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招商商永永隆隆信信用用卡卡服服務務收收費費表表 
 

2022年12月30日生效 
 

項目 收費 

會會員員年年費費 
l Luxe Visa Infinite 
l 公司卡 
l 白金卡 
l 普通卡 

主卡                         附屬卡 
港幣6,000元（每張）   不適用 
港幣800元（每張）      不適用 
港幣800元（每張）港幣400元（每張） 
港幣220元（每張）港幣110元（每張） 

財財務務費費用用 
l 購物簽賬 
l 現金透支 

 
年息30%（實際年利率：33.22%） 
年息30%（實際年利率：35.84%） 

現現金金透透支支手手續續費費 現金透支額之2.5%（最低收費：港幣50
元）加港幣20元（每柱） 

最最低低付付款款額額 當期月結單誌入的所有利息、費用、收

費及截至月結單日期結單結欠（不包括

當期月結單誌入的任何利息、費用及收

費）的1%（最低收費：港幣200元），
再加上過期款項或超額款項（以較高者

為準） 
逾逾期期付付款款費費用用 港幣250元或相等於當期月結單之最低

付款額（以較低者為準） 
超超逾逾信信用用額額費費用用 月結單總結欠超出信用限額 5%或以

上，須繳付每月港幣180元超逾信用額
費用（每個招商永隆信用卡賬戶每期月

結單最多收取一次） 
補補發發新新卡卡 
l Luxe Visa Infinite 
l 公司卡／白金卡／
普通卡 

港幣2,000元（每張） 
港幣100元（每張） 

退退票票／／自自動動轉轉賬賬退退回回

手手續續費費 
港幣200元（每柱） 
（如已收取逾期付款費用，於同一月結

單之退票／自動轉賬退回手續費將可獲

豁免） 
索索取取月月結結單單副副本本 港幣50元（每份） 
索索取取簽簽購購單單據據副副本本 港幣30元（每份） 
以以銀銀行行支支票票或或本本票票提提

取取招招商商永永隆隆信信用用卡卡賬賬

戶戶結結餘餘 
港幣75元（每柱） 

 

 

項目 收費 
通通過過「「VISA PLUS」」或或 
「「MASTERCARD 
CIRRUS」」網網絡絡提提款款 

港幣25元（每柱） 

於於銀銀行行櫃櫃位位以以現現金金或或 
支支票票繳繳付付賬賬項項 

港幣30元（每項） 

外外幣幣交交易易收收費費 於海外及本地之外幣交易將會根據 
Visa／Mastercard於本行清算交易當日
所釐定的兌換率折算為港幣並加上交

易金額之1.75%連同交易金額誌賬於
招商永隆信用卡賬戶內（已包括Visa
／Mastercard向招商永隆銀行徵收的
費用，如適用） 

以以港港幣幣支支付付外外幣幣簽簽賬賬 
的的有有關關費費用用 

客戶在外地消費時，有時候可選擇以

港幣支付外幣簽賬。此選項屬海外商

戶的直接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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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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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行就這些以港幣支付的外幣簽賬將不

會收取額外手續費。 
卡卡面面列列印印公公司司商商標標服服務務 
年年費費 
（（只只適適用用於於公公司司卡卡）） 

港幣100元（每張） 

信信用用狀狀況況證證明明書書 港幣200元（每份） 
處處理理爭爭議議交交易易手手續續費費 港幣150元（每項） 

（無效的爭議交易） 
紙紙張張月月結結單單年年費費 
（（不不適適用用於於公公司司卡卡）） 

港幣50元（每賬戶）  
（每一年度內（即每年1月至12月）
超過2個月份以郵寄方式收取紙張月
結單） 
 
65歲或以上之持卡人、領取政府傷殘
津貼或綜援人士（須提供有效證明文

件）可獲豁免。 

 
 
 
 
 
 

1.招商永隆銀行有限公司（「本行」）保留隨時調整以上各項收費及

按時收取其他項目服務費用之權利，屆時將另行通知。 2. 如持卡人未

能於到期付款日或以前清付最低付款額，本行將徵收逾期付款費用及

財務費用。 3. 公司卡之最低付款額以個別持卡人賬戶計算。4. 上述實

際年利率乃根據《銀行營運守則》之指引計算，而年費（如有）並未

計算在內。5. 持卡人可以要求本行拒絕授權會引致超逾信用額的信用

卡交易。6. 本行將於未來十二個月內不時從信貸資料機構提取 閣下

及／或 閣下的擔保人的個人信貸資料以進行信貸審查（包括增加、

縮減或取消信貸額及／或推行債務安排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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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過期款項或超額款項（以較高者

