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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運通

易世通電子旅行支票

精彩旅程 盡享安心

現在，您有了自己的美國運通易世通電子旅行支票，

希望您能物盡其用。請花幾分鐘時間閱讀本用戶指南，

讓自己瞭解並熟悉本產品的使用方式，以及如何充值、

如何查看可用額度等信息。

理想的出行良伴

您的美國運通易世通電子旅行支票擁有可信賴的美國運通

全球服務支援。本產品為充值預付產品，可支援以下三種

常用外幣中的一種：美元、歐元或英鎊，並可在中國境

外許多場所使用，如酒店、商場、餐館、超市以及其他商

戶，如可接受美國運通卡的網上零售店等。您還可以在全

球各地（不包括中國大陸）可接受美國運通卡的ATM上使

用本產品。本產品將為您提供極大的便利。

輕鬆便利

 ■ 與使用信用卡一樣方便–在商戶處消費時，您只需在交易

單據上簽名即可；而在ATM使用時，只需密碼即可。

 ■ 可輕鬆充值（增加資金）。您只需到購買本產品的授權

銷售人處＊或通過其網上銀行＊＊辦理均可。

 ■ 您可以在全球數百萬個接受＊＊＊美國運通卡的商戶及ATM

上使用本產品。您還可使用本產品進行境外網上支付交易。

 ■ 您可登錄americanexpress.com.cn/globaltravel

在線查詢可用額度，或隨時通過電話查詢。我們將為您

提供24x7的全天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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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登錄americanexpress.com.cn/globaltravel，點擊“購買地點＂

查詢具體購買地點列表。

＊＊請直接咨詢您購買本產品的授權銷售人，瞭解其是否提供網上充值服務。

＊＊＊您的美國運通易世通電子旅行支票不能在中國境內的商戶及ATM
上使用。在某些被美國制裁的國家和地區您亦無法使用本產品。



物超所值

 ■ 本產品不收取賬戶閒置管理費。您可以隨心所欲地將資金

存放於產品中，當您有需要時，仍可全額使用存放於本產品中

的資金。

 ■ 本產品中的資金永久有效。儘管在本產品的正面標注了  

“有效日期＂（“Valid Thru＂），但您產品中的可用資金

將不會過期，您只需在此“有效日期＂前及時更換產品即可。

 ■ 您在購買本產品或為其充值時，即已鎖定當時的匯率。

因此，您不用擔心匯率波動。

 ■ 作為美國運通易世通電子旅行支票用戶，通過美國運通

 精選禮待計劃™，您可在中國境外尊享商戶特惠。瞭解更多

商戶及優惠信息，請登錄amexnetwork.com/selects/ch/

安心無憂

 ■ 您產品內的外幣資金永遠安全。本產品遺失或被盜時可

為您免費補發。

 ■ 在購買本產品時，我們同時提供與主產品密碼不同的備用

產品，以儘量減少因主產品遺失而帶來的不便。一旦您的

主產品遺失或被盜，您只需致電客服中心，將遺失或被盜的

主產品凍結，並同時要求激活備用產品。隨後，您可以繼續

使用產品內的資金。

 ■ 如果您的主產品與備用產品均不慎遺失或被盜，我們將

免費為您提供補發產品及/或緊急資金。

 ■ 發生緊急狀況時，美國運通全球支援®服務將為您提供協助，

您將獲得包括護照或行李遺失以及法律或醫療等相關支持。

 ■ 本產品與您的銀行賬戶無關，因此可避免身份被盜用或

詐騙。

啟用

當您收到本產品後，請立即在主產品背面簽名。

您的主產品設置了一個ATM密碼。我們建議您牢記該密碼，

或致電客服中心4008811420（中國大陸境內），將其

更改為一個更容易記憶的密碼。

我們建議您在線註冊您的主產品，以查看您的可用額度

及交易記錄。您只需登錄americanexpress.com.cn/

globaltravel，點擊“產品註冊＂，並按照提示操作即可。

請務必將備用產品及其密碼與主產品分開保管。備用產品

是未激活的，因此，您可以將其置於原包裝內。一旦您的

主產品不慎遺失或被盜，您即可激活該備用產品。瞭解

如何激活備用產品，請參閱“掛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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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我們建議您在預約租車或入住酒店時，考慮先使用信

