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1.1.1.1.    申請本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帳戶授權扣款之卡友：僅需填寫第一聯轉帳付申請本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帳戶授權扣款之卡友：僅需填寫第一聯轉帳付申請本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帳戶授權扣款之卡友：僅需填寫第一聯轉帳付申請本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帳戶授權扣款之卡友：僅需填寫第一聯轉帳付

款授權書，加蓋原開戶留存印鑑。款授權書，加蓋原開戶留存印鑑。款授權書，加蓋原開戶留存印鑑。款授權書，加蓋原開戶留存印鑑。    

2.2.2.2.    申請其他行庫申請其他行庫申請其他行庫申請其他行庫((((含郵局含郵局含郵局含郵局))))帳戶授權扣款之卡友：請填寫二聯式轉帳付款授權書。帳戶授權扣款之卡友：請填寫二聯式轉帳付款授權書。帳戶授權扣款之卡友：請填寫二聯式轉帳付款授權書。帳戶授權扣款之卡友：請填寫二聯式轉帳付款授權書。

每一聯均須加蓋原開戶印鑑。每一聯均須加蓋原開戶印鑑。每一聯均須加蓋原開戶印鑑。每一聯均須加蓋原開戶印鑑。    

3.3.3.3.    郵局存款帳戶不接受第三人帳戶扣款，僅限郵局存款帳戶不接受第三人帳戶扣款，僅限郵局存款帳戶不接受第三人帳戶扣款，僅限郵局存款帳戶不接受第三人帳戶扣款，僅限正卡持卡人帳戶正卡持卡人帳戶正卡持卡人帳戶正卡持卡人帳戶。。。。    

4.4.4.4.    填寫過程中，若有塗改，請於塗改處加蓋原開戶印鑑。填寫過程中，若有塗改，請於塗改處加蓋原開戶印鑑。填寫過程中，若有塗改，請於塗改處加蓋原開戶印鑑。填寫過程中，若有塗改，請於塗改處加蓋原開戶印鑑。    

5.5.5.5.    填填填填妥後請寄回台北縣三重郵政妥後請寄回台北縣三重郵政妥後請寄回台北縣三重郵政妥後請寄回台北縣三重郵政 2222----77777777 號信箱。號信箱。號信箱。號信箱。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帳款轉帳付款信用卡帳款轉帳付款信用卡帳款轉帳付款信用卡帳款轉帳付款新申請新申請新申請新申請////變更變更變更變更////取消取消取消取消授權書授權書授權書授權書    

        立授權書人立授權書人立授權書人立授權書人 ((((以下稱「本人」以下稱「本人」以下稱「本人」以下稱「本人」 ))))，為便於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持卡人，為便於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持卡人，為便於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持卡人，為便於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持卡人 ((((以下稱「持卡人」以下稱「持卡人」以下稱「持卡人」以下稱「持卡人」 ))))支付信用卡支付信用卡支付信用卡支付信用卡

帳款，謹授權下列轉帳金融機構為支付該等帳款之代理人，並同意如下：帳款，謹授權下列轉帳金融機構為支付該等帳款之代理人，並同意如下：帳款，謹授權下列轉帳金融機構為支付該等帳款之代理人，並同意如下：帳款，謹授權下列轉帳金融機構為支付該等帳款之代理人，並同意如下：     

(1) 本人謹授權並同意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以任何形式(如電腦媒體)自本人於下列轉帳金融機構所開立之存款帳戶內自動扣款，繳付正卡持

卡人於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之信用卡帳款。 

(2) 本人同意如撤銷本授權行為時，至少須於繳款期限前五個營業日，由本人以書面方式通知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財富管理處卡務中心;    逾逾逾逾

