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新信用卡/貴賓卡服務收費一覽表
（2022年12月30日起生效）

項目 收費

1.	 年費 主卡 附屬卡

	 普通卡/銀聯雙幣普通卡 300港元 150港元

	 金卡/Titanium卡 600港元 300港元

	 白金卡/銀聯雙幣白金卡/
	 銀聯雙幣鑽石卡

1,800港元 900港元

	 World萬事達卡 2,000港元 1,000港元

	 Visa	Infinite卡 3,000港元 1,500港元

	 貴賓卡 免費 免費

2.		 財務費用

項目 收費

17.	信用卡支票服務
	 (只適用於指定信用卡/結欠轉賬戶口)1

	 •	支票手續費

	 	 -	主題信用卡/「智息揀」	
結欠轉賬戶口/	
由豐明銀行轉移之前	
	「SNOOPY」卡/其他

	 	 -	由豐明銀行轉移之	
大新信用卡/M28信用卡

	 	 -	前「阿仙奴足球會」/	
前「利物浦足球會」卡/	
由豐明銀行轉移之	
主題卡及聯營卡

	 •	索取支票簿手續費

	 •	退回支票

	 		 -	因戶口存款不足

	 		 -	其他原因（期票除外）

	 •	支票止付	

	 •	取消支票止付

支票金額之3%或最低為55港元		
	（以較高者為準）	
	

支票金額之2%或最低為30港元		
	（以較高者為準）

支票金額之1%或最低為30港元		
	（以較高者為準）	
	

每本20港元

每項120港元

每項50港元

每張或每組順序支票100港元

每張100港元

18.	外幣交易及跨境港幣交易收費
	 (包括在海外以外幣或港幣之簽賬，在香港以外幣之簽賬及於非香港登記商戶之

簽賬)

	 •	Visa/萬事達卡 a)	 外幣交易-於海外及本地之外幣
交易將會根據Visa /萬事達卡	
於本行清算交易當日所釐定的
兌換率4折算為港幣並加上交易
金額之1.95%連同交易金額	
誌賬於信用卡賬戶內（已包括
Visa /萬事達卡向本行徵收的	
費用，如適用）。

b)	 跨境港幣交易（適用於以港幣
支付外幣簽賬）-於海外以港幣
進行之交易（如於交易進行時
該商戶已按c即時兌換率4折算
為港幣）或於非香港登記之商戶
以港幣交易（如網上商戶簽賬），	
Visa/萬事達卡將徵收之手續費
為交易金額之1%，交易手續費
將誌賬於信用卡賬戶內。

	 •	銀聯雙幣卡 所有港幣及人民幣以外之其他	
貨幣交易將會根據中國銀聯股份有
限公司於本行清算交易當日所釐定
的兌換率 4折算為港幣誌賬於	
信用卡賬戶內。

項目 收費

4.	 最低還款額2	

	 •	信用卡	
	
	

	
	
	
	

	 •	貴賓卡

-	 如月結單總結欠相等於200港元/
人民幣200元或以上，最低還款
額將為銀行服務費用、財務費用
之全數金額及總交易結欠之1%之
總和或200港元/人民幣200元	
	（以較高者為準）