用卡或簽賬卡進行預授權，然後用美國運通易世通電子旅

行支票結賬。瞭解更多有關在餐館、加油站等場所進行預

授權及支付小費等詳情，請參閱

americanexpress.com.cn/globaltravel

在ATM上使用

您可使用本產品提取當地貨幣。僅需密碼，您便可在世界

各地（除中國大陸外）受理美國運通卡的ATM上使用

本產品。瞭解不同國家受理本產品ATM的詳細情況，

請參閱隨附的ATM網絡列表。

請注意：每個ATM都設有最低與最高交易限額，這與您每日

可從本產品中所提取的最高限額無關。我們會對每筆ATM

交易收取一定的費用。瞭解更多信息，請參閱“產品費用與

產品金額限制＂。除此之外，一些網絡的ATM會加收

額外的費用，通常會在交易開始前提請您的注意，以

便您決定是否繼續進行交易，但也有一些網絡的ATM不

會顯示此信息。

在ATM操作中，可能會提示您選擇“賬戶類型＂（英文

標識“account type＂）。賬戶類型因ATM而異。我們建議

您先選擇“支票賬戶＂（英文標識“checking account＂），

若不成功，則可能需要再嘗試其他選項；或者也可嘗試

選擇“預借現金＂（英文標識“cash advance＂）等。

網上支付 

您可使用本產品進行境外網上支付。只需確定您提供給

該商戶的信息（如您的姓名與地址）與您購買產品時所使

用的信息一致。

重要提示：由於本產品專為境外旅行設計，因此無法在中

國境內的商戶使用。您也無法在被美國制裁的國家使用本

產品。

全球通用 
美國運通易世通電子旅行支票有美元、歐元及英鎊三種

貨幣的產品，可供您在境外隨時使用。您甚至可以在貨幣

不同於產品幣種的國家使用。例如，如果您持有美國運通

易世通電子旅行支票美元產品，而您前往加拿大，那麼您

可以使用本產品在商戶進行消費，並以加元支付所購買的

貨品或服務。您也可使用本產品在ATM上提取加元。在支付

及提取現金過程中會產生外幣兌換費，更多詳細信息，

請參閱“產品費用與產品金額限制＂。 

在商戶使用

美國運通易世通電子旅行支票可在全球數百萬場所使用，

如酒店、商場、餐館、超市及其他可接受美國運通卡的

境外商戶。您需在交易單據上簽名，並且您的簽名會與您

產品背面的簽名進行核對。

本產品無每日最高消費限額。您只需注意您的消費記錄，

並且確定在使用時，產品中有足夠的額度（請參閱“賬戶

管理＂）。

由於所有的商戶通常都接受境外旅游者刷卡消費而無需

要求提供智能芯片加密碼，因此在使用帶有密碼的卡片

消費的國家應該也能使用“磁條＂卡片進行消費。一旦您

在消費時被要求提供密碼，我們建議您請該商戶聯繫美

國運通獲得協助。

您知道嗎？

請注意：某些行業的商戶可能要求您在消費時進行預授

權支付，該授權金額將在您的可用額度中扣除。例如，您

在租車或入住酒店時，商戶會要求凍結您產品中相當於最

終賬單金額的預付款。這表示在您歸還車或退房前，該筆

金額將從您的可用額度中扣除，並且可能高於最終賬單金

額。在某些情況下，這可能會暫時限制您之後的產品使用

額度。在某些情況下，儘管本產品可用於結賬，但一些租

車公司卻不接受本產品進行預授權支付。為了避免這些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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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戶管理

有兩種簡單的方法來查詢您的餘額或交易記錄。

您只需登錄americanexpress.com.cn/globaltravel

進行網上註冊，即可查看您的餘額及交易記錄。或者，

您也可以撥打24x7全天候客服電話進行查詢—中國境

內請撥打4008811420；在境外請撥打當地免費客服電

話。若您認為有任何錯誤，請隨時致電我們為您核查您

的賬戶。

產品充值

您可在購買本產品的授權銷售人處進行充值。

請登錄americanexpress.com.cn/globaltravel

查詢“購買地點＂列表。充值完成後，產品內的資金隨即

可用。您前往充值時，請記得攜帶含有照片的身份證明

與本產品。某些授權銷售人可能也允許您通過其網絡銀行

服務進行在線充值。請直接與您的授權銷售人聯繫以瞭解

可否進行在線充值。

為本產品充值需符合有關費用與限額條款。更多詳細

信息，請聯繫您購買本產品的授權銷售人。

掛失

一旦發現您的產品遺失或被盜，請立即聯繫客服中心。您

只需撥打24x7全天候客服電話4008811420（中國

大陸境內），在境 外請撥打當地免費電話（請登 錄

americanexpress.com.cn/globaltravel查詢各地

免費客服電話詳情）。我們將立即凍結您遺失或被盜的

產品，並激活您的備用產品，以便您即時使用。

一旦激活備用產品，請立即在該產品背面簽上您的姓名。

請牢記該備用產品的密碼，或致電客服中心將其更改為

一個更容易記憶的新密碼。您無需重新在線註冊該備用

產品，一旦備用產品被激活後，將自動完成網上註冊。

如果您的主產品與備用產品均不慎遺失或被盜，我們將

免費為您寄送補發產品。若需立刻使用您產品中的資金，

我們將通過西聯匯款（Western Union）為您提供緊急

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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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戶

