	 [g]		卡主可設定上限為低於該行的境外每日提
款上限。

	 [h]		 個別自動櫃員機網絡供應商收取的費用
（如有）將會從戶口中扣除。	

	 [ i ] 	 	客戶可使用銀聯網絡的提款卡，或將恒生
銀行戶口連結至恒生Visa/萬事達信用卡，
以使用PLUS	/	Cirrus自動櫃員機網絡。此
外，客戶亦可申請alpha	card消費卡以使用
Cirrus自動櫃員機網絡。	

	 [j]		 使用該行卓越理財自動櫃員機卡，並採
用滙豐集團的自動櫃員機網絡提款，客
戶可豁免費用。

	 [k]		 在海外提款，如採用Visa/PLUS自動櫃
員機，所提取貨幣將以Visa訂定的當日
匯率直接兌換為港元，再加額外兌換手
續費。如採用其他自動櫃員機(包括𣾀𣾀豐
海外自動櫃員機)，所提取貨幣將以滙豐
訂定的當日匯率直接兌換為港元，再加
額外兌換手續費。如採用銀聯網絡，所提
取貨幣將以中國銀聯訂定的當日匯率直
接兌換為港元。	

	 [ l ] 		使用內地工商銀行自動櫃員機提款，港幣
提款卡獲豁免費用。

	 [m]		如將銀行戶口連結至該行的信用卡，Visa
信用卡：銀通（澳門）為每次$25、PLUS
網絡為每次$25。萬事達信用卡：銀通
（澳門）為每次$25、Cirrus網絡為每次
$25。

	 [n]		 優先理財提款卡客戶獲豁免費用。	

	 [o]		 透過Cirrus網絡提款，兌換提款外幣匯率
由Cirrus網絡提供，Cirrus網絡另收取1%
的費用。除此以外該行沒有其他費用。
透過銀聯及銀通網絡提款，該行沒有其
他費用。	

	 [p]		 客戶可因應需要，將每日提款上限提高
或減少$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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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提款卡境外提款服務的資料

編
號 銀行名稱

提款卡年費 
（每張）

支援的主要境外提款網絡
(不包括內地)及每次收費

支援的主要內地提款網絡及每次收費
自動櫃員機提款的

外幣兌換率釐定準則
顯示於月結單上的
境外提款相關資料

每日提款上限
（每張提款卡）

[1]

1 中銀香港
中銀卡(基本帳戶為港幣帳戶)：$50
中銀卡(基本帳戶為人民幣帳戶)：
人民幣￥50

銀聯：$15(港幣帳戶)
銀聯：$15(於港幣帳戶扣帳)/ 

人民幣￥15(於人民幣帳戶扣帳)
提款網絡商釐定外幣提款的匯率，

並按提款當日計 [a]
提款日期及以港幣結算

之金額
不可多於$10,000-$30,000不等的提款金額

(按個別戶口種類而定) 

2
交通銀行 
香港分行

$50
銀聯：$15/人民幣￥15 

[b]
銀聯：$15/人民幣￥15 

[b]
提款網絡營運商釐定的

外幣兌換率並按提款當日計 
提款日期及相等於港幣

的提款金額 
$20,000或其等值外幣

3 東亞銀行 $50/人民幣￥50
銀聯：$15  

銀通：$25 [c]
銀聯：$15/人民幣￥15  

銀通：$25 [c]
提款網絡商釐定提款匯率，

並按提款當日計 [d]
 進帳日期及等值港幣的

提款金額 
$20,000或其等值外幣

4
中國建設銀行
(亞洲)

銀聯雙幣卡：綜合理財客戶豁免費用；
其他客戶：$50/人民幣￥50(視乎該卡
基本戶口之貨幣)

銀聯：$15/人民幣￥15 
[e]

 
銀聯：$15/人民幣￥15 

[f] 
提款網絡商釐定提款匯率，

並按提款當日計
提款日期及港幣等值的

提款金額 

「貴賓晉裕」銀聯雙幣卡：$40,000或
其等值外幣
「貴賓理財」銀聯雙幣卡：$20,000或
其等值外幣
一般銀聯雙幣卡：$10,000或其等值外幣

5 創興銀行
港元提款卡：$50；

人民幣提款卡：人民幣￥50
港幣提款卡（銀聯和銀通網絡）：$25

港幣提款卡（銀聯和銀通網絡）：$25 
人民幣提款卡（銀聯網絡）：人民幣￥15

提款網絡商釐定提款匯率，並按提款當日計
包括(如適用)提款日期、
交易類別及折算為港幣
後之金額 

港幣提款卡：$10,000或其等值外幣； 
人民幣提款卡：人民幣￥10,000或其等值
外幣 [g]

