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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DBU 法人開戶申請 



一、銀行文件清單 

ʋ> 01.公司印鑑卡一式二份 ※有正反二面

ʋ 02.法人戶基本資料開戶登錄單

ʋ 03.臺幣外幣開戶總約定書

ʋ 04.新開戶領用憑證委託書

ʋ 05.行外開戶客戶點交單

ʋ 06.實際受益人暨高階管理人員聲明書 ※有正反二面

ʋ 07.FATCA 及 CRS 聲明書【實體法人】

ʋ 08.CRS 聲明書【具控制權之人】 【文件 7.】勾選「消極非金融機構者」需提供 

ʋ 09.傳真指示交易約定書

ʋ 10.行外開戶授權委託書(法人戶) 【文件 5.】屬負責人之外第三人對保時需提供此份文件 

ʋ 11.存款往來授權書 【文件 1.印鑑式樣】屬負責人之外第三人簽樣時需提供 

ʋ> 12.分公司開戶授權書 若為分公司開戶需填寫 

ʋ 13.企業網路銀行申請暨約定書(查詢版)
「查詢版」、「交易版+查詢版」請擇一填寫 

ʋ 14.企業網路銀行申請暨約定書(交易版+查詢版)

ʋ 15.電子郵件通知服務申請書 ※寄發外匯水單及帳務資訊之用

二、徵提公司文件清單 

ʋ> 1.公司變更事項登記表及經濟部核准函 經濟部大小章+騎縫章 

ʋ 2.公司章程 經濟部大小章+騎縫章 

ʋ 3.股東名冊 公發公司可不提供 

※若無法提供請向客服詢問

ʋ 4.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加蓋私章或親簽 

※本國人提供《身份證》

※外國人提供《統一證號基資表或居留證》及《護照》

ʋ 5.實際受益人身分證明文件 加蓋私章或親簽 (例：身分證/統一證號/護照) 

※負責人之外第三人皆需提供

※ 開戶申請文件請雙面列印。

※ 開戶申請文件填寫相關問題，請洽本行客服詢問。 客服專線：﹙02﹚7705-0366

※ 全球企業金融網申請文件填寫相關問題，請洽本行客服詢問。 客服專線：﹙02﹚2311-2606



印鑑卡約定書 

一、本人與 貴行往來存款/信託業務或其他有關函件請憑下列使用方式及印鑑樣式為有效。 

二、本人同意約定本印鑑卡之印鑑樣式共同適用本人在 貴行之各項產品(適用產品帳號如下所列)。 

三、 本人瞭解並授權同意 貴行、往來金融機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保

證基金、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票據交換所、財團法人聯合

信用卡處理中心、證券集中保管公司、受 貴行委託處理銀行往來事務之機構及其他銀行業務相

關機構，依其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訂業務之需要等特定目的，得蒐集、處理、國際傳遞及利用

立約人之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個人資料等）。該等資料於 貴行及上述機構蒐集、處理、國際傳遞

及利用之期限，立約人同意為各該機構經主管機關核准該等資料檔案之保存期限。 

四、 印鑑樣式

（一）共同適用本印鑑樣式之產品帳號

戶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帳號 1 帳號 5 

帳號 2 帳號 6 

帳號 3 帳號 7 

帳號 4 帳號 8 

（二）使用方式：(數字請用大寫)

1.憑下列簽章共 式憑        式為有效。 

2.除大寫金額欄外之更改處及橫線取銷憑 式憑       顆有效。 

   啟用日期：     啟用原因：□新開戶 □印鑑變更  □印鑑掛失  

 此致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立 約 人 簽 名： 

(法人戶需負責人親簽並加蓋經濟部登記大小章或原留印鑑) 
法定代理人簽名： 

年     月     日 
鍵檔分行填寫 

銀 

行 

內 

部 

填 

寫 

項目 有 無 印鑑系統 日期 經辦 主管 

人像檔 
□行內

□行外

□行外 □支存/定存..等

□系統已留存
□完成上傳 □不需

身分證件 □ □系統已留存 □完成上傳 □不需

印鑑樣式（含立約簽章） □ □ □完成上傳 □不需 

授權委託書/未成年授權同意書 □ □ □完成上傳 □不需 

開戶約定書/保管箱租用契約/ 

戶名印鑑更換掛失申請書/ 

支存更換印鑑後憑舊式印鑑付款通知書 

□ □ □完成上傳 □不需

11101版 

主管 經辦 對保 





印鑑卡約定書 

一、本人與 貴行往來存款/信託業務或其他有關函件請憑下列使用方式及印鑑樣式為有效。 

二、本人同意約定本印鑑卡之印鑑樣式共同適用本人在 貴行之各項產品(適用產品帳號如下所列)。 

三、 本人瞭解並授權同意 貴行、往來金融機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保

證基金、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票據交換所、財團法人聯合

信用卡處理中心、證券集中保管公司、受 貴行委託處理銀行往來事務之機構及其他銀行業務相

關機構，依其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訂業務之需要等特定目的，得蒐集、處理、國際傳遞及利用

立約人之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個人資料等）。該等資料於 貴行及上述機構蒐集、處理、國際傳遞

及利用之期限，立約人同意為各該機構經主管機關核准該等資料檔案之保存期限。 

四、 印鑑樣式 戶名： 

（一）共同適用本印鑑樣式之產品帳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 

帳號 1 帳號 5 

帳號 2 帳號 6 

帳號 3 帳號 7 

帳號 4 帳號 8 

（二）使用方式：(數字請用大寫)

1.憑下列簽章共 式憑        式為有效。 

2.除大寫金額欄外之更改處及橫線取銷憑 式憑       顆有效。 

   啟用日期：     啟用原因：□新開戶 □印鑑變更  □印鑑掛失  

 此致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立 約 人 簽 名： 

(法人戶需負責人親簽並加蓋經濟部登記大小章或原留印鑑) 
法定代理人簽名： 

年     月     日 
鍵檔分行填寫 

銀 

行 

內 

部 

填 

寫 

項目 有 無 印鑑系統 日期 經辦 主管 

人像檔 
□行內

□行外

□行外 □支存/定存..等

□系統已留存
□完成上傳 □不需

身分證件 □ □系統已留存 □完成上傳 □不需

印鑑樣式（含立約簽章） □ □ □完成上傳 □不需 

授權委託書/未成年授權同意書 □ □ □完成上傳 □不需 

開戶約定書/保管箱租用契約/ 

戶名印鑑更換掛失申請書/ 

支存更換印鑑後憑舊式印鑑付款通知書 

□ □ □完成上傳 □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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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2.

幣別

幣別





年 月 日 

主管： 經辦： 對保：

臺幣/外幣   開戶總約定書 

 

 

 

 

  

1.

2.

3.

□申請網路銀行服務查詢功能及【□轉帳 □外匯匯出(另填申請書)□ ATM無卡提款(個人新臺幣帳號適用)(需臨櫃自設密碼)□一次性簡訊密碼
OTP(One Time Password)(個人戶適用)】功能。ATM無卡提款開通碼收訊及OTP簡訊服務專屬行動電話號碼  □□□□-□□□□□□ 

5.

□查詢及轉帳功能 □查詢功能 □不申請電話銀行服務【公司戶申請本項服務，需另填申請書。】

4.

帳

戶

功

能

約

定

事

項

立
約
定
書
人
確
認
申

請
項
目
及
領
用

二、

此  致 遠東國際商業銀行

 

 

 

留存印鑑（個人戶請蓋原留印鑑、公司戶請蓋原留印鑑或經濟部登記大小章）：

 

交付 □金融卡   □金融卡密碼函   □電話銀行密碼函

確認後請蓋(簽)原留印鑑：

□金融卡 □網路銀行 □電話銀行

□金融卡 □網路銀行 □電話銀行

轉 入 銀 行 名 稱 代       號 帳 號 約 定 項 目  轉 出 帳 號  

連結帳號
(限本人帳戶)

主帳號

帳號 不可轉帳(僅提款功能) 一律需約定轉帳 三萬元以下轉帳免約定

□ □ □

□ □ □

□ □ □

晶　片
金融卡 

電話銀行服務 

約定轉帳帳號(約定轉入帳號設定後，網路銀行暨電話銀行服務共同適用)【下列表格個人戶適用】

□本人【個人戶】同意於 貴行開立之臺、外幣帳戶均申請電話銀行、網路銀行暨行動銀行等自動化服務約定轉出功能且互為轉入帳號

連結帳號
□不申請

□ 申請

親簽（自然人、負責人或代表人）：

立約人業已審閱並充分了解全部內容，並完全同意

約定轉帳方式：□不可轉帳(僅提款功能)  □一律需約定轉帳  □三萬元以下轉帳免約定
國際提款功能：□申請【年滿十八歲始可申請】  □不申請

□不申請
□ 申請

本立約人向 貴行申請或委託各項上述基本往來事項（打ˇ之項目），茲聲明
□立約人已於簽訂本約定書時，業已審閱並充分了解全部內容，並完全同意後才使用各項服務及申請憑證。
□立約人已於中華民國______年_____月______日事先攜回本約定書，業經七日以上之合理期間審閱後已充分了解全部服務之約定及契約內容。
□立約人已受告知本約定書之重要內容。
□立約人已受告知「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第一項告知義務內容」並充分瞭解，且將轉知因本約定書所提供 貴行其個人資料之相關個人。
立約人嗣後往來，並願遵守有關規定與約定條款，日後 貴行如修訂相關條文，立約人同意比照遵守，不再另立契約，特立本約定書為憑。

□不申請網路銀行服務

網路銀行服務 

（請勾選並簽名：個人戶請簽名、非個人戶請蓋章）

□網路銀行密碼函 □存摺
□開戶總約定書副本(含臨櫃手續費收費標準)

立約人就本約定書壹、共同約定事項第11條至第13條， 貴行得為推介、提供其產品及服務予立約人，於推介、提供其產品及服務之範圍內寄送推介之產品及服務之
廣告信函或為電話行銷。
□同意□不同意(未勾選則視為不同意) 貴行在前述所列各目的範圍內利用立約人之個人資料提供予 貴行之子公司、合作推廣、共同行銷之機構及委託之第三人以進
行共同行銷、建檔、揭露、轉介或交互運用。＊縱立約人同意前述推介約定，立約人亦得隨時以書面通知 貴行任一營業單位或電話通知 貴行客服中心取消是項同意，
並自 貴行收到該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後生效。立約人如同意本約款將可定期或不定期獲知各項最新行銷活動資訊；惟若不同意作行銷使用，對立約人權益並無其他影響。

一、

法定代理人：

01-1090C 112.01 (宏宇)

□家管□學生□農、林、魚、牧、狩獵、礦、土石採取業□製造業□水電媒氣業、加油站□營造、土木、建築業□商業□運輸業□倉儲業□通信業
□金融業□證券及期貨業□保險業□不動產業□非營利團體□旅行社□自由業□公教人員□軍警消防業□服務業□資訊業□教職人員□專業人士(律
師、會計師)□非營利事業□自營商□進出口貿易業□批發、零售業□大眾傳播、藝術工作、體育□公營事業□政府機關□醫療院所□退休□餐飲業
□建築師□醫生□其他專業人士(公證人等)□珠寶商(含銀樓)□地產管理人或經紀商(含仲介)□地政士、代書□貴金屬商、寶石商(如買賣未切割之原
石)□藝品店□當鋪□車商□二手車商□攤販□KTV/酒吧/夜總會/卡拉OK/三溫暖/俱樂部□記帳士□宗教服務□醫務人員□虛擬貨幣平台業、虛擬帳
號服務□公益彩券□運動彩券□國防產業□無、待業□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新臺幣帳號： 外幣帳號： 行儲帳號：

□

□無摺  □有摺 (存摺列印方式：□大於24筆合併 □一律合併 □一律不合併)  
□一般活儲  □一般活存  □證券  □備償專戶   □退休金、信託財產專戶   □行員儲蓄存款（無摺）
□綜合存款：

□ 外幣存款 □無摺  □有摺 (存摺列印方式 □大於24筆合併 □一律合併 □一律不合併)
□一般活存 □綜合存款 (外匯定存質借記號：□不申請　□申請)

□ 定期性存款（臺外幣共用）

申

請

開

立

臺幣/外幣   開戶總約定書 

新 臺 幣
存　   款 1.存單質借記號：□一律不質借 □一律可質借 □臨櫃可質借，ATM不可 □臨櫃不可，ATM可質借

2.定存轉存方式：□人工  □自動：綜合存戶活期性存款積存餘額達新臺幣 萬元以上時，其超過部分由
   貴行逕行以　　　　萬元為單位或其倍數一筆自動轉存 月期 □定期存款 □整存整付 □存本取息，
  轉存利率以 貴行牌告採□固定 □機動 計息。 

 

身分證字號

通 訊 地 址 
□□□

縣 鄉鎮 路 段 巷 號 室
市 市區 街 弄 樓之

對 帳 單  

電 話 
手機： 

公司戶聯絡人 關 係 □夫妻 □父母 □子女 □親友 電 話 (   ) 
※ 為符合主管機關 know your customer 政策及業務管理規範，請填寫下列項目：

職 業 類 別 

教 育 程 度 

職 稱

婚姻狀況
 

□單身 □已婚，小孩____人

個人年收入 

家庭年收入 

□國中以下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立

約

定

書

人

填

列

區

□同戶籍地址（營業住所） □另列於下

住宅：（　）
傳真：（　）

分機：（　）公司：

□30萬以下 □30萬(含)～50萬 □50萬(含)～80萬 □80萬(含)～100萬 □100萬(含)～150萬 □150萬(含)～200萬 □200萬(含)～250萬
□250萬(含)～300萬 □300萬(含)～400萬 □400萬(含)～500萬 □500萬(含)～700萬 □700萬(含)～1000萬 □1000萬(含)以上

□30萬以下 □30萬(含)～50萬 □50萬(含)～80萬 □80萬(含)～100萬 □100萬(含)～150萬 □150萬(含)～200萬 □200萬(含)～250萬
□250萬(含)～300萬 □300萬(含)～400萬 □400萬(含)～500萬 □500萬(含)～700萬 □700萬(含)～1000萬 □1000萬(含)以上

□電子對帳單(勾選此項，須填寫電子郵件信箱） □郵寄對帳單至通訊地
□免寄存款對帳資料(惟信託投資產品對帳資訊仍依主管機關規定寄送通訊地)

LINE ID：

**如勾選免寄，建議申請網路銀行服務。

□一般職員□中、高階主管/店長□公司負責人□公教人員□律師□軍警/消防□會計師□醫師□建築師□地政士、代書□記帳士□房仲業務
□其他(家管、無、待業、自由業)

(客戶新增/變更電子郵件信箱需完成確認連結驗證後始能生效，未生效則同意 
貴行得依立約人原留存之電子郵件信箱或以郵寄方式寄送對帳單至通訊地）電 子 信 箱

第一聯：營業單位留存

戶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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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與 貴行往來存款/信託業務或其他有關函件請憑下列使用方式及印鑑樣式為有效。
本人同意約定本印鑑卡之印鑑樣式共同適用本人在 貴行之各項產品(適用產品帳號如下所列)。
本人瞭解並授權同意 貴行、往來金融機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保
證基金、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票據交換所、財團法人聯合
信用卡處理中心、證券集中保管公司、受 貴行委託處理銀行往來事務之機構及其他銀行業務相
關機構，依其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訂業務之需要等特定目的，得蒐集、處理、國際傳遞及利用
立約人之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個人資料等)， 貴行並得自上述機構蒐集立約人資料，並就所蒐集
之資料為處理、國際傳遞及利用。該等資料於 貴行及上述機構蒐集、處理、國際傳遞及利用之
期限，立約人同意為各該機構經主管機關核准該等資料檔案之保存期限。
印鑑樣式

印鑑卡約定書

（一）共同適用本印鑑樣式之產品帳號

一、
二、
三、

四、

（二）使用方式：(數字請用大寫)

1.憑下列簽章共　　　　式憑 式為有效。
2.除大寫金額欄外之更改處及橫線取銷憑 式憑 顆有效。

甲式簽章共     顆 乙式簽章共     顆

啟用日期：啟用原因：□新開戶  □印鑑變更  □印鑑掛失

此致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立 約 人 簽 名：

(法人戶需負責人親簽並加蓋經濟部登記大小章或原留印鑑)

法定代理人簽名： 月     年     日

帳號 1

帳號 2

帳號 3

帳號 4

帳號5

帳號6

帳號7

帳號8

項目 印鑑系統 日期 經辦

人像檔

印鑑樣式（含立約簽章）

授權委託書/未成年授權同意書

銀
行
內
部
填
寫

完成上傳　□行內　□行外
不需建檔　□行外　□支存/定存..等　□系統已留存

開戶約定書/保管箱租用契約/
戶名印鑑更換掛失申請書/
數存帳戶升級或轉換一般帳戶暨印鑑卡約定書/
支存更換印鑑後憑舊式印鑑付款通知書

身分證件
完成上傳　□
不需建檔　□系統已留存

□完成上傳　□不需建檔

□完成上傳　□不需建檔

□完成上傳　□不需建檔



未成年存款/信託開戶及受益人法定代理人授權同意書 

一、立書人(父及母或監護人)係____________ (身分證統一編號：        )之法定代理人，

茲同意該未成年人在 貴行以其本人名義開立非支票存款之一般存款帳戶、外匯存款帳戶、信託

帳戶、結構式商品帳戶、投資理財相關業務及全權處理該等帳戶之一切相關事宜，如有任何問題，

立書人願負連帶責任。 

二、立書人同意並授權任一立書人於未成年人符合法律規定具完全行為能力前，得單獨代理未成年人

於 貴行辦理下列業務及代表立書人全體於開戶申請書及留存印鑑卡蓋印留存。 

1. 至 貴行辦理該等帳戶之印鑑、密碼、和一切與該帳戶有關事項之變更、結清等事宜，暨與 貴

行約定使用該等帳戶所衍生之金融卡、電話銀行服務、網路銀行服務、電子化服務及定期性存

款質借功能等 貴行附加之金融商品及服務。

2.申購結構式商品業務（包括但不限辦理結構式商品交易之相關事項，如簽署結構式商品交易主

契約書及產品說明書等相關交易文件、為相關交易指示、相關投資金額交割等行為）。

3.投資信託開放式系列基金，有關受益權單位數申購、贖回及轉換之申請、受益權單位數之權益

變更事項、收益分配之領取及其受益人姓名、地址、印鑑等之登記或變更登記等相關事宜。

三、立書人辦理或變更上述約定事項時，均願遵守另與貴行簽立之存款、信託業務、結構式商品帳戶

及投資理財相關業務之約定辦理；立書人確認所為之上述業務往來均係為未成年人利益為之，如

有任何法律問題或有關存款、信託、結構式商品帳戶、投資理財相關業務及上述開戶後之各樣業

務往來服務事項所生糾紛，概由立書人自行負責，與 貴行無涉。 

四、立書人同意以未成年人名義所開立之外匯存款帳戶於未成年人符合法律規定具完全行為能力前，

該帳戶之存款、提款、轉帳等各項交易倘涉及兌換新臺幣者，應依相關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立書人絕無任何異議。如有違反，立書人願與未成年人連帶負一切法律責任。 

五、立書人瞭解並同意 貴行（含受 貴行委託處理事務之委外機構）、依法令規定利用之機構（如：

貴行海外分支機構、貴行之子公司等）、其他業務相關之機構（如：通匯行、財團法人金融聯合

徵信中心、台灣票據交換所、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等）、依法有權機關或金融監理機關、立書

人所同意之對象（如： 貴行共同行銷或交互運用客戶資料之公司、與 貴行合作推廣業務之公

司等）得於「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第一項告知義務內容」所列之特定目

的或法令許可範圍內，對立書人及未成年人之個人資料為蒐集、處理、利用及國際傳輸。 

六、立書人業於合理期間審閱並簽名確認無誤，立書人願依法負完全責任。立書人並已充分瞭解  貴

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應行告知之事項。 

此致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親簽)

(親簽)

立書人(即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 :

身分證統一編號:  

立書人(即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 :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貳、臨櫃作業關懷客戶提問單
＊無申請約定帳號轉入功能或申請約定轉入至與本人同戶名者以下免填

檢核表作業說明：
1.經辦(開戶人員)承辦：
(1)「壹」開戶檢核作業項目第8、10∼13、15、17點、本行查詢項目及勾選是否同意開戶

2.證件核對(對保人)承辦：
(1)「壹」開戶檢核作業項目第1∼7點、第9、14、16點之確認結果、(2)「貳」臨櫃作業關懷客戶提問單

3.如第1~15點有上述檢核項目出現『異常』、『不清楚』或17.1、17.3為「是」，如仍受理開戶，需簽至分行單位主管。

申辦約定帳戶轉帳功能：

詢問辦理動機與目的

□是 　□否
□正常 □異常
□正常 □異常

□客戶拒絕回答 □是

◎以上問題如有異常或客戶拒絕回答者，請委婉說明並請客戶簽名確認與詐騙等情形無關。異常及拒絕回答處理方式

◎銀行經研判戶顯屬遭詐騙者，請撥打「165」或0800-777-165警政署防範詐騙專線或逕向「110」報案。

客戶簽名： 

備
＊經判斷無詐騙之虞、客戶拒絕簽名者，請勾選：
□銀行判斷無詐騙之虞者（得免填寫其他欄項） □客戶拒絕簽名

單位主管： 經辦： 證件核對(對保人)：
(若不同人受理請分項表示)

1. 請問您是否認識申請約定帳戶的受款人？
2. 請問您申請約定帳戶的目的？
3. 其他

※提醒事項：提醒您！投資應循合法管道，避免遭受非法吸金情形而致重大損失

主管：

「國民身分證/居留證」是否有偽變造情形。 

如為本行既有客戶，經比對前一開戶行之身分證影本、

相片及留存簽名是否相符。(首次往來免填此項)

□非個人戶：徵提具控制權之人CRS聲明書
(註：帳戶持有人CRS實體類型為二、(C) 消極非金融機構實體
，另須取得CRS聲明書 【具控制權之人】)

基於上述確認後，是否同意其開戶：
＊1、2、9∼10、12∼13、15項目，如屬異常者得婉拒開戶。
＊3∼8、17.1、17.3項目，供斟酌受理開戶之參考，如有可疑仍宜婉拒。
＊17.2項目應婉拒開戶；16、17.1、17.3不收不合作帳戶，應婉拒開戶。

□受理 □拒絕
如有異常情形仍受
理開戶之理由：

□已完成人像檔上傳
(行外)

□個人戶：徵提FATCA及CRS聲明書，並依該聲明書之檢核表
徵提相關文件

□非個人戶：徵提FATCA及CRS聲明書，並依該聲明書之檢核
表徵提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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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

務

身

分

檢

核

□ EJCIC A01組合查詢
□ Z21　□ Z22
□ 內政部戶役政網站/
內政部移民署網站

□全行開戶明細查詢

□AML姓名及名稱檢核

□經濟部網站

□司法院網站

□法人戶：Google搜尋引擎等

網路資訊(含客戶官網)

客戶資料內部查詢顯示
□□無警語□有警語

□立約定書人
□負責人或代表人
□法定代理人

2.是否為禁止往來客戶或產業：
□客戶、客戶之實質受益人或其高階管理人員為資恐防治法指
定制裁之個人、法人或團體，以及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認定
或追查之恐怖份子或團體。
□非法賭博(含網路博弈)、非國防產業之軍火商、色情業、毒
品業、未合法設立登記之慈善機構或空殼銀行。

3.是否為高風險客戶：
□(1)客戶或其實質受益人為現任或曾任國內外政府之重要政治

性職務人士或擔任國際組織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及前述兩
　　 者之家庭成員及有密切關係之人。
□(2)客戶近兩年曾被本行申報為可疑交易。
□(3)客戶已發行無記名股票。
□(4)客戶透過委託帳戶、由專業中間人代為處理交易。
□(5)客戶被其他銀行拒絕金融業務往來。
□(6)客戶辦理私人理財金融。
□(7)客戶留存地址無地緣性且無合理理由。
□(8)客戶為虛擬貨幣交易平台業者。
□(9)客戶有使用虛擬帳號服務。

1.是否具高風險或特定高風險因子之客戶，包含但不限於：珠

寶商(含銀樓) 、地產管理人或經紀商、律師、會計師、地政

士、代書、貴金屬商、寶石商(如買賣未切割之原石)、旅行社

、藝品店、當鋪、汽車買賣業(含二手車商)、虛擬貨幣平台業者

、虛擬帳號服務(如第三方支付、代收代付、網路遊戲及電商平

台業者等使用虛擬帳號服務，經本行評估為高風險客戶)。

(客戶具有特定高風險因子的認定方式：法人戶係指其戶名

或其營業項目有正面表列上述關鍵字者，自然人係指從事

該行業的專業人士或負責人或有決策權/影響力之人或中高

階主管)
17

AML

高風險

或具特

定高風

險因子

及高風

險客戶

審核

□是；辦理加強審查

及填具盡職調查表

□否

□是；不得承作

□否

□是；辦理加強審查

及填具盡職調查表

□否

13

開 戶 檢 核 作 業 項 目 確認結果

□正常□異常

□是 □異常

□合理□異常

□相符□異常

□合理□異常

□清楚□不清楚

雙重身分證明文件查核。 

1
第二
證件 

名稱：□健保卡 □駕照 □護照□學生證 

□其他：

號碼/卡號：

2 身分證件之相片是否與本人相符。

3

4

5
填寫開戶資料需不斷詢問他人地址、電話或向經辦人
員查詢開戶進度。

6
主動詢問電話銀行、網路及ATM相關問題，並積極表現
要申請前項服務項目，與其職業或外觀氣質是否相當。 

7

清楚知道自己與本行有無其他業務往來：
□存款 □授信 □現金卡 □壽險□其他：
□尚未往來

短期間(含申請當日)於金融聯合徵信中心開戶查詢次數
異常或頻繁者。
◎查詢異常次數：
□一日內查詢資料二次。
□一個月內查詢資料五次。
□三個月內查詢資料十次。

開戶目的清楚表達：請於( )填編號：1.儲蓄 2.薪轉 

3.證券戶 4.資金調撥 5.投資 6.授信 7.其他：

帳號：                                       (     )

帳號：                                       (     )

帳號：                                       (     )

資金(存款)來源或財富來源：□薪資□放款□生意收入

/貨款□親友□他行存款□其他：

職業與客戶本人氣質等外觀表現相符。 

□合理□異常

8

9

10

12

□合理□異常

□正常□異常

□相符□異常
□未留影本
(原因：

)

銀行內部使用，客戶免填寫

壹、臨櫃開戶作業檢核表

本
行
查
詢
項
目

開 戶 檢 核 作 業 項 目 確認結果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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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異常

□正常□異常

□立約定書人
□負責人或代表人
□法定代理人

□正常□異常

項次

【銀行填列區】

客戶主體為法人、團體或信託時，是否徵提「實質受益
人暨高階管理人聲明書」並完成登錄。

11

□已提供過相關證明文件且無異動者，免檢核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不需要

□已向客戶宣導提供帳戶交詐騙集團使用，涉嫌違反刑法幫助詐欺罪，
或觸犯幫助洗錢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已完成人像檔拍攝(行外)—攝錄影設備 □私人 □公司

已驗證客戶留存之聯絡資料，

如：□Email；□電話(撥打時間_____：_____)

　　□客戶提供其他佐證資料              【驗證任一項即可】。

15 □正常□異常

＊高齡客戶適用 

備

詢問辦理動機與目的 申辦約定帳戶轉帳功能：請問您熟悉網銀交易使用方式，如功能、操作？

□銀行判斷無詐騙之虞者 □異常，婉拒客戶交易

□正常 □異常



年 月 日 

主管： 經辦： 對保：

臺幣/外幣   開戶總約定書 

第二聯：客戶收執聯

 

 

 

 

  

1.

2.

3.

□申請網路銀行服務查詢功能及【□轉帳 □外匯匯出(另填申請書)□ ATM無卡提款(個人新臺幣帳號適用)(需臨櫃自設密碼)□一次性簡訊密碼
OTP(One Time Password)(個人戶適用)】功能。ATM無卡提款開通碼收訊及OTP簡訊服務專屬行動電話號碼  □□□□-□□□□□□ 

5.

□查詢及轉帳功能 □查詢功能 □不申請電話銀行服務【公司戶申請本項服務，需另填申請書。】

4.

帳

戶

功

能

約

定

事

項

立
約
定
書
人
確
認
申

請
項
目
及
領
用

二、

此  致 遠東國際商業銀行

 

 

 

留存印鑑（個人戶請蓋原留印鑑、公司戶請蓋原留印鑑或經濟部登記大小章）：

 

交付 □金融卡   □金融卡密碼函   □電話銀行密碼函

確認後請蓋(簽)原留印鑑：

□金融卡 □網路銀行 □電話銀行

□金融卡 □網路銀行 □電話銀行

轉 入 銀 行 名 稱 代       號 帳 號 約 定 項 目  轉 出 帳 號  

連結帳號
(限本人帳戶)

主帳號

帳號 不可轉帳(僅提款功能) 一律需約定轉帳 三萬元以下轉帳免約定

□ □ □

□ □ □

□ □ □

晶　片
金融卡 

電話銀行服務 

約定轉帳帳號(約定轉入帳號設定後，網路銀行暨電話銀行服務共同適用)【下列表格個人戶適用】

□本人【個人戶】同意於 貴行開立之臺、外幣帳戶均申請電話銀行、網路銀行暨行動銀行等自動化服務約定轉出功能且互為轉入帳號

連結帳號
□不申請

□ 申請

親簽（自然人、負責人或代表人）：

立約人業已審閱並充分了解全部內容，並完全同意

約定轉帳方式：□不可轉帳(僅提款功能)  □一律需約定轉帳  □三萬元以下轉帳免約定
國際提款功能：□申請【年滿十八歲始可申請】  □不申請

□不申請
□ 申請

本立約人向 貴行申請或委託各項上述基本往來事項（打ˇ之項目），茲聲明
□立約人已於簽訂本約定書時，業已審閱並充分了解全部內容，並完全同意後才使用各項服務及申請憑證。
□立約人已於中華民國______年_____月______日事先攜回本約定書，業經七日以上之合理期間審閱後已充分了解全部服務之約定及契約內容。
□立約人已受告知本約定書之重要內容。
□立約人已受告知「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第一項告知義務內容」並充分瞭解，且將轉知因本約定書所提供 貴行其個人資料之相關個人。
立約人嗣後往來，並願遵守有關規定與約定條款，日後 貴行如修訂相關條文，立約人同意比照遵守，不再另立契約，特立本約定書為憑。

□不申請網路銀行服務

網路銀行服務 

（請勾選並簽名：個人戶請簽名、非個人戶請蓋章）

□網路銀行密碼函 □存摺
□開戶總約定書副本(含臨櫃手續費收費標準)

立約人就本約定書壹、共同約定事項第11條至第13條， 貴行得為推介、提供其產品及服務予立約人，於推介、提供其產品及服務之範圍內寄送推介之產品及服務之
廣告信函或為電話行銷。
□同意□不同意(未勾選則視為不同意) 貴行在前述所列各目的範圍內利用立約人之個人資料提供予 貴行之子公司、合作推廣、共同行銷之機構及委託之第三人以進
行共同行銷、建檔、揭露、轉介或交互運用。＊縱立約人同意前述推介約定，立約人亦得隨時以書面通知 貴行任一營業單位或電話通知 貴行客服中心取消是項同意，
並自 貴行收到該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後生效。立約人如同意本約款將可定期或不定期獲知各項最新行銷活動資訊；惟若不同意作行銷使用，對立約人權益並無其他影響。

一、

法定代理人：

01-1090C 112.01 (宏宇)

□家管□學生□農、林、魚、牧、狩獵、礦、土石採取業□製造業□水電媒氣業、加油站□營造、土木、建築業□商業□運輸業□倉儲業□通信業
□金融業□證券及期貨業□保險業□不動產業□非營利團體□旅行社□自由業□公教人員□軍警消防業□服務業□資訊業□教職人員□專業人士(律
師、會計師)□非營利事業□自營商□進出口貿易業□批發、零售業□大眾傳播、藝術工作、體育□公營事業□政府機關□醫療院所□退休□餐飲業
□建築師□醫生□其他專業人士(公證人等)□珠寶商(含銀樓)□地產管理人或經紀商(含仲介)□地政士、代書□貴金屬商、寶石商(如買賣未切割之原
石)□藝品店□當鋪□車商□二手車商□攤販□KTV/酒吧/夜總會/卡拉OK/三溫暖/俱樂部□記帳士□宗教服務□醫務人員□虛擬貨幣平台業、虛擬帳
號服務□公益彩券□運動彩券□國防產業□無、待業□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新臺幣帳號： 外幣帳號： 行儲帳號：

□

□無摺  □有摺 (存摺列印方式：□大於24筆合併 □一律合併 □一律不合併)  
□一般活儲  □一般活存  □證券  □備償專戶   □退休金、信託財產專戶   □行員儲蓄存款（無摺）
□綜合存款：

□ 外幣存款 □無摺  □有摺 (存摺列印方式 □大於24筆合併 □一律合併 □一律不合併)
□一般活存 □綜合存款 (外匯定存質借記號：□不申請　□申請)

□ 定期性存款（臺外幣共用）

申

請

開

立

臺幣/外幣   開戶總約定書 

新 臺 幣
存　   款 1.存單質借記號：□一律不質借 □一律可質借 □臨櫃可質借，ATM不可 □臨櫃不可，ATM可質借

2.定存轉存方式：□人工  □自動：綜合存戶活期性存款積存餘額達新臺幣 萬元以上時，其超過部分由
   貴行逕行以　　　　萬元為單位或其倍數一筆自動轉存 月期 □定期存款 □整存整付 □存本取息，
  轉存利率以 貴行牌告採□固定 □機動 計息。 

 

身分證字號

通 訊 地 址 
□□□

縣 鄉鎮 路 段 巷 號 室
市 市區 街 弄 樓之

對 帳 單  

電 話 
手機： 

公司戶聯絡人 關 係 □夫妻 □父母 □子女 □親友 電 話 (   ) 
※ 為符合主管機關 know your customer 政策及業務管理規範，請填寫下列項目：

職 業 類 別 

教 育 程 度 

職 稱

婚姻狀況
 

□單身 □已婚，小孩____人

個人年收入 

家庭年收入 

□國中以下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立

約

定

書

人

填

列

區

□同戶籍地址（營業住所） □另列於下

住宅：（　）
傳真：（　）

分機：（　）公司：

□30萬以下 □30萬(含)～50萬 □50萬(含)～80萬 □80萬(含)～100萬 □100萬(含)～150萬 □150萬(含)～200萬 □200萬(含)～250萬
□250萬(含)～300萬 □300萬(含)～400萬 □400萬(含)～500萬 □500萬(含)～700萬 □700萬(含)～1000萬 □1000萬(含)以上

