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兆豐銀行信用卡年費及循環信用利率與各項費用計算說明 

公告日期：109 年 12 月 31 日 

《年費收費標準》 

【尊榮卡別】 

卡片名稱 
年費收取標準 

(以新台幣計；附卡均免年費) 

年費減免辦法 

(以新台幣計) 

兆豐世界卡 

兆豐無限卡 
10,000 元 

首年免年費 

年度正附卡合併累積新增一般消費達 36 萬元享

次年免年費。 

美福聯名無限卡 5,000 元 
年度正附卡合併累積新增一般消費達 36 萬元享

次年免年費。 

個人商旅卡 

(Plus 版) 

5,000 元 

(首年享優惠年費 1,800 元) 

1. 年度累積消費達 10 萬元或每月刷卡 2 次（年度

刷卡 24 次），享次年優惠年費 1,800 元。 

2. 另可使用紅利積點 14,400 點扺扣前一年度全額

年費。 

【通用卡別】(申辦電子帳單期間享免年費優惠) 

※僅申辦電子帳單之定義不含紙本及電子帳單併行。 

卡片名稱 
年費收取標準 

(以新台幣計；附卡均免年費) 

年費減免辦法 

(符合下列任一條件，享免年費優惠！) 

利多御璽卡 

美福聯名御璽卡 

中油職工福利認同卡 

3,000 元 

1.僅申辦電子帳單者 

2.每卡年度刷卡 2 次 

3.年度累積消費達 NT＄3,000 

e 秒 Happy 鈦金卡 

e 秒 Happy 金融信用卡 

e 秒刷鈦金卡 

e 秒萬事通金融信用卡 

Gogoro 聯名卡 

統一 7-ELEVEN 獅聯名卡 

雅芳御璽悠遊聯名卡 

2,400 元 

生活工場聯名卡 鈦金卡 1,500 元 



普卡 600 元 

聖德科斯 icash 聯名卡 1,000 元 

歐付寶白金悠遊聯名卡 

萬事通悠遊金融信用卡 

原子小金剛卡 

悠遊聯名卡 

自然美聯名卡 

歡喜卡/歡喜Ⅱ卡 

(未列於本頁表述之卡別即適用

本年費門檻條件) 

鈦金/晶緻/白金卡 2,400 元 

金卡 1,200 元 

普卡 600 元 

個人商旅卡 

( Basic 版) 
3,600 元 

1.僅申辦電子帳單者 

2.每月刷卡 2 次(年度刷卡 24 次) 

3.年度累積消費達 NT＄10 萬 

歐付寶御璽悠遊聯名卡 

雙幣鈦金商旅卡 
3,000 元 

1.僅申辦電子帳單者 

2.年度累積消費達 NT＄15 萬 

經典鈦金卡 

一卡通經典鈦金卡 
1,800 元 

1.僅申辦電子帳單者 

2.年度累積消費滿 6 次 

3.年度累積消費滿 NT＄6 萬 

幸福鈦金卡 1,500 元 

1.僅申辦電子帳單者 

2.年度累積刷卡 12 次 

3.年度累積消費滿 NT＄6 萬 

Mega One 一卡通聯名卡 

中鼎集團 CTCI 認同卡 

中鼎集團 ECOVE 認同卡 

持卡期間享免年費優惠。 

※ HI-Q 卡代繳水費、電費、中華電信話費期間免年費。 

【商務卡別】 

卡片名稱 
年費收取標準 

(以新台幣計) 

年費減免辦法 

(以新台幣計) 

鈦金商務卡 2,000 元 年消費每滿 10 萬元，次年享有一卡免年費。 

VISA 商務御璽卡 1,500 元 
1.年消費滿 15 萬，次年歸戶內 VISA 商務御璽卡全部免年費。 

2.企業貢獻度年平均每滿 10 萬，次年享一卡免年費。 



商務卡 
1. 年消費每滿 1 萬元，次年享商務卡一卡免年費。 

2.企業貢獻度年平均每滿 10 萬元，次年享一卡免年費。 

適用期間至民國 110 年 12 月 31 日 ；免年費條件累計排除非新增一般消費，一般消費定義詳公告網

站。 

 

