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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關辦理網上退稅服務問題 

1. 問: 網上退稅服務覆蓋甚麼國家及地區？ 

 答: 網上退稅服務覆蓋歐亞 29 個國家及地區，超過 42 萬個商戶，目前通匯貨幣兑換有限公

司 (「TransForex」) 可辦理退稅手續的國家包括： 

歐洲中部: 德國、奧地利、波蘭、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 

歐洲東部: 克羅地亞、愛沙尼亞、立陶宛 

歐洲南部: 意大利、塞浦路斯 

歐洲西部: 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盧森堡、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 

歐洲北部: 丹麥、芬蘭、冰島、挪威、瑞典、瑞士、拉脫維亞 

亞洲及其他地區: 韓國、土耳其 

 

客戶於購物前，請確認有關商戶的退稅服務是否由 8 大指定退稅集團提供，並達到有關

國家之最低退稅消費金額方可辦理網上退稅服務。 

 
 

   

2. 問: 為什麼是次網上退稅服務不包括外遊熱點日本？ 

 答: 在日本，旅客一般都需要於同一日內於有關大型商場、百貨公司申請退稅或於個別商戶

結賬時即時辦理退稅，故是次網上退稅服務不包括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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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問: 客戶是否需消費達指定金額方可退稅？ 

 答: 是。根據不同國家的退稅政策，各國可申請退稅的最低消費金額均有不同。由於退稅政

策將不定期更改，建議客戶於出發前查閱該國家之最新退稅政策或於付款前向有關商戶

查詢。 

 

4. 問: 於網上辦理退稅手續時，客戶需要上載什麼退稅文件？ 

 答: 客戶於網上提交退稅申請時，請以圖片格式*上載已蓋有海關蓋章之退稅申請表及有關購

物單據。於上載檔案前，請確保所有退稅單均已填上所需之個人資料。為避免因文件錯

誤而影響辦理退稅手續及其後牽涉的額外郵遞費用，請小心上載真確的退稅文件，以便

服務供應商 TransForex 進行初步審核。 

*上載之退稅文件必須為 jpg、bmp、png 或 gif 格式，每個檔案最大為 5Mb，最多可同

時上載 10 個檔案。如客戶需上載大量退稅單據，請先將部份單據合併為一個檔案上載。 

   

5. 問: 於網上遞交退稅申請後，如何聯絡 TransForex 收取退稅文件正本？ 

 答: 客戶於網上遞交退稅申請後，約 1 至 2 個工作天內將收到由 TransForex 發出的初步審批

確認電郵，屆時客戶可自行聯絡順豐速運，並選用以「收件人付款」作為付款方式將有

關之正本文件一併速遞給 TransForex，TransForex 將承擔首次收取文件之速遞費用。 

   

6. 問: 於網上提交退稅申請並收到已通過初步審批的電郵後，客戶須遞交什麼資料？ 

 答: 客戶於網上提交退稅申請並收到已通過初步審批的電郵後，須儘快遞交以下文件，避免

文件在處理過程中失效： 

a) 已填妥之退稅申請表正本 

b) 購物單據正本 

 

客戶可聯絡順豐速運，並選用以「收件人付款」作為付款方式將以上文件的正本一併速

遞給 TransForex，TransForex 將承擔首次收取文件之速遞費用。若客戶於首次遞交的文

件不齊全或不正確，須儘快補交有關文件，避免文件在處理過程中失效。請注意，

TransForex 將不會承擔第二次速遞所需的費用，並會從客戶的退稅金額中扣除（約

HK$61）。假如第二次所提交的文件還是不齊全或不正確，TransForex 將不會接受客戶

的退稅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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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ex 之收件地址： 

天津市和平區南京路 219 號，天津中心座 28 層，通匯貨幣退稅業務部 

 

順豐速運之預約電話及辦公時間︰ 

電話：(852) 2730 0273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  08:00 – 20:30；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08:00 – 20:00 

