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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業務總約定書】修訂內容公告 
存款業務總約定書編號 COTA1100101版(自 110年 1月 1日起適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存款業務總約定書(COTA1100101版) 存款業務總約定書(COTA1080820版) 

第六章 金融卡 
第三條 （存款金額之限制） 

甲方使用金融卡以乙方自動化服務設備存入現金，於存入非本人之帳戶時，
應適用金融卡非約定轉帳之金額限制;存入本人之帳戶者則不受金額之限
制。 
乙方得酌收跨行存款相關服務費用，甲方同意該費用授權乙方逕自跨行存入
金額中扣除方式辦理。 

第四條 （於乙方提款及轉帳金額之限制） 
甲方使用金融卡在乙方自動化服務設備提款時，其上限如下： 
一、每次最高限額為新臺幣壹拾貳萬元。 
二、每日最高限額為新臺幣壹拾貳萬元。 
甲方於約定帳戶轉帳時，其上限如下： 
一、每次最高限額為新臺幣貳佰萬元。 
二、每日最高限額為新臺幣參佰萬元。 
甲方於非約定帳戶轉帳時，其上限如下：  
一、每次最高限額為新臺幣參萬元。 
二、每日最高限額為新臺幣參萬元。 
甲方透過乙方行動網銀「台灣 Pay」QR Code 使用消費扣款服務時，其上限
如下(與實體金融卡消費扣款交易限額合併計算)： 
一、 每日最高限額為新臺幣壹拾萬元。 
二、每月累計最高限額為新臺幣貳拾萬元。 

 

第六章 金融卡 
第三條 （存款金額之限制） 

甲方使用金融卡以乙方自動化服務設備存入現金，於存入非本人之帳戶
時，應適用金融卡非約定轉帳之金額限制;存入本人之帳戶者則不受金額
之限制。 
乙方得酌收跨行存款相關服務費用，甲方同意該費用授權乙方逕自跨行
存入金額中扣除或繳納現金方式辦理。 

第四條 （於乙方提款及轉帳金額之限制） 
甲方使用金融卡在乙方自動化服務設備提款時，其上限如下： 
一、每次最高限額為新臺幣壹拾萬元。 
二、每日最高限額為新臺幣壹拾貳萬元。 
甲方於約定帳戶轉帳時，其上限如下： 
一、每次最高限額為新臺幣貳佰萬元。 
二、每日最高限額為新臺幣參佰萬元。 
甲方於非約定帳戶轉帳時，其上限如下：  
一、每次最高限額為新臺幣參萬元。 
二、每日最高限額為新臺幣參萬元。 
甲方透過乙方行動網銀「台灣 Pay」QR Code使用消費扣款服務時，其上
限如下(與實體金融卡消費扣款交易限額合併計算)： 
一、 每日最高限額為新臺幣壹拾萬元。 
二、每月累計最高限額為新臺幣貳拾萬元。 

 

第十五條 （金融卡遺失、滅失、被竊或其他喪失占有） 
一～三 略 
四、甲方行為若有違反誠信原則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乙方不承擔被冒用

之損失： 
(一)未依約定方式辦妥掛失止付手續及繳交費用者。 
(二)甲方就本金融卡之使用顯有詐欺之事實者。 
(三)遺失、被竊等情形係由於甲方故意或重大過失或收到卡片後未立即

設定密碼所致者。 
(四)遺失被竊之金融卡係由甲方之配偶、家屬、與其同住之人、受僱人、

代理人、直系血親或四親等內旁系血親、三親等內姻親冒用者，但
甲方證明已對其提出訴追者，不在此限。 

(五)其他不法情事者。 
 

第十五條 （金融卡遺失、滅失、被竊或其他喪失占有） 
一～三 略 
四、甲方行為若有違反誠信原則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乙方不承擔被冒

用之損失： 
(一)未依約定方式辦妥掛失止付手續及繳交費用者。 
(二)甲方就本金融卡之使用顯有詐欺之事實者。 
(三)遺失、被竊等情形係由於甲方故意或重大過失或收到卡片後未