您可將產品中的可用額度全部兌換成現金。將可用額度全

部兌換成現金意味著您的賬戶將會被銷戶＊。授權銷售人

不接受部分兌現。

如果您賬戶的可用額度少於服務費（請參閱“產品費用與

產品金額限制＂），請聯繫客服中心。產品中剩餘的額度

將被重置作為支付費用，而您的賬戶也將被關閉。如產品中

的可用額度少於應付費用，將無法在ATM提取現金。

＊ 產品內的餘額僅在未決交易結束後及爭議解決後方可兌現。詳情請參閱

《用戶協議》。

產品費用與產品金額限制

產品費用

產品幣種

美元 歐元 英鎊

首次充值費
由授權銷售人決定。授權銷售人會在您

購買本產品時告知您此項費用。

再次充值費
由授權銷售人決定。授權銷售人會在您

再次充值時告知您此項費用。

不同貨幣兌換費

（適用于以非產品

幣種進行交易）

3%

ATM 提款費用 $2.00＊ €2.50＊ £1.75＊

＊某些ATM所屬銀行可能會收取額外費用。

產品金額限制

產品幣種

美元 歐元 英鎊

最低充值金額

（適用于最初購買與

再次充值）

$200 €200 £200

最高充值金額/余額 $40,000 €30,000 £25,000

24小時ATM提款限額 $1,000 €800 £600

通過西聯匯款

（Western Union）

取用緊急資金

$1,000 €800 £600

同一年度最高充值限額             $50,000（或等值）

 

請參閱隨附的《用戶協議》，瞭解更多有關產品費用與產品

金額限制的信息。



您的貼心旅行伙伴

從行李丟失協助，到緊急醫療救援，美國運通全球支援®

服務將貼身相伴，讓您境外旅行時安心從容。瞭解更多

信息，請參閱“美國運通全球支援®服務＂。

尊享美國運通精選禮待

美國運通易世通電子旅行支票將為您提供美國運通精選禮待

服務，讓您在中國境外旅行、休閒、用餐及購物時尊享用戶

專屬禮待。詳情請登錄：amexnetwork.com/selects/ch/

一路平安

擁有美國運通易世通電子旅行支票，您即可安心享受精彩

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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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運通易世通電子旅行支票與

其他支付產品有何不同？

備用產品讓您更安心

與其他旅行預付產品不同，我們在您購買時也將為您提供

一份備用產品，以儘量減少因主產品遺失或被盜所帶來的

不便。

有效管理您的旅行預算

由於美國運通易世通電子旅行支票是一種預付產品，您僅可

使用預存於產品中的資金。此外，當您使用美國運通易世通

電子旅行支票時可避免匯率波動，讓預算管理更簡單。

無賬戶閒置管理費

您的美國運通易世通電子旅行支票將不會收取任何賬戶

閒置管理費。您可隨心所欲地將資金存放於產品中，當您

有需要時，仍可全額使用產品中的資金。由於您的產品

可用額度不會因收取賬戶閒置管理費而減少，您將獲得

更超值的旅行資金。而其他旅行預付產品會因您連續

6個月無交易而按月收取“賬戶閒置管理費＂。

您的資金永不過期

您產品中的可用額度將永不過期。您賬戶內的資金將

無限期保留，直到您再次使用。請注意本產品具有有效期

（“Valid Thru＂）。一旦過期，您可要求美國運通為您

更換產品並寄送給您。



疫苗接種咨詢服務

我們將為您推薦前往特定國家所需接種的疫苗。

護照/簽證申請信息

在境外旅行時請檢查入境要求。

我們將為您提供有關目的地的必要信息。

氣象報告

美國運通全球支援服務將為您提供目的地的氣象信息。

並可提供某些目的地未來10天的天氣預報。

旅程協助

擁有美國運通全球支援服務，您可以安心盡享精彩旅程。

憑藉24x7的全天候服務，您在境外可隨時申請支援服務：

緊急旅行支援

緊急旅行安排

我們將協助您進行緊急旅行安排。但僅限於協助安排，

由此所產生的相關費用均由用戶承擔。

酒店緊急入住/退房

如果您的產品不慎遺失或被盜，我們可協助您入住酒店或

退房。

緊急翻譯/口譯

如果您需要第三方法律翻譯或醫療翻譯服務，我們可協助

安排。用戶需承擔由此產生第三方服務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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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時，意外狀況時有發生：護照遺失、突發急病、需要