7. 問: 順豐速運之服務範圍是否包括離島？ 

 答: 順豐速運之服務範圍包括離島，惟收件時效需加約 1 個工作天。如客戶首次遞交的文件

不齊全或不正確而需使用第二次速遞服務，需收取第二次速遞所需的費用（約

HK$61）；如收件位置為香港偏遠地區，順豐速運將會收取 HK$30 附加費。如對偏遠地

區範圍有任何查詢，請致電順豐速運客戶服務熱線 (852) 2730 0273 或瀏覽 www.sf-

express.com 查閱。 

   

8. 問: 哪些資料是必須於退稅表上填寫？ 

 答: 於購物後，客戶須在資料欄以英文填寫以下資料：護照號碼、姓名、通訊地址、郵遞區

號及城市、國家等資料，並在退稅表上的相應位置簽名。請盡量避免在退稅文件上作出

塗改。 

   

9. 問: 如退稅申請表上沒有海關蓋章，客戶仍可辦理網上退稅服務嗎？ 

 答: 不可以。沒有海關蓋章就不能辦理網上退稅服務，所以請謹記在離境時確保退稅表已獲

海關蓋章。 

   

10. 問: 如遺失了退稅申請表或購物單據，客戶仍可辦理網上退稅服務嗎？ 

 答: 不可以。 

   

11. 問: 客戶須在購物後多久辦理海關印章的相關手續？   

 答: 一般情況下，客戶必須在購物後 3 個月內於退稅表上蓋上海關印章。請謹記在機場出境

前必須在退稅表上蓋上相關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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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問: 如使用網上退稅服務，客戶需要繳付手續費嗎？ 

  是次網上退稅服務由 TransForex 提供，並不收取任何手續費。 

不過，個別退稅集團將收取退稅申請之手續費，包括： 

Premier Tax Free 及 Tax Free Worldwide 於申請人每張退稅單收取 2.5 歐元手續費 

Global Tax Free 會收取退税金額之 1%作為手續費  

N. TAXFREE S.p.A. 於申請人每張退稅單收取約 3 歐元手續費 

Travel Tax Free 會收取退稅金額之 6%（最低金額為 2.5 歐元）作為手續費 

Detaxe S.A.S. 於申請人每張退稅單收取 3 歐元手續費 

 

客戶可瀏覽以下退稅集團之網站查詢最新手續費： 

Premier Tax Free : http://premiertaxfree.com 

Tax Free Worldwide* : http://www.taxfreeworldwide.com/en/1-0.html 

Global Tax Free: www.global-taxfree.com 

Innova Taxfree Group: www.innovataxfree.com 

Tax Free Germany GmbH: www.taxfreegermany.de 

N. TAXFREE S.p.A.: www.taxfreeservice.com  

Travel Tax Free: www.traveltaxfree.com 

Detaxe S.A.S: http://www.detaxe.com/ 

*Tax Free Worldwide 與 Premier Tax Free 已合併為 Premier Tax Free。 

 

   

13. 問: 客戶於歐盟其中一個國家購物後，於另一國家轉機或回港，客戶應如何處理海關蓋章？ 

 答: 如果客戶於另一國歐盟國家轉機或回港，在辦理登機前，需把托運的行李獲取當地的海

關蓋章，而手提行李可於離開歐盟前的最後一個國家的機場辦理海關蓋章。例如，客戶

在意大利購買了商品後需要轉機到法國出境，客戶的托運行李中的物品需要在意大利機

場海關檢驗並蓋章，而手提行李中的物品則可以在法國機場加蓋海關章。 

   

14. 問: 客戶回港後，需於多少天內辦理網上退稅服務？ 

 答: 根據不同國家退稅政策，各國的退稅申請表各有不同有效期，而大部份國家將從購買日

起開始計算。建議客戶於回港後，即時辦理網上退稅，避免文件在處理過程中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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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問: 客戶未能登入退稅網站，怎麼辦？ 

 答: 退稅網站現時支援 Internet Explorer 9.0 或以上、Firefox 及 Chrome 瀏覽器。客戶請於

登入網頁前更新瀏覽器，並於登入網站後選擇「Hong Kong User Login」。 

   