-	 如月結單總結欠少於200港元/
人民幣200元，最低還款額將為
月結單總結欠

總結欠之金額

5.	 逾期費用2 300港元/人民幣300元或金額相等
於該期月結單之最低還款額（以較低者
為準）

6.		 補發新卡
	 	（或結欠轉賬新戶口，如適用）

每張/每個賬戶120港元

7.		 超逾信貸限額手續費2

	 •	總結欠超出可用信用限額 每次200港元/人民幣200元	
	（每個信用卡賬戶每期月結單最多收取一次）

8.	 臨時透支利率及手續費用
	 	（如有關利率作出任何調整，	
	 將於每期月結單發出日起生效）

大新儲蓄利率另加手續費每次	
120港元

9.		 支票退回/自動轉賬被拒費用 不適用

10.		索取購物單據費用
	 	（只適用於銀聯雙幣信用卡之簽賬交易）

每份70港元/人民幣70元

11.		索取月結單副本費用 每月50港元/人民幣50元

12.		提取賬戶結餘費用2 每項交易75港元/人民幣75元

13.		銀行櫃檯繳付賬項手續費1,2 每項30港元/人民幣30元

14.		大量紙幣存款手續費1,3

	 •	每位客戶每日存入	
300張或以下

	 •	每位客戶每日存入	
300張以上

免費	

紙幣總額之0.5%	
	（最低150港元或等值）

15.	 	「繳費	NET」服務1,3

	 •	一般商戶
	 •	須「預先登記」之商戶

免費
繳費金額之1%

16.	終止分期付款計劃手續費1 300港元（每項產品/服務計算）

3.		 現金透支手續費1

	 	（適用於現金透支交易，包括透過自動櫃員機繳付銀通「繳費易」賬單及其他「銀通」
會員銀行之信用卡賬項或透過自動櫃員機作跨行轉賬）

	 •	Visa卡/萬事達卡

	 •	銀聯雙幣卡2

不適用

不適用

項目 收費
19.	以港幣支付外幣簽賬的	
有關費用

客戶在外地消費時，部份海外商戶
可提供以港幣支付外幣簽賬之	
安排。惟此服務是由海外商戶直接
安排，而非由信用卡發卡機構	
提供。客戶應於簽賬前向該商戶
查詢有關匯率及手續費的詳情	
	（Visa /萬事達卡將徵收之跨境港幣
交易手續費為交易金額之1%，交易
手續費將誌賬於信用卡賬戶內），	
因為以港幣支付外幣簽賬所涉及
的費用可能會較以外幣簽賬的	
手續費為高。

20.	支付寶®快捷支付™服務	
銀行手續費1,5

每次以支付寶®快捷支付™服務進行
交易款額之1.5%

21.	郵寄月結單費用 如客戶於每年1月至6月或每年	
7月至12月期間收取1張或以上	
郵寄月結單，本行將就該期間之
郵寄月結單收取30港元，並分別
於7月或翌年1月誌賬。
以下客戶將可獲豁免此收費：
(1)	 65歲或以上之客戶；或
(2)	 領取政府綜援或社會福利署

津貼之客戶（需提供証明	
文件）；或

(3)	 領取政府傷殘津貼（需提供
証明文件）；或

(4)	 低收入人士，即個人月入	
低於7,300港元或家庭月入
低於11,500港元（需提供	
証明文件）

符合資格(1)之客戶將會自動獲得
豁免，符合資格 (2) - (4) 之客戶
須向本行申請豁免。

卡類 零售交易	
(實際年利率)*

現金透支	
(實際年利率)*

貴賓卡 31%	(34.46%) 不適用

其他信用卡 31%	(34.46%) 31%	(35.81%)

*	 實際年利率乃根據銀行營運守則之指引計算，並已被約至小數後兩個位。
實際年利率是一個參考利率，以年化利率展示出包括銀行產品的基本利率
及其他費用與收費。

1.	 不適用於貴賓卡。
2.	 銀聯雙幣信用卡之港幣賬戶及人民幣賬戶將個別獨立計算，本收費表提及的人民幣	
收費只適用於銀聯雙幣卡之人民幣賬戶。

3.	 不適用於銀聯雙幣卡之人民幣賬戶。
4.	 由於市場匯率經常波動，實際採用之匯率，可能與簽賬當日的匯率有所不同。
5.	 不適用於Visa卡及銀聯雙幣卡。

註：
•	客戶若未能於月結單「到期繳款日」或之前繳付應付之「最低還款額」，「即刻有錢分」/	
	「現金回贈」／「有分共享」及「里數計劃」優惠將被暫停，直至客戶繳清所欠之「最低
還款額」。

•	若客戶於過去12個月內有2次或以上逾期還款記錄，財務費用會以年息31%（零售簽
賬之實際年利率為34.46%*／現金透支／「智息揀」結欠轉賬計劃及／或「智。簡單」
折現計劃之實際年利率為35.81%*）計算，客戶亦同時將暫停獲享「即刻有錢分」、	
	「現金回贈」、「有分共享」及「里數計劃」等優惠，直至客戶於本行之還款記錄回復	
良好，即過去12個月內只有1次或沒有逾期還款之記錄。

•	以Visa信用卡於海外（包括中國及澳門）透過自動櫃員機作現金透支，有關自動	
櫃員機所屬之銀行或金融機構將收取不時訂定之手續費。有關收費詳情，客戶應向
有關之自動櫃員機所屬銀行或金融機構查詢。

大新銀行保留一切權利隨時更改上述收費或附加其他銀行收費。
如適用，大新銀行「服務收費」小冊子亦同時適用於大新信用卡賬戶。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C
C

/M
32

39
C

/2
2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