□30萬以下 □30萬(含)～50萬 □50萬(含)～80萬 □80萬(含)～100萬 □100萬(含)～150萬 □150萬(含)～200萬 □200萬(含)～250萬
□250萬(含)～300萬 □300萬(含)～400萬 □400萬(含)～500萬 □500萬(含)～700萬 □700萬(含)～1000萬 □1000萬(含)以上

□電子對帳單(勾選此項，須填寫電子郵件信箱） □郵寄對帳單至通訊地
□免寄存款對帳資料(惟信託投資產品對帳資訊仍依主管機關規定寄送通訊地)

LINE ID：

**如勾選免寄，建議申請網路銀行服務。

□一般職員□中、高階主管/店長□公司負責人□公教人員□律師□軍警/消防□會計師□醫師□建築師□地政士、代書□記帳士□房仲業務
□其他(家管、無、待業、自由業)

(客戶新增/變更電子郵件信箱需完成確認連結驗證後始能生效，未生效則同意 
貴行得依立約人原留存之電子郵件信箱或以郵寄方式寄送對帳單至通訊地）電 子 信 箱

戶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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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開戶相關業務約定條款

重要內容 對應條款

金融消費者對該金融商品或

服務之權利行使、變更、解

除及終止之方式及限制

壹、共同約定事項第 2 條、第 3 條、第 5 條、第 9 條、第 10 條、第 14 條、 　

　　第 16 條、第 18 條、第 20 條、第 23 條

貳、新臺幣活期性存款特別約定事項第 2 條、第 4 條、第 5 條

參、新臺幣定期性存款特別約定事項第 2 條至第 4 條、第 8 條

肆、綜合存款特別約定事項第 3 條、第 4 條、第 7 條

伍、外匯存款特別約定事項第 1 條至第 3 條

陸、外匯綜合存款特別約定事項第 8 條

捌、金融卡服務特別約定事項第 2 條、第 9 條、第 13 條、第 16 條、 第 18.2 條  

　　、第 18.3 條、第 20.4 條

玖、電話銀行服務特別約定事項第 2.3 條至第 2.5 條、第 2.9 條、第 2.10 條、　

　　第 2.12 條、第 2.13 條、第 3.4.2 條

拾、網路銀行暨行動銀行服務特別約定事項第 4 條、第 6 條、第 21 條、第 24 條

拾參、美國海外帳戶稅收遵循法條款
拾肆、ATM 無卡提款約定事項第 1 條至第 8 條
拾伍、對帳單約定事項

金融服務業對該金融商品或

服務之重要權利、義務及責

任

壹、共同約定事項第 4 條、第 6 條、第 8 條、第 16 條、第 19 條

貳、新臺幣活期性存款特別約定事項第 6 條、第 7 條

伍、外匯存款特別約定事項第 1 條

陸、外匯綜合存款特別約定事項第 3 條、第 8 條

捌、金融卡服務特別約定事項第 7 條

拾、網路銀行暨行動銀行服務特別約定事項第 10 條、第 17 條、第 19 條

 　　至第 21 條、第 25 條

拾肆、ATM 無卡提款約定事項第 3 條、第 4 條、第 9 條、第 10 條

拾伍、對帳單約定事項

金融消費者應負擔之費用及違

約金，包括收取時點、計算及

收取方式

壹、共同約定事項第 17 條

參、新臺幣定期性存款特別約定事項第 5 條

捌、金融卡服務特別約定事項第 7 條、第 11 條、第 15 條、第 16.3 條、　　　　 

　　第 17.3 條、第 18.4 條、第 18.5 條、第 20.1 條

玖、電話銀行服務特別約定事項第 2.14 條

拾、網路銀行暨行動銀行服務特別約定事項第 12 條、第 13.1 條

金融商品或服務有無受存款

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

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

壹、共同約定事項第 28 條

因金融服務業所提供之金融
商品或服務所生紛爭之處理
及申訴之管道

捌、金融卡服務特別約定事項第 16.6 條

拾肆、ATM 無卡提款約定事項第 11 條、第 12 條

其他法令就各該金融商品或
服務所定應定期或不定期報
告之事項及其他應說明之事
項

壹、共同約定事項第 11 條至第 13 條

捌、金融卡服務特別約定事項第 22 條

開戶總約定書之重要內容說明

立約人知悉 貴行依據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及其子法規定，向立約人充分說明開戶總約定書 ( 下稱「總約定書」

或「本總約定書」) 之重要內容如下表，立約人於簽訂開戶總約定書前已充分瞭解，特此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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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開戶相關業務約定條款
壹、共同約定事項

1.   立約定書人 ( 以下簡稱立約人 ) 遵照姓名條例規定以本名開戶，機關團體或公司
行號立約人以本機關團體或公司行號之名稱立戶。

2.   立約人嗣後與 貴行一切來往，除與 貴行另有約定委託扣款、或依其他本約定書
相關約定、或憑金融卡方式辦理外，悉以立約人印鑑卡上之原留印鑑為憑。

3.   存入之款項除現金外，經 貴行認可之票據均得受理，立約人存入之票據， 貴行
係代收性質，須俟收妥後，方可支用，所託收之票據於運送途中，若發生票據被
盜、遺失或滅失時，同意授權由 貴行或付款行代理立約人辦理掛失止付及聲請
公示催告、除權判決等事宜。倘發生退票及糾葛情事，概由立約人自理，其退票
款額， 貴行得逕自存戶帳內扣除，一經 貴行通知，立約人應即攜同存摺，出具
收據來行取回原存票據，並更正存摺，如立約人不來取回，或 貴行無法通知時， 
貴行無代辦保全票據權利手續之義務，及其他一切責任。

4.   立約人如經 貴行研判帳戶有疑似不當使用之情事時， 貴行得逕自終止立約人各
戶使用提款卡、語音轉帳、網路轉帳及其他電子支付之轉帳，提款卡並得收回作
廢 ( 提款卡疑似不當使用之情事，須符合金融卡服務特別約定事項第 5 條約定之
情形 )。

5.   立約人之存摺、存單、支票或印章應自行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或被竊時，應依照 
貴行規定辦理掛失止付手續， 貴行未受理掛失止付正式申請以前，如因簽章或
票據之偽造或塗改而非普通眼力所能辨識者及因遺失或被竊致款項被冒用情事，
概由立約人負責。

6.   各種存款利率，按 貴行各該項牌告利率計息， 貴行得依市場利率水準調整之。
7.  立約人應納之存款利息所得稅，由 貴行代為扣繳，凡合乎免稅或免扣繳規定之

立約人應先辦妥免稅手續後，始得免扣繳。
8.   如因 貴行電腦系統故障、作業錯誤或由第三人誤寫帳號或戶名或其他原因而誤

入帳者， 貴行得於發現錯帳時立即更正而無需通知立約人 ; 如匯入款項至帳戶，
惟經匯款行通知取消時， 貴行當即取消該項存款。倘該存入款項業經支用，立
約人應於 貴行通知後立即返還支用款項及 貴行所定利息。

9.   未登摺交易累計次數達二十四次時，交易資料會合併為支出、收入結轉各一筆，
立約人若需存款帳戶詳細交易明細，應憑存摺、原留印鑑，得至 貴行任一營業
單位申請。但前項未登摺交易次數 貴行得視需要隨時調整，但應以顯著方式，
於營業場所公布之。未登摺交易合併方式立約人憑身分證及原留印鑑至 貴行任
一營業單位申請變更。

10. 立約人申請新臺幣及外匯存款帳戶，應於每次在 貴行各營業單位提款時，憑存
摺、原留印鑑及取款密碼 ( 倘有設定存款密碼 ) 辦理取款。惟立約人同意於辦理
授權扣款時無須憑存摺及取款密碼取款，每日最高額度依 貴行現行及修訂規定
辦理。

11. 立約人 ( 含法人戶負責人 ) 瞭解並授權同意如下：
11.1  貴行、往來金融機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保

證基金、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票據
交換所、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證券集中保管公司、受 貴行委託
處理銀行往來事務之機構及其他銀行業務相關機構，依其營業登記項目或
章程所定業務之需要等特定目的，得蒐集、處理、國際傳輸及利用立約人
之資料 ( 包括但不限於個人及帳戶有關之銀行紀錄、簿冊或交易往來等資
料 )， 貴行並得自上述機構蒐集立約人資料，並就所蒐集之資料為處理、
國際傳遞及利用。該等資料於 貴行及上述機構蒐集、處理、國際傳遞及利
用之期限，立約人同意為各該機構經主管機關核准該等資料檔案之保存期
限。

11.2  貴行得依適用之國內外法令進行申報，並得將疑似洗錢、資恐、規避制裁
或反武擴規定或疑似涉及其他金融犯罪之立約人或關係人及其與貴行或貴
行境外營業單位從事任何交易之相關資料，在貴行、貴行境外營業單位、
貴行所屬之子公司、及 / 或其他依相關法令或經相關監管機關或司法機關
核准之對象間進行傳遞及使用 ( 包括但不限於有關任何服務之提供及作為
資料處理、利用、統計、風險分析及犯罪調查之用 )，前揭各收受對象得依
相關法律、監管機關命令或司法程序之要求，進行處理、利用、移轉或揭
露相關資料。

11.3  貴行因業務關係於美國設有通匯往來帳戶，為配合美國 Anti-Money 
Laundry Act of 2020 第 6308 條 (Section 6308) 之規範，倘經美國財政
部或司法部要求提供立約人資料 ( 包括但不限於立約人於 貴行往來所有業
務之帳戶紀錄 )， 貴行得配合提供。

12. 立約人 ( 含非個人戶之負責人或代表人 ) 同意 貴行得為以下各項目的，蒐集、處
理、國際傳輸與利用並准許下列第三人在下述所列各目的範圍內利用立約人之個
人資料，縱立約人同意上述，立約人得隨時以書面通知 貴行任一營業單位或電
話通知 貴行網路客服中心取消是項同意，並自 貴行收到該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後
生效。
12.1  提供予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或其他類似機構，或與立約人往來之金

融機構，為各項合於其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訂業務需要等特定目的之利
用 ( 包括提供資料予其他第三人 )。

12.2  一般金融同業徵信、財物資訊交換之目的。
12.3  推介、提供立約人之產品及服務。
12.4  寄送推介產品及服務之廣告信函。
12.5  准予第三人推介、提供其產品及服務予立約人，於推介、提供其產品及服

務之範圍內。
12.6  立約人同意  貴行得依法委託第三人處理事務，於該第三人於受任事務之範

圍內。
12.7  其他法令准許之各項目的。

13. 處理存款相關交易 貴行得將立約人與其往來之資料提供 / 揭露予主管機關、司法
單位或其他依法有權取得之政府機構，及 貴行依法委任處理立約人事務之第三
人。

14. 立約人之基本資料除戶名、身分證字號 / 統一證號 / 統一編號、戶籍地址等變更
需立約人親自到行辦理外，其他事項可以電話通訊方式由 貴行客戶服務單位確
認立約人身分後辦理變更。

15. 立約人開立帳戶如為籌備處性質，應於 6 個月內憑設立完成之相關證照來行辦理
變更事宜，若逾上述期間未完成變更，立約人同意 貴行得逕自終止本契約關係，
並將立約人帳戶予結清銷戶。倘帳戶尚有存款餘額時，將自結清日起轉列 貴行
其他應付款項 ( 不再計息 )，立約人應儘速親持身分證明文件、原留印鑑及存摺
至原開戶單位支領帳戶結清餘留款項。

16. 除證券商股款帳戶或 貴行另有規定者外，立約人新臺幣存款帳戶餘額未達 貴行
規定之起息金額且無任何存、提款記錄長達二年者， 貴行得通知立約人後將此
帳戶轉為【靜止戶】，帳內並自轉入日起不予計息，且金融卡、語音及網路銀行
等自動化服務皆停止使用。倘立約人帳戶轉為靜止戶時，若欲恢復往來，須立約
人持身分證正本、第二證件及原留印鑑至任一營業單位申請恢復。自 103 年 2 月
22 日起，既有靜止戶全面轉回一般戶，取消靜止戶條款及恢復為一般戶作業程
序。

17. 有關存款衍生之手續費收取依 貴行公告之「存匯服務手續費收費標準」計收，
嗣後若有調整應以顯著方式於營業場所公布。

18. 除本約定書有特別規定外， 貴行得隨時修訂本約定書之相關規定，每次修改， 
貴行將其內容以顯著方式，於營業場所公開揭示或於 貴行網頁上公告。倘立約
人不同意 貴行之修改，得隨時以書面終止與 貴行之帳戶往來關係與本約定書。

19. 立約人與 貴行所有往來之紀錄，包括但不限於存取款項、帳戶餘額、質借金額、
轉帳金額，悉依 貴行帳上記載為準，但經 貴行查證為 貴行之錯誤時， 貴行應更
正之。

20. 立約人同意 貴行所為之通知，除法令規定外， 貴行得以電話、親自送達、郵寄、
電子訊息傳輸（包含且不限簡訊、電子郵件信箱、網站公告及行動裝置推播）或
其他方式為之，並以立約人留存於 貴行之電子郵件信箱、通訊地址及手機號碼，
或立約人另行以書面指定之其他地址為準，且依該地址為寄送後經通常郵遞期
間，即視為已依約送達。但立約人對 貴行所為之通知應以書面送達，且於 貴行

實際收受後始視為已合法送達。若立約人之電子郵件信箱、通訊地址及手機號碼
等資料如有變更，立約人應即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 貴行更新，如未通知，
而 貴行依立約人原留存之地址或寄送方式寄送相關文件者，視為已合法送達，
立約人絕無異議。立約人知悉上開各項通知服務若因電子郵件系統伺服器、個人
電腦設定、收件匣已滿等非因可歸責 貴行之因素，可能導致郵件無法或延遲送
達， 貴行不負任何責任。

21. 立約人同意 貴行所提供之服務項目、服務時間、轉帳範圍、金額、次數之限制
及於資訊系統故障下之存取款項等，除依法必須另行約定者外， 貴行得依主管
機關、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或 貴行有關規定之變更而調整或增修之，並得於 
貴行營業場所公開揭示或於 貴行網頁上公告。

22. 立約人存款存摺所載存款或借款與 貴行帳數額不符時，以 貴行帳上記載為準，
但立約人能證明時不在此限。

23. 立約人與 貴行往來期間，立約人未能依總約定書或其他契約履行對 貴行之義務
或債務時，或因其他關係而經 貴行提起訴訟或經任何人聲請假扣押、假處分、
強制執行、破產宣告、裁定重整、停止營業及其他法律處分者，本存款項下之各
類存款，均得視為全部到期，立約人並即喪失一切債權 / 債務期限之利益， 貴行
得對立約人帳戶之存款為必要之處分（含終止支票存款及定期存款等）。立約人
如對 貴行負有債務，縱其清償期尚未屆至， 貴行亦得以前述存款抵充立約人對 
貴行之債務。

24. 為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與武器擴散之目的，立約人同意 貴行得依「洗錢防制
法」、「資恐防制法」、「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銀行業及其他經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金融機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實施辦
法」、「中華民國銀行公會銀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範本」及「存款帳
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法」( 該等法令如有更名或修正者，亦同 ) 
及相關法令規定，為下列行為：
24.1 貴行依法認定帳戶有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者， 貴行得不經通知逕行暫

停該帳戶全部交易功能、暫停該帳戶使用金融卡、語音轉帳、網路轉帳及其
他電子支付功能，或終止帳戶往來並立即結清該帳戶，其剩餘則俟依法可領
取者申請給付時處理。

24.2 立約人及立約人之實質受益人、高階管理人員、關聯人 ( 如法定代理人、代
理人、僱傭人員與被授權人 )、交易對象或關係企業，若為資恐防制法指定
制裁之個人、法人或團體，以及受經濟制裁、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認定或追
查之恐怖分子或團體、貴行依法或依內部規定不予往來之行業或對象，貴行
得不經通知而暫時停止立約人之各項交易或各項業務關係； 貴行並得以電
子郵件或雙方約定之方式通知立約人終止各項業務關係、逕行銷戶或採行其
他必要措施。

24.3 立約人於建立業務關係時及業務關係持續期間，於 貴行定期或不定期審視
立約人及其實質受益人、高階管理人員、前述關聯人、交易對象或關係企業
身分作業或認為必要時 (包括但不限於懷疑立約人涉及非法活動、疑似洗錢、
資助恐怖主義活動或武器擴散、或媒體報導疑似涉及違法等 )，得要求立約
人配合審視作業，若拒絕提供審查所需之必要個人（含立約人、實質受益人、
高階管理人員、前述關聯人、交易對象或關係企業）資料、公司資料 ( 含股
權結構、高階管理人員與實質受益人基本資料等 )、拒絕提供交易等資訊說
明 ( 交易性質與目的或財富資金來源等 )、拒絕配合電話、信函與實地審查
作業等、有其他不配合審視情事、提供不齊全或不實資料、帳戶疑似涉及洗
錢或資助恐怖主義活動等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者，或媒體報導涉及違法之特
殊案件相關帳戶者， 貴行得不經通知而暫時停止立約人之各項交易或各項
業務關係； 貴行並得以電子郵件或雙方約定之方式通知立約人終止各項業
務關係、逕行銷戶或採行其他必要措施。
24.3.1  貴行如知悉立約人之職業 / 行業屬於 貴行不予往來之對象，或立約

人之行為、樣態與 貴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相關作業規定有不符合
時， 貴行得不經通知而暫時停止立約人之各項交易或各項業務關係； 
貴行並得以電子郵件或雙方約定之方式通知立約人終止各項業務關
係、逕行銷戶或採行其他必要措施。

24.4 因 貴行採取前述行動所造成之一切直接或間接損失（包括任何支出、損失、
費用、罰款或法律上之不利益），概由立約人承擔。

25. 本約定書悉依中華民國法律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就本約定書所生之一切訴訟事
件，立約人及 貴行同意以本存款開戶之 貴行分支機構所在地之地方法院或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或民事訴
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規定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26. 本約定事項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及本約定書之相關約定事項辦理。
27. 本約定事項各條標題，僅為查閱方便而設，不影響契約有關條款之解釋、說明及

瞭解。
28. 立約人之存款受有存款保險之保障，由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承保，保險範

圍及每一存款人最高保險額度，依存款保險條例之相關規定定之。
29. 本約定書壹式貳份，由立約人及 貴行各執壹份為憑。

	 	 	貳、新臺幣活期性存款特別約定事項
1.   立約人開立本項存款，初次存入金額之最低額度，由 貴行依據政府法令規定隨

時酌定之，嗣後續存，不拘數目。
2.   立約人得依需要，選擇由 貴行發給存摺，存取款項時應憑存摺及存入憑條、取

款條辦理，以存摺為立約人對帳依據；或選擇採無摺交易方式，存取款項時憑存
入憑條、取款條辦理，由 貴行於月底按立約人往來情形，寄送對帳單予立約人，
若立約人當月未有往來者，得免寄送。立約人於收到 貴行對帳單若逾二週未向 
貴行查詢或退回者，即視為核對無誤。

3.   立約人在 貴行存款時，得使用二聯式之存入憑證，收據聯應由 貴行交立約人妥
為保存，若有遺失時，立約人同意以 貴行之留存聯為憑。

4.   本存款戶之立約人均可在 貴行辦理取款密碼。
5.   立約人選擇為有摺交易方式時，仍可連續進行無摺交易 ( 包括臨櫃、金融卡及電

腦自動設備交易 )；立約人本人 ( 含被授權章人 ) 辦理臨櫃取款時同意得以無摺
辦理，事後自行補登存摺。

6.  活期存款以日終餘額新臺幣壹萬元為計息起點，活期儲蓄存款以日終餘額新臺幣
壹萬元為計息起點，未達計息起點者不予計息，超過計息起點者以佰元整數為計
息單位。本項存款按日計息，以每日存款餘額之和先乘其年利率，再除以 365 即
得利息，每半年結算一次滾入本金，但未屆結算期中途存款全數提清者依 貴行
規定辦理。

7.   以自動化設備 (ATM、網路 ATM 或電話語音服務 )、網路銀行或行動銀行等方式，
於營業時間外 ( 含假日 ) 辦理現金、轉帳及匯款存入 / 提取之活期存款，計息切
換點為”24:00”。

8.   本約定事項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新臺幣活期性存款之有關法令及本約定條款相關
約定事項辦理。

	 	 	參、新臺幣定期性存款特別約定事項
1.   立約定人於 貴行開立本項存款時，得依存款種類特性，選擇到期一次提取本息

或按月支付利息到期提取本金。
2.   本項存款到期逾期提領本金時，其逾期利息依到期日至提取日之天數折合日期依

照每日 貴行活期存款牌告利率單利計算。
3.   本項存款利息足月部份 ( 不論大小月，例如 2 月 8 日至 3 月 8 日為 1 個月 ) 按月

計息，以本金乘年利率、月數，再除以 12 即得利息額。不足月部份 ( 即不足 1
個月之畸零天數部份 )，則按日計息。

4.   本項存款轉期續存未滿一年之定期存款，立約人應在到期日起一個月內辦理，得
自原到期日起息；如轉期轉存一年以上之定期或定期儲蓄存款，立約人應在到期
日起二個月內辦理；新定期存款利率以轉存日 貴行各天期牌告利率為新定期存
款利率。超過上述期限申請轉存，自轉存之日起息，但其原到期日至轉存前一日
之逾期利息，依到期日至轉存日之天數折合日期依照每日 貴行活期存款牌告利
率單利計算。

5.   立約人於開立零存整付儲蓄存款後之繳款須提出存單以便登記，亦得辦理自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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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帳戶自動扣繳，如逾期繳款在三日以上者，立約人應依照逾期日期按原訂利率
給付違約金與 貴行，逾期六個月以上者，以停儲論。中途停儲期滿支領者，所
存本金仍按原訂利率個別複利計算。

6.   指定到期日定期性存款，照其實際存款期間足月部份之 貴行已掛牌前一較低期
別之利率按實際存款期間計息。

7.   立約人將本項存款之存單設定質權與第三人須經 貴行同意始得為之。
8.   本項存款到期前不得提取，但立約人如有急用，得依銀行法第 8-1 條規定辦理質

借或於七日以前通知 貴行中途解約，中途解約按實際存款期間規定，依其適用
利率八折計算存款利息，因中途解約致 貴行有溢付之利息，立約人同意 貴行得
逕自存單本金或未付之利息中扣除，並就餘額返還立約人。
中途解約者，該筆存款須全部一次結清並以訂約日 ( 轉存日或續存日 ) 貴行牌告
利率，按實際存款期間 ( 包括不足月零星日數，以下同 ) 依下列規定單利計息：
8.1  未滿一個月時，不予計息。
8.2  存滿一個月未滿十三個月時，照 貴行當月期牌告利率八折計息。
8.3  存滿十三個月未滿二年時，照 貴行十三個月期牌告利率八折計息。 
8.4  存滿二年以上者，照 貴行二年期牌告利率八折計息。
採用牌告機動利率計息之存款，除依前款方式選擇適用期別利率外，實際存款期
間內，如遇 貴行牌告機動利率調整者，應同時改按新牌告機動利率分段計息。

9.   立約人得申請辦理本項存款之自動轉期。
10. 外國人辦理定期儲蓄存款或自動展期續存之期限，應不逾其居留證之有效期間。

非本國籍之外國人應即時更新居留證效期並通知 貴行，若持有定期儲蓄存款期
間超過留存於 貴行之居留證有效期間， 貴行得逕行終止或停止續存該筆定期儲
蓄存款。

11. 本約定事項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新臺幣定期存款之有關法令及本約定條款相關約
定事項辦理。

	 	 	肆、綜合存款特別約定事項
1.   綜合存款係以 貴行活期存款或活期儲蓄存款 ( 以下簡稱活期性存款 )、定期存款

或定期儲蓄存款 ( 以下簡稱定期性存款 ) 及擔保放款，綜合納入同一存摺內，立
約人得憑該存摺與存款憑條或取款憑條，辦理存取款及質借，不另簽發存單或貸
款憑證，但立約人委託 貴行代繳各種委託支付事業費用或稅捐時， 貴行得逕行
撥付。

2.   綜合存款項下定期性存款之轉存方式，約定應由立約人簽發憑條辦理轉存事宜，
得透過電話語音、行動銀行及網路銀行辦理，及應依本約定書相關約定辦理。立
約人如欲依約定自動轉存，應立即至 貴行辦理相關手續。

3.   立約人約定將綜合存款項下現在及將來所存入之定期性存款悉數設定質權出質與 
貴行，以供立約人現在及將來在本存款帳戶陸續質借之擔保，立約人並聲明絕不
將本存款轉讓或設定質權予第三人。

4.   綜合存款項下之活期性存款，如因取款或其它支付款項而致存款不足支付時，倘
本存款項下另訂有定期性存款質借約定，其不足額即為立約人之借款金額，立約
人不另簽具借款憑證，借款辦法依本事項第 6 條規定辦理。

5.   綜合存款項下定期存款之質借約定為一律不質借，如欲質借需親至營業櫃台辦理
約定事宜。

6.   綜合存款項下定期性存款之質借利率依照所有供質之定期性存款開戶利率加權平
均數加一•五 % 計算，活期存款戶按其每日質借最高餘額之積數計息，活期儲
蓄存款戶則依其每日質借最終餘額之積數計息，於每月二十一日以自動轉帳方式
由 貴行逕自活期性存款帳戶內扣繳。不足部份或到期未清償，視為借款再依質
借規定辦理，惟定期性存款到期結清或中途解約時 貴行得同時計算質借利息，
先行圈存抵償之。
6.1  質借額度以本存款項下供質借之定期性存款本金總額之九成為限，由立約人

陸續質借支用之。
6.2  質借期限不得超過本存款項下各筆定期性存款之期限。
6.3  倘立約人於定存質借期間內死亡，立約人同意質借功能自 貴行知悉或收訖立

約人死亡相關證明時視為終止，且其設質定存亦視為立即到期， 貴行無需
通知即得以其設質定存款項抵償立約人對 貴行所負之質借款項本金、 利息
及其他債務。

7.   立約人若授權 貴行就本綜合存款之定期性存款辦理自動轉期，於定期性存款到
期時，立約人所借款項如未超過借款限額，貸款期限亦比照延長，但如所借款項
本息超過借款限額，借款則視為到期，立約人應即將超過之數額償還，或由 貴
行逕行於定期性存款到期時，停止轉期並轉入活期性存款扣抵， 貴行並有權在
立約人存入款項或 貴行持有之立約人之其他款項內扣還。

8.   綜合存款項下各種存款計息辦法，按轉存時 貴行各天期存款牌告利率計算。中
途解約時，其利息依照定期性存款中途解約辦法辦理，利息一律由 貴行自動轉
帳存入活期性帳戶內。遇 貴行公告調整利率時， 貴行得調整之。

9.   立約人終止本存款約定時，如有質借者，須先將質借本息全部清償。

	 	 	伍、外匯存款特別約定事項
1.   立約人外匯存款帳戶餘額於 貴行結息前，未達 貴行規定之起息金額且無任何存

提款記錄長達二年者， 貴行得通知立約人後將此帳戶轉為【靜止戶】，帳內並
自轉入日起不予計息，被列為靜止戶之帳戶，於 貴行依立約人申請解除靜止戶
設定前， 貴行得停止該帳戶一切交易及服務。倘立約人帳戶轉為靜止戶時，若
欲恢復往來，須立約人持身分證正本、第二證件及原留印鑑至原開戶營業櫃台申
請恢復，自 103 年 2 月 22 日起，取消靜止戶條款。

2.   外匯存款最低開戶金額及起息金額
2.1  最低開戶金額

2.1.1  外匯活期存款無最低開戶金額限制。
2.1.2  外匯定期存款為等值美元 1,000 元，惟人民幣為人民幣 20,000 元 ( 自

102.7.1 起 )。
2.1.3  上項金額如有調整將於 貴行網頁上公告。

2.2  外匯活期存款儲存各幣別之起息金額 ( 目前除日圓為一百元及人民幣為貳仟
元 ( 自 102.7.1 起 )，其他各幣別如美金、英鎊、港幣、瑞士法郎、澳幣、新
加坡幣、加拿大幣、泰幣、歐元、紐西蘭幣等均為一元 ) 與累計積數 ( 日圓
計算至百元，百元以下無條件捨去，其他幣別均計算至元 )，由 貴行酌定之，
如有調整將於 貴行網頁上公告。

3.   外匯存款帳戶存款計息方式如下：
3.1  外匯活期性存款：

3.1.1  按日計息 ( 每日存款餘額之和先乘其年利率，再除以 360 即得利息
額 )。每日存款餘額未達貴行規定起息金額者，不計算當日存款利息，
累積積數除日圓計算至百元，百元以下無條件捨去，其他幣別均計算
至元，元以下無條件捨去。

3.1.2  外匯活期存款按貴行牌告之外匯活期存款利率機動計息，每年六月及
十二月各結息乙次，利息入帳日為結算日之次營業日。

3.2  外匯定期性存款：
3.2.1  足月部分按月計息；遇有不足一月之畸零天數部分，則按日計息 ( 本

金乘年利率乘天數，再除以 360）。
3.2.2  外匯定期存款按貴行牌告之外匯定期存款利率固定單利計息。

4.   外匯定期存款逾期提取本金時，其逾期利息依到期日至提取日之天數折合日期依
照每日 貴行外匯活期存款牌告利率單利計算。

5.   外匯定存轉存續存請於到期日起十日內辦理，得自原到期日起息，超過十日申請
轉存，自轉存之日起息，但其原到期日至轉存前一日之逾期利息按轉存日之 貴
行外匯活期存款牌告利率單利計算，新存單利率以續存日 / 轉存日利率為新存單
利率。

6.   立約人得憑定存單質借與定存單幣別相同或不同之外幣或新臺幣悉依 貴行外匯
定期存款存單質借相關規定辦理。

7.   立約人得申請中途解約，其利息之計付，悉以 貴行有關規定辦理。
8.   立約人以新臺幣結購外匯存入或提領外匯結售為新臺幣時，應依據中央銀行「外

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之規定辦理，結匯金額新臺幣五十萬元 ( 含 ) 以上者需
填寫「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書」。

9.   立約人同意提領、存入外幣現鈔時，支付 貴行匯差手續費。
10. 立約人於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不得辦理存提外幣現金、提領旅行支票或將外匯存款

兌換為新臺幣。
11. 立約人以外匯定期存款質借外幣時，不能兌換為新臺幣。
12. 外匯定存得辦理自動轉期，最後一次轉期到期後，不再轉期者，逾期利息以 貴行

外匯活期存款牌告利率依到期日至提取日之天數折合日期單利計算。
13. 立約人申請定存自動轉期後，若辦理存單掛失補發或換發存單時，原存單之自動

轉期申請失效，立約人必須另辦理自動轉期之申請。
14. 有關外匯活期存款與外匯定期存款之約定事項，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新臺幣活期

性存款與定期性存款之有關法令及本約定書之相關約定事項辦理。

	 	 	陸、外匯綜合存款特別約定事項
1.   綜合存款係以 貴行外匯活期性存款、外匯定期性存款綜合納入同一存摺內，立約

人得憑該存摺與存款憑條或取款憑條，辦理存取款且不另簽發存單憑證。
2.   本存款項下之外匯定期性存款，除以本利和方式自動轉存外，存款利息均由 貴行

於計算期日，以自動轉帳方式存入存戶外匯活期性存款。
3.   本存款存、取不限原存入幣別。不同幣別之存、取，其折算匯率均需另行約定。

外匯市場變動激烈時， 貴行得暫停辦理不同幣別間兌換之存取款。
4.   本存款利息所得稅扣繳及定期存款中途解約計息，依 貴行外匯存款業務處理辦法

之規定辦理。
5.   本存款移存 貴行其他營業單位時，依 貴行存款移存辦法辦理。
6.   本存摺未登摺之收付款項，均應事後補登存摺，在未補登前存摺內記載之金額，

與 貴行帳上記載之金額不符時，概以 貴行帳簿所載金額為準，但立約人能證明時
不在此限。

7.   本存款不得轉讓或設定質權予第三人。
8.   外匯綜合存款帳戶定期存款質權設定暨借款約定。

8.1  立約人為向 貴行以定存擔保借款，約定以立約人開立於 貴行之外匯綜合存款
帳戶 ( 以下簡稱本存款帳戶 ) 辦理質借功能，並同意現在及日後隨時存放本
存款之外匯定期存款 ( 以下簡稱定存 ) 設定質權予 貴行，並於各筆設質定存
之本金金額及存續期限範圍內，向 貴行質借款項。

8.2  立約人得憑該存摺與存款憑條或取款憑條，或藉電話指示錄音交易、網路銀
行等自動化設備，辦理質借款項，且不另簽發定存存單憑證。

8.3  立約人同意現在及日後隨時存放於本存款帳戶之定存設定質權予 貴行，以作
為立約人向 貴行質借款項及其他所負債務之擔保，擔保範圍包括立約人對 貴
行所負一切債務，包括但不限於本金、利息、遲延利息、費用 ( 包括但不限
於律師費用 )，以及因債務不履行而生之損害賠償責任。立約人所提供之定存
擔保物不問提供之先後， 貴行均得共通流用為立約人對 貴行現在 ( 包括過去
所負尚未清償 ) 及將來所負一切債務之擔保。

8.4  本存款帳戶內如僅有外匯活期存款，需先轉存為外匯定期存款，作為本契約
書質權之標的以辦理質借款項。

8.5  本契約書之定存以美元、澳幣、日圓、人民幣及歐元為限，質借款項之幣別
除前述幣別外，亦得將前述幣別之定存設質擔保新臺幣借款。但 貴行得視市
場情況調整之。

8.6  質借方式：
8.6.1  立約人應檢據 貴行所規定之證 ( 文 ) 件臨櫃，或透過電話指示錄音交

易，或經由網路銀行辦理動撥質借款項指示。
8.6.2  逐筆動用：立約人同意其現在及日後所有存放於 貴行本存款帳戶項下

之定存，在逐筆為動撥質借款項指示時，即同時確認已設定質權予 貴
行，以供立約人現在及將來陸續於本存款帳戶質借款項之擔保。設定
質權之定存及質借款項之明細以 貴行之記載為準。

8.6.3  臨櫃動撥質借款項，以立約人簽署之外匯定存質借申請書為憑，透過
電話指示錄音交易及網路銀行動撥質借款項，以自動化設備記錄為憑，
皆不另簽具借款憑證：
8.6.3.1  如動撥款項為新臺幣時，撥入立約人開立於 貴行之本人帳戶，