為準） 
逾逾期期付付款款費費用用 港幣250元或相等於當期月結單之最低

付款額（以較低者為準） 
超超逾逾信信用用額額費費用用 月結單總結欠超出信用限額 5%或以

上，須繳付每月港幣180元超逾信用額
費用（每個招商永隆信用卡賬戶每期月

結單最多收取一次） 
補補發發新新卡卡 
l Luxe Visa Infinite 
l 公司卡／白金卡／
普通卡 

港幣2,000元（每張） 
港幣100元（每張） 

退退票票／／自自動動轉轉賬賬退退回回

手手續續費費 
港幣200元（每柱） 
（如已收取逾期付款費用，於同一月結

單之退票／自動轉賬退回手續費將可獲

豁免） 
索索取取月月結結單單副副本本 港幣50元（每份） 
索索取取簽簽購購單單據據副副本本 港幣30元（每份） 
以以銀銀行行支支票票或或本本票票提提

取取招招商商永永隆隆信信用用卡卡賬賬

戶戶結結餘餘 
港幣75元（每柱） 

 

 

項目 收費 
通通過過「「VISA PLUS」」或或 
「「MASTERCARD 
CIRRUS」」網網絡絡提提款款 

港幣25元（每柱） 

於於銀銀行行櫃櫃位位以以現現金金或或 
支支票票繳繳付付賬賬項項 

港幣30元（每項） 

外外幣幣交交易易收收費費 於海外及本地之外幣交易將會根據 
Visa／Mastercard於本行清算交易當日
所釐定的兌換率折算為港幣並加上交

易金額之1.75%連同交易金額誌賬於
招商永隆信用卡賬戶內（已包括Visa
／Mastercard向招商永隆銀行徵收的
費用，如適用） 

以以港港幣幣支支付付外外幣幣簽簽賬賬 
的的有有關關費費用用 

客戶在外地消費時，有時候可選擇以

港幣支付外幣簽賬。此選項屬海外商

戶的直接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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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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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行就這些以港幣支付的外幣簽賬將不

會收取額外手續費。 
卡卡面面列列印印公公司司商商標標服服務務 
年年費費 
（（只只適適用用於於公公司司卡卡）） 

港幣100元（每張） 

信信用用狀狀況況證證明明書書 港幣200元（每份） 
處處理理爭爭議議交交易易手手續續費費 港幣150元（每項） 

（無效的爭議交易） 
紙紙張張月月結結單單年年費費 
（（不不適適用用於於公公司司卡卡）） 

港幣50元（每賬戶）  
（每一年度內（即每年1月至12月）
超過2個月份以郵寄方式收取紙張月
結單） 
 
65歲或以上之持卡人、領取政府傷殘
津貼或綜援人士（須提供有效證明文

件）可獲豁免。 

 
 
 
 
 
 

1.招商永隆銀行有限公司（「本行」）保留隨時調整以上各項收費及

按時收取其他項目服務費用之權利，屆時將另行通知。 2. 如持卡人未

能於到期付款日或以前清付最低付款額，本行將徵收逾期付款費用及

財務費用。 3. 公司卡之最低付款額以個別持卡人賬戶計算。4. 上述實

際年利率乃根據《銀行營運守則》之指引計算，而年費（如有）並未

計算在內。5. 持卡人可以要求本行拒絕授權會引致超逾信用額的信用

卡交易。6. 本行將於未來十二個月內不時從信貸資料機構提取 閣下

及／或 閣下的擔保人的個人信貸資料以進行信貸審查（包括增加、

縮減或取消信貸額及／或推行債務安排計劃）。 
 

 

MKT-CM055(11-2022)          招商永隆銀行有限公司 

 

 

 

 

 

 

 

 

 

 

 

 

 

 

 

 

 

