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DBU 匯兌業務收費標準
111.04.01 起適用
業務項目
匯出匯款
(網銀)

匯出匯款
(臨櫃)

收費標準

手續費

每筆按 0.025%計收，
最低 NT$130，最高 NT$600.

郵電費

電報費：每通 NT$220.

手續費

一般匯出
匯款

每筆按 0.05%計收；
最低 NT$200，最高 NT$800.

改匯/退匯 每筆 NT$300.
/匯票掛失
郵電費

一般匯出
匯款
查詢

電報費：每通 NT$300.
郵 費：每筆 NT$300.

匯入匯款(網銀)

手續費

每筆按 0.025%計收；最低 NT$130，
最高 NT$600.

匯入匯款
(臨櫃)

手續費

一般匯入
匯款

電報費

查詢

1.每筆按 0.05%計收；
最低 NT$200，最高 NT$800.
2 國內同業解付，由本行通知者，每
筆 NT$200，郵費 NT$60.
每通 NT$300.

結購

手續費

非本行客戶：每筆 NTD$100.

結售

手續費

1.本行賣出者：免收(以買賣水單為
憑)
2.非本行賣出者：每筆按 0.5%計收，
最低 NT$100.

現鈔
託收

手續費

每 1 等值美元計收 NT$0.3，最低
NT$100.

外幣現鈔

備註說明
※以全額匯出者，每筆另外加
收國外費用，費用與臨櫃辦理
相同

1.匯往本行 OBU 案件：手續
費同左，免收郵電費.
2.以外幣現鈔匯出者，另按買
入即期匯率與買入現鈔匯率
之差額計收手續費，最低
NT$100.
3.以全額匯出者，每筆另外加
收國外費用.
國外銀行費用：按國外銀行實
際收取之費用補收.

國外銀行費用：按國外銀行實
際收取之費用補收

※提領外幣現鈔者，按賣出即
期匯率與賣出現鈔匯率之差
額計收手續費，最低 NT$100.
國外銀行費用：按國外銀行實
際收取之費用補收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DBU 匯兌業務收費標準
111.04.01 起適用
業務項目
外匯存款

手續費

聯行存
款/轉讓
手續費
手續費

收費標準

備註說明

1.新臺幣結購存入、提領結售：免收。
※行動網銀預約提領外幣現
2.外幣現鈔存入、提領：按買賣即期匯率與買賣 鈔無最低收費之限制。
現鈔匯率差額計收手續費，最低 NT$100.
3.存單摺及印鑑掛失補發（更換）
、存摺工本費、
存款餘額證明或其他文件、會計師函證：比照
本行新臺幣「存匯款業務各項服務手續費收費
標準表」計收。
1.存入本人帳戶：免收.
2.存入非本人帳戶(轉讓)：每筆 NT$100.

1.按 0.05%計收，最低 NT$200，最高 NT$800
※提領外幣現鈔者，按賣出即
2.代收國內付款之外幣票據每筆收手續費
期匯率與賣出現鈔匯率之差
NT$200.
額計收手續費，最低 NT$100.
買匯息
1. 美日港星為付款地之通用貨幣：按本行掛牌 ※國外費用按國外代收銀行/
各該幣別之放款利率計收 12 天利息，最低
或國外付款銀行實際收取之
NT$100.
費用扣取.
2. 其他地區及非付款地之通用貨幣：按本行掛
牌各該幣別之放款利率計收 21 天利息，最低
NT$100.
3. 銷帳時應依實際入帳天數核實補收差額。
郵費
每張 NT$300，惟旅行支票超逾 1 張以上，每
增加 1 張，加收 NT$60. (如以國際快遞寄件時，
按國際快遞價格計收)。
以上為本行國外匯兌業務主要收費概況，如需辦理進、出口業務或須進一步瞭解其他詳細收費情形，
請洽本行各營業單位外匯櫃台。
光票買入
/託收
(含旅支)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OBU 匯兌業務收費標準
110.01.04 起適用
業務項目

收費標準
每筆按 0.025%計收，
最低 US$10，最高 US$40.

匯出匯款 手續費
(網銀)

備註說明
※以全額匯出者，每筆另
外加收國外費用，費用與
臨櫃辦理相同

電報費：每通 US$10.

郵電費
一般匯出
匯款

1.每筆按 0.05%計收；
最低 US$10，最高 US$40.
2.匯往本行 DBU 者：每筆按 0.05%計
收，最低 US$10，最高 US$40.

以全額匯出者，每筆另
外加收國外費用.

改匯/退匯/

每筆 US$10.

國外銀行費用：按國外銀

一般匯出
匯款

電報費：每通 US$10.
郵 費：每筆 US$10.

行實際收取之費用補收.
匯往本行 DBU 者免郵電
費.

查詢

電報費：每通 US$10.

匯入匯款(網銀)

手續費

每筆按 0.025%計收；
最低 US$10，最高 US$40.

匯入匯款 手續費
(臨櫃)

一般匯入
匯款

每筆按 0.05%計收；
最低 US$10，最高 US$40.

查詢

每通 US$10.

外匯存款

手續費

光票買入
光票託收

手續費

存單摺及印鑑掛失補發（更換）、存摺
工本費、存款餘額證明或其他文件、會
計師函證：每筆(本)按 US$5 計收。
按 0.05%計收，最低 US$10，最高 US$40.
1.美日港星為付款地之通用貨幣：按本 ※國外費用按國外代收
行掛牌各該幣別之放款利率計收 12 天 銀行/或國外付款銀行實
利息，最低 US$10.
際收取之費用扣取.
2.其他地區及非付款地之通用貨幣：按
本行掛牌各該幣別之放款利率計收 21
天利息，最低 US$10.
3.銷帳時應依實際入帳天數核實補收差
額。
每張一律收取 US$10. (如以國際快遞寄
件時，按國際快遞價格計收)。

匯出匯款 手續費
(臨櫃)

匯票掛失
郵電費

電報費

墊款息

郵費
其他

手續費

國外銀行費用：按國外銀
行實際收取之費用補收

國外銀行費用：按國外銀
行實際收取之費用補收

掣發 MT940 存款對帳單，按每月 US$45
計收手續費.
備註：案件幣別如非以美金計價者，各項費用得以等值美金之原幣計收，除日幣計至元位為止外，其
餘幣別取至小數點以下二位。
以上為本行 OBU 匯兌業務主要收費概況，如需辦理進、出口業務或須進一步瞭解其他詳細收費情形，
請洽本行各營業單位外匯櫃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