《循環信用利率與各項費用計算說明》 

項 目 費用／利率 收取條件 

循環信用利息 

每筆「得計入循環信用本金之帳款」，自該筆帳款入

帳日起，按各計息期間本行核給之循環信用利率計息

至該筆帳款結清之日止（元以下四捨五入）。依據持

卡人之「繳款記錄」、「聯徵中心信用記錄」、「刷

卡消費情形」等因素，以電腦系統評估結果核給差別

「循環信用利率」（每三個月核給一次，依本行「新

台幣一年期定期儲蓄存款固定利率」為基礎利率加碼

年息 4.43％～15％浮動計息，連同最高利率 15％，共

分七級，其他等級詳見本行網站公告） 

雙幣信用卡：雙幣信用卡之新臺幣及外幣分別各自計

算循環信用利息。 

商務卡：商務卡每期帳款須全額繳清，不得使用循環

信用。 

自本行實際為持卡人撥付

消費款予特約商店之日(即

入帳日)起按日計算 

遲延利息 年利率 15％ 

商務卡於當期繳款期限前

未全額繳清，就剩餘未付款

項自各筆入帳日起，本行將

依年利率 15％計付遲延利

息。 

逾期手續費 

延滯第 1 個月當月計收 NT＄300，連續第 2 個月延滯

者當月計收 NT＄400，連續第 3 個月(含)以上延滯者當

月計收 NT＄500 

未於繳款截止日前繳足最

低應繳金額者 

預借現金手續

費 

信用卡： 

每筆預借現金金額×3％+NT＄150 

金融信用卡： 

1.以金融信用卡於 ATM 或辦理預借現金機構辦理者，

持卡人以信用卡帳戶辦理

預借現金者 

https://www.megabank.com.tw/personal/credit-card/rights/general-consumption
https://www.megabank.com.tw/personal/credit-card/rights/general-consumption


依每筆預借現金金額 3％+NT＄150 計算手續費。 

2.以 Fancy歡喜卡於ATM或網路ATM辦理提款或轉帳

時，若存款餘額不足，將自動動用預借現金功能，以

補足其差額。其手續費依當期累計動用預借現金金額

之 3％+NT＄150 計算手續費。 

雙幣信用卡： 

1.境內:每筆預借現金金額×3％+NT＄150 

2.境外:每筆經由信用卡國際組織匯率轉換為約定外幣

之預借現金金額×3％+等值 NT＄150 之約定外幣 

掛失手續費 
每卡 NT＄200。如持卡人尋獲已掛失之信用卡並於辦

理掛失手續時起七日內繳回本行，則全額退費 

持卡人之信用卡有遺失、被

竊或其他喪失占有等情形

而通知本行辦理掛失手續

者 

調閱簽帳單手

續費 
國內消費每筆 NT＄50，國外消費每筆 NT＄100 

持卡人對帳單有疑義時向

本行申請調閱簽單，事後經

本行確認為本人簽帳款者 

補發歷史帳單

手續費 
每次帳單 NT＄100 

持卡人要求補寄超過三個

月以前之書面帳單者 

特殊帳單處理

費 
每次每個月份帳單 NT＄50 

帳單須以掛號寄送或寄至

國外者 

退回溢繳款手

續費 
NT＄50，不含跨行匯款手續費 

溢繳款要求以支票或他行

帳戶退回者 

繳 納 交 通 罰

鍰、汽機車行照

規費、各項中華

電信費用手續

費 

中華電信費用手續費每筆 NT＄10，其餘每筆 NT＄20 
繳納交通罰鍰、汽機車行照

規費、各項中華電信費用者 

繳納汽機車燃

料費用手續費 
繳款金額之 1％ 繳納汽機車燃料費用者 

國外交易手續

費 

除各信用卡國際組織收取之費用，另加計銀行作業手

續費收取(目前合計 1.5％) 

當交易(含預借現金及辦理

退款)之貨幣非新臺幣或於

國外以新臺幣交易(含與設



於國外之特約商店以新臺

幣交易)時，依據銀行與信用

卡組織清算日(非簽帳日)之

匯率轉換為新臺幣 

雙幣信用卡: 

當交易(含預借現金及辦理

退款)之貨幣非約定結付外

幣或於國外以約定結付外

幣交易(含與設於國外之特

約商店以約定結付外幣交

易)時，依據銀行與信用卡組

織清算日(非簽帳日)之匯率

轉換為約定結付外幣 

緊急替代卡手

續費 
費用隨信用卡組織規定調整 

於國外因卡片遺失急需用

卡透過本行或向信用卡組

織申請緊急補發者 

信用卡遺失∕

被竊∕被搶遭

冒用之自負額 

上限 NT＄3,000(白金卡等級(含)以上免自負額) 

詳細內容請參考本行信用

卡約定條款卡片遺失等情

形 

電子政府多元

付費共通平台

(E 政府平台)交

易處理費 

每筆 NT＄0 
使用電子政府多元付費共

通作業平台者 

公務機關信用

卡繳費平台交

易處理費 

1.每筆 NT＄0 

2.罰單性質之繳費項目係屬民眾個人違規行為所產

生，得由民眾自行負擔，並於繳納罰單金額加上手續

費一併刷卡，依罰單繳費金額區分每筆 NT＄2～NT＄

35 

使用公務機關信用卡繳費

平台者 

電子化繳費稅

處理平台交易

處理費 

每筆 NT＄0 
使用電子化繳費稅處理平

台者 

開立繳款證明 每份 NT＄100 持卡人要求開立繳款證明 



單手續費 

開立清償證明

單手續費 
每份 NT＄100 

持卡人第一次要求開立清

償證明免負擔費用，要求補

發則酌收費用 

悠遊卡餘額轉

置手續費 
每卡每次 NT＄30 

詳細內容請參考「悠遊聯名

卡特別約定條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