6 花旗銀行 免
Visa/PLUS及銀通：豁免手續費

 [ h ]
Visa/PLUS及銀通：豁免手續費 

[h]
銀行於折算日訂定的匯率連同兌換差價兌
換為港幣，並從戶口內扣除

提款日期、所提取之貨
幣及金額、於客戶港幣戶
口內扣除之金額 

Citigold客戶：$40,000或其等值外幣
Citibanking客戶：$20,000或其等值外幣

7 信銀國際 $50/人民幣￥50
銀聯：$15/人民幣￥15

銀通：$25
銀聯：$15/人民幣￥15

銀通：$25
提款機銀行釐訂  提款日期 

$10,000/人民幣￥10,000或其等值外幣 
(客戶可自行訂定個別限額)

8 大新銀行
港幣卡﹕$50 

人民幣卡﹕人民幣￥50
銀聯﹕$15 

銀通(澳門)﹕$25
大新港幣卡(銀聯)﹕$15 

大新人民幣卡(銀聯)﹕人民幣￥15；銀通：$25
當地提取銀行的兌換率並按折算日計

 提款日期及港幣等值
提款金額

$10,000或其等值外幣

9 富邦銀行 $50 Visa/PLUS：$25 Visa/PLUS：$25
提款網絡商釐定當時外幣現金兌換價，

並按提款當日計 

 提款日期、提款機名稱、
提取外幣金額及
港幣支帳金額

$20,000或其等值外幣

10 恒生銀行 免
滙豐集團自動櫃員機：$20-$30 

銀聯自動櫃員機：$15 
PLUS/Cirrus自動櫃員機：$30 [i]  ▲

滙豐集團自動櫃員機：$20-$30 
銀聯自動櫃員機：$15 

PLUS/Cirrus自動櫃員機：$30 [i]  ▲

提款網絡商釐定外幣匯率，
並按提款當日計

提款日期、自動櫃員機網
絡、提款之貨幣名稱/金
額、境外提款收費及港幣
總數等

優越/優進理財客戶：
$30,000或其等值外幣；

其他客戶：$20,000或其等值外幣

11 滙豐銀行  免
銀聯：$20 

Visa/PLUS：$40 [j] ▲
銀聯：$20 

Visa/PLUS：$40 [j] ▲

提款網絡商及滙豐釐定外幣提款的匯率，
並按提款當日計  

[k]

  提款日期、交易描述、 
扣數金額及扣數幣種

卓越理財戶口：$40,000或其等值外幣；
運籌理財戶口：$30,000或其等值外幣；
其他戶口：$20,000或其等值外幣

12
中國工商銀行 
(亞洲)

理財通帳戶卡年費：$50/人民幣￥50；
綜合理財帳戶卡/E時代帳戶卡/理財金
帳戶卡：豁免

MasterCard/Cirrus：$30
銀聯：$15/人民幣￥15
(視乎扣帳幣種而定)

銀通(澳門)：$10
(只限港幣帳戶扣帳) ▲

MasterCard/Cirrus：$30(只限港幣帳戶扣帳)
銀聯：每筆$15/人民幣￥15(視乎扣帳貨幣)[l] 
銀通(內地)：$10 ▲

收單銀行決定，
按進行交易時的兌換率計 

  提款交易日期、
交易描述、扣數金額及

扣數幣種 
$20,000或其等值外幣

13
大眾銀行
(香港)

$30 
(免首年年費)

銀通(澳門)：$10 銀通：$10
提供自動櫃員機服務之銀行釐定相關外幣

之匯率，並按提款當日折算
 提款誌帳金額及日期 $20,000或其等值外幣

14 上海商業銀行
銀聯港幣提款卡：$50 

銀聯人民幣提款卡：人民幣￥50

銀聯港幣提款卡：銀通(澳門)$25；銀聯$20
銀聯人民幣提款卡：銀通(澳門)$25
(只接受在港幣帳戶提款) [m]

銀聯港幣提款卡：銀通$25；銀聯$20  
銀聯人民幣提款卡：銀聯人民幣￥15

(適用於人民幣帳戶提款) [m]