立即設定密碼所致者。 
(四)遺失被竊之金融卡係由甲方之配偶、家屬、與其同住之人、受

僱人、代理人、直系血親或四親等內旁系血親、三親等內姻親
冒用者，但甲方證明已對其提出訴追者，不在此限。 

(五)由於天災、人禍等社會秩序顯著混亂之際所發生者。 
(六)其他不法情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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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附約：本附約為金融卡約款之附帶約定事項 
三、悠遊金融卡特別約定條款 
第十條 (其他約定事項)  

悠遊金融卡之悠遊卡使用，除本約定條款已有規定者外，說明若有未盡事宜，
悉依乙方金融卡約定條款、悠遊卡公司之「悠遊卡約定條款」(請參閱悠遊卡
公司官網〈www.easycard.com.tw〉公告)及其他相關公告規定等辦理。 

 

附約：本附約為金融卡約款之附帶約定事項 
三、悠遊金融卡特別約定條款 
第十條 (其他約定事項)  

悠遊金融卡之悠遊卡使用，除本約定條款已有規定者外，說明若有未盡事
宜，悉依乙方金融卡約定條款、悠遊卡公司之「悠遊卡約定條款」及其他
相關公告規定等辦理。 

 

附表一、三信商業銀行客戶辦理各項存匯業務收費標準 

實施日期：110年 01月 01日起 

服務項目 收費標準 

三、列印對帳單 

自申請日起算： 
三個月內（含）之明
細：每份 50元 
逾三個月且未逾一年
（含）：每份 100元 
逾一年且未逾五年
（含）：每份 200元 
逾五年以上：每份 300
元 
以上每份以 20 頁為
限，每增加一頁加收 5
元 

 

四、調閱/影印傳票 
六個月以內（含）：每
張 50元 
超過六個月：每張100元 

 

五、存款證明 每份 50元  

六、金融卡遺失補發/換發 每張 100元  

七、存單摺掛失補發 每次 100元  

八、印鑑掛失變更 每次 100元  

九、支票掛失止付 

空白票掛失，200元 / 
次（每張申請書） 
非空白票掛失，200元 
/ 張（每張票據） 

 

十、申辦/註銷票據撤銷付款委託 每張 150元  

十一、拒往/結清後申請兌付支票 每張 200元  

十二、票信查詢費 
第一類票查每筆 100元 
第二類票查每筆 200元 

 

十三、退票違約金 每張 200元  

附表一、三信商業銀行客戶辦理各項存匯業務收費標準 

實施日期：：108年 04月 01日起 

服務項目 收費標準 

三、申請台支 

簽發金額未滿一百
萬：每張 400元 
簽發金額超過一百
萬：每張 200元 

 

四、列印對帳單 

三個月以內（含）：每
份 50元 
三個月至一年（含）：
每份 100元 
超過一年：每份 150元 

 

五、調閱/影印傳票 
六個月以內（含）：每
張 50元 
超過六個月：每張100元 

 

六、存款證明 每份 50元  

七、金融卡遺失補發/換發 每張 100元  

八、存單摺掛失補發 每次 100元  

九、印鑑掛失變更 每次 100元  

十、支票掛失止付 每張 100元  

十一、申辦/註銷票據撤銷付款委託 每張 150元  

十二、拒往/結清後申請兌付支票 每張 200元  

十三、票信查詢費 
第一類票查每筆 100元 
第二類票查每筆 200元 

 

十四、退票違約金 每張 200元  

十五、註記退票 每張 150元  

十六、申請本行支票 每張 30元  



頁 3 / 4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十四、註記退票 每張 150元  

十五、申請本行支票 每張 30元  

十六、託收票據 
每張 5元（市內）、每
張 30元（市外） 

 

十七、託收票據抽票 
每張 50元（備償戶一
律免收） 

 