期通知時，則延至次一繳款截止日始生效力。期通知時，則延至次一繳款截止日始生效力。期通知時，則延至次一繳款截止日始生效力。期通知時，則延至次一繳款截止日始生效力。 

(3) 如本人授權之存款帳戶餘額不足而無法如期補足或因其他可歸責於本人之原因，致不能如期支付帳款時，兆豐國際商業銀行有權取消上

述付款代理。如因此產生循環利息、違約金及其他費用，均由本人負責支付。 

(4) 因填寫本授權書錯誤或驗印失敗致授權無法生效，如持卡人信用卡帳款遲延繳付時，與被授權扣款銀行/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及兆豐國

際商業銀行無涉。 

(5) 本人同意若實際轉帳金額與持卡人應繳之信用卡帳款不符時，願自行向兆豐國際商業銀行查詢，與  貴行/貴局無關。 

(6) 本人同意於自動轉帳預定扣款日當日下午本人同意於自動轉帳預定扣款日當日下午本人同意於自動轉帳預定扣款日當日下午本人同意於自動轉帳預定扣款日當日下午 15:3015:3015:3015:30 前將款項存入指定帳戶。前將款項存入指定帳戶。前將款項存入指定帳戶。前將款項存入指定帳戶。 

********請於粗框內填寫您的授權資料，如有塗改請於塗改處簽名確認請於粗框內填寫您的授權資料，如有塗改請於塗改處簽名確認請於粗框內填寫您的授權資料，如有塗改請於塗改處簽名確認請於粗框內填寫您的授權資料，如有塗改請於塗改處簽名確認 **   **   **   **       

□新申請□新申請□新申請□新申請             □變更□變更□變更□變更                 □取消□取消□取消□取消   (  (  (  (請務必勾選請務必勾選請務必勾選請務必勾選 ) ) ) )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申請日期：中華民國申請日期：中華民國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 

正卡持卡人正卡持卡人正卡持卡人正卡持卡人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正卡持卡人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H： O： 行動電話： 

扣繳卡別 

□一般信用卡□一般信用卡□一般信用卡□一般信用卡    

((((繳款編號為繳款編號為繳款編號為繳款編號為 511511511511、、、、577577577577 及及及及 549549549549，即，即，即，即正卡持卡人項正卡持卡人項正卡持卡人項正卡持卡人項

下所有卡片之款項。下所有卡片之款項。下所有卡片之款項。下所有卡片之款項。 ))))    

□□□□    商務卡商務卡商務卡商務卡    

(繳款編號前三碼為 512） 

 

授權轉帳金額授權轉帳金額授權轉帳金額授權轉帳金額    

（（（（請務必勾選，若未勾選時以待繳總額處理請務必勾選，若未勾選時以待繳總額處理請務必勾選，若未勾選時以待繳總額處理請務必勾選，若未勾選時以待繳總額處理 ））））    
□□□□    待繳總額待繳總額待繳總額待繳總額                                    □□□□    最低應繳金額最低應繳金額最低應繳金額最低應繳金額    

立授權書人立授權書人立授權書人立授權書人     

存款帳戶存款帳戶存款帳戶存款帳戶戶名戶名戶名戶名    

    立授權書人立授權書人立授權書人立授權書人     

身分證字號身分證字號身分證字號身分證字號////    

公司統一編號公司統一編號公司統一編號公司統一編號    

                                        

銀行活期（活儲）存款帳號銀行活期（活儲）存款帳號銀行活期（活儲）存款帳號銀行活期（活儲）存款帳號    

代扣繳金融機構名單代扣繳金融機構名單代扣繳金融機構名單代扣繳金融機構名單請詳第二聯背面請詳第二聯背面請詳第二聯背面請詳第二聯背面     

郵局存款帳號郵局存款帳號郵局存款帳號郵局存款帳號    

（限正卡持卡人帳戶）（限正卡持卡人帳戶）（限正卡持卡人帳戶）（限正卡持卡人帳戶）    

立授權書人立授權書人立授權書人立授權書人     

存款開戶印鑑存款開戶印鑑存款開戶印鑑存款開戶印鑑     

金融機構代號：           

____________________銀行___________分行 

帳號：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存簿儲金 

  局號 : __ __ __ __ __ __-__ 
  帳號 : __ __ __ __ __ __-__ 
 

 

