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亞太區六大品牌支付卡統計資料
2017年亞太區發行之Visa、MasterCard、JCB、美國運通、大來卡、以及銀聯卡，
六大品牌信用卡、轉帳卡及預付卡合計交易筆數、金額、流通卡之統計資料如
下：
一、2017年全球六大品牌支付卡之購物交易筆數為 1,025 億筆，相較於2016年，
增加 266.6 億筆，增加比率為 34.9 %。
(一)各品牌購物交易筆數占有率以銀聯卡為 57.20 %最高，Visa卡為 23.38 %
次之，MasterCard卡為 15.20 %，JCB卡為 3.25 %，美國運通卡為 0.91 %，
大來卡為 0.07 %。
(二)銀聯卡持續為購物交易筆數增長比率最高之品牌，相較於2016年，2017年
其購物交易筆數增加比率 53.0 %。以交易筆數來比較，銀聯卡增加 202.9
億筆最多，Visa 卡增加 32.5 億筆，MasterCard 卡增加 26.17 億筆，美
國運通卡增加 3.91 億筆。
二、2017年全球六大品牌支付卡之整體(購物交易金額及提領現金)交易金額
$14.9 兆美元，相較於2016年，增加 $1.56 兆美元，增加比率 13.1 %。
僅購物交易金額統計，購物交易金額為 $13.3 兆美元，2017年相較於2016
年增加 1.92 兆美元，增加比率 18.3 % 。另外提領現金金額統計，現金
金額為 1.6 兆美元，2017年相較於2016年減少 3,544 億美元，減少比率
16.9 %。
(一)2017年購物交易金額支付占有比率，主要以銀聯卡為主，占有 76.33 % ，
金額為 10.16 兆美元，相較於2016年，購物交易金額增加 1.66 兆美元，
增加比率 21.5 % ；Visa卡次之，占有 12.92 % ，金額為1.72 兆美元，
相較於 2016年，購物交易金額增加 1,269 億美元，增加比率 7.9 % ；
MasterCard卡，占有 7.40 % ，金額為 9,855 億美元，相較於2016年，購
物交易金額增加 889 億美元，增加比率 9.2 %。
(二)2017年提領現金金額支付占有比率，主要以銀聯卡為主，占有 51.21 % ，
金額為 8,348 億美元，相較於2016年，提領現金金額減少 3,138 億美元，
減少比率 26.1 % ；Visa 卡次之，占有 29.02 % ，金額為 4,730 億美元，
相較於2016年，提領現金金額減少 492 億美元，減少比率 10.1 % ；
MasterCard 卡，占有 19.19 % ，金額為 3,128 億美元，相較於2016年，
提領現金金額增加 90 億美元，增加比率 5.2 %。
(三)六大品牌平均一筆購物交易金額比較，美國運通卡 $198 美元最高，銀聯
卡 $173 美元次之，大來卡 $143 美元再次之，再其次為JCB卡 $75 美元，
Visa卡 $72 美元，MasterCard卡 $63 美元。
三、截至2017年底，全球六大品牌支付卡之流通卡數為 83.6 億張卡，相較
2016 年增加 7.03 億張卡比率9.3 % 。
(一)銀聯卡 66.9 億張卡流通量最多，增加 5.68 億，增加比率為 9.3 % 。 Visa
卡 9.72 億張卡次之，增加 6,370 萬，增加比率為 7.0 %。 MasterCard
卡 5.61億張卡，增加 6,150 萬，增加比率 13.8 %。 JCB卡 1.12 億張卡，
增加 1,030 萬，增加比率 10.1 %。美國運通卡 2,420 萬張卡，增加 30 萬，
增加比率 1.1 %；大來卡 170 萬張卡，增加不到 10 萬，增加比率 0.4 %。

(二)各品牌流通卡數市占率以銀聯 80.02 % 最高，Visa卡 11.62 % 次之，
MasterCard卡 6.70 %、JCB卡 1.34 %，美國運通卡 0.29 %，大來卡 0.02
%。
四、2017年每張卡平均購買交易金額以美國運通卡 $7,624 美元最高，相較
2016年，增加 10.9 %，大來卡 $6,088 美元次之，相較 2016 年，增加 10.3
%，JCB卡 $2,226 美元，相較 2016 年，增加 1.4 %，Visa卡 $1770 美元，
相較 2016 年，增加 0.8%，MasterCard卡 $1,758 美元，相較 2016 年，
減少 4.0 %，銀聯卡 $1,519 美元，相較2016年，增加 11.2 %。
五、Visa卡與 MasterCard卡分別在自家全球市場下，亞太區域占有比分析如
下：
(一) Visa卡2017年在全球購物交易金額中亞太區域占有 22.74 % 比起2016 年
的 23.23 % 下降；在全球交易筆數上，在亞太區域占有 16.2 % 比起2016
年 15.76 % 上升。
(二) MasterCard卡2017年在全球購物交易金額中亞太區域占有 25.84 % 比起
2016年的 25.66 % 上升；在全球交易筆數上，MasterCard卡在亞太區域占
有 20.55 % 比起2016年 19.29 % 上升。
資料來源：The Nilson Report(www.nilsonreport.com)期刊 2018 年 6 月第 1133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