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使用您的卡片

購物時簽名：

1. 出示或刷您的卡片。
2. 選擇「使用信用」(credit)。
3. 簽名；取回您的卡片及收據。

購物時使用 PIN 碼：

1. 刷卡。
2. 選擇「使用簽帳」(debit)，並輸入您的 PIN 碼。
3. 許多超市提供無償現金返還服務。如果您想要

現金，請選擇金額，現金即會加入您的購物金額
中。

4. 取回您的卡片、現金及收據。

用 ATM 領取現金：

1. 插入您的卡片並輸入 PIN 碼。
2. 選擇「使用支票存款」(checking)，並輸入您欲提

領的金額。
3. 取回您的卡片、現金及收據。

透過接受 Mastercard 的銀行或信用社獲取現
金：

1. 提領現金前，先確認您的可用餘額。
2. 向出納員出示卡片，並說明您要自可用餘額中取

多少款項。
3. 您需要出示某些身分證明。
4. 取回您的卡片、現金及收據。

紐約子女撫養簽帳金融卡紐約子女扶養計劃

馬上啟用您的新卡
l	 訪問 www.bankofamerica.com/nycsdebitcard 或致電  

1.844.323.7637（無障礙專線：1.866.656.5913）。

l 提示出現時，請建立用於 ATM 的四位數個人識別碼 (PIN)。
l 您的卡片現在已可使用；您可在任何接受 Mastercard® 簽帳金融卡

的地方使用新卡，亦可透過 ATM 或銀行出納員領取現金。

l	 簽名於卡背。

客戶服務中心為您提供全天候的卡片查詢服務
線上客服：www.bankofamerica.com/nycsdebitcard

電話客服：1.844.323.7637
無障礙專線：1.866.656.5913
美國境外（付費電話）：1.423.262.1650
如果您的卡片遺失或遭竊，請立即致電。

零風險
如果您的卡片遺失或遭竊，Bank of America 會根據紐約子女撫養存款合約規
定之具體合約條件，償付任何未授權的卡片交易。

重要資訊
l 所附存款合約內含您使用卡片的法律合約條款。

l 您若使用您的卡片，或允許他人使用您的卡片，即代表您同意
合約內之合約條款。

l 此卡片為簽帳金融卡，並非信用卡。可用資金僅有您擁有的帳
戶餘額。每筆購物或提款均由卡中扣除，所以請記下您的餘
額。

l 請啟用您的卡片。

請見卡背，參閱費用及使用卡片的詳細資訊。

Mastercard 購物功能
可於任何接受 Mastercard 簽帳金融卡的地方使用您的卡片：
l 超市 l 零售店 l 餐廳
l 加油站  l 郵寄購物 l 醫療機構
l 網路商店  l 電話購物

取得現金返還：
l 許多超市和便利商店可於您購物時無償提供現金返還服

務。

P.O. Box 1115
Port Jervis, NY 12771
已申請信函退回服務

內含時限性資訊  
請即刻拆閱



* ATM 業主可於特定 ATM 交易上外加「手續費」或「附加費」（應
於 ATM 上張貼額外費用標示）；然而，您使用 Bank of America 或 
Allpoint 的 ATM 均不會外加手續費或附加費。Bank of America ATM 
亦即於明顯處顯示 Bank of America 名稱及標誌的 ATM。當您請求
比可用餘額高，或者輸入錯誤的 PIN 碼四次後，即會導致 ATM 拒
絕交易。美國境外的 ATM 皆無法處理餘額查詢。