招招商商永永隆隆信信用用卡卡服服務務收收費費表表 
 

2022年12月30日生效 
 

項目 收費 

會會員員年年費費 
l Luxe Visa Infinite 
l 公司卡 
l 白金卡 
l 普通卡 

主卡                         附屬卡 
港幣6,000元（每張）   不適用 
港幣800元（每張）      不適用 
港幣800元（每張）港幣400元（每張） 
港幣220元（每張）港幣110元（每張） 

財財務務費費用用 
l 購物簽賬 
l 現金透支 

 
年息30%（實際年利率：33.22%） 
年息30%（實際年利率：35.84%） 

現現金金透透支支手手續續費費 現金透支額之2.5%（最低收費：港幣50
元）加港幣20元（每柱） 

最最低低付付款款額額 當期月結單誌入的所有利息、費用、收

費及截至月結單日期結單結欠（不包括

當期月結單誌入的任何利息、費用及收

費）的1%（最低收費：港幣200元），
再加上過期款項或超額款項（以較高者

為準） 
逾逾期期付付款款費費用用 港幣250元或相等於當期月結單之最低

付款額（以較低者為準） 
超超逾逾信信用用額額費費用用 月結單總結欠超出信用限額 5%或以

上，須繳付每月港幣180元超逾信用額
費用（每個招商永隆信用卡賬戶每期月

結單最多收取一次） 
補補發發新新卡卡 
l Luxe Visa Infinite 
l 公司卡／白金卡／
普通卡 

港幣2,000元（每張） 
港幣100元（每張） 

退退票票／／自自動動轉轉賬賬退退回回

手手續續費費 
港幣200元（每柱） 
（如已收取逾期付款費用，於同一月結

單之退票／自動轉賬退回手續費將可獲

豁免） 
索索取取月月結結單單副副本本 港幣50元（每份） 
索索取取簽簽購購單單據據副副本本 港幣30元（每份） 
以以銀銀行行支支票票或或本本票票提提

取取招招商商永永隆隆信信用用卡卡賬賬

戶戶結結餘餘 
港幣75元（每柱） 

 

 

項目 收費 
通通過過「「VISA PLUS」」或或 
「「MASTERCARD 
CIRRUS」」網網絡絡提提款款 

港幣25元（每柱） 

於於銀銀行行櫃櫃位位以以現現金金或或 
支支票票繳繳付付賬賬項項 

港幣30元（每項） 

外外幣幣交交易易收收費費 於海外及本地之外幣交易將會根據 
Visa／Mastercard於本行清算交易當日
所釐定的兌換率折算為港幣並加上交

易金額之1.75%連同交易金額誌賬於
招商永隆信用卡賬戶內（已包括Visa
／Mastercard向招商永隆銀行徵收的
費用，如適用） 

以以港港幣幣支支付付外外幣幣簽簽賬賬 
的的有有關關費費用用 

客戶在外地消費時，有時候可選擇以

港幣支付外幣簽賬。此選項屬海外商

戶的直接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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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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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行就這些以港幣支付的外幣簽賬將不

會收取額外手續費。 
卡卡面面列列印印公公司司商商標標服服務務 
年年費費 
（（只只適適用用於於公公司司卡卡）） 

港幣100元（每張） 

信信用用狀狀況況證證明明書書 港幣200元（每份） 
處處理理爭爭議議交交易易手手續續費費 港幣150元（每項） 

（無效的爭議交易） 
紙紙張張月月結結單單年年費費 
（（不不適適用用於於公公司司卡卡）） 

港幣50元（每賬戶）  
（每一年度內（即每年1月至12月）
超過2個月份以郵寄方式收取紙張月
結單） 
 
65歲或以上之持卡人、領取政府傷殘
津貼或綜援人士（須提供有效證明文

件）可獲豁免。 

 
 
 
 
 
 

1.招商永隆銀行有限公司（「本行」）保留隨時調整以上各項收費及

按時收取其他項目服務費用之權利，屆時將另行通知。 2. 如持卡人未

能於到期付款日或以前清付最低付款額，本行將徵收逾期付款費用及

財務費用。 3. 公司卡之最低付款額以個別持卡人賬戶計算。4. 上述實

際年利率乃根據《銀行營運守則》之指引計算，而年費（如有）並未

計算在內。5. 持卡人可以要求本行拒絕授權會引致超逾信用額的信用

卡交易。6. 本行將於未來十二個月內不時從信貸資料機構提取 閣下

及／或 閣下的擔保人的個人信貸資料以進行信貸審查（包括增加、

縮減或取消信貸額及／或推行債務安排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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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透支額之2.5%（最低收費：港幣50元）