 經辦銀行/提款網絡營運商釐定
外幣提款匯率，並按提款當日計

提款日期(如在該行截
數後進行，則會誌帳於
下一工作天)及經兌換之
交易金額

$20,000/$10,000或其等值外幣

15 渣打銀行
綜合理財及「Click-A-Count」客戶：豁免費用

其他客戶：$55
銀聯：$15 [n]；MasterCard/

Cirrus及銀通：$28 [n] ▲
銀聯：人民幣￥12；使用非雙幣提款卡：$15 [n]

Cirrus及銀通：$28 [n] ▲

自動櫃員機網絡及/或銀行釐定
外幣兌換率，並按提款當日計

[o]

境外提款的資料，包括
提款日期、所提取外幣、
外幣金額及提款網絡 

優先理財及Preferred Banking：$30,000
或其等值外幣；其他客戶：$20,000或其
等值外幣 [p]

16 永亨銀行 $50
Visa/PLUS：$25 
銀通 (澳門)：$25 

銀聯：$15 ▲

Visa/PLUS：$25；銀通：$25 
銀聯：$15(適用於港幣銀聯卡)/

人民幣￥15(適用於人民幣銀聯卡) ▲

提款網絡商釐定外幣提款的匯率，
並按提款當日計

 提款日期及相等於
港幣的提款金額

$10,000/$20,000或其等值外幣 
(客戶須於申請提款卡時選擇)

17 永隆銀行 免
 

銀聯：$20 
銀聯：$20(適用於港幣提款卡)/

人民幣￥20(適用於人民幣提款卡)
提款網絡商釐定外幣提款匯率，

按提款時的兌換率計
提款日期及折算後

扣取的港幣
$20,000或其等值外幣

註

「星展銀行」至截稿前仍沒有提供資料。	

表中資料並不包括信用卡現金透支的服務。除特別
註明外，表內所列的資料以港元計。	

表中資料截至今年4月底，最新資料以銀行公布
為準。

▲		代表客戶可以自行選擇提款卡上所支援的提
款網絡。	

[1]		由於個別地區的自動櫃員機所設的每次提款
額或有所不同，客戶可能需分次提款才可提取
所需之款項。

	 [a]		 若交易貨幣為港幣或人民幣，所涉及的匯
率將以交易時該行提供的匯率直接進行
兌換；若交易貨幣為港幣或人民幣以外的
貨幣，所涉及的匯率將以中國銀聯訂定的
當日匯率直接進行兌換。

	 [b]		 如個人客戶欲使用PLUS網絡的自動櫃員
機服務，可將銀行戶口連結至該行的Visa
信用卡，使用Visa/PLUS自動櫃員機網絡
的每次收費為$25。	

	 [c]		 晶片提款卡不適用於PLUS/Cirrus自動
櫃員機網絡。如個人客戶欲使用PLUS/
Cirrus網絡的自動櫃員機服務，可將銀行
戶口連結至該行的Visa/萬事達信用卡，
使用Visa/PLUS或MasterCard/Cirrus自
動櫃員機網絡的每次收費為$50。	

	 [d]		 如客戶用該行自動櫃員機，提款匯率由該
行釐定並按提款當日計。	 	

	 [e]		 使用美國境內之美國銀行自動櫃員機免
手續費。

	 [f]		 使用該行的自動櫃員機豁免手續費。	

	 [g]		卡主可設定上限為低於該行的境外每日提
款上限。

	 [h]		 個別自動櫃員機網絡供應商收取的費用
（如有）將會從戶口中扣除。	

	 [ i ] 	 	客戶可使用銀聯網絡的提款卡，或將恒生
銀行戶口連結至恒生Visa/萬事達信用卡，
以使用PLUS	/	Cirrus自動櫃員機網絡。此
外，客戶亦可申請alpha	card消費卡以使用
Cirrus自動櫃員機網絡。	

	 [j]		 使用該行卓越理財自動櫃員機卡，並採
用滙豐集團的自動櫃員機網絡提款，客
戶可豁免費用。

	 [k]		 在海外提款，如採用Visa/PLUS自動櫃
員機，所提取貨幣將以Visa訂定的當日
匯率直接兌換為港元，再加額外兌換手
續費。如採用其他自動櫃員機(包括𣾀𣾀豐
海外自動櫃員機)，所提取貨幣將以滙豐
訂定的當日匯率直接兌換為港元，再加
額外兌換手續費。如採用銀聯網絡，所提
取貨幣將以中國銀聯訂定的當日匯率直
接兌換為港元。	