惟排除撥入房信貸金融卡透支帳戶、ALL IN ONE 及備償帳戶。
8.6.3.2  如動撥質借款項為外幣時，撥入立約人開立於 貴行之本存款

帳戶項下之外匯活期存款。
8.6.4  各筆定存金額質借或擔保借款限額：立約人得於各筆定存存續期限內

使用質借功能或擔保借款，於本存款帳戶項下之未到期定存，動撥質
借與定存相同幣別者，最高得質借至九成，動撥新臺幣者，最高以擔
保借款當時該定存幣別對新臺幣之匯率中價核算後之八成，動撥與定
存不同幣別者 ( 非新臺幣 )，最高得質借至以質借當時該定存幣別對該
借款幣別之匯率中價核算後之七成，不足一元部分以四捨五入計。但 
貴行得視市場情況調整之。

8.6.5  單筆質借款項金額不得低於新臺幣 10,000 元 ( 或等值外幣 )，但 貴行
得視市場狀況調整之。

8.6.6  擔保維持率：
8.6.6.1  本契約書所稱之擔保維持率，指立約人提供之設質定存金額乘

以前一日結帳匯率，再除以借款餘額，再乘以 100%。
8.6.6.2  立約人同意如立約人定存設質擔保新臺幣借款時，擔保維持率

應維持 110% 以上；如立約人質借與定存不同幣別之外幣時，
擔保維持率應維持 125% 以上。 貴行得視市場情況調整擔保
維持率。

8.6.6.3  擔保維持率未達前項比率時，由貴行 通知立約人補足差額，
自通知日起三個營業日內如未補足差額 ( 部分清償或經 貴行同
意另提供定存設質 ) 時， 貴行有權隨時終止質借，並以設質定
存款項逕抵償其應付而未付之質借款項本金及利息。

8.6.6.4  應補足差額之計算方式：借款餘額― ( 設質定存金額 X 前一日
結帳匯率 X 貸放成數 )。

8.6.7  質借期間：
8.6.7.1  自借款日起至清償日止，至少一個月，最長一年，到期得申請

續借。原質借期間及續借期間合計最長不逾七年，且 貴行保
有同意續借與否之權利。

8.6.7.2  除後述「其他約定事項」( 一 ) 之情形外，各筆質借期間應於
立約人憑以擔保設質之未到期定存期間內，逐筆動撥時指示。

8.6.7.3  立約人如申請續借，該筆質借設質之定存，立約人同意以本金
續存或本息續存方式，授權 貴行於到期日前，依原存款期限
自動繼續轉期。立約人申請續借時，倘已質借款項之本利和超
逾質借限額，立約人應先立即償還差額。

8.6.7.4  前項自動轉期之定存，立約人如欲辦理解約，倘該筆定存本息
總額低於質借款項本息總額時，立約人同意應先將該差額補
足，始得依 貴行規定辦理定存結清，或中途解約，解約後之
款項應先清償質借款項本息；立約人如欲辦理變更定存期間，
則需先將定存解約並清償質借款項後，重新辦理定存及質借款
項，且定存利率或質借利率將依 貴行規定予以調整。

8.6.8  還款：
8.6.8.1  質借期間到期，立約人應償還質借款項及利息。立約人可臨

櫃，或透過電話指示錄音交易，或經由網路銀行辦理還款，由 
貴行於立約人授權繳款帳號以自動轉帳方式計收。

8.6.8.2  如質借未到期，立約人提前還款時，可臨櫃，或經由網路銀行
辦理還款，每次還款金額不得低於新臺幣 5,000 元 ( 或等值外
幣 )，倘質借款項本金餘額低於新臺幣 5,000 元，則須一次全
數清償。

8.7  質借或擔保借款利息：
8.7.1  定存質借利率：除同幣別之質借利率依定存利率加 1% ( 稅外加 ) 計外，

不同幣別之質借利率依質借當時雙方約定計之。
8.7.2  本存款帳戶項下之定存質借，就立約人動撥質借款項之每日未清償餘

額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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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3  設質擔保新臺幣借款計息方式 : 新臺幣本金先乘借款利率，再乘借款
天期，再除以 365 即得利息額。

8.7.4  質借外幣計息方式：質借外幣幣別本金先乘質借利率，再乘質借天期，
再除以 360 即得利息額。

8.7.5  立約人應於質借期間到期或提前還款時一次計付質借利息予 貴行。
如立約人申請續借，應於續借前清償質借利息。

8.8  其他約定事項：
8.8.1  本存款帳戶項下定存，定存利率為立約人與 貴行議定者，其借款期

限，一律以該筆定存之到期日為質借止日，不得超過該提供設質定存
之到期日，並不得辦理續借。

8.8.2  立約人聲明承諾事項
8.8.2.1  設質定存非經 貴行事前書面同意，立約人不得轉讓或再設定

質權予第三人，亦不得任意移轉、提領、解約或為其他處分。
8.8.2.2  立約人聲明其所提供之設質定存完全為其本人合法所有，他

人並無任何權利，且立約人確有就其為各項處分之權利。
8.8.3  透過電話指示錄音交易動撥質借款項 / 續借

8.8.3.1  立約人透過電話指示錄音交易動撥質借款項、續借時，應遵
守與 貴行簽訂之「電話理財服務」相關規定，並於 貴行營業
時間內辦理。

8.8.3.2  立約人之定存若同時有二筆以上並透過電話指示錄音交易動
撥質借款項、續借時，需明確指示以何筆定存辦理； 貴行將
對立約人之指示予以錄音，並將立約人之指示登錄於電腦系
統內，立約人同意 貴行之電話錄音、電腦系統記錄及依此指
示而確認之質權設定、動撥質借款項或續借服務對立約人有
絕對效力。

8.9   違約情事 / 實行質權、行使抵銷權
8.9.1  立約人與 貴行往來期間，倘有任何一筆債務未按期清償或攤還本金、

或依破產法聲請和解、聲請宣告破產、聲請公司重整、票據拒絕往來、
停止營業、清理債務時，本存款帳戶項下之質借款項均得視為全部到
期，不經 貴行通知或催告，應即清償。倘有任何一筆債務不依約付
息，或受強制執行、假扣押、假處分或其他保全處分，致以該等定存
為擔保向  貴行質借款項有不能清償之虞時，經 貴行於合理期間通知
( 惟無須立約人同意 )，借款及定存即視同到期，屆時，就借款餘額， 
貴行除得依法實行擔保物之質權及其他各項權利外，並得隨時行使抵
銷權及留置權。

8.9.2  立約人若有對 貴行之任一債務到期或經 貴行依約主張視為全部到期
而未清償之情形，或有違約情事發生時，或 貴行認為必要時 ( 如立
約人涉及以各項帳戶從事非法活動或 貴行得依法或依約行使抵銷權
等 )， 貴行得隨時於事前或同時通知立約人 ( 惟無須立約人同意 )，
終止本契約下之各項存款 ( 包括定存、活存 ) 及其他約定 ( 即立約人
之存款或權益即視為已屆清償期 )。屆時， 貴行有權依法逕對本存款
帳戶之存款及其他立約人對 貴行主張之各項合法權益逕行主張抵銷，
或為必要之處分，或以之抵償立約人對 貴行之各項債務，立約人接
獲 貴行所為抵銷或抵償之意思表示後， 貴行所出具給立約人各項憑
證溯及自得為抵銷之時起，於 貴行抵銷或抵償範圍內失其效力或作
廢。

8.9.3  立約人茲明示同意，立約人未於 貴行通知立約人還款後之三個營業
日內清償， 貴行得就質借定存行使質權及行使抵銷權。立約人對 貴
行處分定存之時點、方法及價格絕無異議。

8.9.4  通知方式： 貴行以立約人留存於 貴行之行動電話、電子郵件信箱，
發送簡訊或電子郵件 (EMAIL) 通知。

8.9.5  立約人於對 貴行之質借款項未清償，包括因 貴行主張加速條款致債
務視為提前到期或有其他借款之違約情事發生時，立約人同意 貴行
得就設質定存，逕行行使質權而受清償。即 貴行得將定存逕為中途
解約，以實行質權，或得將定存解約後之款項逕行轉入本存款帳戶之
外匯活期性存款優先抵銷借款債務，或按解約日 貴行牌告之即期買
入匯率轉換為新臺幣，以抵償借款。

8.9.6  倘立約人於定存質借期間內死亡，立約人同意質借功能自 貴行知悉
或收訖立約人死亡相關證明時視為終止，且其設質定存亦視為立即到
期， 貴行無需通知即得以其設質定存款項抵償立約人對 貴行所負之
質借款項本金、利息及其他債務。

8.9.7  行使質權、抵銷或抵償之債務內容及清償之先後順序，除先清償該筆
定存質借款項之利息、本金外，其餘由 貴行逕行指定或由 貴行依民
法第 321 條至第 323 條規定辦理。

8.10  倘立約人已申請本存款帳戶項下定存質借功能，若立約人有不良信用紀錄，
或遭通報警示帳戶、法院扣押、強制執行者， 貴行得酌減質借額度或停止
質借。

8.11  立約人同意 貴行得蒐集、處理及利用立約人之個人資料，並同意 貴行得將
立約人之個人資料提供予往來之金融機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票據交換所、其他業務相關機構及受 貴行委託處
理相關業務之機構，依其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定業務之需要等特定目的
蒐集、處理及利用立約人之個人資料。

8.12  立約人動撥質借款項後如未按時依約清償本金及利息， 貴行將依主管機關
規定報送登錄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信用不良紀錄，而可能影響立約
人現有借款額度之使用及未來申辦其他貸款 ( 含現金卡 ) 或信用卡之權益。
前述信用不良紀錄之揭露期間請至該中心網站 (www.jcic.org.tw)「社會大
眾專區」之「資料揭露期限」查詢。

8.13  本存款帳戶項下各種存款計息辦法，按轉存時 貴行各天期存款牌告利率計
算。中途解約時，倘立約人本存款帳戶項下定存總金額將低於質借總餘額
時，立約人同意應先將差額補足，或清償質借款項後，其利息依照定期性
存款中途解約辦法計算，並一律由 貴行自動轉帳存入活期性帳戶內。遇 貴
行公告調整利率時，  貴行得調整之。

8.14  本存款帳戶項下定存中途解約或到期解約之規定，悉依 貴行定期性存款約
定條款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惟立約人不得逕行提領現款，須先經轉帳存
入活存後，憑本存款帳戶存摺及提款憑證提現，如有借款時，須先償還借
款本息。

8.15  立約人同意 貴行認為必要時得隨時於一定期間之公告或書面通知後，酌減
或取消質借額度。

8.16  立約人終止本契約書時，如有質借款項者，須先將借款本金、利息及其他
債務全部清償。

8.17  立約人未能依本契約書或其他契約履行對 貴行之義務或債務時， 貴行得隨
時逕由本存款帳戶為必要之處分，並以其存款餘額抵銷立約人應償付 貴行
之本金、利息、遲延利息、費用及損害賠償等各種費用及債務。

8.18  本存款帳戶以新臺幣方式辦理收支或交易者，應依中央銀行「外匯交易收
支辦法」相關規定辦理。人民幣依中央銀行規定之結匯限額辦理。

8.19  質借外幣屬外幣貸款業務，應依中央銀行「銀行業辦理外匯業務管理辦
法」、「銀行業辦理外匯業務作業規範」及相關通函規定辦理。

8.20  立約人留存 於 貴行之行動電話、電子郵件信箱變更時，應即以書面通知或
逕至 貴行辦理變更，如未通知，  貴行有關本契約書之通知以立約人最後
留存之行動電話或電子郵件發出通知，經通常之傳遞期間即視為已送達。

8.21  貴行有關外匯綜合存款及外匯存款業務約定事項，立約人同意由 貴行於營
業廳或 貴行網站公告其內容，並受其拘束。訂約後如有調整、修訂或變動
時，亦同。

8.22  其餘未載事項，依照 貴行相關規範及一般銀行慣例辦理。
8.23  本契約書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倘因本契約書涉訟，立約人及 貴行同

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或立約人與 貴行有業務往來之營業處所所在地之管
轄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如有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或民事訴訟法

第四三六條之九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時，不在此限。
   

柒、證券戶委託特別約定事項
茲因立約人在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簡稱證券公司 ) 買賣證券 ( 含信用交易 ) 或
委託申購證券等，特就應付證券公司 ( 或證券公司代收代付 ) 買賣證券款項，申購
處理費及認購價款或應向證券公司收取買賣證券款項等委託 貴行辦理。

1.   立約人同一日買賣證券金額經相抵後，應繳付證券公司之款項 ( 依據證券公司編
製之「交割清 / 憑單」所載金額為準 ) 由 貴行於規定交割日逕自立約人在 貴行
開立之活期 / 活期儲蓄存款帳戶轉撥交付證券公司。

2.   立約人參加公開申購應繳付證券公司 ( 或證券公司代收 ) 之申購處理費 / 認購價
款 ( 依據證券公司編製之「公開申購配售處理費代收 / 有價證券認購價款代收清
單」所載金額為準 ) 由 貴行於規定扣款日逕自立約人前開帳戶轉撥交付證券公
司。立約人並同意證券公司依相關規定向 貴行查詢立約人前項存款帳戶之餘額。

3.   立約人同一日買賣證券金額相抵後應向證券公司收取款項 ( 依據證券公司編製之
「交割清 / 憑單」所載淨付金額為準 ) 於規定交割日由證券公司撥交 貴行時，由 
貴行逕行撥入上項立約人存款帳戶。

4.   證券公司所製之「交割清 / 憑單」、「公開申購配售處理費代收清單」或「有價
證券認購價款代收清單」內容倘有錯誤，或立約人對買賣證券應收、應付金額或
參加公開申購處理費或認購價款有爭執，願由立約人負責與證券公司處理概與 
貴行無涉。

5.   其他依法令或經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核定，立約人與證券公司間得以
劃撥方式收付 ( 或證券公司代收代付 ) 之款項，立約人均委託 貴行依相關規定辦
理。倘同時有數筆扣帳款項而存款餘額不敷時，則以立約人扣繳作業處理先後順
序為準，立約人不得指定或異議。

   
捌、金融卡服務特別約定事項

立約定書人 ( 以下簡稱立約人 ) 向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 以下簡稱 貴行 ) 辦理使用金
融卡交易，願遵守下列各條款：

1.   領取、啟用及作廢
立約人為開立新臺幣存款戶 ( 存單存款除外 ) 之自然人且非聯名戶，得憑其原留
印鑑及身分證至任一營業單位申請金融卡，每存款帳戶以申請壹卡為限，立約人
得自行選擇交易帳戶，申請共用金融卡。金融卡之一般功能包含存款、提款、轉
帳、繳稅 ( 費 )、密碼變更與查詢餘額。立約人如另需要信用卡、現金卡或國際
提款之功能，應另行簽訂信用卡、現金卡或國際提款作業契約。立約人於辦妥開
戶及填具本約定書後，即可領取金融卡及密碼函，並辦理啟用登錄手續。惟若立
約人自申請日起算逾 6 個月未領取者， 貴行得將金融卡及密碼函逕行作廢。
持卡人於金融卡指定商店進行消費扣款交易，經使用金融卡並輸入約定密碼後，
視為啟用消費扣款服務功能以完成交易。

2.   出借、轉讓或質押之禁止
金融卡僅供立約人本人使用，不得出借、轉讓或質借他人，如有私相授受等情事，
概由立約人自行負責。

3.   密碼變更
金融卡及其密碼由 貴行製作，立約人持身分證明文件及原留印鑑親自領取或另
約定郵寄方式送達，自申請日起算逾二個星期未領取金融卡者，需重新辦理啟用
登錄手續。立約人應另行設定密碼並牢記之，如立約人欲變更密碼，得利用自動
化服務設備或其他設備自行變更，其次數不受限制。金融卡切勿摺疊，磨損或觸
及磁性物體而使卡片失效。

4.   密碼使用錯誤次數及卡片留置、鎖卡之處理
為保障立約人之權益防範他人冒領存款，立約人使用 IC 金融卡進行交易，如輸
入密碼錯誤連續達三次、忘記取回金融卡或其他原因導致鎖卡或留置時，使用已
掛失之金融卡進行交易或其他原因之情形， 貴行即經由自動櫃員機對 IC 金融卡
之密碼鎖定。除另有約定外，立約人應親持身分證明文件及原留印鑑至原開戶
行或存款行辦理解鎖，或自留置之次日起算 14 個營業日內至 貴行取回或換發新
卡，逾期未領回， 貴行得將金融卡註銷。

5.   契約終止或暫停提供金融卡功能
立約人得隨時終止本契約或暫停提供金融卡功能，但應親自或以書面委託代理人
至 貴行營業場所辦理 ( 但銀行明知其無代理權時，不在此限 )，除金融卡遺失外，
並應將金融卡繳還 貴行。金融卡之所有權為 貴行所有， 貴行有權決定卡片之發
放，如立約人金融卡遭偽、變造或作為洗錢、詐欺等不法之用途、存款人之帳戶
經依法令規定列為暫停給付、警示或衍生管制帳戶、立約人違反法令規定、損及
存款行權益或有其他不法行為或違反本約定事項之條款或有關之業務規定， 貴
行得將卡片收回或暫停卡片使用，倘可歸責於立約人之事由致  貴行受有損害，
立約人應負責賠償。

6.   立約人因結清帳戶或不願再繼續使用金融卡時，應將卡片繳還 貴行註銷，申請
共用金融卡者，其原始申請帳戶註銷時，連帶帳戶之金融卡亦應同時繳還註銷。

7.   金融卡遺失、滅失、被竊或其他喪失占有
立約人應妥善保管金融卡，如有密碼遺忘、遺失、滅失、被竊、或其他喪失占有
等情形時，立約人得向任一營業單位臨櫃辦理掛失手續 ( 或先以電話 / 網路銀行
辦理暫時掛失後，於營業時間臨櫃辦理正式手續 ) 並申請換發新卡，並依 貴行
規定繳付有關費用。前項約定方式，應以立約人安全、便利方式辦理。未辦理掛
失手續前而遭冒用， 貴行已經付款者，視為對立約人已為給付。但 貴行或其他
自動化服務設備所屬金融機構對資訊系統之控管有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或
有其他可歸責之事由，致立約人密碼被冒用或盜用者，仍應由 貴行負責。

8.   複製或改製之禁止
立約人如有複製或改製 貴行金融卡之行為，一經發覺 貴行得報請有關機關追究
其偽造、變造或行使之刑責，並賠償 貴行因而招致之損失。

9.   提款及轉帳金額限制 
9.1  立約人使用金融卡在 貴行自動服務設備提款時，其上限如下： 

9.1.1  每次最高限額為新臺幣 ( 以下同 ) 參萬元。
9.1.2  每日最高限額為壹拾伍萬元。 
立約人於約定自行帳戶轉帳時，其上限如下 : 
9.1.3  每次最高限額為伍佰萬元。 
9.1.4  每日最高限額為伍佰萬元。 
立約人於約定跨行帳戶轉帳時，其上限如下 : 
9.1.5  每次最高限額為貳佰萬元。
9.1.6  每日最高限額為參佰萬元。 
其他：存款人於非約定帳戶轉帳時，其上限如下 : 
9.1.7  每次最高限額為參萬元。
9.1.8  每日最高限額為參萬元。

9.2  立約人使用金融卡在參加金融資訊系統跨行連線金融單位設置之自動化服務
　　設備提款時，其上限如下：

9.2.1  每次最高限額為貳萬元。 
9.2.2  每日最高限額為壹拾伍萬元。 
立約人於約定帳戶轉帳時，其上限如下 : 
9.2.3  每次最高限額為貳佰萬元。
9.2.4  每日最高限額為參佰萬元。
其他：存款人於非約定帳戶轉帳時，其上限如下 
9.2.5  每次最高限額為參萬元。
9.2.6  每日最高限額為參萬元。 

9.3  無摺交易不限次數及累計金額，皆無須補登存摺，即可繼續使用，但 9.1 及
9.2 最高限額的規定，每次轉帳次數，無摺交易次數等， 貴行得視需要隨時
調整，但 貴行應於調整 5 日前，以顯著方式於 貴行營業場所及網站公開揭
示之。 

10. 立約人使用金融卡交易，其紀錄在未經補登於存摺前，如存款餘額與 貴行帳上
餘額不符時，概以 貴行餘額為準，但立約人能證明者不在此限。

11. 立約人得在貼有「金融資訊系統跨行業務徽章」之其他金融機構所設立之自動化
服務機器提款及轉帳，其交易得依「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酌收手續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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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自動櫃員機如因停電或故障致無法操作而營業單位端末系統未故障時，立約人
得於櫃台營業時間內持卡片至任一營業單位，依據 貴行「自動櫃員機業務處理
辦法」有關機器故障規定辦理，但如 貴行電腦設備故障時則暫停受理。

13. 本行或跨行交易之行為效力
立約人如以金融卡及密碼於 貴行或參加金融資訊系統跨行連線之金融單位之自
動化服務設備或其他設備進行交易時，其交易與憑存摺印鑑所為之交易行為具有
同等之效力。

14. 存款金額之限制
14.1 立約人使用金融卡在 貴行自動服務設備存款時，應遵循以下原則：

14.1.1 立約人使用金融卡帳戶或約定轉入帳戶存款時，其上限如下 :
14.1.1.1 每次最高限額為貳佰張鈔券。
14.1.1.2 每日最高限額為新臺幣伍拾萬 ( 不含 ) 元。

14.1.2 立約人使用非金融卡帳戶存款時，其上限如下 :
14.1.2.1 每次最高限額為新臺幣参萬元。
14.1.2.2 每日最高限額為新臺幣參萬元。

14.2 立約人使用金融卡在參加金融資訊系統跨行連線金融單位設置之自動化服
務設備存款時，應遵循以下原則：
14.2.1 立約人使用金融卡帳戶存款時，其上限如下 :

14.2.1.1 每次最高限額為貳佰張鈔券。
14.2.1.2 每日最高限額為新臺幣伍拾萬 ( 不含 ) 元。

14.2.2 立約人使用非金融卡帳戶存款時，其上限如下 :
14.2.2.1 每次最高限額為新臺幣参萬元。
14.2.2.2 每日最高限額為新臺幣參萬元。

15. 費用計收、調整及揭示
15.1  立約人使用金融卡各項交易或服務類應繳交手續費分述如下：

15.1.1 交易手續費：
15.1.1.1 國內跨行提領現金，每次應繳交手續費新臺幣 5 元。
15.1.1.2 國內跨行轉帳：

15.1.1.2.1 金額為新臺幣 500 元 ( 含 ) 以下者：每帳戶每日
第一筆免收手續費。

15.1.1.2.2 金額介於新臺幣 501 至 1,000 元 ( 含 )，或金額
為新臺幣 500 元 ( 含 ) 以下但超過當日優惠次數
者：每筆應繳交手續費新臺幣 10 元。

15.1.1.2.3 金額超過新臺幣 1,001 元者：每筆應繳交手續費
新臺幣 15 元。

15.1.2 服務費用類：
15.1.2.1 金融卡解鎖於當月第一次不收取費用，當月第二次 ( 含以

上 ) 每次收取新臺幣 20 元。
15.1.2.2 掛失補發或換發新卡，每張收取新臺幣 100 元。

15.1.3 以上費用雙方同意得以自立約人或他人帳戶扣繳或現金方式繳納。
前述交易手續費， 貴行應以顯著方式於營業場所及網站公開揭示，
交易手續費及服務費用如有調整或變更者，亦同。

15.2  金融卡解鎖或補／換發新卡，非經 貴行證明金融卡須解鎖或補／換發係因
可歸責於立約人之事由所致者，不收取費用。立約人因卡片須解鎖或補／
換發，而發生損害者， 貴行應負賠償責任，但 貴行證明其就卡片須解鎖
或補／換發係不可歸責者，不在此限。

16. 轉帳約定事項
16.1  立約人使用金融卡操作轉帳交易，亦即提取帳戶內存款以轉帳方式存入指

定之存款帳號，其取款係按無摺登錄方式辦理，與提示存摺並填具取款憑
條加蓋留存印鑑之取款具同等效力。自動櫃員機於每筆取款轉帳交易完成
後印製之「交易記錄」，列有取款金額及該項金額指定轉入之存款帳號，
供立約人當場核對。
另每筆轉帳金額超過新臺幣壹萬（含）元以上時， 貴行將以簡訊或 E-Mail
方式進行通知。

16.2  立約人轉帳錯誤，貴行協助事項
立約人每次使用金融卡操作轉入之金融機構代號、存款帳號及金額，係經
立約人核對確認無誤，倘因立約人操作轉入之金融機構代號、存款帳號及
金額錯誤，致轉入他人帳戶或轉錯金額時，概與 貴行無關，惟立約人得通
知 貴行， 貴行應依據相關法令提供該筆之交易明細及相關資料，並協助
通知被轉入行處理及回報處理情形。

16.3  立約人每次使用金融卡操作轉入之存款帳號如為 貴行聯行或日後擴及同業
帳號時，願依 貴行或金融資訊中心之規定繳納手續費，並同意 貴行逕自
立約人之帳戶扣繳之。

16.4  存摺補登
立約人使用金融卡辦理轉帳交易，其紀錄在未經補登於存摺前，如存摺餘
額與 貴行帳上餘額不符時，概以 貴行帳上餘額為準，但立約人能證明者
不在此限。且立約人無摺轉帳交易 ( 含轉入、轉出 ) 次數連同無摺現金交
易 ( 含存、提款 ) 次數累計達二十四次， 貴行即逕予濃縮累計一次，並於
補登時，將濃縮累計後之結果記入存摺，但前項無摺交易次數， 貴行得視
實際需要隨時調整，但應以顯著方式，於營業場所公布之。

16.5  交易時點之認定
立約人於使用金融卡辦理轉帳入戶交易時，帳務劃分點以財金資訊股份有
限公司清算時間為準。超逾帳務劃分點暨非營業日之交易，均歸屬次一營
業日之帳務處理。交易是否係逾時交易，以 貴行接獲檔案或資料之時間為
準。

16.6   貴行申訴專線 :
16.6.1  免付費服務專線：0800-213-198 ( 營業日早上七時至下午九時 )
16.6.2  傳真：02-8257-1800
16.6.3  電子信箱 ( E-mail)： service@feib.com.tw

16.7  外幣交易授權結匯
立約人持金融卡進行外幣交易時，授權 貴行為中華民國境內之結匯代理
人，依中央銀行相關規定及雙方約定，辦理結匯手續。

17. 晶片金融卡連結帳號
17.1  立約人申請一卡多帳戶金融卡時，應指定同一立約人項下其中一個帳號主

帳號，並以「金融卡主帳號」之晶片卡密碼 (6 碼 -12 碼 ) 作為該金融卡內
所連結之存款帳號使用金融卡時之取款憑證。

17.2  若立約人指定以之前於 貴行開立之帳號為金融卡主帳號時，於本次開戶時
即可約定連結設定，無須另蓋該帳號之印鑑為申請。

17.3  立約人每一金融卡最多可約定 7 組「金融卡連結帳號」，即包含「金融卡
主帳號」共可併存 8 組約定轉出帳號；「金融卡連結帳號」不提供國外
ATM 提領；若「金融卡主帳號」經立約人結清銷戶或註銷該金融卡時，該
金融卡即不得再行使用且「金融卡連結帳號」之約定亦併同終止。註銷後
擬再回復「金融卡連結帳號」一卡一帳號者，立約人同意依 貴行手續費收
費標準支付相關費用始得辦理。

18. Smart Pay 消費扣款功能
指立約人向實體或虛擬之特約商店進行物品、勞務或其他交易時，使用 貴行核
發之金融卡及立約人設定之密碼，委託 貴行透過金資系統直接由立約人金融卡
之指定帳戶即時扣款，轉入收單機構或特約商店帳戶之功能，包括消費扣款 ( 固
定及變動費率 )、沖正、退款、預先授權及授權完成等交易。
18.1  名詞定義

18.1.1  收單機構：指與特約商店約定提供立約人消費扣款事宜之金融機
構。
18.1.2  特約商店：指提供物品、勞務或其他交易經收單機構簽約，受理持
卡人以金融卡繳付消費款。
18.1.3  交易記錄：指立約人憑金融卡消費扣款時之單據或電子訊息。

18.2  刷卡消費使用限額：
18.2.1  每次最高限額為新臺幣 10 萬元。
18.2.2  每日最高限額為新臺幣 10 萬元。

18.3  疑義帳款處理：
立約人對於 Smart Pay 消費扣款之帳款有疑義時，得自交易日起一個月
內，向 貴行請求複查，逾期視為無異議。立約人經複查，對 貴行處理仍
有異議時，消費扣款之帳款交易得自交易日起二個月內，逕向財金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規約執行委員會申請調查及協調，逾期不得再提出。立約人願
遵守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規約執行委員會之協調結論，並將該結論視為
本約定書內容之一部分。

18.4  卡片掛失 / 補發手續費：
參閱「臺幣存匯服務收費標準表」中之「金融卡／晶片金融卡掛失補發」
費用。

18.5  調閱簽單手續費：
無。

19. 國內提領外幣
存款人須為成年人且領有國民身分證或外僑居留證之個人得使用金融卡提領外
幣，且所領取之外幣金額按交易當時 貴行掛牌外幣現鈔賣出匯率折合新臺幣金
額扣帳。

20. 附加國際使用功能
20.1  立約人以金融卡於國外取款時，匯兌標準依立約人提領之當地貨幣金額，

以萬事達國際組織提供之外幣與新臺幣交叉匯率換算成等值之新臺幣，加
計手續費 ( 新臺幣 70 元及交易金額的 1.1%)。於國外自動櫃員機進行餘額
查詢及其他異常交易時（即非歸咎於國際卡組織及 貴行之失敗交易），每
筆收取新臺幣 20 元，由貴行即時於立約人申請帳號內扣收。

20.2  於日本 ATM 使用晶片金融卡進行跨國提款功能，同意按提領日圓金額之
0.8% 加計 150 日圓計收手續費 ( 最低收取手續費為 390 日圓 )，依臺灣銀
行 ( 結算代理銀行 )「現金賣出匯率 ( 每營業日 (D-1)14：30 決定次一營業
日 (D-1)15:30 ～ (D)15:30 匯率 )」換算新臺幣後授權 貴行自存款帳戶內
扣除。於日本特約商店進行消費扣款則不收手續費。

20.3  於港、澳地區 ATM 使用晶片金融卡進行跨國提款功能，同意按提領金額
依臺灣銀行 ( 結算代理銀行 ) 「現金賣出匯率 ( 每營業日 (D-1)14：30 決
定次一營業日 (D-1)15:30 ～ (D)15:30 匯率 ) 減碼千分之一」換算新臺幣
並加計新臺幣 100 元手續費後授權 貴行自存款帳戶內扣除。

20.4  立約人使用金融卡國內、外提款時，提款金額每日（以國內之日曆日為準 )
交易金額累計最高以新臺幣壹拾伍萬元為限。

20.5  立約人使用金融卡於國外提領現金時，應自行核算並控制央行所准之外匯
額度。另依據相關外匯法令、中央銀行相關規定及與 貴行合作之國際組織
雙方約定由貴行代本存戶辦理本項之結匯申報。

20.6 立約人至國外自動化服務機器提款時，每筆交易金額之限制悉依提供自動
化服務機器之代理金融機構約定，及 貴行與立約人之約定辦理。

20.7  為保障立約人之權益，防範他人冒領存款，立約人於國內、外自動化服務
機器密碼操作錯誤之紀錄達四次或使用業已掛失之卡片，即經由自動化服
務機器將卡片沒收；若於國外自動化服務機器使用遭沒收時，則無法退還
立約人，立約人需親至 貴行任一營業單位辦理重新申請。

20.8  立約人如欲使用金融卡國外提款功能，應向 貴行提出申請，惟基於主管機
關對於外匯管制之限制，立約人須年滿十八歲始得啟用金融卡國外提款功
能。

20.9  立約人辦理本功能之提款金額限制及手續費標準等，概由 貴行訂定，並得
視實際需要調整，於 貴行營業場所公告後生效。

21. 本約定事項為立約人所簽訂之「金融卡、網路暨電話銀行服務申請書暨約定書」
之一部份，其效力與該約定書同。

22. 個人資料之使用
立約人如因使用金融卡提款、轉帳、通匯、繳稅、繳費、消費扣款、金融帳戶查
詢等跨行業務之服務，立約人瞭解並授權同意 貴行往來金融機構、財團法人中
小企業保證基金、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票
據交換所、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證券集中保管公司、受 貴行委託處
理銀行往來事務之機構及其他銀行業務相關機構，依其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定
業務之需要等特定目的，得蒐集、處理、國際傳輸及利用立約人之資料 ( 包括但
不限於個人及帳戶有關之銀行紀錄、簿冊或交易往來等資料 )， 貴行並得自上述
機構蒐集立約人資料，並就所蒐集之資料為處理、國際傳遞及利用。該等資料於 
貴行及上述機構蒐集、處理、國際傳遞及利用之期限，立約人同意為各該機構經
主管機關核准該等資料檔案之保存期限。

23. 如立約人申請 Combo 卡，其他約定事項，請另參閱 New Century Combo 卡相
關規定。

24. 管轄法院
本約定事項發生爭議時，立約人與 貴行合意以本存款開戶之貴行分支機構所在
地之地方法院或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法律有專屬管轄之特別
規定者，從其規定。

25. 文書之送達
立約人同意以本契約所載之地址為相關文書之送達處所，倘立約人之地址變更，
立約人應即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存款行，並同意改依變更後之地址為送達
處所；如主約人未以書面或依約定方式通知變更地址時， 貴行仍以本契約所載
之地址或最後通知存款人之地址為送達處所，於通知發出後，經通常之郵遞期間
即推定為已送達。

26. 其他約定事項
本約款若有未盡事宜，依活期（儲蓄）存款契約辦理。

27. 契約之交付
本契約一式貳份，由 貴行與立約人雙方各執壹份，以資信守。

    
玖、電話銀行服務特別約定事項

1.   「電話銀行」服務包括「電話語音傳真」及「電話理財」服務，立約人辦妥申
請手續後，得利用「電話語音傳真」之電話密碼變更服務同時啟用「電話語音傳
真」及「電話理財」服務。

2.  「電話語音傳真」服務
2.1   貴行提供電話語音傳真服務 (以下簡稱本服務 )包括轉帳服務 (含預約轉帳；

綜合存款之活期性存款轉定期性存款 )，金融卡、存摺掛失，空白票據 ( 未
填註金額及未蓋妥印鑑者 )、印鑑掛失預約登記，空白支票續發預約登記，
存款餘額查詢，電話密碼變更、各項資料傳真及 貴行行動銀行服務申請，
以上各項服務並得於 貴行確認輸入密碼無誤後，由 貴行客服人員協助辦理
之。以上服務項目隨主管機關規定及 貴行開放進度調整，並於 貴行營業場
所內公告之， 貴行不須另行通知。