加港幣20元（每柱）



 

招招商商永永隆隆銀銀聯聯雙雙幣幣信信用用卡卡 
服服務務收收費費表表 

 
2022年12月30日生效 

 
項目 收費 

會會員員年年費費 主卡                        附屬卡 
港幣800元（每張）港幣400元（每張） 

財財務務費費用用 
l 購物簽賬 

 
 
 

l 現金透支 
 
 
 

 
港幣賬戶： 
年息30%（實際年利率：33.22%） 
人民幣賬戶： 
年息30%（實際年利率：33.22%） 
港幣賬戶： 
年息30% （實際年利率：35.84%） 
人民幣賬戶： 
年息30% （實際年利率：35.84%） 

現現金金透透支支手手續續費費 港幣賬戶： 
現金透支額之2.5%（最低收費：港幣50元）

加港幣20元（每柱） 
人民幣賬戶： 
現金透支額之2.5%（最低收費：人民幣50元）

加人民幣20元（每柱） 
最最低低付付款款額額 各賬戶的當期月結單誌入的所有利息、費

用、收費及各賬戶截至月結單日期結單結欠

（不包括當期月結單誌入的任何利息、費用

及收費）的1%（最低收費：港幣賬戶港幣

200元及／或人民幣賬戶人民幣200元），再

加上各賬戶的過期款項或超額款項（以較高

者為準） 
逾逾期期付付款款費費用用 港幣賬戶：港幣250元 

人民幣賬戶：人民幣250元 
或相等於當期月結單之最低付款額（以較低

者為準） 
超超逾逾信信用用額額費費用用 月結單總結欠超出信用限額5%或以上，須

繳付超逾信用額費用（每個招商永隆信用卡

賬戶每期月結單最多收取一次） 
港幣賬戶：港幣180元 
人民幣賬戶：人民幣180元 

 

項目 收費 
補補發發新新卡卡 港幣100元（每張） 
退退票票／／自自動動轉轉賬賬退退回回 
手手續續費費 

港幣賬戶：港幣200元（每柱） 
人民幣賬戶：人民幣200元（每柱） 
（如已收取逾期付款費用，於同一月結

單之退票／自動轉賬退回手續費將可獲

豁免） 
索索取取月月結結單單副副本本 港幣50元（每份） 
索索取取簽簽購購單單據據副副本本 港幣30元（每份） 
以以銀銀行行支支票票或或本本票票提提取取 
招招商商永永隆隆信信用用卡卡賬賬戶戶結結

餘餘 

港幣賬戶：港幣75元（每柱） 
人民幣賬戶：人民幣75元（每柱） 

以以港港幣幣支支付付外外幣幣簽簽賬賬 
的的有有關關費費用用 

客戶在外地消費時，有時候可選擇以港

幣支付外幣簽賬。此選項屬海外商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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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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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就這些以港

幣支付的外幣簽賬將不會收取額外手續

費。 
信信用用狀狀況況證證明明書書 港幣200元（每份） 
處處理理爭爭議議交交易易手手續續費費 港幣150元（每項） 

（無效的爭議交易） 
紙紙張張月月結結單單年年費費 
 

港幣50元（每賬戶）  
（每一年度內（即每年1月至12月）超

過2 個月份以郵寄方 式收取紙 張月結

單） 
 
65歲或以上之持卡人、領取政府傷殘津

貼或綜援人士（須提供有效證明文件）

可獲豁免。 

 
1.招商永隆銀行有限公司（「本行」）保留隨時調整以上各項收費及按

時收取其他項目服務費用之權利，屆時將另行通知。2. 如持卡人未能於

到期付款日或以前清付最低付款額，本行將徵收逾期付款費用及財務費

用。3. 上述實際年利率乃根據《銀行營運守則》之指引計算，而年費

（如有）並未計算在內。4. 持卡人可以要求本行拒絕授權會引致超逾信

用額的信用卡交易。5. 本行將於未來十二個月內不時從信貸資料機構提

取 閣下及／或 閣下的擔保人的個人信貸資料以進行信貸審查（包括

增加、縮減或取消信貸額及／或推行債務安排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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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招商商永永隆隆銀銀聯聯雙雙幣幣信信用用卡卡 
服服務務收收費費表表 

