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 南 銀 行 信 用 卡 約 定 條 款 修 訂 公 告
親愛的華南銀行卡友您好，
為配合法令修正，本行修訂「華南銀行信用卡約定條款」第十三條第三
項、第十五條第五項、第八項，並自 104 年 9 月 1 日起生效，若您對本
次修訂內容有異議，得於變更事項生效日前，依信用卡約定條款第二十
三條約定表示異議並終止契約，若未於生效日前表示異議及終止契約，
則視同您同意本次條款修訂內容。

華南銀行信用卡約定條款修正對照表
條款生效日：104 年 9 月 1 日
約定條款
項次

第十三條
（帳款疑
義之處理
程序）
第三項

第十五條
（循環信
用）
第五項

第十五條
（循環信
用）
第八項

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因發生疑義而暫停付款之帳款，如 因發生疑義而暫停付款之帳款，如
持卡人不同意繳付前項帳款疑義 持卡人不同意繳付前項帳款疑義
處理費用或經發卡機構證明無誤 處理費用或經發卡機構證明無誤
或因非可歸責於發卡機構之事由 或因非可歸責於發卡機構之事由
而不得扣款時，持卡人於受發卡機 而不得扣款時，持卡人於受發卡機
構通知後應立即繳付之，並自入帳 構通知後應立即繳付之，並自入帳
日起，以發卡機構依照持卡人信用 日起，以發卡機構依照持卡人信用
評等結果所適用之循環信用利率 評等結果所適用之循環信用利率
計付利息予發卡機構(以年利率 計付利息予發卡機構(以年利率
15%為上限)。
18.75%為上限)。
發卡機構得視持卡人之信用狀況 發卡機構得視持卡人之信用狀況
（包括但不限於持卡人之繳款行 （包括但不限於持卡人之繳款行
為、延滯狀況、票信、申請債務協 為、延滯狀況、票信、申請債務協
商、破產等）
、電腦評分結果（包括 商、破產等）
、電腦評分結果（包括
但不限於持卡人之繳款行為、延滯 但不限於持卡人之繳款行為、延滯
狀況、短期資金需求行為、卡片停 狀況、短期資金需求行為、卡片停
用等）
，調整持卡人之分級循環信用 用等）
，調整持卡人之分級循環信用
利率，惟最高以年利率 15%為上限。 利率，惟最高以年利率 18.75%為上
限。
持卡人如未於每月繳款截止日前付 持卡人如未於每月繳款截止日前付
清當期最低應繳金額，應依第五項 清當期最低應繳金額，應依第五項
約定計付循環信用利息，並同意發 約定計付循環信用利息，並同意發
卡機構得依本約款收取違約金，但 卡機構得依本約款收取違約金，但
繳款截止日止帳單未繳清金額在新 繳款截止日止帳單未繳清金額在新
臺幣 1,000 元(含)以下者，無須繳 臺幣 1,000 元(含)以下者，無須繳
納。各帳單週期之違約金依下列方 納。各帳單週期之違約金依下列方
式按月連續計算，最多以三期為限： 式按月連續計算，最多以三期為限：
1.延滯第一個月，當月計付違
1.延滯第一個月，當月計付違
約金新臺幣 300 元。
約金新臺幣 300 元。
2.延滯第二個月，當月計付違
2.延滯第二個月，當月計付違
約金新臺幣 400 元。
約金新臺幣 400 元。
3.延滯第三個月，當月計付違
3.延滯第三個月，當月計付違
約金新臺幣 500 元。
約金新臺幣 500 元。
◎例如：某持卡人之每月 1 日為帳 ◎例如：某持卡人之每月 1 日為帳

約定條款
項次

修正後內容
單結帳日，16 日為繳款截止
日；3/1 持卡人獲得卡片後
消費 2 筆，銀行分別於 3/20
及 3/25 入帳 8,000 元及
10,000 元，4 月份繳款帳單
之應繳總額為 18,000 元。
4/16 繳款截止日持卡人僅
繳最低應繳金額 1,800 元，
則 5/1 結帳日為止，如以循
環信用年利率 15%計算，應
付上月之循環信用利息為：

修正前內容
單結帳日，16 日為繳款截止
日；3/1 持卡人獲得卡片後
消費 2 筆，銀行分別於 3/20
及 3/25 入帳 8,000 元及
10,000 元，4 月份繳款帳單
之應繳總額為 18,000 元。
4/16 繳款截止日持卡人僅
繳最低應繳金額 1,800 元，
則 5/1 結帳日為止，如以循
環 信 用 年 利 率 18.75 ﹪ 計
算，應付上月之循環信用利
息為：

計算式說明如下：（元以下四捨五 計算式說明如下：（元以下四捨五
入）
入）
1、3/20-4/1 累計消費金額
1、3/20-4/1 累計消費金額
8,000＋10,000＝18,000 元
8,000＋10,000＝18,000 元
2、4/16 繳款後本金餘額
2、4/16 繳款後本金餘額
18,000－1,800＝16,200 元
18,000－1,800＝16,200 元
3、計息天數與計息金額
3、計息天數與計息金額
（1）3/20～4/15 利息計息天數 （1）3/20～4/15 利息計息天數
27 天
27 天
（8,000－1,800）×（15﹪÷365）× （8,000－1,800）×（18.75﹪÷365）
×27＝86 元
27＝69 元
（2）3/25～4/15 利息計息天數 （2）3/25～4/15 利息計息天數
22 天
22 天
10,000×（15﹪÷365）×22＝90 元 10,000×（18.75﹪÷365）×22＝113 元
（3）4/16-4/30 利息計算天數 15 （3）4/16-4/30 利息計算天數 15
天
天
（6,200+10,000）×（15﹪÷365）× （6,200+10,000）×（18.75﹪÷365）
15＝100 元
×15＝125 元
（4）合計循環信用利息為：69＋ （4）合計循環信用利息為：86＋
90＋100＝259 元
113＋125＝324 元
承上例：
承上例：
若該持卡人於 4/16 繳款截止日僅繳 若該持卡人於 4/16 繳款截止日僅繳
款 1,000 元（未繳足最低應繳金額 款 1,000 元（未繳足最低應繳金額
1,800 元）
，則於 5/ 1 帳單結帳時，1,800 元），則於 5/ 1 帳單結帳時，
另須繳納違約金 300 元。
另須繳納違約金 3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