2.2  有關 貴行行動銀行服務係提供立約人存款餘額查詢、最近交易明細查詢、
匯入匯款查詢、自行轉帳、跨行轉帳、繳信用卡款項、繳電信公司電信費、
匯入匯款通知、支存戶存款不足通知等服務項目。

2.3  立約人應對密碼負保密之責，倘因密碼洩漏而生糾紛，且無可歸責於 貴行
之事由， 貴行概不負責。

2.4  立約人以本服務進行空白票據、印鑑掛失預約登記時， 貴行僅為註記手續，
立約人未完成書面掛失手續前，掛失仍未生效。

2.5  立約人以輸入密碼之方式進行轉帳交易與加蓋原留印鑑卡之印鑑具有同等效
力。

2.6  立約人使用本服務辦理轉帳，其經由電話或行動電話手機所輸入之帳號、金
額及各項資料，經立約人於語音作業中或行動電話手機操作介面確認無誤
後，交易即屬完成。若無可歸責於 貴行之事由而致立約人損失， 貴行不負
損害賠償責任。

2.7  立約人利用本服務或 貴行行動銀行服務辦理存款轉帳，轉入帳戶皆須事先
約定，方能辦理；跨行轉帳之轉入銀行限為參加金融資訊服務中心跨行轉
帳服務之機構；辦理繳交信用卡款項，限經事先約定之 貴行信用卡卡號。
以上規定隨主管機關規範及 貴行開放進度調整並於貴行營業場所公告後生
效， 貴行不須另行通知。

2.8  立約人在銀行營業時間外進行交易，所涉帳務事宜概於次一營業日處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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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載交易日亦均為處理日。
2.9  立約人使用本服務辦理轉帳作業，同一營業日內電話語音轉帳、 貴行行動

銀行轉帳和自動提款機轉帳合併計算，跨行轉帳不得逾新臺幣參佰萬元，跨
行及遠銀內轉帳合併計算不得逾新臺幣伍佰萬元，轉帳額度限制同意由 貴
行視實際需要調整，並於 貴行營業場所公告後生效， 貴行不須另行通知。

2.10  立約人使用本服務進行預約轉帳，當預約轉帳日餘額不足時，則不進行轉帳
處理作業，該筆預約轉帳作業自動取消，立約人絕無異議。

2.11  立約人利用本服務進行轉帳後，得以本服務查詢交易餘額或明細，以確認交
易是否成功，如有疑問請電洽 貴行往來營業單位。 貴行應於每月初寄發對
帳單以核對，立約人如有疑問，應於對帳單送達後五個營業日內與 貴行連
絡，否則概依 貴行帳載為準。

2.12  為保障立約人之權益，凡輸入密碼錯誤連續達三次時，電腦即自動停止該帳
戶語音服務，立約人欲重新啟用該帳戶電話語音傳真服務時，須立約人親自
攜帶身分證 ( 法人為營利事業登記證明影本 ) 及該停止語音服務帳戶之原留
印鑑至 貴行任一營業單位辦妥申請語音密碼重置手續。

2.13  倘因不可抗力事由或其他原因 ( 包括電腦故障或線路中斷等 ) 而致 貴行未能
提供本項服務，或造成交易無法完成，立約人同意 貴行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2.14  立約人辦理本服務之轉帳次數、金額之限制、營業時間及手續費標準等，概
由 貴行訂定，並得視實際需要調整，於 貴行營業場所公告後生效， 貴行不
須另行通知。立約人使用本服務所衍生之費用，概由 貴行逕自立約人申請
帳號內扣收。

2.15  立約人使用電話語音傳真服務及行動銀行服務所產生之電信費用，除 貴行
允諾代為負擔外概由所使用之電信公司依其規定向立約人計收， 貴行無代
收代墊之責任。

3.「電話理財」服務
3.1  使用方式與服務範圍

立約人啟用電話語音傳真服務密碼者，即可利用理財專線進行 貴行所提供
之各項金融產品交易或金融服務；立約人同意於  貴行往來之產品帳號 ( 包
括未來新開立帳號，免再逐一約定帳號 ) 均得利用理財專線交易金融產品或
進行金融服務時，應憑前述密碼辦理， 貴行於確認密碼無誤後，得依立約
人於電話中所指示之交易內容完成交易。於交易完成後，除法令要求或立約
人另行請求外，立約人同意 貴行得免製發申購單，但仍須寄送成交確認書
或 / 及按月寄發對帳單予立約人。

3.2  密碼
立約人使用電話理財服務時，如密碼連續輸入錯誤三次時，即無法以原密碼
使用電話理財服務，立約人須親至 貴行辦理重新設定密碼之手續或其他 貴
行同意之方式為之。

3.3  法令
貴行於接獲立約人以正確之電話語音傳真服務密碼所為之指示後，提供各項
金融商品交易或金融服務，倘 貴行依單方面決定，認為提供服務會使 貴行
違反法令或政府政策時，即無提供該等服務之義務。

3.4  責任及義務
3.4.1  貴行得接受並執行以正確語音密碼所為之金融商品交易或金融服務之

指示，但 貴行有權於認為必要時對該電話指示為進一步之確認，且 
貴行若依合理判斷懷疑電話之真實性，仍得不執行該指示。

3.4.2  立約人對語音密碼應妥為保管及保密，凡以語音密碼進行之電話理財
服務， 貴行有權認定憑語音系統輸入密碼所為之指示均係由語音系
統輸入密碼之立約人或經其授權之人所為， 貴行得執行該指示，而
不須對該密碼是否由立約人本人或授權人使用負任何責任，且因他人
詐欺或未經授權而使用密碼所導致立約人之損失， 貴行不須負任何
責任。

3.4.3  立約人以理財專線進行各項金融產品交易或金融服務時，應於 貴行
一般營業時間內為之，於一般營業時間外所為之指示，立約人同意視
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如遇不可抗力或非可歸責於 貴行之因素，如
斷電、斷線、電信壅塞、第三人破壞等，致使交易或其他指示遲延或
無法完成者，立約人必須親自至 貴行各分行辦理所需之交易，或立
約人同意由 貴行逕為取消交易並通知立約人，絕無異議。

3.4.4  貴行服務項目之提供時間有需配合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及 / 或其他
金融機構之營業時間者，如因而無法提供服務致立約人產生損失， 
貴行不須負任何責任。

3.4.5  貴行所有有關電話理財服務之記錄 ( 如交易之方式、幣別、金額及申
請時間、日期、成交確認錄音及處理情形 )，除立約人以具體證據證
明貴行登載有錯誤而為更正者外，對立約人之相關帳戶均有最終、確
定之拘束力。

3.4.6  立約人瞭解並同意於立約人使用電話理財服務時， 貴行會電話錄音
立約人所有電話談話，並得於 貴行認為必要時合法播放該錄音內容。

3.4.7  貴行得於通知立約人或於營業場所公開揭示或於 貴行網站上公告後，
隨時停止提供此項服務。

3.4.8  立約人無使用電話銀行服務之必要時，得親自以書面辦理即停用「電
話語音傳真」及「電話理財」服務。

   
拾、網路銀行暨行動銀行服務特別約定事項

1.   銀行資訊
1.1  銀行名稱：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稱 貴行 )
1.2  申訴及客服專線：0800-088-222 
1.3  網址：http://www.feib.com.tw 
1.4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 2 段 207 號 27 樓 
1.5  傳真號碼：(02)82571800 
1.6  貴行電子信箱：service@feib.com.tw 

2.   契約之適用範圍
2.1  本契約係網路銀行服務暨行動銀行服務業務之一般性共同約定，除個別契約

另有約定外，悉依本契約之約定。
2.2  個別契約不得牴觸本契約。但個別契約對立約人之保護更有利者，從其約

定。
2.3  本契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

3.   名詞定義
3.1  「網路銀行業務」：指立約人端電腦經由網路與 貴行電腦連線，無須親赴

銀行櫃台，即可直接取得 貴行所提供之各項金融服務。
3.2  「行動銀行業務」：指立約人端行動通訊設備經由網路與 貴行電腦連線，

無須親赴 貴 行櫃台，即可直接取得 貴行所提供之各項金融服務。
3.3  「電子文件：指 貴行或立約人經由網路連線傳遞之文字、聲音、圖片、影像、

符號或其他資料，以電子或其他以人之知覺無法直接認識之方式，所製成足
以表示其用意之紀錄，而供電子處理之用者。

3.4  「數位簽章」：指將電子文件以數學演算法或其他方式運算為一定長度之數
位資料，以簽署人之私密金鑰對其加密，形成電子簽章，並得以公開金鑰加
以驗證者。

3.5  「憑證」：指載有簽章驗證資料，用以確認簽署人身分、資格之電子形式證
明。

3.6  「私密金鑰」：係指具有配對關係之數位資料中，由簽署人保有之數位資料，
用以製作數位簽章者。

3.7  「公開金鑰」：係指具有配對關係之數位資料中，對外公開，用以驗證數位
簽章者。

3.8  「一次性密碼 (One Time Password，簡稱 OTP) 簡訊服務」：指當立約人
每次進行交易或設定時，系統將自動發送一組「一次性密碼簡訊」( 內含亂
數產生之交易識別碼、OTP 密碼，以及交易訊息 ) 至立約人所設定的行動
電話號碼，立約人須憑此組密碼作為交易驗證，且僅當次有效，以確保網路
交易之安全性。有關 OTP 之交易機制，以貴行網站所載規定為準。

4.   申請方式與服務範圍

4.1  立約人 ( 個人戶 ) 如已申請 貴行電話語音或信用卡服務，得透過網際網路以
語音密碼或信用卡號申請使用 貴行網路銀行服務之非轉帳與交易指示類服
務項目；立約人得依任一有效帳戶之原留印鑑與身分證件，向 貴行任一營
業單位以書面申請網路銀行全部服務項目 ( 含轉帳與交易指示 ) 及一次性密
碼簡訊服務。

4.2  法人戶之服務項目，得依任一有效帳戶之原留印鑑與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
負責人身分證件，向 貴行任一營業單位以書面申請。

4.3  立約人透過 貴行網路銀行服務指定投資標的之申購、轉換、贖回、異動或
查詢等相關服務時，須先向 貴行申請「指定用途信託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
業務服務」。啟用本契約服務後，所有交易均視同委託人本人或法定代理人
親往受託人處辦理，具完全效力，並願遵守「遠東國際商業銀行特定金錢信
託總約定書」之約定事項。

4.4  立約人同意本契約所使用之服務項目以 貴行公告於貴行網站所提供之服務
項目為準，如於 貴行網站呈現相關訊息者，並應確保該訊息之正確性，其
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網站之內容。未來服務項目隨主管機關規範及 
貴行開放進度調整 ( 包含新增、變更或取消 )，將公告於 貴行網站， 貴行不
須另行通知。

4.5  立約人欲透過行動電話使用行動銀行服務，需使用網路銀行密碼登入。
4.6  立約人取得之網路銀行預設密碼函自申請日起逾 30 個日曆日未啟用即自動

失效。
4.7  立約人 ( 個人戶 ) 使用一次性密碼簡訊服務 (OTP 簡訊服務 )，得以下列方

式申請：
4.7.1 立約人得依任一有效帳戶之原留印鑑與身分證件，向貴行任一營業單

位以書面申請。
4.7.2 立約人憑立約人本人之貴行晶片金融卡於貴行自動化設備 ( 限 ATM、

網路 ATM) 申請。
4.8  立約人透過本條約定方式申請 OTP 簡訊服務後，未於申請日起 30 個日曆

日內於貴行網路銀行完成 OTP 啟用手續，則該 OTP 申請將自動失效，立
約人須再以書面或透過貴行自動化設備 ( 限 ATM、網路 ATM) 向貴行申請
OTP 簡訊服務。OTP 簡訊服務經啟用後，立約人每次於網路銀行進行非約
定轉帳交易時，貴行系統將自動發送一組「一次性密碼簡訊」( 內含交易識
別碼、OTP 密碼及交易訊息 ) 至立約人於貴行設定的行動電話號碼，立約
人應依指示輸入 OTP 密碼，若輸入 OTP 密碼錯誤連續達三次時，貴行立
即暫停立約人使用 OTP 簡訊服務，如擬恢復使用者，立約人須提出書面申
請或透過自動化設備 ( 限 ATM、網路 ATM) 辦理解鎖作業。
立約人對 貴行所提供之 OTP、設定接收 OTP 之行動電話號碼之 SIM 卡及
其行動電話之軟硬體及相關文件，應負保管之責，立約人未妥善保管而發
生遺失、毀損、滅失所致之損失，由立約人自行負責。設定接收 OTP 之行
動電話號碼之 SIM 卡或其使用之行動電話遺失、毀損者，立約人應立即親
臨各分行，或於網路銀行、行動銀行，或透過自動化設備 ( 限 ATM、網路
ATM)，或去電貴行客服辦理 OTP 服務註銷，暫時停止 OTP 服務，於註銷
前所為之交易，均視為立約人之指示交易。
立約人使用之 OTP 簡訊服務暫不收取費用。倘 貴行欲向立約人收取 OTP
簡訊服務費用時，貴行將以顯著方式於營業場所公開揭示或於貴行網頁上公
告之。

4.9  外匯匯率之適用：立約人辦理外匯結購或結售，其適用之匯率依交易當時貴
行所訂即期買／賣匯率為準。但遇外匯市場匯率波動劇烈時，貴行得暫停受
理本項服務。

4.10  立約人利用網路銀行辦理定期定額結匯，匯率依實際轉帳日　貴行轉帳當
時之即期買／賣匯率計算。

5.   帳號規範及轉出帳號之轉帳限額
5.1  立約人使用本契約轉帳服務，其轉出帳戶均須事先以書面或線上向 貴行約

定，且以立約人在 貴行開立之活期性存款帳戶為依據。
5.2  立約人使用本契約轉帳服務，其轉入帳號非同轉出帳號時均須事先以書面或

線上向 貴行約定。惟立約人 ( 個人戶 ) 同意以本人於 貴行所開立之各活期
帳戶作為約定轉入帳戶，並以此服務條款為約定之書面證明。

5.3  轉入帳號之金融機構限為參加金融資訊系統跨行轉帳服務之機構，另於本契
約約定之轉入帳號，同時適用於「網路銀行」暨「電話暨行動銀行服務」。

5.4  轉帳繳納信用卡款卡號限 貴行發行之信用卡，本人信用卡均免約定，繳交
第三人信用卡款須書面約定，該項約定須至 貴行申請欲開放之轉入信用卡
卡號。

5.5  繳電信費限 貴行合作之電信公司門號。
5.6  基金單筆申購、基金轉換轉帳手續費、定期定額信託之扣款帳號同 5.1 項之

轉出帳號規範；基金贖回之轉入帳號同 5.2-5.3 項之轉入帳號規範。( 均不
含支票存款帳號 )

5.7  法人戶須事先以書面約定授權使用之查詢帳號或具有轉帳服務設定之帳號，
查詢存放款得依不同使用者權限開放可查詢之帳戶，且該授權查詢帳號限於 
貴行開立之存放款帳戶；就轉帳服務，不同使用者開放可轉出之帳戶，其轉
入帳號皆相同，不因不同使用者而有異。

5.8  立約人欲增修約定帳戶，須以書面或線上辦理變更手續。
6.   轉出帳號之轉帳限額

6.1  每一轉出帳號之轉帳限額為每日跨行轉帳不得逾新臺幣 300 萬元，跨行及
自行轉帳合計不得逾新臺幣 500 萬元。

6.2  DBU 每人轉出帳號每日累計新臺幣與外幣間轉帳限額不得逾等值新臺幣伍
十萬元（不含）之自行本人帳戶外匯結匯。

6.3  立約人辦理有關之 DBU 臺外幣之轉帳交易，應遵照法令及下列中央銀行公
布之事項： 1. 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 2. 銀行業輔導客戶申報外收支或
交易應注意事項。

6.4  繳信用卡款、與電信費不論自行或跨行其轉帳限額為每戶每次最高新臺幣伍
萬元，每日最高新臺幣壹拾萬元，每月最高新臺幣貳拾萬元，並併入轉帳限
額 6.1 之規範。

6.5  基金扣款之轉帳限額同 6.1 之規範併入計算，惟基金單筆申購部分 ( 含：臺
／外幣 )，不受轉帳限額限制。

6.6  轉帳限額係以轉出帳戶使用自動化設備 (自動提款機、電話語音、行動銀行、
網路銀行 ) 之轉帳金額合併計算。

6.7  立約人 ( 個人戶 ) 透過一次性密碼簡訊服務 (OTP 簡訊服務 ) 執行新臺幣非
約定帳戶轉帳限額以每戶每筆不超過五萬元、每天累積不超過十萬元、每月
累積不超過二十萬元為限。

7.   網頁之確認
7.1  立約人使用網路銀行前，請先確認網路銀行正確之網址，才使用網路銀行服

務；如有疑問，請電 0800-088-222 詢問。
7.2   貴行應以一般民眾得認知之方式，告知立約人網路銀行應用環境之風險。
7.3   貴行應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隨時維護網站的正確性與安全性，並隨時注

意有無偽造之網頁，以避免立約人之權益受損。
8.   連線所使用之網路

8.1  立約人及 貴行同意使用網路進行電子文件傳送及接受。
8.2  立約人及 貴行應分別就各項權利義務關係與各該網路業者簽訂網路服務契

約，並各自負擔網路使用之費用。
9.   電子文件之接收與回應

9.1   貴行接收含數位簽章或經立約人及 貴行同意用以辨識身分之電子文件後，
除查詢之事項外，銀行應提供該交易電子文件中重要資訊之網頁供客戶再次
確認後，即時進行檢核及處理，並將檢核及處理結果，以雙方約定之方式通
知立約人。

9.2  立約人或 貴行接收來自對方任何電子文件，若無法辨識其身分或內容時，
視為自始未傳送。但 貴行可確定立約人身分時，應立即將內容無法辨識之
事實，以雙方約定之方式通知立約人。

10. 電子文件之不執行
10.1  如有下列情形之一， 貴行得不執行任何接收之電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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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有具體理由懷疑電子文件之真實性或所指定事項之正確性者。
10.1.2  貴行依據電子文件處理，將違反相關法令之規定者。
10.1.3  貴行因立約人之原因而無法於帳戶扣取立約人所應支付之費用者。

10.2  貴行不執行前項電子文件者，應同時將不執行之理由及情形通知立約人，
立約人受通知後得以電話向 貴行確認。

11. 電子文件交換作業時限
11.1  電子文件係由 貴行電腦自動處理，立約人發出電子文件，經立約人依第 9

條第 1 項 貴行提供之再確認機制確定其內容正確性後，傳送至 貴行後即
不得撤回。但未到期之預約交易在 貴行規定之期限內，得撤回、修改。

11.2  若電子文件經由網路傳送至 貴行後，於 貴行電腦自動處理中已逾 貴行服
務時間 ( 以 貴行公告於貴行網站所提供各服務項目之服務時間為準 ) 時， 
貴行應即以電子文件通知立約人，該筆交易將改於次一營業日處理或依其
他約定方式處理。

12. 費用
12.1  立約人自使用本契約服務之日起，願依約定收費標準繳納服務費、手續費

及郵電費，並授權 貴行自立約人之帳戶內自動扣繳；如未記載者， 貴行
不得收取。

12.2  前項收費標準於訂約後如有調整者， 貴行應於貴行網站之明顯處公告其內
容，並以雙方約定之方式使立約人得知 ( 以下稱通知 ) 調整之內容。

12.3  第二項之調整如係調高者， 貴行應於網頁上提供立約人表達是否同意費用
調高之選項。立約人未於調整生效日前表示同意者， 貴行將於調整生效日
起暫停立約人使用網路銀行一部或全部之服務。立約人於調整生效日後，
同意費用調整者， 貴行應立即恢復網路銀行契約相關服務。

12.4  前項 貴行之公告及通知應於調整生效六十日前為之，且調整生效日不得早
於公告及通知後次一年度之起日。

12.5  立約人繳納之稅捐，應依本契約交易立約人應繳納之稅捐法令規定辦理，
並授權 貴行自立約人帳戶內自動扣繳。

13. 立約人軟硬體安裝與風險
13.1  立約人申請使用本契約之服務項目，應自行安裝所需之電腦軟體、硬體，

及其他與安全相關之設備。安裝所需之費用及風險，由立約人自行負擔。
13.2  第一項軟硬體設備及相關文件如係由 貴行所提供， 貴行僅同意立約人於約

定服務範圍內使用，不得將之轉讓、轉借或以任何方式交付第三人。 貴行
並應於網站及所提供軟硬體之包裝上載明進行本服務之最低軟硬體需求，
且負擔所提供軟硬體之風險。

13.3  立約人於契約終止時，如 貴行要求返還前項之相關設備，應以契約特別約
定者為限。

13.4  立約人使用行動銀行服務須至與 貴行有合作之電信業或資訊業者處所，依
電信業者或資訊業者申請辦法提出申請，如領取 IC 卡或申請連線設備手
機等。

13.5  立約人如因個人因素造成前項合作電信業或資訊業者停話、終止連線或因
讓與、轉借、提供擔保等原因而與第三人發生任何糾葛造成或損害，概由
立約人自行負責，與 貴行無關。

14. 立約人連線與責任
14.1  貴行與立約人有特別約定者，必須為必要之測試後，始得連線。
14.2  立約人對 貴行所提供之使用者代號、密碼、憑證及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工

具，應負保管之責。
14.3  立約人於首次使用本契約服務時，應即作密碼變更，輸入前項密碼連續錯

誤達三次時， 貴行電腦即自動停止立約人使用本契約之服務。立約人如擬
恢復使用，應本人攜帶身分證及原留印鑑，至本行各營業單位辦理重設或
使用本行晶片金融卡＋讀卡機，透過網路 ATM「新申請 / 重設網路銀行密
碼」功能立即重設手續。

14.4  立約人首次用行動銀行服務，應持 貴行製發之網路銀行密碼變更方可使用
行動銀行。

14.5  行動銀行服務功能涉及金融交易部份之立約人權利義務，概由立約人自行
負責。

15. 安全機制
立約人同意以 貴行所定之服務項目，採 SSL( 至少 128bit 押密 ) 之加解密安全機
制傳送電子訊息。有關 SSL 交易機制，以主管機關所定「金融機構辦理電子銀
行業務安控作業基準」之規範為依據。

16. 交易核對
16.1   貴行於每筆交易指示處理完畢後，以電子文件通知立約人，立約人應核對

其結果有無錯誤。如有不符，應於使用完成之日起四十五日內，以臨櫃或
電子文件或向 貴行客服單位反應之方式通知 貴行查明。

16.2   貴行應於每月對立約人以平信或約定之電子文件方式寄送上月之交易對帳
單 ( 該月無交易時不寄 )。立約人核對後如認為交易對帳單所載事項有錯誤
時，應於收受之日起四十五日內以臨櫃或電子文件或向 貴行客服單位反應
通知 貴行查明。

16.3   貴行對於立約人之通知，應即進行調查，並於通知到達 貴行之日起三十
日內，將調查之情形或結果以書面方式覆知立約人。

17. 電子文件錯誤之處理
17.1  立約人利用本契約之服務，其電子文件因不可歸責於立約人之事由而發生

錯誤時， 貴行應協助立約人更正，並提供其他必要之協助。
17.2  前項服務因可歸責於 貴行之事由而發生錯誤時， 貴行應於知悉時，立即

更正，並同時以電子文件或雙方約定之方式通知立約人。
17.3  立約人利用本契約之服務，其電子文件因可歸責於立約人之事由而發生錯

誤時，倘屬立約人申請或操作轉入之金融機構代號、存款帳號或金額錯誤，
致轉入他人帳戶或誤轉金額時，一經立約人通知 貴行， 貴行應即辦理以
下事項：
17.3.1  依據相關法令提供該筆交易之明細及相關資料。
17.3.2  通知轉入行協助處理。
17.3.3  回報處理情形。 

18. 電子文件之合法授權與責任
18.1  立約人及 貴行應確保所傳送至對方之電子文件均經合法授權。
18.2  立約人及 貴行於發現有第三人冒用或盜用使用者代號、密碼、憑證、私密

金鑰或其他任何未經合法授權之情形，應立即以電話或書面或其他約定方
式通知他方停止使用該服務並採取防範之措施。

18.3  貴行接受前項通知前，對第三人使用該服務已發生之效力，由 貴行負責。
但有下列任一情形者，不在此限：
18.3.1  貴行能證明立約人有故意或過失。
18.3.2  貴行依雙方約定方式通知交易核對資料或帳單後超過四十五日。惟

立約人有特殊事由 ( 長途旅行、住院等 ) 致無法通知者，以該特殊
事由結束日起算四十五日，但 貴行有故意或過失者，不在此限。

18.3.3  針對第二項冒用、盜用事實調查所生之鑑識費用由 貴行負擔。
19.  資訊系統安全

19.1  立約人及 貴行應各自確保所使用資訊系統之安全，防止非法入侵、取得、
竄改、毀損業務紀錄或客戶個人資料。

19.2  第三人破解 貴行資訊系統之保護措施或利用資訊系統之漏洞爭議，由 貴
行就該事實不存在負舉證責任。

19.3  第三人入侵 貴行之資訊系統對立約人所造成之損害，由 貴行負擔。
20. 保密義務

20.1  除其他法律規定外， 貴行應確保所交換之電子文件因使用或執行本契約服
務而取得立約人之資料，不洩漏予第三人，亦不可使用於與本契約無關之
目的，且於經立約人同意告知第三人時，應使第三人負本條之保密義務。

20.2  前項第三人如不遵守此保密義務者，視為本人義務之違反。
21. 損害賠償責任

立約人及 貴行同意依本契約傳送或接收電子文件，因可歸責於當事人一方之事
由，致有遲延、遺漏或錯誤之情事，而致他方當事人受有損害時，該當事人僅就
他方所生之損害負賠償責任。

22. 紀錄保存
22.1  立約人及 貴行應保存所有交易指示類電子文件紀錄，並應確保其真實性及

完整性。
22.2  貴行對前項紀錄之保存，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保存期限為五年以

上，但其他法令有較長規定者，依其規定。
23. 電子文件之效力

立約人及 貴行同意以電子文件作為表示方法，依本契約交換之電子文件，其效
力與書面文件相同。但法令另有排除適用者，不在此限。

24. 立約人終止契約
立約人得隨時終止本契約，但應親自、書面或雙方約定方式辦理。

25.  貴行終止契約
25.1  貴行終止本契約時，須於終止日三十日前以書面通知立約人。
25.2  立約人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貴行得隨時以書面或雙方約定方式通知立約

人終止本契約：
25.2.1  立約人未經 貴行同意，擅自將契約之權利或義務轉讓第三人者。
25.2.2  立約人依破產法聲請宣告破產至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更生、清

算程序者。
25.2.3  立約人違反本契約第 16 條或第 18 條之規定者。
25.2.4  立約人違反本契約之其他約定，經催告改善或限期請求履行未果

者。
26. 契約修訂 

本契約如有修改或增刪時， 貴行以書面或雙方約定方式通知立約人後，立約人
於七日內不為異議者，視同承認該修改或增刪約款。但下列事項如有變更，應於
變更前六十日以書面或雙方約定方式通知立約人，並於該書面或雙方約定方式以
顯著明確文字載明其變更事項、新舊約款內容，暨告知立約人得於變更事項生效
前表示異議，及立約人未於該期間內異議者，視同承認該修改或增刪約款；並告
知立約人如有異議，應於前項得異議時間內通知 貴行終止契約：
26.1  第三人冒用或盜用使用者代號、密碼、憑證、私密金鑰，或其他任何未經

合法授權之情形， 貴行或立約人通知他方之方式。
26.2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27. 文書送達
立約人同意以契約中載明之地址為相關文書之送達處所，倘立約人之地址變更，
應即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 貴行，並同意改依變更後之地址為送達處所；
如立約人未以書面或依約定方式通知變更地址時， 貴行仍以契約中立約人載明
之地址或最後通知 貴行之地址為送達處所。

28. 通知方式
除法令另有規定或本契約另有約定者外， 貴行及立約人雙方同意得以電話、傳
真、書面、電子郵件、電子文件或其他雙方另行約定之方式通知他方。 

29. 法令適用
本契約準據法，依中華民國法律。 

30. 法院管轄
因本契約而涉訟者， 貴行及立約人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拾壹、代繳各項款項及稅款特別約定事項

1.   立約人茲向 貴行申請委託代繳表列之各項費用，請按期自本人在 貴行指定存款
帳戶內，逕行劃付代繳，不另簽發取款憑條。

2.   立約人申請代繳各項費用， 貴行自接受申請後並經洽各委託機構同意之月份履
行代繳義務，在未洽妥同意前各月份之費用，仍由立約人自行繳納。

3.   因存款不足， 貴行無法代繳有關費用時， 貴行得即將繳費通知單或稅單退還收
款單位，由其視同已完成該機關章程規定之收費程序，按章如遭遇罰款、停用等
情事，概由立約人自行負責處理。

4.   立約人需變更原指定代繳費用之存款帳戶時，應填具「委託代繳公用事業費用
及稅款申請、變更、中止約定書」乙份，送交 貴行辦理變更帳戶手續。

5.   立約人委託代繳之各項費用，因存款不足或所指定帳戶之存款遭法院強制執行
或因其他事故無法代繳而退回單據者， 貴行得終止代繳之約定，其因此所招致
之損失及違約金責任，概由立約人負擔。

6.   立約人委託代繳之各項費用，在未終止委託前自行結清所指定代繳之存款帳戶
時，視同自動終止代繳之約定，其因此所生之損失及違約金責任，概由立約人負
擔。

7.   立約人如擬變更委託內容或中止委託時，除填具有關說明書外，需俟 貴行與有
關單位辦妥有關手續後始生效。

8.   立約人如對於收費帳單及稅單等事項有所疑議時，概由立約人自行洽詢有關單
位。

9.    其他未盡事宜，概按收費或稽徵單位及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拾貳、財富管理專戶特別約定事項
1.   立約人指定於 貴行開立之存款帳戶，作為「財富管理專戶」( 以下稱本專戶 )，

授權 貴行就本專戶辦理本約定事項之各項服務，關於本專戶之一切往來，除應
優先依本約定事項辦理外，並應遵守相關法規、本約定書及就各項業務服務所簽
訂之契約書之約定。

2.   本專戶係屬綜合存款帳戶，並依本約定書關於綜合存款之約定事項辦理。本專戶
連結之副帳戶，為立約人約定之活期性帳戶，該帳戶與本專戶應為同一人所有。

3.   立約人同意本專戶所連結之副帳戶與 貴行之往來，均以本專戶辦理一切存提往
來，並以本專戶之留存印鑑為憑。副帳戶原申請之金融卡、電話語音、網路銀行、
止付扣押、基金授權扣款等服務與其約定事項均予以註銷，改以本專戶作為基金
授權扣款、止付扣押之帳戶，而金融卡、電話語音之功能及轉出與轉入帳號，以
及網路銀行轉出與轉入帳號須於本專戶重新約定，以及副帳戶未到期票據均須撤
票並存入本專戶。另於同一單位已開立或同時開立信託帳戶者，並以本專戶作為
基金授權扣款帳戶。

4.   本專戶與副帳戶除立約人另有約定外均採無摺交易方式，立約人得透過對帳單
或自動化服務設備查詢各項交易往來情形。有關無摺交易悉依無摺存款約定條款
之相關規定辦理。

5.   本專戶所連結之透支循環動用額度 ( 金融卡融資 )，限以立約人已申請透支循環
動用額度且約定透過本帳戶動用者。且除本約定事項另有約定外，皆依各該借款
約定書之約定辦理。

6.   立約人同意將副帳戶項下之定存悉數移入至本專戶，或約定其他綜存戶或財富
管理專戶之定存移入至本專戶，移入後定存均悉依綜合存款約定事項辦理。

7.   立約人授權 貴行辦理下列理財服務時，無須逐次個別取得立約人之交易指示文
件。
7.1  立約人同意副帳戶如遇辦理各項自動扣繳，買賣證券款項、申購處理費、認

購價款、郵寄費等應付應收證券公司之款項，於規定之証券交割日、付款日
或臨櫃提領交割帳戶款項時，該副帳戶內之存款餘額不足支付付款淨額時，
授權 貴行得就不足額部份逕行動用本專戶資金，並轉帳至副帳戶以為付款
之用。

7.2  立約人以本專戶申請活存轉支存轉帳指示服務者，遇支票存款帳戶餘額不敷
支付票款時，授權 貴行依支票背面之轉帳指示，將本專戶之資金轉帳至支
票存款帳戶，以支付票面金額，本項服務悉依活存轉支存轉帳指示服務相關
規定辦理。

7.3  倘同時有數筆扣帳款項，本專戶之扣款順序以本專戶支付提 / 扣款為優先，
其次為各項自動扣繳，再者為證券交割款，嗣後為辦理臨櫃授權撥轉交易。 
貴行不因辦理前項服務，即負有各項自動扣繳、各項證券款項不足、支存餘
額不足時，通知立約人之義務。

7.4  當本專戶需支付提 / 扣款時，關於本專戶中的資金，依下列順序動用：
7.4.1  本專戶與副帳戶之活期性存款餘額
7.4.2  本專戶內之定存質借額度
7.4.3  透支循環動用額度且約定透過本帳戶動用者，該尚可動用之額度。

7.5   貴行得優先將立約人存入之款項抵充已動用之透支循環額度之全部債務，
其次已使用之定存質借額度，剩餘款項存入本專戶活期性存款。如活期性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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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達立約人事先約定之條件時 貴行將自動轉存定存。
8.   立約人同意於日終結算時副帳戶如尚有存款餘額，授權 貴行將餘額轉帳撥入本

專戶。
9.   本專戶所連結之定存質借、貸款透支循環利率除依各該業務所簽訂之契約書計

息外，透支息係採每日最終餘額法計算之。
10. 本約定事項之終止及其效力

10.1  本專戶之存款約定事項經 貴行或立約人依約終止時，本約定事項亦同時終
止。

10.2  本約定事項一經終止， 貴行得立即進行本專戶之清算。但立約人已就本約
定事項之理財服務與 貴行另行訂定契約者，除 貴行另有意思表示外，其
契約效力不因本約定事項之終止而受影響。