ATM 安全提示
• 使用 ATM 時注意周遭。如果您靠近提款機時注意到任何可疑或不安全

的人事物，請使用另一台 ATM，或稍後再回來使用。

• 使用封閉式 ATM 時，請將門完全關好。正在進行交易時，請不要開
門。

• 使用得來速 ATM 時，請將乘客座位的窗戶關上、車門鎖上。

• 如果您必須在晚上使用 ATM，請偕伴同行。

• 永遠將卡片放在安全處，以保護您的卡片。如果您的卡片遺失或遭
竊，請立即聯絡我們。

• 用鍵盤輸入 PIN 碼時，務須謹慎小心。完成交易後，小心收起您的卡
片、現金和收據，再離開 ATM。

• 永遠不要將您的 PIN 碼交給任何人，也不要寫在任何地方，更不要寫
在卡片上。

• 永遠不要透過電話提供您的卡片或 PIN 碼資訊。如果有人詢問這些資
訊，請拒絕並立即聯絡我們。

• 如果您需要緊急協助，請撥 911 報案專線。如果您遇到或認為
與您帳戶相關的犯罪行為，請立刻通報當地警察。如果您對某部 
Bank of America ATM 的安全性有疑慮，請致電 1-800-222-7511 聯絡
我們。

特殊交易

加油站：於加油機付款可能會產生最高 $100 美元的預留款；請考慮在店裡
付款，表示您要購買的金額，並於收據上簽名。

餐廳：餐廳可能會驗證您帳戶內是否有足夠金額支付帳單。請確認您有足夠
資金來支付附加小費全額。

飯店：飯店可能會預留您預估帳款的款項，讓該金額無法動用來支付其他交
易。在您退房後，該筆預留款可能會存在數日才被取消。

汽車租賃：您可以用您的卡片支付汽車租賃的最終款項，但如果要預訂租
車，可能需要使用信用卡。

退貨：商店退貨政策各有不同。您可能會收到計入帳戶或可用於商店的款
項。計入帳戶的款項可能需要一週的處理時間才能使用。

卡片安全保護

• 您必須先致電客服來啟用您的卡片。

• 監控：為了保護您的帳戶，Bank of America 會監控您卡片的使用狀況，
並察覺可能代表欺詐行為之異常活動。

• 隱私權政策：維護您的金融資訊安全，是本行最重要的職責之一。請瀏
覽 www.bankofamerica.com/prepaidprivacy，瞭解本行如何管理您與此簽
帳金融卡計劃之相關資訊。

交易限制

• ATM 提款：您每天（24 小時）可自 ATM 提出 $1,000 美元的款項。

• 資金轉移到其他帳戶︰ 最低轉帳金額為 $20 美元。

銀行收費表 
紐約子女扶養簽帳金融卡交易的銀行費用，每天都會由您的帳戶收取。

無償服務

購物交易

於店家購物（簽名、使用 PIN 碼、 
線上、電話或郵寄購物） 

不收費

ATM 交易 *

ATM 餘額查詢（所有 ATM） 不收費

拒絕的交易（僅限 ATM） 不收費

其他服務

出納員請款 
（可用於接受 Mastercard 的金融機構） 
（僅限可用餘額）

不收費

線上、自動、現場或國際客戶服務查詢 不收費

帳戶警示服務 不收費

線上資金轉帳 不收費

郵寄對帳單 不收費

國際交易費用 不收費

發出帳戶結清支票 不收費

收費服務

ATM 交易費*

Bank of America 或 Allpoint ATM 提款
（美國境內）

每個月免費兩次，之
後每次 $0.50 美元

非 Bank of America 或非 Allpoint ATM 
提款（美國境內）

每次交易 $0.50 美
元

ATM 國際提款（所有美國境外 ATM）
每次交易 $0.50 美
元

其他服務費

更換卡片（美國境內）
每年首次換卡免費，之
後每次 $5.00 美元

更換卡片 - 快遞（另外收費） 每次申請 $12.50 美元

備註：若有任何關於上方收費表的疑問，請洽詢紐約子女扶養
簽帳金融卡客戶服務中心 (New York Child Support Debit Card 
Customer Service Center) 1.844.323.7637、1.866.656.5913 
（無障礙專線），或致電 1.423.262.1650（美國境外付費電話）。
若對您的付款金額有任何疑問，請洽詢紐約州子女扶養協助專線 
1.888.208.4485（無障礙專線：1.866.875.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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