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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約定書為立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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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銀行業務申請書暨約定
書」與「金融卡/金融卡轉帳申請暨約定書」之附約。 

 常用申請項目   
1. 申請密碼重設（ 個人網路銀行【0640/064A】 電話銀行【0610】）
2. 申請晶片金融卡解鎖及晶片密碼重設【0654】  (本項作業酌收手續費新臺幣 50 元整)

金融卡別： VISA 金融卡 晶片金融卡 金融信用卡(歡喜卡) 帳號：                卡號：                           
3. 申請行動銀行服務【064A】 
4. 安控機制【網路銀行 064A】【電話銀行 061A】 
（行動銀行不提供 XML 憑證相關服務，申請或異動 e 碼寶貝/行動 e 碼服務須加填 e 碼寶貝/行動 e 碼申請書暨契約書） 

安控機制 
（可複選） 

設定 適用服務
轉帳額度限制說明（每筆及每日累計） 

新臺幣約定 新臺幣非約定 外幣約定（等值 NT$）

SSL 機制 申請 註銷 

網路銀行

<網路銀行> 
200 萬元/筆 
300 萬元/日 

（或依約定）
<電話銀行> 

300 萬元/筆&日
（或依約定）

未提供此服務 
50 萬元（不含）以下/日

XML 憑證 
（智慧卡） 

申請 暫禁 恢復 註銷 200 萬元/筆 
300 萬元/日 

<網路銀行> 
10 萬元/筆 
20 萬元/日 

<電話銀行> 
未提供此服務 

晶片金融卡 申請 註銷 目前未提供 

e 碼寶貝/行動 e 碼
【0646/064N】 

申請 掛失 恢復 同步 註銷 
網路銀行
電話銀行

50 萬元（不含）以下/日提高新臺幣約定轉帳額度至       萬元
（最高 1,000 萬元/筆&日） 

 

 臺 幣 服 務 項 目 <【0623】為合併交易，如建檔失敗請用項目旁交易代號補齊設定；「轉入帳號寫入金融卡晶片」、非約定轉帳需單獨建檔>

1. 新臺幣約定轉出帳號及服務項目【網路銀行 064A/0642】【電話銀行 061A/0620/0621】【金融卡 0440】 (未使用的空白欄位請以斜線劃銷) 

約定轉出帳號 申請 註銷 
網路/行動銀行、電話銀行 金融卡 

每筆/每日累計轉帳限額 
(新增帳號時填寫)

繳費稅 約定 
轉帳

非約定
轉帳

A        網路/行動銀行 電話銀行 NT$       /      萬元  
B        網路/行動銀行 電話銀行 NT$       /      萬元  
C        網路/行動銀行 電話銀行 NT$       /      萬元  

 約定轉帳額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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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單一帳戶轉出最高限額：網路與行動銀行每筆為等值 NT$200 萬元，每日累計為等值 NT$300 萬元，約定本人本行新臺幣帳戶互轉，無金額限制

且不計入轉出限額；網路與行動銀行之臺外幣交易合併計算每日累計限額。電話銀行每筆及每日為 NT$300 萬元。金融卡固定每筆為 NT$200
萬元，每日累計為 NT$300 萬元。 

2.銀行依立約人指定之付款管道(網路/行動銀行、電話銀行及金融卡)，同時新增約定轉出及轉入帳號。若填寫之轉出帳號原已約定，不會重覆新增。
 繳費繳稅服務說明  請勾選繳費稅項目，可繳交本行新臺幣代收費用，如信用卡款、電信費、保險費、學雜費等各項費用及稅款。 
 金融卡非約定轉帳服務說明  
1.金融卡非約定帳戶於實體 ATM 每日最高轉出限額為 NT$ 3 萬元；網路 ATM 每日最高轉出限額為 NT$10 萬元。 
2.取消金融卡「非約定帳戶轉帳功能後，仍可使用『繳費、繳稅』功能鍵進行轉帳繳費/繳稅」。 

2. 新臺幣約定轉入帳號【網路銀行 0642】【電話銀行 0620/0621】【金融卡 0440、0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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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入金融卡晶片

銀行代號(7 碼) 帳號 收款人戶名 新增 註銷 新增 註銷

(

最
多
五
組) 

(1)                    A B C 

(2)                   A B C 
(3)                    A B C 
(4)                   A B C 
(5)                    A B C 

 

3. 網路銀行新臺幣非約定轉帳【064A】 申請 註銷 （安控機制須申請晶片金融卡、「e 碼寶貝」、行動 e 碼或智慧卡 XML 憑證始可使用）
（本服務適用所有轉出帳戶，每一帳戶轉帳限額每筆 NT$10 萬，每日累計 NT$2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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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ML 憑證智慧卡   XML 憑證智慧卡密碼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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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行員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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