   
拾參、美國海外帳戶稅收遵循法條款

1.   立約人茲受告知並同意配合貴行遵循國內外稅務法令 ( 包含但不限於美國海外帳
戶稅收遵循法及中華民國相關法令 )、條約或國際協議的必要措施，包含調查立
約人及立約人之受益人之國籍與稅籍稅務資料，將稅籍資料及帳戶資訊揭露予國
內外政府機關 ( 包含中華民國政府及美國聯邦政府 )，並於調查結果顯示立約人
與貴行間的關係符合國內外稅務法令、條約或國際協議的特定條件 ( 包含但不限
於立約人及立約人之受益人未能協助提供前揭調查所需的資料、未能據實出具本
約定書各項附表，或立約人及立約人之受益人不同意貴行向中華民國政府及美國
聯邦政府為前揭揭露等情形 ) 時，為立約人辦理稅款扣繳或終止本約定書。

2.   第 1 條相關名詞參考美國海外帳戶稅收遵循法說明如下，本說明僅供參考，相
關定義以美國海外帳戶稅收遵循法之有權解釋為準：
2.1  美國海外帳戶稅收遵循法 : 指美國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即

26 USC §1471~ §1474，或稱美國內地稅法第四章 (Internal Revenue Code 
Chapter 4)，並包含美國聯邦政府內地稅收局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發布的相關行政命令 ( 包含但不限於 26 CFR Parts 1 及 301)、指引及申辦
表單等。

2.2  條約或國際協議：包含但不限於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國政府或雙方政府之代
表人或代表機構間簽訂關於美國海外帳戶稅收遵循法執行的政府間協議
(Intergovernmental Agreement)。

2.3  立約人之受益人：包含但不限於立約人指定自動或定期轉帳轉入帳戶持有人；
立約人如為非自然人之法律實體時，對立約人直接或間接擁有股權性利益、
合夥利益、投資利益、信託利益之人，以及其他依美國海外帳戶稅收遵循法
可認定雖非直接持有帳戶，但實質享有帳戶利益之人。

2.4  國籍與稅籍稅務資料：包含但不限於國籍、雙重國籍或永久居留權身分；納
稅人識別碼 (Taxpa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全球中介機構辨識碼 (Global 
Intermediary Identification Number)；美國稅務 Form W-8、Form W-9 或其
他替代性文件，以及其他依美國海外帳戶稅收遵循法指定金融機構必須調查
或取得的帳戶相關資料。

2.5  其他相關名詞：
2.5.1  美國內地稅法第四章身分 (Internal Revenue Code Chapter 4 Status):

包含美國人 (U.S. Person)、特定美國人 (Specified U.S. Person)、除
外之非金融機構外國 ( 即非美國 ) 法人 (excepted NFFE)、或非實質
營運之非金融外國 ( 即非美國 ) 法人 (Passive NFFE) 等自然人或非
自然人之法律實體之身分類別，及其他同於美國內地稅法第四章所規
定之身分類別。

2.5.2  美國人 (U.S. Person) 及特定美國人 (Specified U.S. Person)：美國人
係指 26 USC §7701(a)30 所規定之美國人，包含美國公民、具美國
永久居留權之人、美國境內的合夥組織、公司或遺產財團、或美國法
院對之有管轄權或美國人對之有控制權的信託財產。特定美國人係指
26 USC §1473(3) 所規定任何不具下列性質之美國人 :1. 任何股票於
證券交易市場經常性交易之公司、2. 任何同屬於前述 1. 公司集團之
公司、3.任何屬 26 USC §501(a)所指之免稅組織或自然人退休計畫、
4. 美國 ( 政府 ) 或政府所有之機構或投資工具、5. 任何美國聯邦州、
哥倫比亞特區、美國 ( 政府 ) 財產、其分支、其所有之機構或投資工
具、6.任何銀行、7.任何不動產投資信託、8.任何受監督的投資公司、
9. 任何共同信託基金、10. 任何適用 26 USC §664(c) 之免稅規定或
符合26 USC §4947(a)(1)的信託、11.依據美國相關法令註冊之證券、
商品、衍生性金融商品 ( 包含名義資本合同、期貨、遠期合約及期權 )
之交易或財產、服務之經紀商、12. 經紀商、及 13. 任何符合 U.S.C. 
§403(b) 或 U.S.C. §457(g) 之免稅信託。

2.5.3  美國稅務居民
2.5.3.1  本人為美國公民、具美國永久居留權（包含但不限於綠卡持

有人）或屬於其他美國稅法定義之稅務居民；或
2.5.3.2  本人今年停留於美國 ( 含本土、海外領土及領海 ) 天數累計

31 天以上；且下述天數合計達 183 天以上（= 今年停留美國
天數全數＋去年停留美國天數之三分之一＋前年停留美國天
數之六分之一。 < 以上計算不含 1. 持 FJMQ 四類簽證 ( 國際
交換老師、學生、留學生 )；或 2. 擔任外交人員；或 3. 擔任
非美國船隻 / 飛行器之工作人員；或 4. 原已啟程離開美國但
因醫療問題滯留；或 5. 參加慈善比賽運動員所停留美國之天
數。>）

2.5.4  非美國稅務居民
2.5.4.1  本人非屬美國公民、不具美國永久居留權（包含但不限於綠

卡持有人），亦非屬其他美國稅法定義之稅務居民；或
2.5.4.2  本人今年停留於美國 ( 含本土、海外領土及領海 ) 天數累計

未達 31 天；
2.5.4.3  本人今年停留於美國 ( 含本土、海外領土及領海 ) 天數累計

達 31 天，但下述天數合計未達 183 天（= 今年停留美國天
數全數＋去年停留美國天數之三分之一＋前年停留美國天數
之六分之一。 < 以上計算不含 1. 持 FJMQ 四類簽證 ( 國際交
換老師、學生、留學生 )；或 2. 擔任外交人員；或 3. 擔任非
美國船隻 / 飛行器之工作人員；或 4. 原已啟程離開美國但因
醫療問題滯留；或5.參加慈善比賽運動員所停留美國之天數。

2.5.5  美國人指標
2.5.5.1  有文件標示具有美國公民身分或永久居留權 [ 請提供棄籍證

明或其他合理書面解釋 ]
2.5.5.2  出生地為美國 [ 請提供棄籍證明或其他合理書面解釋 ] 
2.5.5.3  具美國住址或聯絡地址 ( 含郵政信箱 ) 
2.5.5.4  具美國電話號碼
2.5.5.5  持續指示將資金轉入位於美國的帳戶
2.5.5.6  代理人或代簽人具美國地址
2.5.5.7  轉信地址或代存郵件地址為立約人唯一地址

拾肆、ATM 無卡提款約定事項
立約人為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 以下簡稱貴行 ) 存款客戶且已申請貴行「ATM 無卡
提款服務」。立約人同意經由貴行行動銀行 APP 執行 ATM 無卡提款交易，且遵
守下列條款：

1.   ATM 無卡提款：
1.1  立約人憑貴行提供之一次性「提款序號」、自行設定「無卡提款密碼」、「提

款金額」及其他交易驗證資訊於貴行或參加金融資訊系統跨行連線之自動化
服務設備，如交易驗證資訊相符，貴行即行支付，其交易與憑金融卡或存摺
印鑑所為之交易行為，具有同等之效力。

1.2   貴行認為立約人有不當往來或疑似有遭他人盜用之情形，可逕行終止「ATM
無卡提款服務」。

1.3  立約人申請「ATM 無卡提款服務」後，未於申請日 30 日曆日內於貴行行動

銀行 APP 執行「開通無卡提款服務」開通服務手續，則該申請「ATM 無
卡提款服務」項目自動失效。

1.4  「無卡提款密碼」連續錯誤 3 次，即鎖住服務，須重新申請服務。
2.   適用範圍：

2.1  「ATM 無卡提款服務」以立約人於貴行開立且往來之存款帳戶為限。
3.   交易之效力：

3.1  使用 ATM 無卡提款交易，包括領取現款及未來貴行經主管機關核准之自
動化服務，其交易與立約人以金融卡於自動化服務設備所為之交易行為，
具同等效力。

4.   交易驗證資訊之保管：
4.1  立約人自行設定「無卡提款密碼」時，應注意密碼之設置及使用，不宜使

用與立約人個人資料有關或具連續性、重複性或規則性之號碼為密碼，並
對「ATM無卡提款交易」之「提款序號」、「無卡提款密碼」、「提款金額」
及其他交易驗證資訊負保管之責，且不得將上開交易驗證資訊以任何方式
使第三人知悉或得以知悉，以確保交易安全。

4.2  立約人同意就相關輸入資訊設定、「提款序號」、「無卡提款密碼」等， 
貴行均得認定為立約人所為之有效指示。如因第三人冒用或盜用上開交易
驗證資訊致生損害時，除可證明係貴行對資訊系統之控管未盡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義務外，應由立約人自行負責；如致貴行受有任何直接或間接損害，
立約人應負賠償之責。

5.   無卡交易申請之限制：
5.1  ATM 無卡提款交易限透過貴行行動銀行 APP 進行無卡交易申請。
5.2  ATM 無卡提款交易每一存款帳號，可同時申請多筆 ATM 無卡提款交易，

惟每筆提領時效及累計提領限額依貴行規定辦理。
6.   無卡交易提款限額：

6.1  於貴行自動化服務設備提款時，以新臺幣（以下同）壹仟元為單位，單筆
最高提款限額為貳萬元，每日累計提領限額為壹拾伍萬元，每月累計提領
限額為肆佰伍拾萬元，與晶片金融卡之提款限額併計。於參加金融資訊系
統跨行連線金融單位設置之自動化服務設備提款時，每次最高限額為貳萬
元。

6.2  前項所定之金額，貴行得視實際業務需要隨時調整，除法規另有明定外，
貴行應於調整 5 日前，以顯著方式於營業處所及貴行網站公開揭示之。 

7.   ATM 無卡提款交易之「提款序號」失效：
7.1  立約人於行動銀行完成 ATM 無卡提款交易之申請後，如逾貴行發送一次

性提款序號之有效提款時間未完成提款；或於貴行自動化服務設備輸入
「提款序號」、「無卡提款密碼」、「提款金額」或其他交易驗證資訊連
續驗證錯誤次數達 ( 含 ) 三次者，貴行為考量交易安全並保護立約人權益，
該「提款序號」將立即失效。

8.   ATM 無卡提款交易功能之停用：
8.1  立約人得隨時向貴行申請停用 ATM 無卡提款服務，並終止本約定事項。
8.2  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貴行得隨時停用或暫時停止提供 ATM 無卡提款服

務：
8.2.1  立約人之帳戶作為洗錢、詐欺等不法之用途。
8.2.2  立約人之帳戶經依法令規定列為暫停給付、警示或衍生管制帳戶。
8.2.3  立約人違反法令規定、損及貴行權益或有其他不法行為。
8.2.4  無卡提款交易有第三人不當持有使用之虞。

9.   ATM 無卡提款交易資料之紀錄：
9.1  立約人以 ATM 無卡提款方式之提款紀錄，概以貴行連線系統之紀錄 ( 包

括但不限於磁帶、錄影帶、紙卷等）為準。
10. ATM 無卡提款交易資料之保存：

10.1  立約人進行 ATM 無卡提款交易之資料，貴行應至少保存五年以上。
11. 二十四小時服務專線及申訴管道：

11.1  為保護立約人權益，立約人執行 ATM 無卡提款交易時若有任何疑義，請
立約人撥打貴行 24 小時客戶服務專線：(02)80731166 或免付費客戶服務
專線：0800-088-222。

12. 金融消費爭議：
12.1  立約人對貴行因本約定事項所載之商品或服務所生之金融消費爭議，同意

於金融消費者保護法所稱爭議處理機構得受理範圍內，適用該機構所訂爭
議處理程序。

13. 準據法及管轄法院：
13.1  本約定事項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因本約定事項涉訟時，立約人同意

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但法律有專屬管轄之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14. 其他未盡事宜：
14.1  除本約定事項另有約定外，其餘事項悉依貴行「存款開戶相關業務約定條

款」( 含其變更或修訂 ) 之相關約定辦理。

拾伍、對帳單約定事項
1.  對帳單為 貴行提供立約人與 貴行往來業務交易明細資料、理財資訊或 貴行金

融商品活動訊息等資料之用。對帳單發送方式分為紙本郵寄或電子郵件，立約
人得擇一向 貴行申請辦理寄發 ( 法人戶不適用電子郵件 )。

2.  紙本對帳單之寄送，於貴行依約定之通訊地址發出後，經通常之郵遞期間，即
視為已合法送達；電子對帳單之寄送，以貴行送達立約人留存之電子郵件信箱
伺服器且未被退回即視為已送達，立約人若未收到對帳單，應即向貴行查詢。

3.  立約人收到對帳單後應即核對對帳單內容，如有不符時，應儘速於各項業務約
定之期限內通知 貴行，逾越前揭期限者，推定為核對無誤。

4.  立約人同意先行確認留存於 貴行對帳單之寄發地址或電子郵件信箱之正確性及
有效性，並應於變更時立即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 貴行。如因立約人未
通知，而 貴行依立約人原留存之地址或寄送方式寄送對帳單者，視為已合法
送達，立約人絕無異議，如立約人因此受有損害，應由立約人自行負責，概與 
貴行無涉。

5.  立約人通知 貴行新增或變更電子郵件信箱時，貴行將發送確認連結通知信予立
約人，以確認其正確性及真實性，立約人完成相關驗證後，該新增或變更之電
子郵件信箱始能生效。若因立約人未能完成相關驗證等非可歸責於 貴行之事
由致無法新增或變更，立約人應自行負責，並同意 貴行得依立約人原留存之
電子郵件信箱或以郵寄方式寄送對帳單至通訊地。

6.  貴行依立約人留存之電子郵件信箱寄送對帳單，若因電子郵件信箱帳號錯誤、
信箱帳號變更未通知 貴行或有其他非可歸責於 貴行之事由，致貴行無法成功
寄送電子對帳單至立約人之電子郵件信箱時，貴行得以其他方式 ( 如：簡訊 )
通知立約人，以確認電子郵件信箱之正確性。 

7.  立約人知悉 貴行各項通知服務若因電子郵件系統伺服器、個人電腦設定、收件
匣已滿等非因可歸責 貴行之因素，可能導致郵件無法或延遲送達， 貴行不負
任何責任。

8.  於發生下列任一情形時， 貴行得暫停對帳單服務，惟若有 8.1 至 8.3 之情形， 
貴行將儘速修復或預先告知，並視情況採取必要之補救措施：
8.1 因天災等不可抗力之因素，致無法提供服務時。
8.2 對系統設備進行必要之維修及保養時。
8.3 發生突發性之電子通訊設備或資訊軟硬體設備故障或 貴行合作之協力廠商

系統軟硬體設備故障或失靈。
8.4 立約人有人為不當或違法使用對帳單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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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第一項告知義務內容

ㄧ、親愛的客戶您好，由於個人資料之蒐集，涉及 臺端的隱私權益，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 ( 以下稱本行 ) 向 臺端蒐集個人資料時，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 ( 以下稱個資法 ) 第八條

第一項規定，應明確告知 臺端下列事項：（一）非公務機關名稱（二）蒐集之目的（三）個

人資料之類別（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五）當事人依個資法第三條

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六）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資料時，不提供將對其權益之影

響。此外，當　臺端具有歐盟國籍或居住地於歐盟，則依循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要求於特定目的內蒐集、處理及利用 臺端之個人資料。

二、有關本行蒐集 臺端個人資料之目的、個人資料類別及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

式等內容，請 臺端詳閱如後附表。

三、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臺端就本行保有 臺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一）除有個資法第十條所規定之例外情形外，得向本行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

惟本行依個資法第十四條規定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二）得向本行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個資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規定，臺端應適當釋明其原

因及事實。

（三）本行如有違反個資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  臺端之個人資料，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四

項規定，臺端得向本行請求停止蒐集。

（四）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者，得向本行請求停止處理或

利用 臺端之個人資料。惟依該項但書規定，本行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並註明其爭議或經 

臺端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五）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得向本

行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 臺端之個人資料。惟依該項但書規定，本行因執行業務

所必須或經 臺端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四、臺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及類別，惟

（一）臺端所拒絕提供之個人資料及類別，如果是辦理業務審核或作業所需之資料，本行可

能無法進行必要之業務審核或作業而無法提供 臺端相關服務或無法提供較佳之服務。

（二）關於本行遵循美國海外帳戶稅收遵循法條款之特定目的需蒐集、處理及利用 臺端之個

人資料，如 臺端不同意提供或提供資料不足，本行必須依美國海外帳戶稅收遵循法之

規定將 臺端帳戶列為「不合作帳戶」(Recalcitrant Account)，而須依法對特定帳戶存

入款項扣繳百分之三十之美國稅款；如經合理期間內與 臺端聯繫仍未獲 臺端同意或 

臺端提供資料仍有不足，本行須依法關閉臺端之帳戶。

（三）關於本行遵循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DPR）僅適用　臺端具有歐盟國籍或居住地於

歐盟，依循 GDPR 規範於特定目的內蒐集、處理及利用 臺端之個人資料， 臺端就個

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

 1. 行使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的當事人權利。

 2. 資料限制處理權。

 3. 資料可攜權。

 4. 停止自動化決策及資料剖析。

五、本行最新之告知義務內容，以及臺端如欲行使上述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及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

範（GDPR）之前述權利，有關如何行使之方式，得於本行網站（網址：http://www.feib.com.

tw）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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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手續費標準 ( 金額：新臺幣 )

一般

申請列印往來明細資料文件
( 含託收票據影像、往來契約等 )

1. 六個月 ( 含 ) 以下，每次 100 元
2. 六個月以上，每次 200 元
3. 已入倉庫 ( 儲 ) 者，每次調閱再加收 500 元

調印傳票 ( 含提回支票、匯款單證等 )

1. 一個月以內，單一交易日每次 100 元，超過五張加收 100 元
2. 一個月至一年以內，單一交易日每次 200 元，超過五張加收 100 元
3. 一年以上資料，單一交易日每次 300 元，超過五張加收 100 元
4. 已入倉庫 ( 儲 ) 者，每張 300 元，每次調閱再加收 500 元

存款餘額證明 每份 50 元

掛失、變更印鑑 每件 100 元

存摺掛失補發 每戶 100 元

存單掛失補發 每張 100 元

法院扣押案件 每個 ID 200 元，自 102.1.1 起每個 ID 250 元。

保管箱之鑰匙遺失 每次換鎖 500 元

金融卡

晶片金融卡掛失補發 每張 100 元

COMBO 卡掛失補發 每張 500 元 ( 其中 200 元為信用卡掛失，於信用卡帳單上一併收取；臨櫃收取 300 元 )

郵寄晶片金融卡及密碼函 每張 50 元

晶片金融卡密碼解鎖 每月一次免費，第二次後每張 20 元

匯款
跨行匯款手續費 1. 本行客戶 ( 含信用卡客戶 )：200 萬元以內收 30 元，每增加 100 萬元，加收 10 元

2. 非本行客戶：200 萬元以內收 100 元，每增加 100 萬元，加收 50 元

票券匯款手續費 同跨行匯款手續費，惟單筆匯款金額超過 5,000 萬元 ( 含 ) 以上者，一律收取 510 元

票據

申請簽發臺銀支票 1. 金額 100 萬元 ( 不含 ) 以下，每張 430 元
2. 金額 100 萬元 ( 含 ) 以上，每張 230 元

空白支票請領

1. 首次不收費
2. 三個月活期性存款與支存平均餘額 < 金額 10 萬元 ( 不含 ) 者：每張 30 元
3. 三個月活期性存款與支存平均餘額 >10 萬元 ( 含 ) 但 <30 萬元 ( 不含 ) 者：每張 10 元
4. 三個月活期性存款與支存平均餘額 >30 萬元 ( 含 ) 者：免收費

申請簽發本行支票 每張 50 元

票據信用查詢 1. 第一類查詢，每次 100 元
2. 第二類查詢，每次 200 元

支票存款開戶徵信查詢 每戶 300 元

票據掛失止付申請 / 註銷
1. 空白票據，每戶 200 元
2. 非空白票據，每張 100 元
3. 非屬遺失、被竊或搶奪等理由之掛失止付非空白票據，每張 1,000 元

託收票據 ( 含委託銀行同業交換 )
1. 同交換埠，每張 5 元
2. 不同交換埠，每張 10 元
3. 委同業，每張 40 元

託收票據撤票 每張 50 元

託收票據延期提示 每張 30 元

拒絕往來戶申請兌付 每張 200 元

票據撤銷付款委託申請 / 註銷 每張 100 元

退票違約金 每張 300 元

以特殊事實原因申請退票註記 每張 500 元

註銷退票手續費 每張 200 元

信託
信託資金證明書 每份 50 元

掛失、變更印鑑 每件 100 元

企業網路銀行

交易憑證費 XML 憑證：1,000/1 年

電子付款跨行交易

1. 每筆 200 萬元 ( 含 ) 以下：
    (1) FXML 轉帳 30 元 / 筆
    (2) 跨行匯款 30 元 / 筆
2. 每筆超過 200 萬元：每增加 100 萬元加收 10 元 / 筆

臺幣存匯服務收費標準

註：詢問「企業網路銀行」相關業務，請洽企業網銀客服中心 2311-2606、2311-2609。 公告日期 :20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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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存匯服務收費標準

製作日期:2021.03

註:存款餘額證明、存摺/單掛失補發、印鑑變更掛失、列印往來明細資料、傳票等收費標準，同台幣存匯服務收費標準之相關規定 

※劃底線項目自  2016.08.03  調整實施  

光票託收 

其他 
託收現鈔金額等值美元 X0.4 計收新臺幣手續
費

每 1 美元收取新臺幣 0.3 元處理費

2.現鈔託收
*金額超過 10 萬美元以上或行
員無法辨別真偽須以託收方式
辦理者

1.舊版本之美元現鈔處理費
*以本行營業大廳公告之舊版
本美元鈔券種類為準

非本行客戶： 現鈔買匯，每筆 100 元

本行客戶： 免收
營業時間 9:00AM~3:30PM
手續費

外幣現鈔
買賣

存款
幣別轉換

手續費 免收

外幣現鈔
存入

提領
外幣現鈔

依本行當日牌告現鈔匯率與即期之匯率價差計收手續費(台幣計價)

免收

依本行當日牌告現鈔匯率與即期之匯率價差計收手續費(台幣計價)

國外費用 依國外實際扣付費用計收 依國外實際扣付費用計收

美金及歐元票據
委託存同行代收

其餘幣別票據

每筆 200 元

每筆 1000 元

每筆等值 NTD200

每筆等值 NTD1000

郵
電
費

手續費

每筆 100 元

本行 OBU 匯入免收

國內同業解付由本行背書者

票面金額×0.05%最低 450 元  最高 600 元

本行 DBU 匯入免收

票面金額 X0.05%  最低 10 美元  最高 20 美元

匯入匯款

手續費

匯款金額 X0.05%，最低 200 元，最高 800 元
(轉匯國外、本行 OBU 或國內同業，另以匯出
匯款收費標準加收費用)

匯款金額 X0.05%，最低 10 美元，最高 20 美元
(轉匯國外、本行 DBU 或國內同業，另以匯出匯
款收費標準加收費用)

大陸地區匯款 每筆 700 元

T/T，D/D  修改或退匯 每筆 300，D/D 再加收 20 美元國外費用 每筆 10 美元，D/D 再加收 20 美元國外費用

D/D  掛失止付

郵
電
費匯出匯款

電匯  T/T

票匯  D/D、信匯  M/T 每筆 60 元

每筆 1200 元

港澳地區每筆 300 元 
其他地區每筆 450 元
申請全額匯款時每筆另加收等值 20 美元

每筆 5 美元

每筆 40 美元

每筆 10 美元
申請全額匯款時每筆另加收等值 20 美元

手續費 匯款金額 X0.05%，最低 200 元，最高 800 元 

項目 DBU  收費標準(金額：新臺幣) OBU  收費標準(金額：美元)

匯款金額 X0.05%，最低 10 美元，最高 2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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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外開戶客戶點交單 

一、 □對保行員主動出示遠東商銀員工識別證。 

二、 □法人戶授權代理人擔任行外開戶聯絡窗口之授權文件。(需核對代理人身分證件) 

三、客戶簽署存匯類開戶文件項目 

(1~4項為開戶需填寫文件項目) 

□ 1.存款開戶總約定書  1  份

□ 2.存款印鑑卡  份 

□ 3.新開戶領用憑證委託書  1 份

□ 4.FATCA及 CRS聲明書  份，如

W-8BEN、W-8BEN-E、W-9等或其他

(請填名稱)： 

法人戶開戶簽署文件項目 

□ 5.法人基本資料登錄單  1  份

□ 6.實質受益人暨高階管理人員聲明書  1  份

□ 7.存款往來授權書  1  份

OBU開戶額外簽署文件項目 

□ 8.GENERAL RESOLUTION(存款往來授權書) 1  份

□ 9.INDEMNITY FOR BANKING TRANSACTIONS(傳真交易

指示) 1 份

□ 10.非勸誘聲明書  1  份

其他文件 

□傳真指示交易約定書 □企業網路銀行申請書  □ 

□  □ □ 

□ □  □ 

四、 客戶交付資料(影本)項目(請確認已註明用途) 
1.個人戶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其他

2.法人戶證明文件

□ (1)核准設立文件

□ (2)營利事業登記證明文件

□ (3)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其他

□ (4)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

□ (5)其他：□會議紀錄、□董事名冊、□董事職權證明書(COI)、□股東名冊、□公司章程、

□繳稅證明、□ 總公司授權分公司開戶之授權書、□存續證明書(Good Standing)

請注意：為保障您的權益，請務必勾選並核對所簽署文件及交付資料項目 
五、□客戶本人/負責人/代理人確認所填寫資料內容皆與事實相符且正確無誤。 

六、□相關簽署/交付文件另自行以郵寄方式辦理。 

客戶本人/負責人/代理人：    (親簽) 

   日    期：

內部
作業
使用 

項目 
點收： 
業務人員 

入庫： 
業務人員/主管 

出庫： 
業務人員/主管 

繳件： 
業務人員 

收件： 
作業人員 

日期 

人員 / / 

(註)請注意：業務單位需於點收日的次一營業日 (或出庫當日)將文件交付分行/作業單位執行開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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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CA 及 CRS 聲明書【實體(法人)】 

Self-Certification Form for FATCA and CRS【Entity】 

壹、說明 Notes :  

一、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行」)依美國「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以下簡稱FATCA)，於西元2014年

7月1日起開始正式進行相關措施以符合FATCA相關規範。本行另依我國「金融機構執行共同申報及盡職審查作業辦法」

(以下簡稱CRS)，應蒐集及申報有關帳戶持有人稅務居住者身分之特定資訊，並於西元2019年1月1日起開始正式進行相

關措施以符合CRS(CRS相關資訊，請詳財政部網站專區(首頁>服務園地>國際財政服務資訊>稅務用途資訊交換)。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FATCA”),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Bank Co. Ltd (“FEIB”) 

has taken relevant actions to comply with FATCA since July 1, 2014. Also, from January 1, 2019, FEIB is required to collect and 

report relevant information about the Account Holder’s tax residency status to comply with the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mon Standard on Reporting and Due Diligence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RS”) announced 

b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MOF”)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CRS, please visit  

https://www.mof.gov.tw/multiplehtml/1529 ). 

二、 為遵循FATCA及CRS，本行需請臺端填寫FATCA及CRS聲明書(以下簡稱本表)。若本表帳戶持有人為美國稅務居住者或

其具有實質美國人股東，本行將依美國國稅局之要求，將其相關資訊申報予美國國稅局; 若本表帳戶持有人或其具控制

權之人屬CRS應申報國家稅務居住者，本行將依我國稅捐稽徵機關之要求，將其相關資訊申報予我國稅捐稽徵機關，經

由政府間協定進行稅務目的金融帳戶資訊交換，提供予本表實體或該實體之具控制權之人為稅務居住者之國家/地區的

稅捐稽徵機關。 

To comply with FATCA and CRS, please fill in this Self-Certification Form for FATCA and CRS (”this Form”). If account 

holder is a U.S. tax resident or has substantial U.S. owner, FEIB will pass on the information regarding your account to the U.S.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RS”), as requested by the IRS. If account holder or its controlling person(s) is a tax resident(s) 

of a reportable jurisdiction, FEIB is legally obliged to pass on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Form to the tax authoriti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ROC”) and they may exchange this information with tax authorities of another 

country(ies)/jurisdiction(s) pursuant to intergovernmental agreements to exchange financial account information for tax 

purposes. 

三、 如 對 判 定 本 表 實 體 或 該 實 體 之 具 控 制 權 之 人 稅 務 居 住 者 身 分 有 任 何 疑 問 ， 請 瀏 覽 OECD 網 站 

http://www.oecd.org/tax/automatic-exchange/crs-implementation-and-assistance/tax-residency/  或 諮 詢 臺

端之稅務顧問。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about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tax residency for the entity and its controlling person(s), please 

refer to the OECD website: www.oecd.org/tax/automatic-exchange/crs-implementation-and-assistance/tax-residency/ or 

consult with your consultant for advice. 

四、 如帳戶持有人為獨資資本主，請填寫「個人版聲明書」，勿填寫本表。 

If the Account Holder is a sole trader or a sole proprietor, please  Do Not fill in this Form; instead please complete a “Self-

Certification Form for FATCA and CRS【Individual】”. 

 

  

111.09 



第 2 頁，共 21 頁 

貳、基本資訊及聲明事項 Basic Information and Declaration

基 本 資 訊   Basic Information 

(*必填欄位 )(**具有美國或其他國家或地區稅務居住者身分必填) 

(*Mandatory field) ( ** If the entity is a tax resident of the U.S. or other country(ies)/jurisdiction(s), please fill in the fields with asterisks (**).) 

*實體或分支機

構之法定名稱 

Legal name of 

entity or  

branch 

*中文

Name in 

Chinese 

**英文 

Name in 

English 

*組織、設立或成立所在地之國

家或地區 

*Country/Jurisdiction of

Organization, Incorporation 

or Establishment 

*現行居住地址※

*Current Residence Address

與登記地址相同 

Same as Registered address 

街道門牌(室、樓層、大樓、號碼、街道、區等) 國家或地區 

**( Suite, Floor, Building, Number, Street, District, if any) **( Country/Jurisdiction) 

城市(鎮、市、縣等) 州、省 郵遞區號(Post code) 

** (Town/City/County) ** (State/Province) 

通訊地址 

Mailing Address  

與現居地址相同 

Same as Current Residence 

Address 

街道門牌(室、樓層、大樓、號碼、街道、區等) 國家或地區 

(Suite, Floor, Building, Number, Street, District, if any) (Country/Jurisdiction) 

城市(鎮、市、縣等) 州、省 郵遞區號(Post code) 

(Town/City/County) (State/Province) 

※ 現行居住地址：係指證明文據上之地址。證明文據係指下列任一文件：1. 政府機關核發之居住者證明; 2. 政府機關核發載有實體名稱及其位於居住地或

組織設立地之主要辦公室地址之文件; 3.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第三方信用報告、申請破產文件或證券監管機關出具之報告。 

Current Residence Address: The Current Residence Address is indicated on the Documentary Evidence. “Documentary Evidence” means any of 

the following documentation: 

1. A certificate of residence issued by a government body.

2. Documentation issued by a government body that includes the name of the Entity and the address of its principal office in which it is a resident, 

or the Entity was organized or incorporated. 

3. Any audited financial statement by a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third-party credit report, bankruptcy filing, or securities regulator’s report. 

admin
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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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 務 居 住 者 身 分 聲 明 事 項 

Tax Residency Declaration of Entity 

立約定書人(以下簡稱立約人)聲明以下內容為實: I hereby declare that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re true: 

立約人已提供過相關資料 I have provided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to FEIB 

立約人業已提供 FATCA 及 CRS 身分證明文件(包含但不限於 FATCA 及 CRS 聲明書、W-8BEN-E、W-9 或相關證明文

件)予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貴行」)以聲明立約人之稅務居住者身分、FATCA 身分狀態及 CRS 實

體類型，且截至今日立約人之稅務居住者身分、FATCA 身分狀態及 CRS 實體類型並無變更。立約人了解並同意當貴行

若無立約人之 FATCA 及 CRS 身分證明文件之徵提紀錄時，得再向立約人徵提 FATCA 及 CRS 身分證明文件。 

The entity has provided the FATCA and CRS documentation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Self-Certification Form for FATCA 

and CRS, W-8BEN, W-9 or other relevant documentations) to FEIB to declare its FATCA and CRS status. Also, until today, 

there is no change in its FATCA and CRS status. The entity does understand and agree that the entity will be required to 

provide the FATCA and CRS documentations to FEIB if FEIB has no relevant records of its FATCA and CRS documentations. 

一、 FATCA 身分狀態* FATCA Status 

(A) 立約人是美國稅務居住者(即符合下述之定義)，且願意提供 W-9 以茲證明 FATCA 身分(U.S. Person <Individual or

Entity>) (若勾選此項，請確認「三、稅務居住者身分」已勾選 (B) 美國選項)

The entity is a U.S. tax resident (Please refer to the definitions below) and will provide Form W-9 to demonstrate the 

entity’s FACTA status. (U.S. Person <Individual or Entity>) (If this option is selected, please confirm whether " 

Identification of tax resident (B) is selected). 

I. 立約人為在美國設立登記之公司機構；或

The entity is organized in the U.S. or under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II. 立約人為美國公司在臺之分支機構；或

The entity is a Taiwan Branch of the aforementioned U.S. entity, or

III. 立約人曾經填寫過 Form 8832 並交付予美國國稅局(IRS) (此即為美國稅法上認定之非企業實體

<Disregarded Entity>)

The entity has provided Form 8832 to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RS”) (i.e. Disregarded Entity under federal

tax purposes).

(B) 立約人不是美國公司，是非金融集團之上市(櫃)、興櫃公司或其關係企業(Publicly Traded Non-financial Foreign

Entity or Affiliate)請填寫下列欄位之資訊(二擇一填寫):

The entity is not a U.S. company and is a Publicly Traded Non-financial Foreign Entity(“NFFE”) or Affiliate of the 

aforementioned entity (Please complete the required information below (Please fill in either I or II): 

I. 立約人股票交易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填寫證券市場正式名稱)；或
The stock of such corporation is regularly traded on one or more established securities markets, includin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Formal name of the security market), or

II. 立約人之關係企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填寫公司機構正式名稱)，其公司股票交易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填寫證券市場正式名稱)。
The stock of the NFFE affili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Formal name of the affiliate) of such corporation is

regularly traded on an established securities marke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ormal name of the security

market).