□劃撥儲金 

  帳號 :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授 權 扣 款 手 續 完 成 後 ， 將 於 對

帳 單 左 上 方 列 示 自 動 轉 帳 帳 號 ) 

 

 

 

 

請逐聯簽請逐聯簽請逐聯簽請逐聯簽////蓋原開戶印鑑蓋原開戶印鑑蓋原開戶印鑑蓋原開戶印鑑    

銀行專用，請勿填寫  

 

發動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金控總部 017-2015 交易代號：851 用戶編號           

發動者：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財富管理處 017-0099 發動者統一編號：78506552 

受  託  行  局  核  對  印  章 兆 豐 國 際 商 業 銀 行 財財財財    富富富富    管管管管    理理理理    處處處處 卡卡卡卡    務務務務    中中中中    心心心心 

 

主管              經辦             核章 

 

主管             覆核覆核覆核覆核             建檔建檔建檔建檔 

第一聯：代扣繳金融機構留存代扣繳金融機構留存代扣繳金融機構留存代扣繳金融機構留存         

注意事項： 

1. 請於每月預定扣款日之前一營業日檢視您的帳戶餘額。                                                                                                                               

2. 自動扣款申請 (含新申請及變更帳號 )手續約需三十天。於完成後，本行將於信用卡對帳單之左上方列示自動轉

帳帳號及預定扣款金額供持卡人檢視。  

3. 請完整填妥二聯並蓋章 /簽名後，反折黏好以背面廣告回函 (免貼郵資 )將授權書寄回本行即可。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帳款轉帳付款信用卡帳款轉帳付款信用卡帳款轉帳付款信用卡帳款轉帳付款新申請新申請新申請新申請////變更變更變更變更////取消取消取消取消授權書授權書授權書授權書    

        立授權書人立授權書人立授權書人立授權書人 ((((以下稱「本人」以下稱「本人」以下稱「本人」以下稱「本人」 ))))，為便於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持卡人，為便於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持卡人，為便於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持卡人，為便於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持卡人 ((((以下稱「持卡人」以下稱「持卡人」以下稱「持卡人」以下稱「持卡人」 ))))支付信用卡支付信用卡支付信用卡支付信用卡

帳款，謹授權下列轉帳金融機構為支付該等帳款之代理人，並同意如下：帳款，謹授權下列轉帳金融機構為支付該等帳款之代理人，並同意如下：帳款，謹授權下列轉帳金融機構為支付該等帳款之代理人，並同意如下：帳款，謹授權下列轉帳金融機構為支付該等帳款之代理人，並同意如下：     

(1) 本人謹授權並同意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以任何形式(如電腦媒體)自本人於下列轉帳金融機構所開立之存款帳戶內自動扣款，繳付正卡持

卡人於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之信用卡帳款。 

(2) 本人同意如撤銷本授權行為時，至少須於繳款期限前五個營業日，由本人以書面方式通知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財富管理處卡務中心;    逾逾逾逾

期通知時，則延至次一繳款期限日始生效力。期通知時，則延至次一繳款期限日始生效力。期通知時，則延至次一繳款期限日始生效力。期通知時，則延至次一繳款期限日始生效力。 

(3) 如本人授權之存款帳戶餘額不足而無法如期補足或因其他可歸責於本人之原因，致不能如期支付帳款時，兆豐國際商業銀行有權取消上

述付款代理。如因此產生循環利息、違約金及其他費用，均由本人負責支付。 

(4) 因填寫本授權書錯誤或驗印失敗致授權無法生效，如持卡人信用卡帳款遲延繳付時，與被授權扣款銀行/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及兆豐國際

