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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續費費用一覽表 

 
所有費用  金額 詳情 

 開始 

開卡  0 美元 每位客戶最多可持有一張華美銀行銀聯預付卡。 

 每月使用量 

每月服務費  0 美元  

 充值 

直接存款  不適用 您的預付卡目前不接受直接存款。 

充值和重新充值  1 美元- 

5 美元 

費用為充值或重新充值金額的 0.5%，單次充值或重新充值的最低收費為 1 美元，單

次充值或重新充值的最高收費為 5 美元。每次最低充值的金額為 50 美元。您最多可

以在一個日曆週內重新充值 1,000 美元。任何時候卡內的最高餘額只可為 5000 美

元。 「充值和再次充值」包括您向華美銀行銀聯預付卡存入一筆資金。如需瞭解充

值和再次充值的限制，請參閱您的《華美銀行銀聯預付卡協議及披露》。 

ATM 存款  不適用 您的預付卡目前不接受 ATM 存款。 

支票存款  不適用 您的預付卡目前不接受支票存款。 

 花費 

單次消費 
 

 0 美元 使用您的預付卡在商店和網上消費，不包括支付租賃費用（即汽車、設備、家

具）。您的預付卡目前不能用於支付租賃費用。您可在 24 小時內發起不超過 20 次

銷售點交易。如瞭解有關交易截止時間和租賃費用以外的詳情，請參閱您的《華美

銀行銀聯預付卡協議及披露》。 

網上帳單支付  不適用 您的預付卡目前不能用於支付網上帳單。 

使用您的 16 位數卡號支付帳單  不適用 您的 16 位数卡号目前不能用于支付账单。 

卡對卡轉帳  不適用 您的預付卡目前不能用於卡對卡轉帳。 

 提款 

ATM 提款（銀行網絡內）  0 美元 「網絡內」是指華美銀行 ATM和與該預付卡相關的網絡（即 Discover、中國銀聯、
Pulse 和 NYCE網絡）。您可以在 24 小時內從 ATM提款不超過 100 美元。如需瞭
解有關交易截止時間的詳情，請參閱您的《華美銀行銀聯預付卡協議及披露》。 

華美銀行分行提款  0 美元  

非華美銀行分行提款  0 美元 「非華美銀行分行」是指在非華美銀行分行的銀行提款。可能會收取其他銀行費

用。 

ATM 提款（網絡外）  2 美元 這是我們向您收取的費用。 ATM 擁有者或營運商及參與處理電子轉帳的第三方也可

能會向您收取費用。第三方為處理電子轉帳向您收取的費用可能已包含在從您帳戶

中提取的總交易金額當中，並顯示在您的華美銀行對月結單上。 「網絡外」是指非

華美銀行 ATM 和與 Discover、中國銀聯、Pulse 或 NYCE 網絡無關的 ATM。您可

以在於 24 小時內從 ATM 提款不超過 100 美元。如需了解有關交易截止時間詳情，

請參閱您的《華美銀行銀聯預付卡協議及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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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在交易日起的過去 6 個月內消費超過 6,000 美元，我們最多將不向您收取此

項交易費用兩次。 

POS 機提款  不適用 您的預付卡目前不能用於在 POS 機上提取現金。 

 資訊 

客戶服務（自動）  0 美元 我們的自動客服熱線為免費。 

客戶服務（真人可服）  6 美元 從一個日曆月的第 5 次通話之後的每次通話開始收費，但不包括與爭議相關的通

話。一個日曆月的前 4 次通話為免費。對於任何與爭議有關的電話，我們都不會向

您收費。 

ATM 餘額查詢（網絡內）  0 美元 「網絡內」是指華美銀行 ATM 和與該預付卡相關的網絡（即 Discover、中國銀

聯、Pulse 和 NYCE 網絡）。 

ATM 餘額查詢（網絡外）  2 美元 這是我們向您收取的費用。 ATM 擁有者或營運商也可能會向您收取費用。 「銀行

網絡外」是指非華美銀行 ATM 和與 Discover、中國銀聯、Pulse 或 NYCE 網絡無

關的 ATM。 

 