16. 問: 如客戶對網上退稅服務（包括退稅進度）有任何查詢，可怎樣做？ 

 答: 客戶可透過TransForex客戶服務電郵（thtskfyx@hnair.com）查詢。辦公時間為星期一

至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7 時。TransForex 將透過電郵或電話回覆客戶查詢。 

   

(B) 有關退稅金額問題 

1. 問: 於網上辦理退稅手續後，需時多久才能收到退款？ 

 答: 客戶於網上提交退稅申請並通過初步審核後，可將文件速遞至 TransForex。TransForex

會於接收文件後進行審核，如通過審核，TransForex 將於約 3 至 5 個工作天內將退稅款

項轉賬至客戶的恒生優越理財 World MasterCard 賬戶中。 

               

請注意：客戶應確保其提供之所有退稅文件及資料均真確並完整無誤，否則 TransForex

保留權利於退稅誌賬後 6 個月內從客戶之恒生優越理財 World MasterCard 賬戶扣除有

關之美元退稅額及額外退稅回贈（如適用）。如沒有收到已通過初步審批的電郵或收到

電郵通知初步審批不獲通過，請不要速遞文件給 TransForex 。 

   

2. 問: 如客戶使用網上退稅服務，退稅金額應如何計算？ 

 答: 所有退稅金額將以美金作單位，TransForex 將以電郵方式通知客戶最終可獲得的退稅總

額。 

   

3. 問: 客戶於歐盟不同國家購物後於其中一國家轉機或直接回港，那客戶實際可享之退稅金額

會否因應離境國家而有所不同及應如何計算? 

 答: 客戶可享之退稅金額會根據該購物國家之退稅稅率作計算。各國有不同退稅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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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有關額外現金回贈問題 

1. 問: 客戶可怎樣得到額外現金回贈？ 

 答: 如客戶之退稅金額達 325 美元或以上，可額外獲退稅金額 10%之現金回贈。額外現金回

贈將與退稅款項一同存入恒生優越理財 World MasterCard 賬戶內。 

   

2. 問: 是次額外現金回贈設有上限嗎？ 

 答: 沒有上限。 

 

3. 問: 是次額外現金回贈以每張退稅單還是以每次網上退稅辦理之金額計算？ 

 答: 額外現金回贈將以每次網上退稅辦理申請計算，可於同一申請包括不同指定退稅集團之

單據作總額計算。 

   

4. 問: TransForex 以電郵方式通知客戶最終的退稅金額時，會否列明詳細的退稅及額外現金回

贈資料？ 

 答: 如通過審核，TransForex 將以電郵方式通知客戶最終可獲得的退稅金額。電郵當中會列

出客戶所能獲得以美元計算的退稅總額及額外現金回贈金額。 

   

(D) 其他問題 

1. 問: 如客戶預計於外遊時將有大額簽賬，可怎樣做？ 

 答: 如客戶預計於外遊時需要進行大額簽賬，請於外遊前聯絡恒生申請信用卡提高信用卡限

額，客戶只需致電24小時恒生優越理財World MasterCard客戶服務專線2998 8111便

可透過電話辦理。 

   

2. 問: 如客戶於外遊時需要使用海外自動櫃員機提款服務，可怎樣做？ 

 答: 如客戶於外遊時需要使用海外自動櫃員機提款服務，必須將恒生儲蓄戶口聯繫於恒生優

越理財 World MasterCard 內。如客戶尚未將恒生儲蓄戶口聯繫於信用卡內，請到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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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間恒生銀行分行辦理手續。此外，客戶須於外遊前透過以下途徑設定「海外自動櫃員

機每日提款限額」及「生效期限」以啟動有關功能： 

 香港恒生銀行及滙豐銀行之自動櫃員機 

 恒生個人 e-Banking 

 24 小時恒生優越理財 World MasterCard 客戶服務專線 2998 8111 

 恒生銀行分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