商業銀行無涉。 

(5) 本人同意若實際轉帳金額與持卡人應繳之信用卡帳款不符時，願自行向兆豐國際商業銀行查詢，與  貴行/貴局無關。 

(6) 本人同意於自動轉帳預定扣款日當日下午本人同意於自動轉帳預定扣款日當日下午本人同意於自動轉帳預定扣款日當日下午本人同意於自動轉帳預定扣款日當日下午 15:3015:3015:3015:30 前將款項存入指定帳戶。前將款項存入指定帳戶。前將款項存入指定帳戶。前將款項存入指定帳戶。 

********請於粗框內填寫您的授權資料，如有塗改請於塗改處簽名確認請於粗框內填寫您的授權資料，如有塗改請於塗改處簽名確認請於粗框內填寫您的授權資料，如有塗改請於塗改處簽名確認請於粗框內填寫您的授權資料，如有塗改請於塗改處簽名確認 **   **   **   **       

□新申請□新申請□新申請□新申請             □變更□變更□變更□變更                 □取消□取消□取消□取消   (  (  (  (請務必勾選請務必勾選請務必勾選請務必勾選 ) ) ) )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申請日期：中華民國申請日期：中華民國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 

正卡持卡人正卡持卡人正卡持卡人正卡持卡人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正卡持卡人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H： O： 行動電話：行動電話：行動電話：行動電話：    

扣繳卡別 

□一般信用卡□一般信用卡□一般信用卡□一般信用卡    

((((繳款編號為繳款編號為繳款編號為繳款編號為 511511511511、、、、577577577577 及及及及 549549549549，即，即，即，即正卡持卡人正卡持卡人正卡持卡人正卡持卡人

項下所有卡片之款項。項下所有卡片之款項。項下所有卡片之款項。項下所有卡片之款項。 )))) 

□□□□    商務卡商務卡商務卡商務卡    

(繳款編號前三碼為 512） 

 

授權轉帳金額授權轉帳金額授權轉帳金額授權轉帳金額    

（（（（請務必勾選，若未勾選時以待繳總額處理請務必勾選，若未勾選時以待繳總額處理請務必勾選，若未勾選時以待繳總額處理請務必勾選，若未勾選時以待繳總額處理 ））））    
□□□□    待繳總額待繳總額待繳總額待繳總額                                        □□□□    最低應繳金額最低應繳金額最低應繳金額最低應繳金額    

立授權書人立授權書人立授權書人立授權書人     

存款帳戶存款帳戶存款帳戶存款帳戶戶名戶名戶名戶名    

    立授權書人立授權書人立授權書人立授權書人     

身分證字號身分證字號身分證字號身分證字號////    

公司統一編號公司統一編號公司統一編號公司統一編號    

                                        

銀行活期（活儲）存款帳號銀行活期（活儲）存款帳號銀行活期（活儲）存款帳號銀行活期（活儲）存款帳號    

代扣繳金融機構名單請詳第二聯背面代扣繳金融機構名單請詳第二聯背面代扣繳金融機構名單請詳第二聯背面代扣繳金融機構名單請詳第二聯背面     

郵局存款帳號郵局存款帳號郵局存款帳號郵局存款帳號    

（限正卡持卡人帳戶）（限正卡持卡人帳戶）（限正卡持卡人帳戶）（限正卡持卡人帳戶）    
立授權書人立授權書人立授權書人立授權書人     

存款開戶印鑑存款開戶印鑑存款開戶印鑑存款開戶印鑑     

金融機構代號：           

____________________銀行___________分行 

帳號：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存簿儲金 

  局號 : __ __ __ __ __ __-__ 
  帳號 : __ __ __ __ __ __-__ 
 

 

□劃撥儲金 

  帳號 :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授 權 扣 款 手 續 完 成 後 ， 將 於 對

帳 單 左 上 方 列 示 自 動 轉 帳 帳 號 ) 

 

 

 

 

請逐聯簽請逐聯簽請逐聯簽請逐聯簽////蓋原開戶印鑑蓋原開戶印鑑蓋原開戶印鑑蓋原開戶印鑑    

銀行專用，請勿填寫  

 