(C) (C) 立約人是實質營運之非金融機構非美國法人(Active Non-financial Foreign Entity) ，即符合下述定義：

The entity is an Active Non-financial Foreign Entity (“Active NFFE”). Please refer to the definitions below:

I. 立約人非屬金融機構亦非美國法人；且

The entity is neither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nor a U.S. entity, and

II. 於前一會計年度之股利、利息、租金、權利金、金融資產交易增益、貨幣匯兌增益或其他非積極營業活動

產生收入之合計數未達收入總額百分之五十，且於該期間內持有用於取得該非積極營業活動收入之資產，

未達其資產總額百分之五十。

Less than 50% of the NFFE’s gross income for the preceding calendar year, including the dividends, interests,

rental, premium, gain on financial assets trading, gain on monetary exchange or other appropriate reporting

period is passive income and less than 50% of the assets held by the NFE during the preceding calendar year

or other appropriate reporting period are assets that produce or are held for the production of passive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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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參考公式如下: 
The reference formula is as below: 

股利、利息、租金、權利金、金融資產交易增益、貨幣匯兌增益或其他非積極營
業活動產生收入之合計數 ＜50% 

收入總額 

  

The NFFE 's gross income including the dividends, interests, rental, premium, 
gain on financial assets trading or gain on monetary exchange ＜50% 

Total revenue 
 

 (D) 立約人是非實質營運之非金融機構非美國法人(Passive Non-financial Foreign Entity)，並願意揭露是否有實質美

國人股東，如有，則願意提供該美國人股東之資料，且其中若為美國個人之股東，立約人會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

對其發送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事項聲明書，並請其填寫當事人書面同意書，同意對其資料進行蒐集、處理與利用。請

勾選以下適用之欄位(二擇一): (註 1) 

The entity is a Passive Non-financial Foreign Entity (“Passive NFFE”). The entity will disclose whether there is any 

substantial U.S. owner of the entity and will provide the information of the substantial U.S. owner. If the substantial U.S. 

owner is an individual, the entity will provide the notifica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 (“PIPA”) to the 

substantial U.S. owner and require he/she to provide FEIB the consent form, which is an agreement that FEIB may collect, 

process and use of the substantial owner’s personal information. Please select only one box below: (Note1) 

□ D1. 立約人無任何實質美國人股東 
The entity has no substantial U.S owners. 

□ D2. 立約人已於□【附錄一】或□【附錄二】提供所有實質美國人股東資訊。其中若為美國個人之股東，立約人應依
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對其發送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事項聲明書，並提供當事人填寫之書面同意書，同意對其
資料進行蒐集、處理與利用。 
The entity has provided all information of each substantial U.S owners of the NFFE in 【Appendix 1】or 【Appendix 

2】 

 (E) 立約人是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 ，即符合下述定義： 

The entity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Please refer to the definitions below: 

I. 僅以宗教、慈善、科學、藝術、文化或教育之目的，在其居住國設立及維護；且 
Established and maintained in its country of residence exclusively for the purpose of religion, charity, science, 

art, culture or education, and 

II. 在其居住國免繳所得稅;且 

Exempted from Income tax in its country of residence, and 

III. 無任何股東或成員對其收入或資產享有所有權或受益權;且 

No shareholders or members who have a proprietary or beneficial interest in its income or assets; 

IV. 除從事慈善活動、支付勞務報酬或購買合理市價之財產外，該組織之居住國法律或其設立文件均不允許該

組織的任何收入或資產分配予個人或非公益法人；或為個人或非公益法人之利益而使用其收入或資產；且 

Neither the applicable laws of the entity's country of residence nor the entity's formation documents permit 

any income or assets of the entity to be distributed to, or applied for the benefit of, a private person or non-

charitable entity other than pursuant to the conduct of the entity's charitable activities or as payment of 

reasonable compensation for services rendered or payment representing the fair market value of property 

which the entity has purchased; and 

V. 該組織之居住國法律或其設立文件規定，在該組織清算或解散時，其全部資產須分配給居住國政府、居住

國政府的延伸部分、居住國政府所控制之法人、或其它符合本項條件之非營利組織、或歸還給該組織居住

國之政府或該政府的任何分支機關。 

The laws of the entity’s country of residence or the entity’s formation documents require that, upon the 

entity’s liquidation or dissolution, all of its assets be distributed to the government of residence, the affiliate 

of the government of residence, the entity which is controlled by the government of residence, other qualifie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or escheat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entity’s country of residence or any political 

subdivision thereof. 

 (F) 立約人是非美國中央銀行或各級政府及其不從事對外營業行為之附屬單位(Foreign Government, Government of 

a U.S. Possession, or Foreign Central Bank of Issue)，且符合下述二款情形： 

The entity is not a U.S. Government, Government of a U.S. Possession, U.S. Central Bank of Issue, or the affiliates of the 

foregoing ent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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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為款項之最終受益人；且
The entity is the ultimate beneficiary of the payment; and

II. 無從事屬於保險公司、保管機構或存款機構的商業金融行為。

There is no commercial financial activity of the custodian institution, depository institution or insurance

company

(G) 其他；立約人不是上列六種法人型態，且願意提供 W-8-BEN-E 或 W-8-IMY 或 W-8-EXP 等美國國稅局(IRS)W-8

系列之正式文件，以茲證明 FATCA 身分。

The entity is none of the above listed FATCA Status and is willing to provide formal documentation of the IRS W-8 series, 

such as W-8BEN-E, W-8IMY or W-8EXP, to certify FATCA status. 

二、 CRS 實體類型* CRS Entity Type 

(A) 立約人是金融機構: Financial Institution

□ A1. 應申報國及參與國之投資實體(非為應申報國及參與國之投資實體，請勾選 C2)

Investment Entity in a Reportable Jurisdiction and a Participating Jurisdiction (If an Investment Entity is not located 

in a Reportable Jurisdiction and a Participating Jurisdiction, please tick C2) 

□ A2. 存款機構、保管機構或特定保險公司

Depository Institution, Custodial Institution, or Specified Insurance Company 

(B) 立約人是積極非金融機構實體 Active Non-Financial Entity ( “Active NFE”)

□ B1. 於前一會計年度之股利、利息、租金、權利金、金融資產交易增益、貨幣匯兌增益或其他非積極營業活動產生

收入之合計數未達收入總額百分之五十，且於該期間內持有用於取得該非積極營業活動收入之資產，未達其資

產總額百分之五十。(判斷參考公式 FATCA 身分狀態(C)) 

Less than 50% of the NFE’s gross income for the preceding accounting year is from dividends, interest, rents, 

royalties, the excess of gains over losses from the sale or exchange of Financial Assets, the excess of foreign currency 

gains over foreign currency losses, or income derived from other non-active business, and less than 50% of the 

assets held by the NFE during the preceding accounting year are assets that produce or are held for the production 

of non-active business income. (Please refer to the reference formula of FATCA Status(C))  

□ B2. 所發行股票於經認可證券市場(註 2)經常性交易(註 3)者或其關係實體(參考 FATCA 身分狀態(B)) 

The stock of the NFE is regularly traded (Note 2) on an established securities market (Note 3), or the NFE is a Related 

Entity of an Entity the stock of which is regularly traded on an established securities market. (Please refer to FATCA 

Status (B)) 

□ B3. 政府實體、國際組織、中央銀行，或由政府實體、國際組織或中央銀行完全持有之實體(參考 FATCA 身分狀態

(F))：(請擇一勾選) 

The NFE is a Governmental Entity,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 Central Bank, or an Entity wholly owned by a 

Governmental Entity,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r a Central Bank (Please refer to FATCA Status (F)) : (Please 

select one of the following) 

□ B3-1 政府實體、中央銀行，或由政府實體、中央銀行完全持有之實體

The NFE is a Governmental Entity, a Central Bank, or an Entity wholly owned by one or more of the foregoing 

□ B3-2 國際組織或由國際組織完全持有之實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r an Entity wholly owned by one or more of the foregoing 

□ B4. 主要活動係持有子公司已發行股票或對其提供融資服務，且該子公司係從事金融機構業務以外之交易或商業行

為。但不包括其功能為投資基金或其他基於投資目的以收購或挹資方式持有公司股權作為資本資產之投資工具; 

Substantially all of the activities of the NFE consist of holding the outstanding stock of, or providing financing and 

services to, one or more subsidiaries that engage in trades or businesses other than the business of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except that the Entity functions as an investment fund, or any investment vehicle whose purpose is to 

acquire or fund companies and then hold interests in those companies as capital assets for investment purposes. 

□ B5. 組織設立未滿二十四個月且未曾營運者，為從事金融機構以外業務所需資產投入資本;

The NFE has not yet operated a business within 24 months after the date of its initial organization, and invests capital 

into assets to operate a business other than that of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 B6. 前五年非屬金融機構，且正進行清算或重整程序者;

The NFE was not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in the past five years, and is in the process of liquidating or reorgan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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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7. 主要活動係與其關係實體或為其關係實體從事融資或避險交易，且未對非關係實體提供融資或避險服務。前述

關係實體以主要從事金融機構以外業務者為限; 

The NFE primarily engages in financing and hedging transactions with, or for, Related Entities, and does not provide 

financing or hedging services to non-Related Entities, provided that any such Related Entities are primarily engaged 

in a business other than that of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 B8. 專為宗教、公益、科學、藝術、文化、運動或教育之目的而於其所在國家或地區設立及營運者；或於其所在國家

或地區設立及營運，且為專業組織、企業聯盟、商會、工會組織、農業或園藝組織、公民聯盟或專為促進社會

福利之組織;且符合下列所有條件: (參考 FATCA 身分狀態(E)) 

The NFE is established and operated in its country or jurisdiction of residence exclusively for religious, charitable, 

scientific, artistic, cultural, athletic, or educational purposes; or it is established and operated in its country or 

jurisdiction of residence and it is a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business league, chamber of commerce, labor 

organization, agricultural or horticultural organization, civic league or an organization operated exclusively for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welfare, and meets all of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Please refer to FATCA Status (E)) 

I. 於其所在國家或地區免納所得稅者; 

It is exempt from income tax in its country or jurisdiction of residence; 

II. 股東或成員對其所得或資產不得主張所有權或受益權; 

It has no shareholders or members who have a proprietary or beneficial interest in its income or assets; 

III. 依其所在國家或地區適用之法律或其設立文件規定，除為執行慈善活動，或為給付合理勞務報酬或財產公

平市價之價金外，不得分配所得或資產或贈與利益予私人或非慈善性質實體;及 

The applicable laws of the NFE’s country or jurisdiction of residence or the NFE’s formation documents do 

not permit any income or assets of the NFE to be distributed to, or applied for the benefit of, a private person 

or non-charitable Entity other than pursuant to the conduct of the NFE’s charitable activities, or as payment 

of reasonable compensation for services rendered, or as payment representing the fair market value of 

properties; and 

IV. 依其所在國家或地區適用之法律或其設立文件規定，清算或解散時應將賸餘財產分配與政府實體或其他非

營利組織，或歸屬其所在國家或地區之各級政府。 

The applicable laws of the NFE’s country or jurisdiction of residence or the NFE’s formation documents 

require that, upon the NFE’s liquidation or dissolution, all of its remainder of the assets be distributed to a 

Governmental Entity or other non-profit organization, or escheat to the government at various levels of the 

NFE’s country or jurisdiction of residence 

 (C)  立約人是消極非金融機構實體(參考 FATCA 身分狀態(D)) Passive Non-Financial Entity (“Passive NFE”) (Please 

refer to FATCA Status (D)) 

□ C1.指屬上述(B)積極非金融機構實體以外之非金融機構實體 

A NFE that is not an Active NFE as pertained in (B) above. 

□ C2.非於應申報國或參與國之投資實體 

An investment entity located outside a reportable jurisdiction or a participating jurisdiction. 

勾選(C)，請勾選消極非金融機構之實體類別：□ 法人 □ 信託 □ 除信託以外其他法律安排 

If (C) is ticked, please select the entity category of Passive NFE:  

□ Legal person □ Trust □ Other legal arrangements other than Trust 

勾選(C)，請續填：立約人所有具控制權之人姓名如下表，並請所有具控制權之人另填寫「CRS 聲明書【具控制權之人】 

If (C) is ticked, please fill in the name of all Controlling Person(s) of the entity in the table below and complete “Self-

Certification Form for CRS - Controlling Person” for each Controlling Person. 

(1) (2)   

(3) (4) 

(5) (6) 

(7) (8) 

 

admin
Highlight



第 7 頁，共 21 頁 

(D) 立約人屬排除帳戶 (請參考附錄五定義)(註 4) An excluded account (Please refer to Appendix 5) (Note 4)

本行確認欄 Confirmation Column 

單位主管 

Section supervisor 

作業部門主管 

Head of operations 

department 

經辦 

In charge 

三、 稅務居住者身分 Identification of Tax Resident 

立約人具有以下稅務居住者身分(請勾選所有符合之居住國家或地區) 

The entity has the following tax residency(ies) (Please select all applicable countries/jurisdictions) 

(A) 臺灣【若勾選此項，請提供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OC (If this box is ticked, please provide Taiwan Unified Business Number ___________________ )

(統一編號 8 碼，由公司、商業登記主管機關編配)
(8 digit number issued by the authorities in charge of corporation or business registration)

(B) 美國【若勾選此項，請確認已勾選「一、FATCA 身分狀態(A) 立約人是美國稅務居住者」選項 】

U.S. (If this box is ticked, please confirm FATCA Status(A) is also ticked)

(C) 其他國家或地區稅務居住者(若勾選此項，請完成以下表格並列出立約人之所有(i)居住國家或地區及(ii)居住國家或地

區之稅務識別碼。若立約人之居住國家或地區超過三個，請填寫於另外的表格。)

A tax resident of other country(ies)/jurisdiction(s) (If this box is ticked, please complete the following table indicating (i) 

all of the country(ies)/jurisdiction(s) where the entity is a tax resident (ii) the entity’s TIN for each country/jurisdiction 

of residence. If the entity’s country(ies)/jurisdiction(s) of residence are more than three, please use a separate sheet.) 

(i) 居住國家或地區

Country/jurisdiction of tax 

residence 

(ii) 是否有居住國家或地區之稅務識別碼?

TIN is assigned by country/jurisdiction of tax residence? 

是 

(請提供稅務識別碼) 

Yes (Please provide a TIN) 

否 

(請填寫理由A、B或C，理由B須說明無

法取得稅務識別碼的原因) 

No (Please indicate reason A, B or C. 

If B is selected, explain why a TIN 

cannot be obtained) 

1 

2 

3 

理由 A – 立約人之居住國家或地區未核發稅務識別碼予其居住者 

Reason A – The country/jurisdiction where the entity is a tax resident does not issue TINs to its residents 

理由 B – 立約人無法取得稅務識別碼或具類似功能的編號(若選取此理由，請說明無法取得稅務識別碼的原因) 

Reason B – The entity is unable to obtain a TIN or equivalent number (Explain why the entity is unable to obtain a TIN if 

this reason is selected) 

理由 C - 無須蒐集稅務識別碼。(註: 選取此理由限其國內法未要求蒐集稅務識別碼資訊) 

Reason C – TIN is not required (Note: Only select this reason if the domestic law of the relevant country/jurisdiction of tax 

residence does not require the collection of the TIN) 

四、 聲明及簽署 Declaration and Signature 

立約人了解並同意 貴行為證實上開聲明內容，得於必要時向立約人索取相關證明文件，以及得代理立約人向美國稅法的

扣繳義務人出示本表或交付本表之複本，以協助立約人聲明是否為美國稅務居住者。立約人並已詳細閱讀【附錄三】美國

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條款，了解並同意其規定與要求。 

The entity acknowledges and agrees that“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Bank Co. Ltd”(a.k.a FEIB) can request the entity to provide 

relevant documentary evidence to certify the contents of the certification, if necessary. And then, FEIB can provide this 

certification or the copy of this certification on the entity’s behalf to the withholding agents identified in the tax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order to assist the entity to declare whether the entity is a U.S. person. In addition, the entity has read, 

acknowledged, and agreed with the terms identified in【Appendix 3】Terms for the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FATCA”) of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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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約人知悉，本表所含資訊、相關帳戶持有人及任何應申報帳戶資訊，將可能申報予中華民國稅捐稽徵機關，經由政府間

協定進行稅務目的金融帳戶資訊交換，提供予帳戶持有人為稅務居住者之國家/地區的稅捐稽徵機關。 

The entity is aware that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Form and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Account Holder and any 

Reportable Account(s) may be provided to the tax authorities of the ROC and exchanged with tax authorities of another 

country(ies)/jurisdiction(s) in which the Account Holder may be a tax resident pursuant to intergovernmental agreements to 

exchange financial account information for tax purposes. 

立約人證明，與本表相關之所有帳戶，立約人為帳戶持有人(或立約人業經帳戶持有人授權簽署本表)。 

The entity certifies that the authorized person is authorized to sign for the Account Holder of all the account(s) to which this 

Form relates.   

立約人聲明，就立約人所知所信，於本表所為之陳述均為正確且完整。 

The entity declares that all statements made in this Form are, to the best of its knowledge and belief, correct and complete. 

立約人承諾，如狀態變動致影響本表「基本資訊及聲明事項」所述之個人稅務居住者身分，或所載資料不正確或不完整，

立約人將通知  貴行，並在狀態變動後 30 日內提供  貴行一份經適當更新之 FATCA 及 CRS 聲明書。立約人了解並同意 

貴行有權合理認定上開聲明內容之真偽或變更情形而對立約人帳戶權利為必要的處置行為，包含但不限於辦理美國稅扣

繳或終止帳戶服務。 

The entity undertakes to advise FEIB of any change in circumstances which affects the tax residency status of the individual 

identified in the “Basic Information and Declaration” of this Form or causes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to become 

incorrect or incomplete, and to provide the company with a suitably updated Self-Certification Form for FATCA and CRS within 

30 days of such change in circumstances. The entity acknowledges and agrees that FEIB has the right to consider the validity 

and the change of the contents of the certification above and takes necessary action to its FEIB’s account,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withholding the U.S. taxes applicable to the U.S. source income or closing its FEIB’s accounts. 

此致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To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Bank Co. Ltd 

日期(年/月/日) Date (DD/MM/YYYY)： 立約人 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留印鑑或經濟部登記大小章) 
(Company Ch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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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由本行填寫 Completed by FEIB 

檢

核

表 

帳戶持有人 FATCA 身分狀態 FATCA 

Status 
帳戶持有人 CRS 實體類型 CRS Entity Type 

應 徵 提 之 相 關 文 件 Relevant 

required documentations 

已取得 Have 

been 

obtained 

一、A 美國稅務居住者 

U.S. Entity 

依客戶勾選 CRS 實體類型二、(A) A1 至二、 (D) 

Depending on the CRS Entity type which the 

account holder selects 

1. W-9 

2. FATCA 及 CRS 聲明書【實體(法

人 ) 】 Self-Certification Form for 

FATCA and CRS【Entity】 

3. 如帳戶持有人 CRS 實體類型為二、

(C) 消極非金融機構實體，另須取得

CRS 聲明書 【具控制權之人】 

If the entity is Passive NFFE, please 

obtain Self-Certification Form for 

FATCA and CRS【Controlling 

Person】 

 

一、B  不是美國公司，是非金融集

團之上市(櫃)、興櫃公司或

其關係企業 Publicly Traded 

Non-financial Foreign 

Entity or Affiliate 

二、(B) B2 所發行股票於經認可證券市場經常性

交易者或其關係實體 Publicly Traded 

Non-financial Foreign Entity or 

Affiliate 

FATCA 及 CRS 聲明書【實體(法

人) 】Self-Certification Form for 

FATCA and CRS【Entity】 

 

一、C 實質營運之非金融機構非美

國法人 Active NFFE 

二、(B) B1 積極營業活動實體 Active NFFE FATCA 及 CRS 聲明書【實體(法

人) 】Self-Certification Form for 

FATCA and CRS【Entity】 

 

一、D 非實質營運之非金融機構非

美國法人(Passive Non-

financial Foreign Entity) 

二、(C) 消極非金融機構實體 Passive NFFE 1. FATCA 及 CRS 聲明書【實體(法

人) 】Self-Certification Form for 

FATCA and CRS【【Entity】 

2. CRS 聲明書 【具控制權之人】 

Self-Certification Form for CRS

【Controlling Person】 

 

如帳戶持有人 FATCA 身分狀態為

一、D 

且有實質美國人股東時，另須取得 

If the entity is Passive NFFE and 

has substantial U.S owners, please 

obtain: 

1. 實質美國人股東資料-法人【附

錄一】The information of the 

Substantial U.S. owner of the 

Passive NFFE-entity

【Appendix 1】 

2. 實質美國人股東之 FATCA 個資

告知書及當事人同意書【附錄

二】The information of the 

Substantial U.S. owner of the 

Passive NFFE-Individual/ 

Notification Letter of the 

Collecting, Processing, and 

Using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ppendix 2】 

 

一、E 非營利組織 Non-Profit 

Organization 

二、(B) B8 非營利組織 Non-Profit 

Organization 

FATCA 及 CRS 聲明書【實體(法

人) 】Self-Certification Form for 

FATCA and CRS【Entity】 

 

一、F 非美國中央銀行或各級政府

及其不從事對外營業行為之

附屬單位 Foreign 

Government, Government 

of a U.S. Possession, or 

Foreign Central Bank of 

Issue 

二、(B) B3-1 政府實體、中央銀行，或由政府實

體、中央銀行完全持有之實體 

The NFE is a Governmental Entity, 

a Central Bank, or an Entity wholly 

owned by one or more of the 

foregoing 

FATCA 及 CRS 聲明書【實體(法

人) 】Self-Certification Form for 

FATCA and CRS【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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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持有人 FATCA 身分狀態 FATCA 

Status 
帳戶持有人 CRS 實體類型 CRS Entity Type 

應徵提之相關文件 Relevant 

required documentations 

已取得 Have 

been 

obtained 

 

一、G 

其他；立約人不是上列六種

法人型態 None of the 

above 

二、(A) A1 金融機構 

應申報國及參與國之投資實體

Investment Entity in a Reportable 

Jurisdiction and a Participating 

Jurisdiction 

1. FATCA 及 CRS 聲明書【實體(法

人 ) 】 Self-Certification Form for 

FATCA and CRS【Entity】 

2. W-8BEN-E 或 W-8IMY 或 W-

8EXP(如 FATCA 身分狀態為 Owner-

documented FFI，則另須提供(1)業

主 明 細 表 (Owner reporting 

statement)及(2)公司所有股東(含股

債權利益所有人)之 W-9 或 W-8BEN

及其個人資料告知書)  

If the entity is “Owner-

documented FFI” , the entity will 

be required to provide the 

additional documents identified 

below: (1) Owner reporting 

statement and (2) Form W-9 or 

Form W-8BEN of each 

shareholders in the entity and 

Notifica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 of each 

shareholders of the entity 

 

二、(A) A2 

 

金融機構 

存款機構、保管機構或特定保險公司

Depository Institution, Custodial 

Institution, or Specified Insurance 

Company 

二、(B) B3-2  國際組織或由國際組織完全持有之實

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r an 

Entity wholly owned by one or 

more of the foregoing 

二、(B) B4  持有子公司已發行股票或對其提供融

資服務 

二、(B) B5  組織設立未滿二十四個月且未曾營運

者 The NFE has not yet operated a 

business within 24 months after 

the date of its initial organization 

二、(B) B6 前五年非屬金融機構，且正進行清算

或重整程序者 The NFE was not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in the past five 

years, and is in the process of 

liquidating or reorganizing 

二、(B) B7 主要活動係與其關係實體或為其關係

實體從事融資或避險交易，且未對非

關係實體提供融資或避險服務 The 

NFE primarily engages in financing 

and hedging transactions with, or 

for, Related Entities, and does not 

provide financing or hedging 

services to non-Related Entities 

 二、(D) 被排除帳戶 An excluded account FATCA 及 CRS 聲明書【實體(法

人) 】Self-Certification Form for 

FATCA and CRS【Entity】 

 

如實體(法人)帳戶持有人為獨資資本主，勿填寫本表，請改填寫 FATCA 及 CRS 聲明書【個人】。 

If the Account Holder is a sole trader or a sole proprietor, please do not fill in this form; instead please complete a “Self-Certification Form for FATCA 

and CRS【Individual】”. 

註 1：IGA 中提及，若有執行 AML 程序徵提實質受益人之資料，可採取 AML 定義改為申報持股 25%以上之美國人股東。 

Note 1: The term substantial U.S. owner or substantial United States owner has the meaning set forth in §1.1473-1(b). In the case of a reporting 

Model 2 FFI, in applying this section with respect to a passive NFFE the term substantial U.S. owner means a controlling person as defined in the 

applicable Model 2 IGA. (Please refer to FATCA regulations [§1.1471-1(b)(128)] ) The term “Controlling Persons” means the natural persons who 

exercise control over an Entity. (Please refer to AGREEMENT between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and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Cooperation to Facilit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FATCA, Article 1, 1(cc).) 

註 2：經認可證券市場，指經政府機關正式認可及監督之市場，且該市場年度股票交易價值具相當規模；如該市場於前三曆年度每年度股票交易價值均達 10

億美元，即屬具相當規模市場。 

Note2: Established security market means the market which is officially certified and supervis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value of it is 

considerable; for instance, the market value reached 1 billion US dollars per year in the past three fiscal years. 

註 3：經常性交易，指股票於經認可證券市場持續進行交易且交易量具相當規模；如該類別股票於前一曆年度 60 個營業日以上於經認可證券市場進行交易，

且於該曆年度於該市場交易之該類別股票總數，占該類別股票平均已發行股數 10%以上者。 

Note 3: Regular trading means the stock is constantly traded on an established market and the trading volume is substantial; for instance, the stock 

has been traded on an established market for over 60 business days in the previous fiscal year and the trading volume of the stock is more than 

10% of total issued shares of that stock. 

註 4：立約人符合排除帳戶之定義時，應請客戶提出相關證明文件並請顧問協助判斷後，送呈單位主管簽核。 

Note 4: If the account satisfies the definition of an excluded account, the account holder is required to provide related documentary evidence. The 

documentary evidence should be provided for the tax consultant’sadvice and submit for FEIB’sinternal appro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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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實質美國人股東資料-法人  (*必填資訊，若為個人股東請承辦人員另行提供【附錄二】填寫) 

【Appendix 1】The information of the Substantial U.S. owner of the Passive NFFE-entity (*required information, please 

also complete the【Appendix 2】if the substantial U.S. owner is also an individual shareholder.) 

 

註：股東身分如非以下類型者，請再覆核至該股東之上一層股東直至其股東屬於以下類型之個人/法人者，並請揭露及提供實質美國人股東之資料，

若本表不敷使用請另行印製： 

Notes: If the entity’s shareholder’s FATCA status does not identified in any types below, please look through the shareholder’s 

shareholder and provide the information of the substantial U.S. owner of the shareholder’s shareholders. 

(1) 美國人(US. Person)：個人- 如美國公民、居住者﹝請填寫附錄二﹞；法人 - 美國公司 

U.S. Person: Individual, such as a citizen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a permanent 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Please complete Appendix 2); 

Entity, such as a U.S. Corporation 

(2) 遵循之外國金融機構(PFFI) 

Participating Foreign Financial Institution (PFFI) 

(3) 視同遵循之外國金融機構(Deemed-compliant FFI，但 Owner-documented FFI 除外) 

Deemed-compliant Foreign Financial Institution except Owner-documented Foreign Financial Institution 

(4) 除外最終受益人(exempt beneficial owner, 如外國政府、中央銀行、國際組織等)  

Exempt beneficial owner such as foreign government, central bank,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etc. 

(5) 除外非金融機構非美國法人(Excepted NFFE, 例如 Publicly Traded Non-financial Foreign Entity or Affiliate、Active NFFE 等)。 

Excepted Non-financial Foreign Entity such as Publicly Traded Non-financial Foreign Entity or Affiliate, Active NFFE etc. 

 

  

非實質營運之非金融機構非美國法人本身資訊 

英文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美國稅務識別碼 

U.S.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英文通訊地址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umber, street, and room or suite 

number) 

(City/Town) 

(State/Province/Region) 

(Postal code/Country) 

法人股東資訊 

法人股東 

Entity 

Shareholder 

英文公司名* 

Company name* 

(in English) 

 

中文公司名 

Company name 

(in Chinese) 

 

美國稅務識別碼* 

U.S.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設立日期* 

Established date* 
(MM/DD/YYYY) 

英文通訊地址*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umber, street, and room or suite 

number) 

(City/Town) 

(State/Province/Region) 

(Postal code/Country) 

中文通訊地址 

Address(in Chinese) 

______________縣/市________鄉_________鎮______市_________區______________路/街____________段

__________巷____________弄_______________號_________樓_________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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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實質美國人股東資料-個人 暨 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書/同意書 

【Appendix 2】The information of the Substantial U.S. owner of the Passive NFFE-Individual/ Notification Letter of the 

Collecting, Processing, and Using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壹、實質美國人股東資料-個人  (*必填資訊) 

The information of the Substantial U.S. owner of the Passive NFFE-Individual (*required information) 

 

貳、立約人收到「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書」(附錄四)告知，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遵循美國外國帳戶稅收

遵從法(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之必要，必須蒐集、處理及利用立約人之個人資料，包含立約人之姓名、國籍、護照號碼、出生年月

日、通訊方式、美國納稅人識別碼(一般即為美國社會安全碼 SSN)等。有關對立約人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立約人依個人資料保

護法第三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立約人如不提供對立約人權益之影響；以及間接蒐集個人資料之來源等法定告知事項，立約人亦已受充分告知。  

立約人同意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蒐集、處理及利用立約人的個人資料。 

I have received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Bank Co. Ltd. (“FEIB”) Notice - the Purpose to Use Personal Information －For FATCA 

compliance－”, which informs that FEIB and other parties that may involve in the services or transactions of mine need to collect, process 

and use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including name, nationality, passport number, date of birth, contact information and the U.S.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generally is the same as the social security number). I have been sufficiently informed of the statutory notice items, 

including the time period, area, target and way of the us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my right under the Article 3 of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 and the steps to exercise it; the influence on my rights and interests while I choose not to provide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the source of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other than me. I hereby consent FEIB, Ltd. and other parties that may involve in the services or 

transactions to collect, process, and use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立約人簽名 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股東資訊 

個人股東 

Individual 

Shareholder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Passport 

Number/Identification 

Number 

美國護照號碼/ 

身分證統一編號 

(二擇一)*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美國稅務識別碼*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生日* 

Day of Birth* 
(MM/DD/YYYY) 

英文通訊地址*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umber, street, and room or suite 

number) 

(City/Town) 

(State/Province/Region) 

(Postal code/Country) 

中文通訊地址 

Address (in Chinese) 

______________縣/市________鄉_________鎮______市_________區______________路/街 

____________段__________巷____________弄_______________號_________樓_________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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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美國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條款 

【Appendix 3】The Terms of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FATCA”) 

第一條 立約人茲受告知並同意配合貴行遵循國內外稅務法令(包含但不限於美國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及中華民國相關法令)、條約或國際協議的必要

措施，包含調查立約人及立約人之受益人之國籍與稅籍稅務資料，將稅籍資料及帳戶資訊揭露予國內外政府機關(包含中華民國政府及美國

聯邦政府)，並於調查結果顯示立約人與 貴行間的關係符合國內外稅務法令、條約或國際協議的特定條件(包含但不限於立約人及立約

人之受益人未能協助提供前揭調查所需的資料、未能據實出具本約定書各項附表，或立約人及立約人之受益人不同意 貴行向中華民國

政府及美國聯邦政府為前揭揭露等情形)時，為立約人辦理稅款扣繳或終止本約定書。 

Paragraph 1: The contractor has been fully informed and agreed to coordinate with the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Bank Co. Ltd.’s(“FEIB”or“ the Bank”) requirements for the purpose of complying with any U.S. and non-U.S. 

tax regulation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U.S. FATCA and relevant ROC regulations), any treaty or any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The requirements include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nationality and the documentations of 

the contractor and the contractor’s beneficial owners (“beneficial owner”); and the disclosure of the tax 

documentation and the account information of the contractor and the beneficial owner to the U.S. and non-U.S. 

government (includ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s government and Federal Govern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any insufficient documents which is required by the contractor and the 

contractor’s beneficial owner; any attachment of this certification; or disagreement of disclosing the required 

documents to the R.O.C.’s government and the United States (“U.S.”) government); and the withholding tax of 

the FEIB’s account or the termination of the certification. 

第二條 本附錄第一條相關名詞參考美國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說明如下，本說明僅供參考，相關定義以美國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之有權解釋為準： 

Paragraph 2. Please see the definitions identified in paragraph 1 of the Appendix A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U.S. FATCA 

below for your reference. However, if you find out any inconsistency in the relevant definitions between the 

following paragraphs and the original definitions of FATCA, you shall the original regulation of the U.S. FACTA. 

一、 美國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指美國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即 26 USC §1471~ §1474，或稱美國內地稅法第四章(Internal 

Revenue Code Chapter 4)，並包含美國聯邦政府內地稅收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發布的相關行政命令(包含但不限於 26 CFR Parts 

1 及 301)、指引及申辦表單等 

A.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means 26 USC §1471~ §1474 or U.S. Internal Revenue Code Chapter 4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any notice (but not limited to 26 CFR Parts 1 and 301), any guideline and any other 

forms publish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U.S. IRS”). 

二、 條約或國際協議：包含但不限於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國政府或雙方政府之代表人或代表機構間簽訂關於美國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執行的政府

間協議(Intergovernmental Agreement)。 

B. Treaties o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any Intergovernmental Agreement for the 

purpose of complying FATCA between the representative or the agency of the R.O.C.’s government and the 

U.S. government. 

三、 立約人之受益人：包含但不限於立約人指定自動或定期轉帳轉入帳戶持有人；立約人如為非自然人之法律實體時，對立約人直接或間接擁

有股權性利益、合夥利益、投資利益、信託利益之人，以及其他依美國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可認定雖非直接持有帳戶，但實質享有帳戶利

益之人。 

C. A contractor’s beneficial owner: Beneficial Owner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1) the designated account 

holder who has been automatically standing instructions to pay amounts from other account to the account 

holder’s account by the contractor; and (2) the beneficial owner is the person who holds any direct or indirect 

interest ownership of equity interests, any partnership interests, any investment benefits, any trust interests 

and any other substantial beneficiary owner of the bank account pursuant to FATCA if the contractor is a legal 

entity. 

四、 國籍與稅籍稅務資料：包含但不限於國籍、雙重國籍或永久居留權身分；納稅人識別碼(Taxpa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全球中介機

構辨識碼(Global Intermediary Identification Number)；美國稅務 Form W-8、Form W-9 或其他替代性文件，以及其他依美國外國帳

戶稅收遵從法指定金融機構必須調查或取得的帳戶相關資料。 

D. Nationality and tax residency: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nationality, dual citizenships or the permanent 

residency; Taxpa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 Global Intermediary Identification Number; Form W-8, Form W-9 

or other substitute non-IRS forms, and other relevant account’s information which should be investigated or 

obtained by designated financial institution pursuant to FATCA. 