	 [ l ] 		使用內地工商銀行自動櫃員機提款，港幣
提款卡獲豁免費用。

	 [m]		如將銀行戶口連結至該行的信用卡，Visa
信用卡：銀通（澳門）為每次$25、PLUS
網絡為每次$25。萬事達信用卡：銀通
（澳門）為每次$25、Cirrus網絡為每次
$25。

	 [n]		 優先理財提款卡客戶獲豁免費用。	

	 [o]		 透過Cirrus網絡提款，兌換提款外幣匯率
由Cirrus網絡提供，Cirrus網絡另收取1%
的費用。除此以外該行沒有其他費用。
透過銀聯及銀通網絡提款，該行沒有其
他費用。	

	 [p]		 客戶可因應需要，將每日提款上限提高
或減少$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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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有方

提高涉及境外提款費用的資訊透明度
	 本會留意到，各銀行在其收費表中載有關於境外提款的費用，但對有關交

易的說明資料詳細度不盡相同，銀行一般只提供使用自動櫃員機網絡的境外提款

手續費，其中只有少數銀行會說明兌換及提取外幣的交易流程或可能徵收的兌換

手續費。為了讓消費者更清楚知悉透過境外自動櫃員機提款的外幣兌換流程和可

能涉及的費用，本會建議銀行提供更詳盡的境外提款資訊，例如載列兌換及提取

外幣的交易流程、匯率的釐定準則及可能向客戶徵收的提款手續費和外幣兌換費

等。據本會暸解，香港金融管理局與銀行公會早前已就改善這方面的資訊披露作

出跟進，並將會在短期內向認可機構建議提高境外提款交易資料及相關費用的透

明度。另一方面，消費者使用境外自動櫃員機服務前，若對收費條款或交易流程

有任何疑問，應先向銀行或發卡機構查詢，以避免日後發生爭拗。

餘5間提供多於一個提款網絡並在發卡前

讓客戶從中選擇，詳情見表一。若有需要

選用提款卡所預設網絡以外的自動櫃員機

網絡（例如Cirrus或PLUS等），消費者可

考慮另行向有關銀行申請在其信用卡附加

提款功能，即是將相關的信用卡連結至指

定的銀行存款戶口，便可使用信用卡在相

關網絡的自動櫃員機提款，而提款金額及

可能涉及的手續費將在有關的存款戶口直

接扣除。消費者必須留意，境外提款時若

誤選了信用卡帳戶作提款戶口，該筆提款

金額會被視作現金透支，消費者會被徵收

信用卡的現金透支手續費用及現金透支利

息。此外，申請信用卡附加提款功能或需時

處理，消費者宜預早往銀行辦理。

境外提款的手續費差別大
視乎不同的自動櫃員機網絡，每次

境外提款收取的手續費差別頗大，該費用

連同提款折算為港幣後的金額會直接從客

戶的銀行戶口內扣除，而提款資料會顯示

在隨後的銀行月結單上，詳情見表二。調查

的銀行中有1間（#6）豁免提款卡境外提款

的手續費（但不包括個別自動櫃員機網絡

供應商可能收取的費用），另有4間（#4、

#11、#12及#15）表示，使用指定地區的經

辦銀行的自動櫃員機或指定理財提款卡的

客戶可獲豁免境外提款的手續費。

怎樣釐定境外提款的外幣兌
換率？

調查的17間銀行均表示就境外提

款所採用的外幣兌換率是由提款網絡

一般情況下，如在境外通

過自動櫃員機提取外幣或

進行轉帳，該筆外幣金額

將按當時提款網絡商及 /

或銀行釐定的兌換率折算

港幣，消費者如想瞭解提

款網絡商的外幣參考匯率，

可瀏覽個別提款網絡商的

網頁或下載其手機應用程

式查閱有關資訊。

表二：不同提款卡在境外及內地提款的手續費

自動櫃員機網絡
在境外提款的手續費
(不包括內地) (每次)

在內地提款的手續費
 (每次)