法律協助等。作為美國運通易世通電子旅行支票用戶，您

可輕鬆應對。只需撥打電話，美國運通全球支援服務＊即

可為您量身定制旅行規劃以及其他服務。

美國運通易世通電子旅行支票客戶服務中心電話：

4 0 0 8 8 11 4 2 0（中 國 大 陸 境 內），您 也 可 登 錄

americanexpress.com.cn/globaltravel 查詢當地

免費客服電話。

＊ 雖然許多全球支援服務為美國運通用戶的免費權益，但用戶需對第三方服

務提供商產生的費用負責。全球支援服務不能取代任何旅行保險。

行前規劃

我們可以協助您作好出行準備，從外匯匯率、簽證要求到

海關及醫療支援服務。這些都是您在出行前需要瞭解的，

尤其是針對您目的地的相關信息： 

海關信息

許多國家對出入境所攜帶物品有嚴格的規定，我們將協助

您進行合理規劃。

文化信息

出境旅行前，我們將為您提供所需特定國家的相關信息，

例如：貨幣信息、游客中心、旅行注意事項等。

外匯匯率

我們將為您提供世界各地的外匯匯率信息。

GLOBAL ASSIST® SERVICES全球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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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遺失協助

如果您在旅途中遺失物品，全球支援服務將協助您找回。

為儘快向您提供服務，我們需要您提供遺失物品和遺失

場所等基本信息。

行李遺失協助

如果您的行李在旅途中不慎遺失，我們將協助您找回。我

們需瞭解遺失行李的基本信息。我們將聯絡航空公司檢

查行李狀況，並從航空公司處獲取有關行李延遲賠償方

面的信息。我們還將繼續跟進您及航空公司，以瞭解行李

的相關狀況。

護照協助及卡片註銷協助

全球支援服務將協助您查找最近的大使館以協助您更換

您的護照，並協助您註銷卡片，甚至其他競爭對手的產品。

緊急訊息傳遞

任何緊急情況下，我們可以協助您向您的家人和/或朋友

傳遞緊急訊息。

醫療支援

緊急醫療運送協助

如果您在旅行中受傷或生病，全球支援服務醫療部門將

評估是否需要向距離最近、可提供適當醫療服務的醫療

機構進行運送，如需要，還將組織協調醫療運送服務。

用戶將承擔因醫療運送服務所產生的所有費用。

醫療監控

我們將提供醫療救護監控，以確保您可在世界各地享受到

高質量的醫療服務。

藥物處方協助

如果您的藥物不慎遺失或遺忘，我們會協助您獲得新的

處方。用戶需承擔該藥物的費用。

內科醫生/牙醫推薦

在旅行中（如適用），全球支援服務將向您提供一份清

單，列出當地能講中文的內科醫生（如有，否則將安排一

名翻譯人員）。請注意，我們不提供醫療咨詢服務，而是

提供可用專業人員的信息。您應自行選擇是否尋求醫療服

務。用戶將承擔任何由此產生的費用及第三方服務費。

遺體運送協助

一旦用戶在旅行中死亡，全球支援服務醫療部門將提供

必要的事務性服務，將用戶遺體運送至其主要居住地或

安葬地（以距離較近者為准）。遺產執行人將承擔所有運

送相關費用。

法律援助

保釋協助

全球支援服務將通過當地可接受美國運通卡的保釋機構

向用戶提供保釋協助服務。用戶需承擔保釋費用及第三方

服務費。

大使館及領事館推薦

旅行中，大使館和領事館為信息及協助的最佳來源。全球

支援服務將為用戶提供當地大使館或領事館的地址和/或

電話號碼。

中文律師推薦

在旅行中（如適用），我們將為您推薦講中文的律師（如

有，否則將安排一名翻譯人員）。您應自行選擇是否尋求

法律咨詢服務，美國運通不為此項信息服務承擔任何責



如果您的產品不慎遺失或被盜，您需要全球支援服務或

任何其他協助，請致電4008811420（中國大陸境內），

或參見產品背面的24小時客服電話。

請在這裏寫下您的產品號碼：

美國運通®

易世通電子旅行支票客戶服務

請撕開並確保您的產品號碼與產品分開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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