五、 其他相關名詞： Other related Terms and definitions 

(一) 美國內地稅法第四章身分(Internal Revenue Code Chapter 4 Status)：包含美國人(U.S. Person)、特定美國人(Specified U.S. 

Person)、除外之非金融機構外國(即非美國)法人 (excepted NFFE)、或非實質營運之非金融外國(即非美國)法人(Passive NFFE)等自

然人或非自然人之法律實體之身分類別，及其他同於美國內地稅法第四章所規定之身分類別。 

(a) Internal Revenue Code Chapter 4 Statu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y individual or any entity, including a U.S. person, a 

specified U.S. person, an excepted nonfinancial entities (“excepted NFFE”), a passive nonfinancial entities (“Passive 

NFFE”), and other FATCA status which is defined under Internal Revenue Code Chapter 4 

(二) 美國人(U.S. Person)及特定美國人(Specified U.S. Person)：美國人係指 26 USC §7701(a)30 所規定之美國人，包含美國公民、具美

國永久居留權之人、美國境內的合夥組織、公司或遺產財團、或美國法院對之有管轄權或美國人對之有控制權的信託財產。特定美

國人係指 26 USC §1473(3)所規定任何不具下列性質之美國人:1.任何股票於證券交易市場經常性交易之公司、2.任何同屬於前述 1.公

司集團之公司、3.任何屬 26 USC §501(a)所指之免稅組織或自然人退休計畫、4.美國(政府)或政府所有之機構或投資工具、5.任何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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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聯邦州、哥倫比亞特區、美國(政府)財產、其分支、其所有之機構或投資工具、6.任何銀行、7.任何不動產投資信託、8.任何受監督

的投資公司、9.任何共同信託基金、10.任何適用 26 USC §664(c)之免稅規定或符合 26 USC §4947(a)(1)的信託、11.依據美國相關法

令註冊之證券、商品、衍生性金融商品(包含名義資本合同、期貨、遠期合約及期權)之交易或財產、服務之經紀商、12.經紀商、及 13.

任何符合 U.S.C. §403(b)或 U.S.C. §457(g)之免稅信託。 

(b) United States Person (“U.S. Person”) and Specified United States Person (“Specified U.S. Person”): Under 26 USC 

section 7701(a)(30), the term U.S. person means- (1) a citizen of the United States; (2) a 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3) a 

U.S. partnership; (4) a U.S. corporation; (5) any U.S. estate; or (6) any trust if a court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is able to exercise 

primary supervision ov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trust, or any trust if one or more U.S. persons have the authority to control 

all substantial decisions of the trust. Under 26 U.S.C. Section 1473(3), the term specified U.S. person means any U.S. person 

other than—(1) Any corporation the stock of which is regularly traded on one or more established securities markets; (2) Any 

corporation which is a member of the same expanded affiliated group as a corporation identified 26 U.S.C. Section 1473(3)(A) 

in the stock of which is regular traded on an established securities market; (3) Any organization exempt from taxation under 

section 501(a) or an individual retirement plan; (4) The United States or any wholly owned agency or instrumentality thereof; 

(5) Any St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of the United States, any posses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y 

political subdivision of any of the foregoing, or any wholly owned agency or instrumentality of any one or more of the 

foregoing; (6) Any bank; (7) Any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8) Any regulated investment company; (9) Any common trust 

fund; (10) Any trust which is exempt from tax under section 664(c) or is described in section 4947(a)(1); (11) A dealer in 

securities, commodities, or deriv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s (including notional principal contracts, futures, forwards, and 

options) that is registered as such under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any St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12) A broker; and 

(13) Any tax exempt trust under a section 403(b) plan or section 457(g) plan. 

(三) 外國(即非美國)金融機構(Foreign Financial Institution; FFI)及非金融外國(即非美國)法人(Non-financial Foreign Entity; NFFE)：外

國(即非美國)金融機構係指 26 U.S.C. §1471(d)(4)定義之非美國的金融機構，金融機構則是指 26 USC §1471(d)(5)所定義辦理存款業

務的銀行、以從事投資、轉投資、或有價證券、合夥利益、商品期貨或任何對有價證券、合夥利益、商品期貨的利益(包含期貨、遠

期合約或選擇權)的交易為主業的機構等。非金融外國(即非美國)法人則是指 26 USC §1472(d) 所定義任何不屬於金融機構的非美國

機構。 

(c) Foreign Financial Institution (“FFI”) and Non-financial Foreign Entity (“NFFE”): A Foreign Financial Institution means 

any financial institution which is a non-U.S. entity under 26 U.S.C. §1471(d)(4). And, under 26 U.S.C. §1471(d)(5), the term 

“financial institution” means any entity that: (i) accepts deposits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a banking or similar business ; (ii) 

as a substantial portion of its business, holds financial assets for the account of others; or  (iii) is engaged (or holding itself 

out as being engaged) primarily in the business of investing, reinvesting, or trading in securities, partnership interests, 

commodities, or any interest (including futures, forward contracts and options) in such securities, partnership interests, or 

commodities. Under 26 U.S.C.§1472(d), the term “non-financial foreign entity” means any foreign entity which is not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四) 除外之非金融外國(即非美國)法人(Excepted NFFE)：指 26 CFR §1.1472-1(c)(1)所定義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非金融機構外國(即非美

國)法人：1.屬於股份有限公司且一定比例公司股票於正式的證券交易市場(established securities market)中經常交易者。2.前述股

份有限公司的關係企業。3.美國海外領土居住者所完全持有控制的非金融外國(即非美國)法人。4.實質營運之非金融外國(即非美國)法

人(Active NFFE)。5.豁免型非金融機構，包含 26 CFR §1.1471-5(e)(5)所指的非金融集團的控股公司、財政管理中心、自保型財務公

司、新設公司、清算或破產更生公司或非營利組織等。其中實質營運之非金融外國(即非美國)法人(Active NFFE)係指 26 CFR §1.1472-

1(c)(1)(iv)所定義符合下列條件的非金融外國(即非美國)法人：1.前一年度被動收入(passive income)未滿毛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且 2.

該機構直接或間接產生被動收入之資產加權平均價值所占百分比未滿百分之五十；其中被動收入(passive income)係指未經相關法令

排除適用之股利、利息、相當於利息的收入、租金或權利金收入、年金、處分產出被動收入資產的盈餘、特定商品期貨交易的盈餘、

Section 988 Transaction 的盈餘、26 CFR 1.446-3(c)(1)所定義 Notional Principal Contract 的淨收入、來自現金價值保險契約的收

入、保險公司關於保險及年金契約準備金所賺取的收入等。 

(d) Under 26 CFR. §1472-1(c)(1), the term “Excepted NFFE” means an NFFE that is- (i) A corporation the stock of which is 

regularly traded on one or more established securities markets for the calendar year; (ii) Any corporation that is a member 

of the same expanded affiliated group as abovementioned corporation described in (i) of this paragraph; (iii) Any territory 

entity that i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wholly owned by one or more bona fide residents of the U.S. territory under the laws of 

which the entity is organized; (iv) Active NFFEs; (v) Excepted nonfinancial entities, including any entity described in 26 CFR 

§1471-5(e)(5) (referring to holding companies, treasury centers, and captive finance companies that are members of a 

nonfinancial group; start-up companies; non-financial entities in liquidation or bankruptc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etc.). And, under 26 CFR §1.1472-1(c)(1)(iv), the term “Active NFFE” means any entity (an active NFFE) (i) if less than 50 

percent of its gross income for the preceding calendar year is passive income and less than 50 percent of the weighted 

average percentage of assets (tested quarterly) held by it are assets that produce or are held for the production of passive 

income, “Passive income” means the portion of gross income that consists of—(1) Dividends; (2) Interest; (3) Income 

equivalent to interest; (4) Rents and royalties; (5) Annuities; (6) The excess of gains over losses from the sale or exchange of 

property that gives rise to passive income; (7) The excess of gains over losses from transactions in any commodities; (8) The 

excess of foreign currency gains over foreign currency losses attributable to any section 988 transaction; (9) Net income from 

notional principal contracts as defined in § 1.446-3(c)(1); (10) Amounts received under cash value insurance contracts; or; (11) 

Amounts earned by an insurance company in connection with its reserves for insurance and annuity contracts. 

(五) 非實質營運之非金融外國(即非美國)法人(Passive NFFE)：不屬於除外之非金融外國(即非美國)法人(Excepted NFFE)之非金融外國

(即非美國)法人(NF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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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The term “Passive NFFE” means an NFFE other than an excepted NFFE. 

(六) 實質美國股東(Substantial United States owner): 一般而言係指 26 USC §1473(2)所定義對任何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超過百分之十

股權(依投票權比例或面值比例定之)之「特定美國人」(specified U.S. person)、對任何合夥直接或間接持有超過百分之十的分紅或資

本利得權利之特定美國人、對任何信託委託授予財產之特定美國人、對任何信託直接或間接持有超過百分之十受益權之特定美國人; 

特殊情形下，實質美國股東持有 26 U.S.C. §1471(d)(5)(C)所指投資工具之股權、分紅或資本利得權利或受益權之特定美國人，前述

百分之十門檻降為零。10%之計算除姻親關係(in-laws)或繼子女與繼父母或類似關係(step relationship)之親屬外，應包含配偶、直

系親屬與旁系親屬對該法人客戶之持股。該美國人股東毋須揭露親屬之持股比例，而是將加總的持股比例全數計入該美國人股東之持

股。 

(f) Under 26 USC §1473(2), the term “Substantial U.S. owner”  means that with respect to any corporation, any specified 

U.S. person tha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wns more than 10 percent (by vote or value) of the stock of a non-U.S. corporation; 

with respect to any partnership, any specified U.S. person, which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wns more than 10 percent of the 

profits interests or capital interests in a non-U.S. partnership; any specified U.S. person is treated as an owner of any portion 

of a non-U.S. trust under subpart E of part I of subchapter J of chapter 1; or any specified U.S. person which hold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more than a 10 percent beneficial interest of such trust. Under the special rule for investment vehicles, in the case 

of the any specified U.S. person, shall be applied by substituting “0 percent” for “10 percent,” if the substantial U.S. 

owner owns the stock, the profits interests or the capital interests defined as 26 USC §1471(d)(5)(C). For purposes of 

determining whether a person has more than a 10 percent interest, the person must aggregate the ownership or beneficial 

interests in the foreign corporation, foreign partnership, or foreign trust that are owned or held by an related person, includes 

spouse, brothers and sisters (whether by the whole or half blood), ancestors, and lineal descend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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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書 (美國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遵循事宜) 

一、基於 臺端直接或間接投資之_______________公司(以下簡稱本行客戶)已於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行」)開立金

融帳戶，以及本行客戶與本行共同遵循美國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26 U.S.C. §1471(c)(1)(A)之

規定向美國財政部(U.S. Department of Treasury)申報本行客戶實質美國所有人(Substantial U.S. Owner)資料之遵循作業，本行擬請

本行客戶提供 臺端之個人資料予本行辦理。因涉及 臺端的隱私權益，本行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八條第一項及第九

條之規定，應明確告知 臺端下列事項：（一）非公務機關名稱（二）蒐集之目的（三）個人資料之類別（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

地區、對象及方式（五）當事人依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六）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資料時，不提供將對其權

益之影響。此外，當 臺端具有歐盟國籍或居住地於歐盟，則依循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要求於特定目的內蒐集、處理及利用 臺端之個人資料。 

二、有關本行蒐集 臺端個人資料之目的、個人資料類別及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等內容，請 臺端詳閱如後附表。 

三、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臺端就本行保有 臺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一）除有個資法第十條所規定之例外情形外，得向本行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惟本行依個資法第十四條規定得酌收

必要成本費用。 

（二）得向本行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個資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規定，臺端應適當釋明其原因及事實。 

（三）本行如有違反個資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  臺端之個人資料，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臺端得向本行請求停止蒐

集。 

（四）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者，得向本行請求停止處理或利用 臺端之個人資料。惟依該項但書規

定，本行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並註明其爭議或經 臺端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五）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得向本行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 臺端之個

人資料。惟依該項但書規定，本行因執行業務所必須或經 臺端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四、臺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及類別，惟 

（一）臺端所拒絕提供之個人資料及類別，如果是辦理業務審核或作業所需之資料，本行可能無法進行必要之業務審核或作業而無

法提供 臺端相關服務或無法提供較佳之服務。 

（二）關於本行遵循美國海外帳戶稅收遵循法條款之特定目的需蒐集、處理及利用 臺端之個人資料，如 臺端不同意提供或提供資

料不足，本行必須依美國海外帳戶稅收遵循法之規定將 臺端帳戶列為「不合作帳戶」(Recalcitrant Account)，而須依法對

特定帳戶存入款項扣繳百分之三十之美國稅款；如經合理期間內與 臺端聯繫仍未獲 臺端同意或 臺端提供資料仍有不足，本

行須依法關閉臺端之帳戶。 

（三）關於本行遵循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DPR）僅適用 臺端具有歐盟國籍或居住地於歐盟，依循 GDPR 規範於特定目的內

蒐集、處理及利用 臺端之個人資料， 臺端就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1.行使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的當事人權利。 

 2.資料限制處理權。 

 3.資料可攜權。 

 4.停止自動化決策及資料剖析。 

五、本行最新之告知義務內容，以及臺端如欲行使上述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及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DPR）之前述權利，有關如何行使

之方式，得於本行網站（網址：http://www.feib.com.tw）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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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4】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Bank Co. Ltd.Notification Letter of the Collecting, Processing , and Using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1. Since you (“the clien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wn interest in the entity (“the Entity”),__________, which holds the financial 

account in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Bank Co. Ltd (“FEIB” or the “ bank”), and the Entity and FEIB hereby, pursuant to 26 

U.S. Code § 1471 of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FATCA”), shall be required to provide the 

Entity’s personal data of each substantial U.S. owner of such Entity to U.S. Department of Treasury for FATCA compliance. 

Considering confidentiality of the collection of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respect to the paragraph one of Article 8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 (the “Act”),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Bank (the“Bank”) shall clearly inform you 

following issues: (1) name of non-government agency; (2) purpose of collection; (3) classifica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4) 

period, areas, parties and way of the us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5) the rights and methods you may exercise in terms of 

Article 3 of the Act; (6) you may decide to provide personal information or not and the impact of nondisclosur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additional, if you are a citizen or 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 Bank shall collect, process and use your 

personal data within the specific purpos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s 

(“GDPR”). 

2. With regard to your information to be collected by the Bank, please refer to the Annex for detail purpose of collection, 

classifica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period, areas, parties and way of the use of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3. According to Article 3 of the Act, you may exercise following rights with regard to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ed  by 

the Bank: 

(1) Except the situation stated in the Article 10 of the Act, you may inquire and request for a review or make duplications of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but the Bank may charge necessary handling fee in terms of Article 14 of the Act. 

(2) You may request to supplement or correct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but in terms of Article 19 of the enforcement rule 

of the Act, you shall explain the reason and fact properly. 

(3) In terms of the 4th paragraph of Article 11 of the Act, you may request the Bank to discontinue the collection in the 

cases where a violation of this Act occurred during collecting, processing or using your information. 

(4) In terms of the 2nd paragraph of Article 11 of the Act, in the event of a dispute regarding the accuracy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you may request the Bank to discontinue processing or using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However, the 

preceding sentence may not be applicable when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performance of an official duty or fulfillment of a 

legal obligation and has been recorded, or when it is agreed by you in writing. 

(5) In terms of the 3rd paragraph of Article 11 of the Act, you may request the Bank to delete, discontinue processing or 

using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when the specific purpose no longer exists or time period expires. However, the 

preceding sentence may not be applicable when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performance of an official duty or fulfillment of a 

legal obligation and has been recorded, or when it is agreed by you in writing. 

4.  (1)You are in the position to decide whether providing personal related inform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However, the Bank 

may not be able to provide you relevant services or better services if the Bank may not process necessary checking in terms 

of the operation requirement due to the lack of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Your understanding is 

appreciated. 

(2) For the purpose of complying with the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FATCA), the Bank is required to collect, process 

and use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the event that you refuse or fail to provide the required information, your account shall 

then be listed as “Recalcitrant Account” and any deposit made to such account shall be subject to a 30% withholding tax 

pursuant to FATCA. If you still refuse or fail to provide the required information after the Bank has given you a reasonable 

notice, the Bank then shall close your account in accordance with FATCA. 

(3)With regard to the Bank’s compli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under GDPR in collecting, processing and using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within the specific purposes, it applies to you only if you are a citizen or 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you 

may exercise the following rights with respect to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to exercise your rights pursuant to Article 3 of the Act. 

 the right to restrict processing. 

 the right to data portability. 

 to restrict automated decision-making and profiling. 

5. Please refer to the Bank website (https://www.feib.com.tw) for the latest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Notification and 

the methods of exercising your rights prescribed in Article 3 of the Act and GD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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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目的說明 
蒐集之個人資料

類別 
個人資料 

利用之期間 
個人資料 
利用之地區 

個人資料 
利用之對象 

個人資料
利用之方式 業務類別 業務特定目的及代號 共通特定目的及代號 

八 、 美 國
海外帳戶 
稅 收 遵 循
法 遵 循 業
務（為辨 
識 美 國 稅
務 居 民 身
分別，暨 
向 美 國 當
局 或 其 他
法定對象 
申 報 美 國
稅 務 居 民
海外帳戶 
資料之相
關業務) 

059 金融服務業依法令
( 包含美國海外稅收
遵循法) 規定及金融
監理需要，所為之蒐
集處理及利用 

060 金融爭議處理 
063 非公務機關依法定

義務所進行個人資料
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069 契約、類似契約或其
他法律關係管理之事
務 

090 消費者、客戶管理與
服務 

091 消費者保護 
095 財稅行政 
098 商業與技術資訊 
104 帳務管理及債權交

易業務 
136 資(通)訊與資料庫管

理 
157 調查、統計與研究

分析 

040 行銷  
059 金融服務業依法令

規定及金融監理需
要，所為之蒐集處
理及利用 

060 金融爭議處理 
063 非公務機關依法定

義務所進行個人資
料之蒐集處理及利
用  

069 契約、類似契約或
其他法律關係管理
之事務 

090 消費者、客戶管理
與服務  

091 消費者保護  
098 商業與技術資訊  
104 帳務管理及債權交

易業務  
136 資(通)訊與資 

料庫管理  
137 資通安全與管理 
157 調查、統計與研究

分析  
182 其 他 諮 詢與 顧 問

服務 
 

姓名、國籍、身分
證統一編號、性
別、出生年月日、
通訊方式、稅籍編
號、移民情形、旅
行及其他遷徙細
節及其他詳如相
關業務申請書或
契約書之內容，並
以本行與臺端或
臺端實質所有之
法律實體往來之
相關業務、帳戶或
服務及自臺端或
第三人處（如臺端
為本行客戶，則包
含財團法人金融
聯合徵信中心）所
實際蒐集之個人
資料類別為準。 

ㄧ、特定目的存
續期間。 

二、依相關法令
所定（例如
商 業 會 計
法 等 ) 或 因
執 行 業 務
所 必 須 之
保 存 期 間
或 本 行 所
訂 之 資 料
保 存 期 間
或 依 個 別
契 約 就 資
料 之 保 存
所 定 之 保
存 年 限 。
（ 以 期 限
最 長 者 為
準） 

右邊「個人
資料利用之
對象」欄位
所列之利用
對象其國內
及國外所在
地 

ㄧ、本行（含受本行委
託處理事務之委
外機構）。 

二、依國內外法令規
定處理利用之機
構（例如：本行母
公司、所屬金融控
股公司及關係金
融機構等)。 

三、依國內外法令之
有權機關、金融監
理機關或稅務機
關（含美國聯邦政
府財政部)。 

四、其他臺端所同意
之對象。 

符合個人資
料保護相關
法令以自動
化機器或其
他非自動化
之利用方
式。 

 
九、GDPR
適 用 對 象
之 相 關 業
務 

 
022 外匯業務 
035 存款保險業務 
036 存款與匯款業務  
037 有價證券與有價證券

持有人登記 
044 投資管理 
067 信用卡、現金卡、轉

帳 
卡或電子票證業務 

068 信託業務 
082 借款戶與存款戶存

借 
作業綜合管理  

088 核貸與授信業務  
094 財產管理  
106 授信業務  
111 票券業務  
112 票據交換業務  
126 債權整貼現及收買

業務  
154 徵信  
166 證券、期貨、證券投

資信託及顧問相關業
務 

181 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
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
定之業務 

 
姓名、國籍、身分
證統一編號、性
別、出生年月日、
通訊方式及其他
詳如相關業務申
請書或契約書之
內容，並以本行與
客戶往來之相關
業務、帳戶或服務
及自客戶或第三
人處（例如：財團
法人金融聯合徵
信中心）所實際蒐
集之個人資料為
準。 

 
ㄧ、本行(含受本行委

託處理事務之委
外機構)。 

二、依法令規定利用
之機構。 

三、其他業務相關之
機構（例如：通
匯行、財團法人
金融聯合徵信中
心、財團法人聯
合信用卡處理中
心、臺灣票據交
換所、財金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保證機構、
信用卡國際組
織、收單機構暨
特約商店等）。 

四、依法有權機關或
金融監理機關。 

五、客戶所同意之對
象（例如本行共
同行銷或交互運
用客戶資料之公
司、與本行合作
推廣業務之公司
等）。 

六、其他與本行有業
務往來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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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on the special purpose Classification 
of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ed 

Period of 

using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Area of using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arties of using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Ways of 

us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Business 

type 

usiness specific purpose and 

code 

Business 
common 

purpose and 
code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
ce 
business
（ Americ
an tax 
residenc
e 
identified 
and 
foreign 
accounts 
reported 
to the US 
or other 
entitled 
authoriti
es in 
accordan
ce with 
domestic 
and 
foreign 
laws and 
regulatio
ns） 

059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s collection 
and processing 
inform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laws 
and needs for financial 
supervision (including 
the U.S.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 
 

060Financial dispute 
resolution 

063 Non-government agency 
collect or process 
personal information 
under legal obligations  

069 Contract, contract-like or 
other legal relation 
matters 

090 Consumer, Customer 
Management and 
Service 

091 Consumer protection 
095 Fiscal & tax 

administrative 
098 Business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104 Account management 

and debt trading 
business 

136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database Management 

157 Investigation, statistics 
and research analysis 

040 
Marketin
g 

059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
’s 
collection 
and 
processin
g 
informati
on in 
accordan
ce with 
laws and 
needs for 
financial 
supervisi
on 

060 Financial 
dispute 
resolutio
n 

063 Non-
governm
ent 
agency 
collect or 
process 
personal 
informati
on under 
legal 
obligatio
ns 

069 ontract, 
contract-
like or 
other 
legal 
relation 
matters 

090 
Consume
r, 
Customer 
Manage
ment and 
Service 

091 
Consume
r 
protectio
n 

098 Business 
and 
Technical 
Informati
on 

104 Account 
manage
ment and 
debt 
trading 
business 

136 
Informati
on 
(Commu
nication) 
and 
database 
Manage
ment  

137 
Informati
on and 
Communi
cation 
Security 
and 
Manage
ment 

157 
Investigat
ion, 
statistics 
and 
research 
analysis 

182 Other 
Consultin
g and 
Consulta
nt 
Services  

Name, I.D. 
Card number, 
gender, date 
of birth, 
contact 
information 
and other 
information 
detailed in 
the relevant 
applications 
or 
contacts/agre
ements and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in terms of 
information 
the Bank 
collected 
from the 
business, 
accounts or 
services 
provided to 
the customer 
or from the 
third parties 
(e.g., Joint 
Credit 
Information 
Center) 

1. Within time 
period of 
specific 
purpose 

2. Retention 
perio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laws/regula
tions (e.g., 
Business 
Entity 
Accounting 
Act etc.) 

or in line with 
business 
needs or 
individual 
contracts. 
(the longer 
period to be 
applied) 

The location 
of the parties 
indicated in 
the column of 
“Parties of 
using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1. The Bank 
(including the 
service provider 
engaged with the 
Bank for handling 
outsourcing 
business) 

2. The institutions 
processing and 
using information 
in compliance with 
laws and 
regulations (e.g.,  
the Bank’s parent 
company or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that the 
Bank belongs to) 

3. Legally 
investigation 
authority,financial 
supervisory 
authority or tax 
author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laws and 
regulation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4. The parties agreed 
by you 

By way of 
automatic 
or non-
automatic 
measures 
that is 
compliance 
with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relevant 
regulations. 

 
GDPR 
applicabl
e parties 
business 

022 Foreign exchange 
business 

035 Deposit insurance 
036 Deposit and remitting 
037 Registration of securities 

and securities holders 
044 Investment management 
067 Credit card, cash card, 

debit card or electronic 
value-stored card 
business 

068 Trust business 
082 Operation of integrated 

management among the 
borrowing households 
with depositors saved 
business 

088 Lending and trust 
business 

094 Property management 
106 Credit business 
111 Bills business 
112 Negotiation Instrument 

Exchange Business 
126 Claims the whole 

discounting and trading 
business 

154 Reference 
166 Securities, futures, 

securities investment 
trusts and consultants 
related business 

181 Other business oper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usiness registration 
project or organization 
Prospectus 

Name, I.D. 
Card number, 
gender, date 
of birth, 
contact 
information 
and other 
information 
detailed in 
the relevant 
applications 
or 
contacts/agre
ements and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in terms of 
information 
the Bank 
collected 
from the 
business, 
accounts or 
services 
provided to 
the customer 
or from the 
third parties 
(e.g., Joint 
Credit 
Information 
Center) 

 
1. The Bank 

(including the 
service provider 
engaged with the 
Bank for handling 
outsourcing 
business) 

2. The institution 
using the 
information in 
compliance with 
regulations 

3. The institutions in 
relation to relevant 
business (e.g., 
correspondent 
banks, Joint Credit 
Information 
Center, 

National Credit Card 
Center of R.O.C., 
The Taiwan 
Clearing House, 
Financial 
Information 
Service Co., Ltd., 

credit guarantee 
institutions, credit 
car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redit card 
acquirers and 
engaged stores 

4. Legally 
investigation 
authority or 
financial 
supervisory 
authority 

5. Parties agreed by 
the customer (e.g., 
the Bank’s jointly 
marking or 
customer 
information 
sharing 
companies,the 
Bank’s business 
cooperative units) 

6.Other business 
related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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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排除帳戶: 指 CRS 第二十三條定義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Appendix 5】Excluded Account: Please refer to the definition of Article 23 of the CRS: 

一、 符合下列條件之退休金或養老金帳戶：A retirement or pension account that satisfies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一） 受法令規範之個人退休金帳戶，或屬註冊或受規範退休金或養老金計畫之一部分，其目的在提供退休或養老金福利，包括失能

給付及死亡給付。 

The account is subject to regulation as a personal retirement account or is part of a registered or regulated retirement 

or pension plan for the provision of retirement or pension benefits, including disability and death benefits. 

（二） 享有租稅優惠。 

The account is tax-favoured. 

（三） 須向相關稅捐稽徵機關申報資訊。 

Information reporting is required to the tax authorities with respect to the account. 

（四） 僅於退休、失能或死亡時始得提領，或於退休、失能或死亡前提領須受處罰者。 

Withdrawals are conditioned on retirement, disability, or death, or penalties apply to withdrawals made before the 

occurrence of retirement, disability, or death. 

（五） 每年提撥金額以五萬美元為限，或終生提撥金額以一百萬美元為限，其金額計算應依第三十四條第二項及第四十九條規定辦理。

但金融帳戶自本款或第二款所定帳戶，或自第三條第二款所定退休基金取得之資產或基金，不計入提撥金額。 

Either annual contributions are limited to USD 50,000 or less, or a maximum lifetime contribution is limited to the 

account of USD 1,000,000 or less, applying the rules set forth in paragraph 2 of Article 34 and Article 49. The 

contributions do not include assets or funds transferred from a Financial Account described in this subparagraph or 

subparagraph 2 of this Article, or from the retirement or pension funds described in subparagraph 2 of Article 3. 

二、 符合下列條件之非退休金帳戶：A non-retirement account that satisfies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一） 受法令規範非以退休金為目的且經常於證券市場交易之投資工具，或非以退休金為目的之儲蓄工具。 

The account is subject to regulation as an investment vehicle for purposes other than for retirement and is regularly 

traded on an established securities market, or the account is subject to regulation as a savings vehicle for purposes 

other than for retirement. 

（二） 享有租稅優惠。 

The account is tax-favoured. 

（三） 僅於符合與該投資或儲蓄帳戶開立目的有關之特定條件時始得提領，或於該特定條件成就前提領須受處罰者。 

Withdrawals are conditioned on meeting specific criteria related to the purpose of the investment or savings account, 

or penalties apply to withdrawals made before such criteria are met. 

（四） 每年提撥金額以五萬美元為限，其金額計算應依第三十四條第二項及第四十九條規定辦理。但金融帳戶自前款或本款所定帳戶，

或自符合第三條第二款所定退休基金取得之資產或基金，不計入提撥金額。 

Annual contributions are limited to USD 50,000 or less, applying the rules set forth in paragraph 2 of Article 34 and 

Article 49. The contributions do not include assets or funds transferred from a Financial Account described in the 

preceding subparagraph or this subparagraph, or from the retirement or pension funds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of 

subparagraph 2 of Article 3. 

三、 人壽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於被保險人滿九十歲前屆滿，且符合下列條件： 

A life Insurance Contract with a coverage period that will end before the insured individual attains age 90, provided that the 

contract satisfies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一） 於契約存續期間或距被保險人滿九十歲期間之較短者，保費不隨時間減少且須每年定期支付一次以上者。 

Periodic premiums, which do not decrease over time, are payable at least annually during the period the contract is in 

existence or until the insured attains age 90, whichever is shorter. 

（二） 除終止契約外，任何人不得透過提領、質借或其他方式取得現金價值。 

The contract has no Cash Value that any person can access by withdrawal, loan, or otherwise, without terminating the 

contract. 

（三） 除死亡給付外，契約解除或終止時之應付金額，未超過已交付保險費總額扣除該期間或契約存續期間之死亡、罹病與費用負擔

及解除或終止契約前所支付之款項。 

The amount, other than a death benefit, payable upon cancellation or termination of the contract, cannot exceed the 

aggregate premiums paid for the contract, less the sum of mortality, morbidity, and expense charges for the periods 

of the contract’s existence and any amounts paid prior to the cancellation or termination of the contract. 

（四） 該契約非由受讓人以有償方式持有。 

The contract is not held by a transferee for value. 

四、 屬於遺產之帳戶，且檢附死者遺囑、死亡證明或其他類似證明文件者。 

An account that is held by an estate accompanied with a copy of the deceased’s will, a death certificate, or other similar 

documentation. 

五、 為下列各目事由之一，代交易方持有之帳戶： 

An account held on behalf of a party involved in connection with any of the following: 

（一） 法院裁定或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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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urt order or judgment. 

（二） 出售、交換或租賃不動產或動產，且符合下列規定者： 

A sale, exchange, or lease of real or personal property, provided that the account satisfies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1. 其資產僅來自頭期款、保證金或為擔保與交易直接相關義務而存入之金額或類似款項，或僅來自為出售、交換或租賃該財

產而存入之金融資產。 

The account is funded solely with a down payment, earnest money, deposit in an amount appropriate to secure an 

obligation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transaction, or a similar payment, or is funded with a Financial Asset that is 

deposited in the account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ale, exchange, or lease of the property. 

2. 其設立及用途僅為擔保該財產買方支付價金、賣方支付或有負債之義務，或擔保出租人或承租人依租賃契約規定支付與租

賃財產有關損害之義務。 

The account is established and used solely to secure the obligation of the purchaser to pay the purchase price for 

the property, the seller to pay any contingent liability, or the lessor or lessee to pay for any damages relating to the 

leased property as agreed under the lease. 

3. 其資產及自該資產產生之所得，於該財產出售、交換、拋棄或租賃終止時，依買方、賣方、出租人或承租人之利益及其應

履行之義務支付或分配者。 

The assets of the account and the income earned thereon, will be paid or otherwise distributed,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urchaser, seller, lessor, or lessee, including to satisfy such person’s obligation, when the property is sold, 

exchanged, or surrendered, or the lease terminates. 

4. 非與金融資產之銷售或交換相關而設立之保證金帳戶或類似帳戶。 

The account is not a margin or similar account established in connection with a sale or exchange of a Financial 

Asset. 

5. 與第六款所定帳戶無關。 

The account is not associated with an account described in subparagraph 6 of this Article. 

（三） 金融機構承作不動產擔保貸款保留部分撥款之義務，以利日後支付該不動產相關稅款或保險費。 

An obligation of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servicing a loan secured by real property to set aside a portion of a payment 

solely to facilitate the payment of taxes or insurance related to the real property at a later time. 

（四） 金融機構僅為履行日後支付稅款之義務。 

An obligation of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solely to facilitate the payment of taxes at a later time. 

六、 僅於客戶繳款超過信用卡或其他循環貸款應繳餘額未立即退回溢繳款時存在之存款帳戶，且至遲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執行相關政策及程序避免客戶溢繳款超過五萬美元，或客戶溢繳款超過五萬美元時於六十日內完成退款，該等溢繳款之計算應以實

質經濟事實關係依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不含爭議款餘額。 

A Depository Account exists solely because a customer makes a payment in excess of a balance due with respect to a credit 

card or other revolving credit facility and the overpayment is not immediately returned to the customer, provided that no 

later than 31 December 2018, the issuer implements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either to prevent a customer from making an 

overpayment in excess of USD 50,000, or to ensure that any customer overpayment in excess of USD 50,000 is refunded to 

the customer within 60 days. The customer overpayment in each case shall be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facts of actual 

economic relationships, and apply the rule set forth in paragraph 2 of Article 34, and not refer to credit balances to the extent 

of disputed charges. 

七、 於申報金融機構進行盡職審查年度帳戶總餘額或價值未逾一千美元，其金額計算應依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並符合下列條件之

帳戶： 

When a Report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 performs due diligence, the aggregate balance or value of an account does not exceed 

USD 1,000 for the year, and the amount calculation shall apply the rule set forth in paragraph 2 of Article 34,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are met: 

（一） 帳戶持有人過去三年未透過該帳戶及於同一申報金融機構之其他帳戶進行交易，且過去六年未就該等帳戶與該申報金融機構進

行聯繫。 

The Account Holder has not initiated a transaction with regard to the account or any other account held by the Account 

Holder with the Report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 in the past 3 years, and the account holder has not communicated with 

the Report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 that maintains such account regarding the account or any other account held by 

the Account Holder with the Report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 in the past 6 years. 