如果您在交易日起的過去 6 個月內消費超過 6,000 美元，我們最多將不向您收取此

項交易費用兩次。 

 在美國境外使用您的預付卡 

國際交易  2% 轉換為美元後的每筆交易的美元金額。以美元以外的貨幣進行的每筆國際預付卡消

費、非 ATM 交易或 ATM 提款都將轉換為美元。如需瞭解有關外幣交易的詳情，請

參閱您的《華美銀行銀聯預付卡協議及披露》。 

國際 ATM 取款（銀行網絡內）  0 美元 「網絡內」是指華美銀行 ATM 和與該預付卡相關的網絡（即 Discover、中國銀

聯、Pulse 和 NYCE 網絡）。對於所有外幣（即非美元）提款，您仍需支付 2% 的

國際交易費。您可以在 24 小時內從 ATM 提款不超過 100 美元。如需瞭解有關交

易截止時間和外幣交易的詳情，請參閱您的《華美銀行銀聯預付卡協議及披露》。 

國際 ATM 餘額查詢（網絡內）  0 美元 「網絡內」是指華美銀行 ATM 和與該預付卡相關的網絡（即 Discover、中國銀

聯、Pulse 和 NYCE 網絡）。 

國際 ATM 機取款（網絡外）  2 美元 這是我們向您收取的費用。對於外幣（即非美元）提款，我們還將向您收取 2% 的

國際交易費。 ATM 擁有者或營運商及參與處理電子轉帳的第三方也可能會向您收取

費用。第三方為處理電子轉帳向您收取的費用可能已包含在從您的帳戶中提取的總

交易金額當中，並顯示在您的華美銀行月結單上。 「網絡外」是指非華美銀行 ATM

和與 Discover、中國銀聯、Pulse 或 NYCE 網絡無關的 ATM 機。您可以在 24 小

時內從 ATM 提款不超過 100 美元。如需瞭解有關交易截止時間和外幣交易的詳

情，請參閱您的《華美銀行銀聯預付卡協議及披露》。 

 

如果您在交易之日起的過去 6 個月內消費超過 6,000 美元，我們最多將不向您收取

此項交易費用兩次。 

我們對國際 ATM 餘額查詢（網絡外）收

取 

 2 美元 這是我們向您收取的費用。 ATM 擁有者或營運商也可能會向您收取費用。 「網絡

外」是指非華美銀行 ATM 和與 Discover、中國銀聯、Pulse 或 NYCE 網絡無關的

A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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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在交易之日起的過去 6 個月內消費超過 6,000 美元，我們最多將不向您收取

此項交易費用兩次。 

 其他 

未使用  0.50 美

元 

如果您 24 個月內未曾使用您的預付卡完成交易，並且卡內價值為低於 5 美元，我們

將每月向您收取 0.50 美元。我們將繼續收取此項費用直到卡內價值為 0 美元。 

預付卡發行或更換 – 加急申請（可要求一

般郵寄以避免此項費用） 

 25 美元 如果您要求快遞配送（express shipping）預付卡，我們將向您收取該費用。使用一

般郵寄則無須支付此費用。 

法律處理費  每笔订

单最高 

125 美

元 

處理與您預付卡相關的任何扣押、徵稅或其他法院命令或行政命令，無論資金實際上

是否已支付。 

書面帳戶交易記錄額外請求  每次 5 

美元 

對於額外索取書面帳戶交易記錄，您需要支付此金額。我們每個日曆月將免費提供一

份書面帳戶交易記錄，並涵蓋我們收到您的申請當天之前至少 24 個月的記錄。例

如，如果您在與上一次申請相同的日曆月內再次索取書面帳戶交易記錄，我們將向您

收取此筆費用。在向您提供書面帳戶交易記錄時，如果該記錄超過我們收到您的請求

當天之前 24 個月的日期，我們亦會向您收取此筆費用。 

自動郵件  每期 5 

美元 

如果您選擇每月或以其他間隔時間定期自動接收您的書面帳戶交易記錄郵件，我們將

會收取此筆費用。若您不選擇每月或以其他間隔時間定期自動接收您的書面帳戶交易

記錄副本郵件，則無須支付此筆費用。 

ACH 充值-資金不足退回  15 美元 由於資金不足而退回的每個 ACH 項目。 

請註冊您的預付卡，以獲得 FDIC 保險資格和其他保障。您的資金將存放在或轉帳至由 FDIC 擔保的華美銀行。一旦完成存入，如果滿足特定的存款保險

要求，並且您的預付卡已註冊，FDIC 將為您的資金投保高達 250,000 美元的保險，以防華美銀行倒閉。瞭解詳情，請參閱

fdic.gov/deposit/deposits/prepaid.html  

無透支/信貸功能。 

請致電 888-317-1029 聯絡華美銀行，或發送郵件至：East West Bank, Prepaid Card, P.O.Box 60018, City of Industry, CA 91716，或瀏覽 

eastwestbank.com/UP。 

 

如需瞭解有關預付帳戶的資訊，請瀏覽 cfpb.gov/prepaid。 

如果您對預付帳戶有任何投訴，請致電消費者金融保護局，電話： 855-411-2372 或瀏覽 cfpb.gov/complaint。 

更新日期：2022 年 4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