發動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金控總部 017-2015 交易代號：851 用戶編號           

發動者：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財富管理處 017-0099 發動者統一編號：78506552 

受  託  行  局  核  對  印  章 兆 豐 國 際 商 業 銀 行 財財財財    富富富富    管管管管    理理理理    處處處處 卡卡卡卡    務務務務    中中中中    心心心心 

 

主管              經辦             核章 

 

主管             覆核覆核覆核覆核             建檔建檔建檔建檔 

第二聯：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卡務中心留存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卡務中心留存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卡務中心留存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卡務中心留存      

注意事項： 

1.請於每月預定扣款日之前一營業日檢視您的帳戶餘額。                                                                                                                                     

2.自動扣款申請 (含新申請及變更帳號 )手續約需三十天。於完成後，本行將於信用卡對帳單之左上方列示自動轉帳

帳號及預定扣款金額供持卡人檢視。  

3.請完整填妥二聯並蓋章 /簽名後，反折黏好以背面廣告回函 (免貼郵資 )將授權書寄回本行即可。  



代扣繳金融機構一覽表 

金融機構 

代號 
金融機構名稱 

金融機構 

代號 
金融機構名稱 

金融機構 

代號 
金融機構名稱 

本國銀行(共 36 家) 8140025 大眾銀行 1620021 彰化六信 

0040037 臺灣銀行 8150015 日盛國際銀行 1630011 彰化十信 

0050418 土地銀行 8160038 安泰銀行 1650019 鹿港信合社 

0060567 合作金庫 8220901 中國信託 1780013 嘉義三信 

0070937 第一銀行   1790012 嘉義四信 

0081005 華南銀行 外商(共 12 家) 1880010 台南市三信  

0095185 彰化銀行 0200017 日商瑞穗實業 2040011 高雄三信 

0110026 上海銀行 0220019 美國銀行台北 2150044 花蓮一信 

0122009 台北富邦銀行 0250012 菲律賓首都 2160016 花蓮二信 

0130017 國泰世華銀行 0390019 澳商澳盛銀行 2220017 澎湖一信 

0162380 高雄銀行 0720014 德商德意志 2230016 澎湖二信 

0170077 兆豐國際商銀 0750006 香港商東亞 2240015 金門縣信合社 

0180012 全國農業金庫 0810016 匯豐(台灣)   

0210018 花旗(台灣) 0820017 法商巴黎   

0500108 台灣企銀 0860011 法商東方匯理   

0520672 渣打商銀 0920010 瑞商瑞士   

0530020 台中商銀 0960014 澳商澳盛銀行   

0540537 京城商銀 0990017 比利時商聯合   

1010011 大台北商銀大台北商銀大台北商銀大台北商銀    信合社(共 26 家)   

1020010 華泰銀行 1040018 台北市五信   

1030019 臺灣新光商銀 1060016 台北市九信   

1080014 陽信銀行 1140015 基隆市一信  

1180020 板信銀行 1150014 基隆市二信 

1470022 三信商銀 1190010 淡水一信 

2030012 大眾銀行 1200016 淡水信合社 

8030021 聯邦銀行 1240012 宜蘭信合社 

8050012 遠東國際 1270019 桃園信合社 

8060219 元大銀行 1300013 新竹一信 

8070014 永豐銀行 1320039 新竹三信 

8080015 玉山銀行 1390014 竹南信合社 

8090197 萬泰銀行 1460014 台中二信 

8100364 新加坡商星展 1580019 彰化市一信 

8120012 台新國際 1610013 彰化市五信 

 

扣繳機構限已參加臺灣票

據交換所 ACH 代收業務之

金融機構，除上列表機構

外尚有各地農會、漁會...

等，不另詳載。 

（若需查詢可洽本行卡務

中心客服部或逕向臺灣票

據交換所網站

www.twnch.org.tw 查詢

ACH 代收業務參加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