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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申請書為立約人（以下簡稱「客戶」）與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以下簡稱「銀行」)所簽「個人網路銀行業務申請書暨服務契約」
之附約，客戶同意遵守相關服務契約約定條款。 

 外 幣 服 務 項 目  
1. 網路外匯申報服務【064A/B000】  申請 註銷 （網路外匯交易須申請本功能） <分行請確認【0024】基本資料是否有英文名稱/地址>

 英文戶名                                                 英文地址 .                                                        

2. 外幣轉出（扣款）帳號【外幣 064A/B120】  (未使用的空白欄位請以斜線劃銷) 

約定轉出帳號 新增 註銷 幣別 每筆/每日累計轉帳限額
(新增帳號時填寫) 

 約定轉帳額度及幣別說明  
約定之轉帳限額不得超過最高限額，未填寫者預設約定額度
為最高限額。同一轉出帳戶轉帳最高限額，每筆為等值
NT$200 萬元，每日累計為等值 NT$300 萬元；網路銀行
與行動銀行之臺外幣交易合併計算每日累計限額。外匯綜合
存款帳號僅須設定一種幣別，即可使用本行其他掛牌幣別。

A               NT$     /     萬元 

B               NT$     /     萬元 

C               NT$     /     萬元 

<分行請逐一帳號確認外幣轉出帳號是否已申請網路外匯申報服務【064A】> 

3. 約定轉入本行外幣帳號【064A】  （須勾選配對之轉出帳號，未使用的空白欄位請以斜線劃銷）  

約定轉入帳號資料 指定轉出帳號 
(必填，可複選) 銀行代號(7 碼) 帳號 收款人戶名 新增 註銷 

(1)                     A B C

(2)                     A B C

(3)                     A B C
 

4. 約定轉入其他金融機構或海外分行之外幣帳號 【海外分行/他行 B130】 （須勾選配對之轉出帳號，未使用的空白欄位請以斜線劃銷）         

轉入帳戶資料（限活期性存款） 
轉出帳號 

（必填，可複選）

(1) 
戶名/地址       收款人身份別   

新增 
刪除 

A B C銀行名稱       收款國別     

帳號       幣別      銀行代號（SWIFT CODE）       

(2) 
戶名/地址       收款人身份別   

新增 
刪除 

A B C銀行名稱       收款國別     

帳號       幣別      銀行代號（SWIFT CODE）       

(3) 
戶名/地址       收款人身份別   

新增 
刪除 

A B C銀行名稱       收款國別     

帳號       幣別      銀行代號（SWIFT CODE）       

(4) 
戶名/地址       收款人身份別   

新增 
刪除 

A B C銀行名稱       收款國別     

帳號       幣別      銀行代號（SWIFT CODE）       

 收款人身份別：1:政府 2:公營事業 3:民間（未填寫者，預設值為「3:民間」） 

銀行內部作業欄位   【由銀行櫃檯人員關懷客戶提問後填寫】  （本欄位適用：1.申請人為個人戶 2.申請約定帳戶轉帳功能者） 

申請約定轉入至與本人相同戶名之帳戶（得免填寫以下欄位）  銀行判斷無詐騙之虞者（得免填寫以下欄位） 
1.客戶認識申請約定帳戶的受款人 是 否 2.申請約定帳戶的目的                正常 異常 3.其他               正常 異常

客戶拒絕回答  （以上問題如有異常或客戶拒絶回答者，請委婉說明並請客戶簽名確認與詐騙等情形無關。立約人簽名：                  ）

客戶拒絕簽名   <銀行經研判客戶顯屬遭詐騙者，請撥打「165」或 0800-777-165 警政署防範詐騙專線或逕向「110」報案> 

立約人特此聲明已於合理期間詳閱並充份瞭解本申請書全部內容且同意遵守後始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印 鑑 參 照 帳 號       

 

立約人                  (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請簽蓋原留印鑑) 
已領取： 申請書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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