十八、晶片金融卡密碼遺忘重新申請
（解鎖） 

每次 50元  

十九、執行扣押存款 每件 250元  

二十、存單設定質權予第三人 每件 100元  

二十一、ATM跨行存款 每次 15元  

二十二、ATM跨行提款 每次 5元  

二十三、ATM跨國提款手續費 

日本：(日幣提款金額
*0.8%)+150 日圓，惟
每筆不得低於 390日圓 
港澳：均一價為新臺幣
100元 

 

二十四、ATM/網路 ATM/電話語音/個
人網路銀行(含行動網銀)/
企業網銀之跨行轉帳 

500元(含)以下 
(每帳戶每日第一次) 

0元 

500元(含)以下 
(每帳戶每日第二次
(含)起) 

每次 10元 

501元(含)至1,000元(含) 每次 10元 

二十五、ATM跨行轉帳 1,001元(含)以上 每次 15元 

二十六、網路 ATM、電話語音及個人
網路銀行(含行動網銀)之跨
行轉帳 

1,001元(含)以上 每次 14元 

二十七、個人網路銀行(含行動網銀)
之跨行匯款 

每次 20元 

二十八、簡訊動態密碼簡訊手續費 國內手機號碼每次為 1元 
 

十七、託收票據 
每張 5 元（市內）、每
張 30元（市外） 

 

十八、託收票據抽票 
每張 50 元（備償戶一
律免收） 

 

十九、晶片金融卡密碼遺忘重新申請
（解鎖） 

每次 50元  

二十、執行扣押存款 每件 250元  

二十一、存單設定質權予第三人 每件 100元  

二十二、ATM跨行存款 每次 15元  

二十三、ATM跨行提款 每次 5元  

二十四、ATM跨國提款手續費 

日本：(日幣提款金額
*0.8%)+150 日圓，惟
每筆不得低於 390日圓 
港澳：均一價為新臺幣
100元 

 

二十五、ATM/網路 ATM/電話語音/個
人網路銀行(含行動網銀)/
企業網銀之跨行轉帳 

500元(含)以下 
(每帳戶每日第一次) 

0元 

500元(含)以下 
(每帳戶每日第二次
(含)起) 

每次 10元 

501元(含)至1,000元(含) 每次 10元 

二十六、ATM跨行轉帳 1,001元(含)以上 每次 15元 

二十七、網路 ATM、電話語音及個
人網路銀行(含行動網
銀)之跨行轉帳 

1,001元(含)以上 每次 14元 

二十八、個人網路銀行(含行動網銀)
之跨行匯款 

每次 20元 

二十九、簡訊動態密碼簡訊手續費 國內手機號碼每次為 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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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三信商業銀行外匯業務收費標準 

實施日期：110年 01月 01日起 

匯 
兌  
業 
務 

本行存款往來客戶業務項目 費用種類 本行匯兌暨存款業務收費作業標準 

一～七略   

非本行存款往來客戶業務項目 

八、 
外幣現鈔買入／賣出 
(舊版標準由本行認定) 

手續費 

每筆 TWD100 
舊版美元鈔券，每筆按買入金額 1%計收；  
最低收取 TWD100，每張另加收 TWD100 

限額 每日 USD500 
 

附表二、三信商業銀行外匯業務收費標準 

實施日期：108年 01月 02日起 

匯 
兌  
業 
務 

本行存款往來客戶業務項目 費用種類 本行匯兌暨存款業務收費作業標準 

一～七略   

非本行存款往來客戶業務項目 

八、 
旅行支票 

賣出美元旅
行支票 

手續費 

每筆 TWD100 
以外幣現鈔購買者另加收匯差(每筆最
低收取 TWD100)：= 支付之外幣現鈔 * 
該幣別即期匯率與現鈔匯率之差價 

旅支限額 每日 USD500 

九、 
外幣現鈔買入／賣出 
(舊版標準由本行認定) 

手續費 

每筆 TWD100 
舊版美元鈔券，每筆按買入金額 1%計收；  
最低收取 TWD100，每張另加收 TWD100 

限額 每日 USD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