 
2022年12月30日生效 

 
項目 收費 

會會員員年年費費 主卡                        附屬卡 
港幣800元（每張）港幣400元（每張） 

財財務務費費用用 
l 購物簽賬 

 
 
 

l 現金透支 
 
 
 

 
港幣賬戶： 
年息30%（實際年利率：33.22%） 
人民幣賬戶： 
年息30%（實際年利率：33.22%） 
港幣賬戶： 
年息30% （實際年利率：35.84%） 
人民幣賬戶： 
年息30% （實際年利率：35.84%） 

現現金金透透支支手手續續費費 港幣賬戶： 
現金透支額之2.5%（最低收費：港幣50元）

加港幣20元（每柱） 
人民幣賬戶： 
現金透支額之2.5%（最低收費：人民幣50元）

加人民幣20元（每柱） 
最最低低付付款款額額 各賬戶的當期月結單誌入的所有利息、費

用、收費及各賬戶截至月結單日期結單結欠

（不包括當期月結單誌入的任何利息、費用

及收費）的1%（最低收費：港幣賬戶港幣

200元及／或人民幣賬戶人民幣200元），再

加上各賬戶的過期款項或超額款項（以較高

者為準） 
逾逾期期付付款款費費用用 港幣賬戶：港幣250元 

人民幣賬戶：人民幣250元 
或相等於當期月結單之最低付款額（以較低

者為準） 
超超逾逾信信用用額額費費用用 月結單總結欠超出信用限額5%或以上，須

繳付超逾信用額費用（每個招商永隆信用卡

賬戶每期月結單最多收取一次） 
港幣賬戶：港幣180元 
人民幣賬戶：人民幣180元 

 

項目 收費 
補補發發新新卡卡 港幣100元（每張） 
退退票票／／自自動動轉轉賬賬退退回回 
手手續續費費 

港幣賬戶：港幣200元（每柱） 
人民幣賬戶：人民幣200元（每柱） 
（如已收取逾期付款費用，於同一月結

單之退票／自動轉賬退回手續費將可獲

豁免） 
索索取取月月結結單單副副本本 港幣50元（每份） 
索索取取簽簽購購單單據據副副本本 港幣30元（每份） 
以以銀銀行行支支票票或或本本票票提提取取 
招招商商永永隆隆信信用用卡卡賬賬戶戶結結

餘餘 

港幣賬戶：港幣75元（每柱） 
人民幣賬戶：人民幣75元（每柱） 

以以港港幣幣支支付付外外幣幣簽簽賬賬 
的的有有關關費費用用 

客戶在外地消費時，有時候可選擇以港

幣支付外幣簽賬。此選項屬海外商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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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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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就這些以港

幣支付的外幣簽賬將不會收取額外手續

費。 
信信用用狀狀況況證證明明書書 港幣200元（每份） 
處處理理爭爭議議交交易易手手續續費費 港幣150元（每項） 

（無效的爭議交易） 
紙紙張張月月結結單單年年費費 
 

港幣50元（每賬戶）  
（每一年度內（即每年1月至12月）超

過2 個月份以郵寄方 式收取紙 張月結

單） 
 
65歲或以上之持卡人、領取政府傷殘津

貼或綜援人士（須提供有效證明文件）

可獲豁免。 

 
1.招商永隆銀行有限公司（「本行」）保留隨時調整以上各項收費及按

時收取其他項目服務費用之權利，屆時將另行通知。2. 如持卡人未能於

到期付款日或以前清付最低付款額，本行將徵收逾期付款費用及財務費

用。3. 上述實際年利率乃根據《銀行營運守則》之指引計算，而年費

（如有）並未計算在內。4. 持卡人可以要求本行拒絕授權會引致超逾信

用額的信用卡交易。5. 本行將於未來十二個月內不時從信貸資料機構提

取 閣下及／或 閣下的擔保人的個人信貸資料以進行信貸審查（包括

增加、縮減或取消信貸額及／或推行債務安排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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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招商商永永隆隆銀銀聯聯雙雙幣幣信信用用卡卡 
服服務務收收費費表表 