銀通 $10 - $28 $10 - $28

銀聯 $15 - $25 或人民幣￥15 $15 - $25 或人民幣￥12 - ￥20

MasterCard/Cirrus $28 - $30 $28 - $30

Visa/PLUS $25 - $40 $25 - $40

商及/或提供自動櫃員機的銀行釐定，

並於提款當日或折算日進行外幣兌換。

視乎不同提款網絡商的運作，客戶提取

的外幣會先兌換為美元再兌換為港幣，

或直接兌換成港幣。部分提款網絡商或

銀行可能會另加兌換手續費。

調查的銀行表示會將提款日期和

將經折算後的港幣總額顯示在銀行月

結單內，但所採用的兌換率則不會列明

於月結單內。消費者宜在外遊前，向提款

卡發卡銀行查詢釐定境外提款外幣兌換率

的準則及有關費用，以考慮帶備足夠港幣

現金在外地找換外幣，還是用提款卡在當

地「撳機」直接提取外幣。

境外提款注意事項
離港前應預先啟動境外提款功能

消費者如打算在香港境外（包括內

地、台灣及澳門等）使用自動櫃員機提款，

便需利用所屬銀行的指定途徑（例如自動

櫃員機或銀行分行等）啟動提款卡的境外

提款功能，設定功能的開始及終止日期，以

及境外自動櫃員機提款的上限。持卡人應

按實際需要設定有關開始及終止日期，避

免將有效期定得過長，否則便會降低該保

安措施的有效性。調查中的提款卡每日的

預設提款上限較多為港幣$20,000或其等

值，部分銀行的高階理財客戶的每日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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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提款卡所支援的自動櫃員機網絡或有不同，而消費者使用境外提款服務時應留意相關手續費。

境外提款Q & A
1. 消費者可否於境外自動櫃員機繼續使用先前已設定的提款卡私人密碼

提取款項？

	 一般而言，消費者可在境外的自動櫃員機繼續使用在港已設定的提款卡私人

密碼。不過，視乎境外自動櫃員機的設定，部分櫃員機只接受四位數字的私人密

碼。消費者宜於出發前向有關的發卡銀行查詢，境外使用提款卡時是否有任何限

制及條件。

2. 消費者如遇到境外自動提款機「食卡」，應怎樣做？

	 如提款卡有破損或過期或輸入了不正確的私人密碼，便可能被自動櫃員機沒

收提款卡，消費者應立即通知有關的銀行，自動櫃員機上亦會顯示當地求助的電

話熱線；如自動櫃員機毗鄰銀行分行，消費者可向分行內的職員要求協助。消費

者或需提供身份證明文件，以便有關銀行確認其身份及跟進。此外，如提款卡已

被報失或報竊，也可能被自動櫃員機沒收，以免有關提款卡被盜用。

消費者可利用提款網絡商

網頁內的自動櫃員機搜尋

器，查找目的地國家最近

的自動櫃員機位置。

上限則可達港幣$40,000或其等值。消費

者需留意個別境外地區的自動櫃員機的設

定或有不同，即使已設定較高的每日提款

上限，消費者可能需分次提款才可提取所

需要的款項。

此外，離港前若忘記啟動境外提款

功能，消費者在境外亦可透過電話渠道設

定有關指示，之後便可在境外的自動櫃員

機提款，部分銀行亦會額外提供其他啟動

功能的途徑（例如網上銀行）。持卡人如

對有關啟動境外自動櫃員機提款功能的

途徑有任何疑問，可向相關銀行查詢。如

在外地遺失或被盜去提款卡，消費者應盡

快致電24小時電話理財熱線向銀行或發

卡機構報失。收到戶口月結單後，消費者

若發現有任何錯誤或未經授權的交易，應

盡早向有關銀行或發卡機構報告。若消費

者未能在90日內向銀行報告任何未經授

權交易，銀行可能會行使權利，視該月結

單為正確，消費者便有可能需要承擔有關

的損失。

留意提款卡自動櫃員機網絡的覆

蓋範圍

根據2個提款網絡商向本會提供

的最新資料，Visa/PLUS的持卡人（截

至2013年9月30日）可透過約200萬部

設於海外200多個國家/地區的自動櫃

員機即時提取現金，而Mas te r C a rd /

Ci rrus的持卡人（截至2014年3月）則可

於210個國家及城市逾250萬部自動櫃

員機即時提款。一般而言，Visa/PLUS

或MasterCard/Ci r rus所覆蓋的自動櫃

員機網絡在海外（例如歐美國家）較集

中。消費者可利用網絡商網頁內的自動

櫃員機搜尋器或透過下載網絡商的手機

軟件，查找目的地國家最近的自動櫃員

機位置。如有需要，客戶亦可向有關銀行

查詢打算前往的目的地的櫃員機是否支

援有關提款卡的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