 
2022年12月30日生效 

 
項目 收費 

會會員員年年費費 主卡                        附屬卡 
港幣800元（每張）港幣400元（每張） 

財財務務費費用用 
l 購物簽賬 

 
 
 

l 現金透支 
 
 
 

 
港幣賬戶： 
年息30%（實際年利率：33.22%） 
人民幣賬戶： 
年息30%（實際年利率：33.22%） 
港幣賬戶： 
年息30% （實際年利率：35.84%） 
人民幣賬戶： 
年息30% （實際年利率：35.84%） 

現現金金透透支支手手續續費費 港幣賬戶： 
現金透支額之2.5%（最低收費：港幣50元）

加港幣20元（每柱） 
人民幣賬戶： 
現金透支額之2.5%（最低收費：人民幣50元）

加人民幣20元（每柱） 
最最低低付付款款額額 各賬戶的當期月結單誌入的所有利息、費

用、收費及各賬戶截至月結單日期結單結欠

（不包括當期月結單誌入的任何利息、費用

及收費）的1%（最低收費：港幣賬戶港幣

200元及／或人民幣賬戶人民幣200元），再

加上各賬戶的過期款項或超額款項（以較高

者為準） 
逾逾期期付付款款費費用用 港幣賬戶：港幣250元 

人民幣賬戶：人民幣250元 
或相等於當期月結單之最低付款額（以較低

者為準） 
超超逾逾信信用用額額費費用用 月結單總結欠超出信用限額5%或以上，須

繳付超逾信用額費用（每個招商永隆信用卡

賬戶每期月結單最多收取一次） 
港幣賬戶：港幣180元 
人民幣賬戶：人民幣180元 

 

項目 收費 
補補發發新新卡卡 港幣100元（每張） 
退退票票／／自自動動轉轉賬賬退退回回 
手手續續費費 

港幣賬戶：港幣200元（每柱） 
人民幣賬戶：人民幣200元（每柱） 
（如已收取逾期付款費用，於同一月結

單之退票／自動轉賬退回手續費將可獲

豁免） 
索索取取月月結結單單副副本本 港幣50元（每份） 
索索取取簽簽購購單單據據副副本本 港幣30元（每份） 
以以銀銀行行支支票票或或本本票票提提取取 
招招商商永永隆隆信信用用卡卡賬賬戶戶結結

餘餘 

港幣賬戶：港幣75元（每柱） 
人民幣賬戶：人民幣75元（每柱） 

以以港港幣幣支支付付外外幣幣簽簽賬賬 
的的有有關關費費用用 

客戶在外地消費時，有時候可選擇以港

幣支付外幣簽賬。此選項屬海外商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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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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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就這些以港

幣支付的外幣簽賬將不會收取額外手續

費。 
信信用用狀狀況況證證明明書書 港幣200元（每份） 
處處理理爭爭議議交交易易手手續續費費 港幣150元（每項） 

（無效的爭議交易） 
紙紙張張月月結結單單年年費費 
 

港幣50元（每賬戶）  
（每一年度內（即每年1月至12月）超

過2 個月份以郵寄方 式收取紙 張月結

單） 
 
65歲或以上之持卡人、領取政府傷殘津

貼或綜援人士（須提供有效證明文件）

可獲豁免。 

 
1.招商永隆銀行有限公司（「本行」）保留隨時調整以上各項收費及按

時收取其他項目服務費用之權利，屆時將另行通知。2. 如持卡人未能於

到期付款日或以前清付最低付款額，本行將徵收逾期付款費用及財務費

用。3. 上述實際年利率乃根據《銀行營運守則》之指引計算，而年費

（如有）並未計算在內。4. 持卡人可以要求本行拒絕授權會引致超逾信

用額的信用卡交易。5. 本行將於未來十二個月內不時從信貸資料機構提

取 閣下及／或 閣下的擔保人的個人信貸資料以進行信貸審查（包括

增加、縮減或取消信貸額及／或推行債務安排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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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有有關關費費用用 

客戶在外地消費時，有時候可選擇以港

幣支付外幣簽賬。此選項屬海外商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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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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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就這些以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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