（二） 如為具現金價值之保險契約，帳戶持有人過去六年未與申報金融機構就該契約相關帳戶及於該申報金融機構之其他帳戶進行聯

繫。 

In the case of a Cash Value Insurance Contract, the account holder has not communicated with the Report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 regarding the account related to the contract or any other account held by the Account Holder with the 

Report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 in the past 6 years. 

八、 其他經財政部公告之低風險規避稅負帳戶。 

Any other account that presents a low risk of being used to evade tax, which is announced b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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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S 聲明書 【具控制權之人】 

Self-Certification Form for CRS【Controlling Person】 

壹、 說明: Note

一、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行」)，依「金融機構執行共同申報及盡職審查作業辦法」(以下簡

稱 CRS)，應蒐集及申報有關具控制權之人稅務居住者身分之特定資訊，並於西元 2019 年 1 月 1 日起開始正式進

行相關措施以符合 CRS(CRS 相關資訊，請詳財政部網站專區(首頁>服務園地>國際財政服務資訊>稅務用途資訊

交換)。根據 CRS，本行將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應申報國居住者」之稅務用途金融帳戶資訊。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FATCA”),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Bank Co. Ltd 

(“FEIB”) has taken relevant actions to comply with FATCA since July 1, 2014. Also, from January 1, 2019, FEIB is 

required to collect and report relevant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ntrolling Person’s tax residency to comply with the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mon Standard on Reporting and Due Diligence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RS”) announced b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MOF”)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CRS, please visit 

https://www.mof.gov.tw/multiplehtml/1529 ).

二、為遵循 CRS，本行需請具控制權之人填寫 CRS 聲明書(以下簡稱本表)，若具控制權之人屬 CRS 應申報國家稅務居

住者，本行將依我國稅捐稽徵機關之要求，將具控制權之人相關資訊申報予我國稅捐稽徵機關，我國稅捐稽徵機

關會將資料轉交至具控制權之人所屬稅務居住者國家/地區之稅捐稽徵機關。 

To comply with CRS, the Controlling Person is required to fill in this Self-Certification Form for CRS (“this Form”). If 

the Controlling Person is a tax resident of a reportable jurisdiction, FEIB is legally obliged to pass on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Form to the tax authoriti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ROC”) and they may exchange the information 

with tax authorities of other countries/jurisdictions where the Controlling Person is a tax resident.  

三、如代理實體(法人)帳戶持有人提交聲明，請填寫「FATCA 及 CRS 聲明書【實體(法人)】」，勿填寫本表。相同

地，如為個人帳戶持有人或獨資資本主，請填寫「FATCA 及 CRS 聲明書【個人】」。 

Where you need to certify on behalf of an Entity Account Holder,  Do Not fill in this Form; instead please complete a 

“Self-Certification Form for FATCA and CRS【Entity】”. Similarly, if you are an individual, sole trader or sole 

proprietor, please complete a “Self-Certification Form for FATCA and CRS【Individual】”. 

貳、 基本資訊及聲明事項: Basic Information and Declaration

具控制權之人基本資訊 Basic Information 

(*必填欄位 ) (**具有美國或其他國家或地區稅務居住者身分必填) 

 (*Mandatory field)(** If you are a tax resident of the U.S. or other country(ies)/jurisdiction(s), please fill in the fields with two asterisks (**).) 

1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First name Middle name(s) Last name 

2 

*現行居住地址

*Current Residence

Address 

 與戶籍地址相同 

Same as Permanent 

Address 

若無戶籍地址，請另填身分

證明文據上之地址 

If you have no Permanent 

Address, please fill in 

address on documentary 

街道門牌(室、樓層、大樓、號碼、街道、區等)  *國家或地區 

**( Suite, Floor, Building, Number, Street, District, if any) **(Country/Jurisdiction) 

城市(鎮、市、縣等)  州、省 *郵遞區號(**Post code)

** (Town/City/County) ** (State/Province) 

1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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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 

通訊地址 

Mailing Address 

 與現居地址相同 

Same as Current 

Residence Address 

街道門牌(室、樓層、大樓、號碼、街道、區等)  國家或地區 

(Suite, Floor, Building, Number, Street, District, if any) (Country/Jurisdiction) 

城市(鎮、市、縣等) 州、省 郵遞區號(Post code) 

(Town/City/County) (State/Province) 

3 
*出生日期

* Date of Birth
西元  年(Year)    月(Month)  日(Date) 

4 
**英文出生地 

**Place of Birth 
國家或地區 Country/Jurisdiction:   城市 Town or City: 

※ 現行居住地址：係指證明文據上之地址。證明文據係指下列任一文件：1. 政府機關核發之居住者證明; 2. 政府機關核發載有個人姓名且作為辨識

身分使用之有效身分證明。 

Current Residence Address: The Current Residence Address is indicated on the Documentary Evidence. “Documentary Evidence” means 

any of the following documentation: 

1. A certificate of residence issued by a government body.

2. A valid identification issued by a government body that includes the individual’s name and is used for identification purposes. 

稅      務      居  住  者  身      分      聲  明  事  項 

Tax Residency Declaration of Controlling Person 

一、 具控制權之人之相關實體(即法人)帳戶 As a Controlling Person of the Entity Account Holder 

請填寫您為具控制權之人之本行相關實體帳戶持有人名稱及統一編號 

Please enter the legal name and Taiwan Unified Business Number of the relevant Entity Account Holder of which you 

are a Controlling Person in FEIB. 

實體 

Entity 

實體帳戶持有人名稱 

Legal Name of the Entity Account Holder 

實體帳戶持有人統一編號 

The Taiwan Unified Business Number 

of the Entity Account Holder 

(1)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2)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3)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二、 具控制權之人類型* Type of Controlling Person* 

就「一、具控制權之人之相關實體帳戶」所載各實體，分別擇一勾選適當類型 

Tick the appropriate box to indicate the type of Controlling Person for the Entity stated in “As a Controlling Person of the 

Entity Account Holder” 

實體類別 Entity 

Type 

具控制權之人類型 Type of Controlling Person 實體(1) 

Entity(1) 

實體(2) 

Entity(2) 

實體(3) 

Entity(3) 

法人 

Legal Person 

直接或間接持有實體之股份、資本或權益超過25%者 

Individual who exercises control over an Entity own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more than 25 percent of the Entity’s shares, capital, or 

equ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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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其他方式對該實體行使控制權者 

Individual who exercises control over the Entity through other 

means 

   

該實體之高階管理人員 

Individual who holds the position of senior managing official 
   

信託 

Trust 

委託人 Settlor    

受託人 Trustee    

信託監察人 Protector    

受益人 Beneficiary    

任何其他對該信託行使最終有效控制權之自然人 

Any other individual who exercises ultimate effective control over 

the trust 

   

除信託以外其他

法律安排 

Legal 

Arrangements 

other than 

Trust 

具相當或類似委託人地位之人 

Individual in a position equivalent/similar to settlor 
   

具相當或類似受託人地位之人 

Individual in a position equivalent/similar to trustee 
   

具相當或類似信託監察人地位之人 

Individual in a position equivalent/similar to protector 
   

具相當或類似受益人地位之人 

Individual in a position equivalent/similar to beneficiary 
   

任何其他對該安排行使最終有效控制權地位之人 

Any other Individual who exercises ultimate effective control over 

the arrangements 

   

三、 居住國家或地區以及稅務識別碼或具類似功能的編號* Country/Jurisdiction of Residence for Tax Purposes and related 

Taxpa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 or functional equivalent number (“TIN”)* 

具控制權之人如同時為 2 個以上國家或地區稅務居住者，請填寫所有符合稅務居住者之國家或地區。若不敷填寫，請另外使用新

增的表格。 

If the Controlling Person has tax residency in more than one country/jurisdiction at the same time, please indicate all 

countries/jurisdictions of tax residency. If the Controlling Person has tax residency in more than three 

countries/jurisdictions, please use a separate sheet. 

 

如具控制權之人為臺灣(ROC)稅務居住者，稅務識別碼說明如下：  

If the Controlling Person is a tax resident of the ROC, the instructions for TIN are as follows: 

1. 具身分證統一編號者為身分證統一編號(10碼，由內政部戶政司編配)。 

National ID Card Number (a 10-digit code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2. 具統一證號者為統一證號(10碼，由內政部移民署編配)。 

Uniform ID Number (a 10-digit  code issued by the National Immigration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3. 個人無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統一證號者，以現行稅務識別碼(大陸地區人民為9＋西元出生年後2碼及出生月日4碼；其餘情形為西

元出生年月日8碼＋護照顯示英文姓名前2字母2碼)方式編配。【新開戶不適用此選項】 

The current Taxpayer Code Number for those who have neither National ID Card Number nor Uniform ID Number is 

assigned as follows: Mainland China citizens are coded as 9+yy+mm+dd (for example born on October 25, 1985,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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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would be 9851025); for other foreigners, yyyy+mm+dd + the first two letters of his or her English name in order 

printed on his or her passport. (for example, the code for David Caruso born on October 25, 1985, would be 

19851025DA) 【New account is not applicable】 

(i) 居住國家或地區

Country/Jurisdiction of tax residence 

(ii)是否有居住國家或地區之稅務識別碼

TIN is assigned by country/jurisdiction of tax residence? 

是 (請提供稅務識別碼)  

Yes (Please provide TIN ) 

否  

(請填寫理由A、B或C，理由B須說明

無法取得稅務識別碼的原因) 

No (Please indicate reason A, B or 

C. If B is selected, explain why a

TIN cannot be obtained)

1 

2 

3 

若無法提供稅務識別碼，須填寫合適的理由 A、B 或 C: If a TIN is unavailable, provide the appropriate reason A, B or C:  

理由A - 具控制權之人之居住國家或地區未核發稅務識別碼予其居住者 

Reason A – The country/jurisdiction where the Controlling Person is a tax resident does not issue TINs to its 

residents. 

理由B - 具控制權之人無法取得稅務識別碼或具類似功能的編號(若選取此理由，請說明無法取得稅務識別碼的原因) 

Reason B – The Controlling Person is unable to obtain a TIN (Explain why the Controlling Person is unable to obtain 

a TIN if this reason is selected). 

理由C - 無須蒐集稅務識別碼。(註: 選取此理由限其國內法未要求蒐集稅務識別碼資訊) 

Reason C – TIN is not required. (Note: Only select this reason if the domestic law of the relevant 

country/jurisdiction of tax residence does not require the collection of the TIN.) 

四、 聲明及簽署 Declarations and Signature 

本人知悉，本表所含資訊、相關具控制權之人及任何應申報帳戶資訊，將可能申報予中華民國稅捐稽徵機關，經由政府間協定進

行稅務目的金融帳戶資訊交換，提供予具控制權之人為稅務居住者之國家/地區的稅捐稽徵機關。 

I acknowledge that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Form and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Controlling Person and any 

Reportable Account(s) may be provided to the tax authorities of the ROC and exchanged with tax authorities of another 

country(ies)/jurisdiction(s) tax authorities in which the Controlling Person may be a tax resident pursuant to 

intergovernmental agreements to exchange financial account information for tax purposes. 

本人證明，與本表實體帳戶持有人相關之所有帳戶，本人為具控制權之人(或本人業經具控制權之人授權簽署本表)。 

I certify that I am the Controlling Person (or I am authorized to sign for the Controlling Person) of all the account(s) held 

by the Entity Account Holder to which this Form relates. 

本人聲明，就本人所知所信，於本表所為之陳述均為正確且完整。 

I declare that all statements made in this Form are,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and belief, correct and complete. 

本人承諾，如狀態變動致影響本表「基本資訊及聲明事項」所述之具控制權之人稅務居住者身分，或所載資料不正確或不完整，

本人將通知  貴行，並在狀態變動後30日內提供  貴行一份經適當更新之 CRS 聲明書。 

I undertake to advise FEIB of any change in circumstances which affects the tax residency status of the Controlling Person 

identified in“Basic Information and Declaration”of this Form or causes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to become 

incorrect or incomplete, and to provide FEIB with a suitably updated Self-Certification Form for CRS within 30 days of 

such change in circumstances. 

此致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To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Bank Co. Ltd.

具控制權之人簽名 Signature： 日期(日/月/年) Date (Date/Month/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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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指示交易約定書 
Agreement for Fax-Instruction Transactions 

茲鑑於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貴行）同意立約人                    （以

下簡稱立約人）於毋須事先提示相關文件正本之情況下(法規規定不可為傳真指示作業之業務排

除)，而與 貴行進行各項金融交易，包括□全部、□存匯類、□授信類、□應收帳款類、□進出口

外匯類、□特定金錢信託業務、□境內結構型商品(SPI)業務、□多元外幣投資商品(MCI)業務、□

保險業務、□其他                                   (請勾選），立約人承諾遵守下列條款： 

WHEREAS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Bank, Lt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Bank) agrees that the 

contracting party _______________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ontracting party) does not need to present 

the original copy of relevant documents in advance to conduct all types of financial transactions (excluding 

business for which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prohibit transactions by fax instruction) with the Bank, and 

the contracting party intends to conduct various financial transactions with the Bank, including: □ all 

transactions, □ deposit and remittance, □ credit extension, □ accounts receivable, □ import and export foreign 

exchange, □ specific money trust business, □ domestic structured product investment (SPI) business, □ 

multiple currency investment (MCI) business, □ insurance business, and □ others _________________ 

(please tick). The contracting party hereby undertakes to abide by the following terms and conditions： 

一、 立約人將交易文件以傳真方式先行傳送 貴行後應立即以電話（或其他方式）與 貴行聯絡並

同意錄音，以確認 貴行收到該文件，貴行得憑該文件於 貴行辦理各項金融交易。倘立約人

未立即為此項交易內容之確認，致 貴行無法完成交易時，應由立約人自行負責，與 貴行無

涉，立約人不得以未經電話確認等事由對 貴行提出抗辯或主張任何權利。

1. After transmitting the transaction documents to the Bank by fax, the contracting party shall immediately
contact the Bank by telephone (or other means) and agree to have the conversation recorded, so as to
confirm that the Bank has received the documents, and the Bank may handle the financial transaction at
the Bank based on such documents. If the contracting party fails to confirm the content of the transaction
immediately, which makes the Bank unable to complete the transaction, the contracting party shall bear
responsibility without any liability on the end of the Bank, and the contracting party shall not raise any
defense or claim any right against the Bank on the grounds of absence of telephone confirmation.

二、 針對取款交易，立約人應於傳真前於取款憑條或其他扣款憑證正本上加註「傳真指示扣款」

字樣或類似文義，並授權 貴行得憑該傳真指示就立約人於 貴行所開立如下所示之存款帳戶

及授權約定辦理扣款交易。

2. For a fund withdrawal transaction, the contracting party shall add “debit of funds by fax instruction” or
words with similar meaning on the original withdrawal slip or other debit vouchers before sending the
fax, and authorize the Bank to handle the debit transaction on the deposit account opened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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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cting party at the Bank as follows based on the fax instruction and the authorization agreement. 

(一) 授權扣款帳號 ：

(1) Authorized debit account numb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授權單筆扣款限額：新臺幣 元或等值外幣 

(2) The limit of each authorized debit: NT$_________ or equivalent foreign currency
(三) 取款轉入立約人在 貴行或他行開立之本人存款帳戶時，無須事先約定。惟轉入帳戶為第

三人在 貴行開立之帳戶或匯款至第三人之他行帳戶時，採（請勾選）：

(3) There is no need to agree in advance when the funds withdrawn are transferred to the deposit account
opened by the contracting party at the Bank or another bank. However, if the receiving account is an
account opened by a third party at the Bank or the funds are to be remitted to the account of a third
party at another bank, the following shall be adopted (please tick):

□不約定轉入帳戶 No designated receiving accounts

□約定轉入帳戶（請填表 1）。於任一約定帳戶異動時，應另填具「約定轉入帳戶申請/異

動表」並立即通知 貴行更新。Designated receiving accounts (please fill in Table 1). In

case of any change in designated accounts, please fill in the “Designated Receiving Account

Application/Change Form” and inform the Bank to update the information immediately.

表 1:約定轉入帳戶：（請將空白之帳號欄位劃線刪除） 

Table 1: Designated receiving accounts (please cross out blank account number fields)

(四) 立約人同意帳戶之餘額悉以 貴行帳載餘額為準，立約人絕無異議。

(4) The contracting party agrees that, for the account balances, the balance recorded at the Bank shall
prevail without any objection.

三、 交易文件應蓋用立約人在 貴行辦理各項金融交易所留存之授權簽章供 貴行核驗。惟立約人

完全了解電話傳真方式仍有文件內容或授權簽章模糊不清及真偽不易辨別之情形發生，為避

免 貴行認定上困擾， 立約人同意 貴行得以合理之注意查核以立約人名義發出之傳真指示

上簽章是否與留存之授權簽章相符，凡 貴行辨識傳真文件所蓋之原留印鑑，經認定在外觀

上近似留存於 貴行者，該傳真指示即視為真正，貴行據以辦理該指示之各項交易，倘因此

發生交易錯誤、無法執行交易或其他任何錯誤，概由立約人自行負責，與 貴行無涉。任何 

貴行依傳真指示所作之交易，對於立約人均有拘束力，不論立約人是否有實際之授權、認知

或同意。立約人了解並同意承擔偽造之印鑑或簽名因傳真過程中扭曲、變形、縮小或放大、

不清晰而致無從辨識之風險。如傳真文件不清楚或無從辨識時，立約人同意 貴行於接受立

轉入銀行名稱
Receiving 
bank’s name 

轉入銀行
代號
Receiving 
bank’s 
code 

轉 入 帳 號 

Receiving account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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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人另行提供清楚足以辨認其內容及印鑑或簽名之指示前，貴行得拒絕接受傳真指示辦理交

易。立約人如使用電子化交易設備之電子傳真指示交易表單時，若選擇綁定 OTP 動態密碼服

務，立約人應完全遵守 貴行相關使用規定，貴行於收受立約人之傳真指示交易時，如已履

行核對 OTP 動態密碼之義務後， 貴行有權認定該傳真指示交易係經立約人完全授權而發

出，無須再行查證，且對立約人具拘束力，貴行已無任何責任。如立約人 OTP 動態密碼輸入

錯誤， 貴行無執行該筆交易之義務，未執行交易之效果概由立約人自行負責。 

3. For the verification of the Bank, the transaction documents shall be affixed with the authorized signature
and seal of the contracting party retained at the Bank for the handling of various financial transactions.
However, the contracting party fully understands that situations may occur where the contents of such
documents or authorized signatures and seals transmitted by fax are unclear, and their authenticity is not
easy to distinguish. In order to avoid the trouble of the Bank's verification, the contracting party agrees that
the Bank may check with reasonable care whether the signature and seal on the fax instruction sent in the
name of the contracting party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authorized signature and seal retained at the Bank. If
it is found that the original seal on the fax documents is similar on appearance to that retained at the Bank,
the fax instruction shall be deemed authentic and the Bank may handle all transactions in the instruction
accordingly. In case of any transaction error, failure to execute the transaction or any other error arising
therefrom, the contracting party shall be solely responsible without any obligation by the Bank. Any
transaction executed by the Bank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ax instruction shall be binding on the contracting
party,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contracting party has the actual authorization, cognition or consent. The
contracting party understands and agrees to bear the risk that the forged seal or signature cannot be
identified due to distortion, deformation, reduction, enlargement or ambiguity during the fax process. If the
fax documents are not clear or cannot be identified, the contracting party agrees that the Bank may refuse
to accept the fax instruction to handle the transaction until receiving instructions from the contracting party
that are sufficiently clear to identify the contents, seal or signature. If the contracting party chooses to bind
the OTP dynamic password service when using the fax-instruction transaction form sent from electronic
trading equipment, the contracting party shall fully comply with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the Bank. If the
Bank has fulfilled the obligation of checking the OTP dynamic password after receiving the fax-instruction
transaction form from the contracting party, the Bank has the right to determine that the fax-instruction
transaction form is sent with the full authorization of the contracting party with no further verification
required by the Bank, and it is binding on the contracting party without any obligation by the Bank. If the
contracting party's OTP dynamic password is input incorrectly, the Bank has no obligation to execute the
transaction, and the effect of the non-executed transaction shall be borne by the contracting party.

四、 貴行得以電話錄音確認立約人授權之傳真指示交易人員必要基本資訊及交易資訊內容後，即

可憑該傳真之文件辦理， 貴行無須再收回該傳真指示扣款文件之正本，該傳真指示視同正

本，與正本有同一之效力，立約人絶不因文件形式、要件之欠缺或無正本而對 貴行提出抗

辯或主張任何權利。惟 貴行於認為必要時亦得要求於收到上述正本文件後，方依立約人之

傳真指示辦理上述交易或要求立約人應將前述文件之正本於七個營業日內補送交予 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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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it instruction documents; the fax instruction is regarded as the original and bears the same effect as the 
original, and the contracting party shall not raise any defense or claim any rights against the Bank on the 
grounds of lack of document forms or necessary elements, or the absence of the original. However, if 
deemed necessary, the Bank may require that the transaction not be processed based on the fax instruction 
of the contracting party until after the Bank receives the original documents, or may request the contracting 
party to send the original documents to the Bank within seven business days. 

五、 立約人同意如立約人未能遵守 貴行有關傳真指示交易之任何規定或法規修定或 貴行作業辦

法改變時，貴行得不經通知立即終止提供立約人本項服務，立約人絶無異議。 

5. The contracting party agrees that if the contracting party fails to comply with any regulations of the Bank
regarding fax-instruction transactions or revised laws or regulations or the Bank's revised operation
procedures, the Bank may immediately terminate the service to the contracting party without notice, and
the contracting party will have no objection to the arrangement.

六、 為提供 貴行確認交易文件來源，立約人得增加約定傳真指示交易人員名單（請填表 2 ）。

且於任一傳真指示交易人員異動時，應另填具「傳真指示交易人員申請/異動表」並立即通

知 貴行更新。 

6. In order for the Bank to verify the source of transaction documents, the contracting party may add a list of
designated fax instruction senders (please fill in Table 2). In addition, in case of any change of the fax
instruction senders, the “Fax Instruction Sender Application/Change Form” shall be filled out and the Bank
shall be immediately informed of the update.

表 2：傳真指示交易被授權人 (務必勾選) 

Table 2: Authorized persons for fax-instruction transactions (must tick) 

 除立約人外，未設定其他被授權人。
There is no other authorized person except the contracting party.

 除立約人外，亦設定其他被授權人如下：
In addition to the contracting party, the other authorized persons are listed below:

姓 名

Name

職 稱或關 係
Position or 

Relationship

聯絡電話

Telephone
電子郵件信箱或地址

Email or address
授權種類

Authorization type

註(一)：為利作業，避免延宕交易執行，同一種類建請提供二名以上指示人員，任何異動亦請立即更新。 

Note (1): To facilitate the operation and avoid delay in the execution of the transaction, please provide more than 
two persons for each type, and update any change immediately. 

註(二)：授權種類分為：（1）全部、（2）存匯類、（3）授信類、（4）應收帳款類、（5）進出口外匯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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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立約人瞭解 貴行有權但無義務且不負對前述傳真文件之內容及本約定書有關之各交易事項

作進一步之確認或查證之責任。 

7. The contracting party understands that the Bank has the right, but not the obligation, to further confirm or
verify the contents of the faxed documents above and the transactions related to this Agreement.

八、 倘 貴行因故無法聯繫上立約人或被授權之傳真指示交易人員，致 貴行無法完成交易時，應

由立約人自行負責，與 貴行無涉。 

8. If the Bank is unable to contact the contracting party or the authorized fax-instructing transaction personnel
for some reason, thus making the Bank unable to complete the transaction, the contracting party shall be
solely responsible for this, without any obligation by the Bank.

九、 立約人完全了解以電話錄音並無法排除包括但不限於被授權之傳真指示交易人員身分辨認之

困難及錄音可能之疏漏或設備不妥善之風險，除 貴行有故意或重大過失外，立約人皆不得

藉此主張無此交易指示或交易無效或對 貴行提出抗辯或主張任何權利。 

9. The contracting party is fully aware that telephone recording may encounter difficulties included but not
limited to in identifying the authorized fax-instruction transaction personnel and the risk of possible
omission or equipment malfunction in the recording process.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except for the
intentional or gross negligence of the Bank, the contracting party shall not claim that there is no such
transaction instruction or that the transaction is invalid, or raise any defense or claim against the Bank.

十、 前揭錄音紀錄除有妨害金融機構或第三人之重大利益外，立約人得於保存期限內向 貴行申

請調閱，貴行應配合提供前開紀錄，並得向立約人收取必要成本費用。

(6)特定金錢信託業務、(7)境內結構型商品(SPI)業務、(8)多元外幣投資商品(MCI)業務、(9)保

險業務、(10)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列示於表 2。 

Note (2): Authorization types can be divided into: (1) all transactions, (2) deposit and remittance, (3) credit 
extension, (4) accounts receivable, (5) import and export foreign exchange, (6) specific money trust 
business, (7) domestic structured product investment (SPI) business, (8) multiple currency investment 
(MCI) business, (9) insurance business, and (10) othe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lease list in
Table 2).

註(三)：授權種類如未填寫視為全部。 

Note (3): If the authorization type is not filled in, it will be regarded as “all transactions.” 

註(四)：立約人就「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第一項告知義務內容」已受告知並充分

知悉(如附件一)且將轉知本傳真指示交易約定書(下稱本約定書)提供貴行資料之傳真交易指示

人員，以使其受告知並充分知悉。 

Note (4): The contracting party has been informed and fully aware of the content of the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Bank's Performance of Disclosure Obligation under Paragraph 1, Article 8 of th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Annex 1), and will forward this Agreement for Fax-Instruction Transaction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is Agreement) to the authorized fax-instruction transaction personnel who 
will provide transaction information to the Bank, so as to make them informed and fully a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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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Unless the aforementioned telephone recording prejudices the major interest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r
third parties, the contracting party may apply with the Bank for the access to it within the retention period.
The Bank shall provide the record and may charge the contracting party the necessary cost.

十一、 立約人依此傳真指示方式進行有關交易須於 貴行營業時間內為之，逾營業時間 貴行得

拒絶受理該指示交易或視為次營業日交易，如有更正或取消之情事，應於 貴行尚未進行

交易且於 貴行營業時間內辦理，否則不得更正或取消。

11. The contracting party shall conduct transac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fax instruction method during
the business hours of the Bank. If after business hours, the Bank may refuse to accept the transaction by
fax instruction or treat it as a transaction for the next business day. If there is any correction or
cancellation of the instruction, it shall be submitted to the Bank before the transaction is executed and
processed within the Bank's business hours, otherwise the correction or cancellation will not be
accepted.

十二、 立約人就 貴行依傳真指示辦理各項業務所負之負債、支出之費用及立約人因該傳真指示

所負之債務，負完全清償責任。

12. The contracting party shall fully pay off the debts, expenses and liabilities incurred by the Bank due to
its handling of various business in accordance with such fax instructions.

十三、 立約人辦理結匯等外匯業務，願確實遵照「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銀行業輔導客

戶申報外匯收支或交易應注意事項」等相關規定。對涉及需要認證文件或立約人親自辦

理之交易，貴行得排除傳真指示交易方式之適用。

13. In handling foreign exchange business such as settlements of foreign exchange, the contracting party is
willing to comply with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Declar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Receipts and Disbursements or Transactions” and “Directions for Banking Enterprises while
Assisting Customers to Declare Foreign Exchange Receipts and Disbursements or Transactions”. For
transactions involving document verification and transactions which require the handling of the
contracting party in person, the Bank may exclude the application of fax instructions on them.

十四、 使用電子化交易設備之電子傳真指示交易表單時，若選擇綁定 OTP 服務(動態密碼產生

器，使用於表單一次性-密碼簡訊服務)，需額外支付硬體設備費用每台新臺幣伍佰元

整，於申請時授權_貴行逕由申請人指定帳戶直接扣款。

14. If the contracting party chooses to bind the OTP service (dynamic password generator, used for one-off
password message service) when using the electronic fax-instruction transaction form of electronic
trading equipment, the contracting party needs to pay an additional hardware equipment fee of NT$500
per machine, and shall authorize the Bank at the time of application to directly debit the account
designated by the applicant.

十五、 本約定書於 貴行接獲立約人以書面通知終止之前，仍永久繼續有效。貴行於本約定書終

止前已依立約人之指示所為之交易仍為有效。

15. This Agreement shall remain in force and effect in perpetuity until terminated via written notice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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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racting party. The transactions executed by the Bank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ructions of the 
contracting party before the termination of this Agreement are still valid. 

十六、 立約人就傳真指示交易事項如有疑義應於該傳真指示後 1個月內檢具相關單據文件向 貴

行提出申請，貴行於受理申請後 10 個營業日內查明並回覆立約人。立約人如與 貴行就

傳真交易事項發生爭議時，雙方應先協商解決。

16. In case of any doubt about the transaction of the fax instruction, the contracting party shall submit an
application to the Bank with relevant documents within one month after the fax instruction is sent, and
the Bank shall investigate and reply to the contracting party within 10 business days after receiving the
application. In case of any dispute between the contracting party and the Bank over the fax transaction,
both parties shall first settle the dispute through negotiation.

十七、 任何交易均須遵守相關法律、命令、規章及 貴行相關作業規範與慣例。 

17. Any transaction of the contracting party shall comply with the relevant laws, orders, regulations and the
relevant operation rules and practices of the Bank.

十八、 立約人於訂立本約定書後，倘 貴行有新增、修訂或調整相關業務服務時，立約人同意 

貴行得以營業場所及網站公告或以書面通知、電子郵件等任一方式通知。如立約人未終

止本約定書並繼續與貴行為業務往來者，即視為立約人同意並願遵守本業務服務新增或

修改之約定條款，絕無異議。 

18. After the signing of this Agreement, if the Bank adds, revises or adjusts the relevant business services,
the contracting party agrees that the Bank may notify by way of an announcement at the business
premises or on its website, or by written notice or email. If the contracting party does not terminate this
Agreement and continues to do business with the Bank, it shall be deemed that the contracting party
agrees and is willing to abide by the newly added or revised terms of this business service without any
objection.

十九、 立約人與 貴行雙方同意本約定書應適用中華民國法律，如因本約定書涉訟時並以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為雙方合意之第一審管轄法院。

19. Both parties agree that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governed by and constru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In case of any litigation arising from this Agreement, the Taiwan
Taipei District Court shall be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二十、 本約定書業提供至少五日合理期間審閱，立約人確認已完全了解本約定書之內容及相關

風險。 

20.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reviewed within a reasonable period of at least five days, and the contracting
party shall confirm that it has fully understood the contents and related risks of this Agreement.

二十一、 本約定書乙式兩份由立約人及 貴行各執乙份。 

21. This Agreement is made in duplicate, with one copy retained by the contracting party and the other by
the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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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本約定書其餘未盡事宜，悉依立約人另與 貴行簽訂之其他契據、有關法令、貴行相關

規定及一般銀行慣例辦理。 

22. Other matters not covered in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handled in accordance with other contracts
between the contracting party and the Bank,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the
Bank and general banking practices.

二十三、 本約定書同時以中、英文版本訂立，如中、英文版本有任何抵觸或不相符之處，應以中

文版為準 

23. This Agreement is made in both Chinese version and English version. If there is any inconsistency or
ambiguity between the Chinese version and the English version, the Chinese version shall prevail.

此致 

To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Bank, Ltd 

立約人 Contracting party：

代表人 Legal representative：

統一編號 Uniform number：

地址 Address：

(公司戶)登記印鑑/原留印鑑 
(For corporate account) Registered seal/original seal 
(自然人)原留印鑑 
(For natural person) Original seal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中

Date: MMDD, YYYY 

作業單位 Operation unit 業務單位 Business unit 

編號 No:

主管 Supervisor 經辦 Processor 驗印 Seal Verifier 區組單位主管 Section supervisor 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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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第一項告知義務內容 

Performance of Disclosure Obligation under Paragraph 1, Article 8 of th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ㄧ、親愛的客戶您好，由於個人資料之蒐集，涉及 臺端的隱私權益，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 以下稱本行) 向 臺端蒐集個人資料時，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 以下稱個資法)第八

條第一項規定，應明確告知 臺端下列事項：（一）非公務機關名稱（二）蒐集之目的（三）

個人資料之類別（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五）當事人依個資法第三

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六）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資料時，不提供將對其權益之

影響。此外，當 臺端具有歐盟國籍或居住地於歐盟，則依循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範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要求於特定目的內蒐集、處理及利用 臺端

之個人資料。 

1. Dear customer, since the collection of personal data involves your privacy and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paragraph 1, Article 8 of th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Personal Data Act),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Bank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Bank) 

shall clearly inform you of the following when collecting personal data from you: (1) the name of the 

non-government agency, (2) the purpose of collection, (3) the type of personal data, (4) the period, region, 

object and method of using the personal data, (5) the rights and methods that the party concerned may 

exercise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3 of the Personal Data Act, and (6) the impact on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party who does not provide personal data when the party is free to choose whether to 

provide such data or not. In addition, if you have an EU nationality or a residence in the EU, your 

personal data will be collected, processed and used for specific purpos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 

 

二、有關本行蒐集 臺端個人資料之目的、個人資料類別及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

方式等內容，請 臺端詳閱如後附表。 
2. Please refer to the attached schedule for details about the purpose of personal data collection, the type 

of personal data, and the period, region, objectives and methods of using personal data. 

 

三、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臺端就本行保有 臺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3.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3 of the Personal Data Act, you may exercise the following rights with respect 

to your personal data held by the Bank: 

（一）除有個資法第十條所規定之例外情形外，得向本行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

本，惟本行依個資法第十四條規定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1) Other than the exceptions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10 of the Personal Data Act, you may 

inquire with the Bank, request to read or request a copy of the data, and the Bank may collect 

the necessary costs and expenses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4 of the Personal Data Act. 
（二）得向本行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個資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規定，臺端應適當釋明其原

因及事實。 
(2) You may request supplements or corrections by the Bank, provided that you properly 

explain the reasons and facts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9 of the Enforcement Rules of the 

Personal Data Act.  

（三）本行如有違反個資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  臺端之個人資料，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

四項規定，臺端得向本行請求停止蒐集。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Bank 

 

附件一 

Annex 1 

需要時列印予客戶收 

執即可，不必歸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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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f the Bank violates the provisions of the Personal Data Act in the collection, processing or 

use of your personal data, you may request the Bank to stop collecting the personal data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4, Article 11 of the Personal Data Act 
（四）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者，得向本行請求停止處理或

利用 臺端之個人資料。惟依該項但書規定，本行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並註明其爭議或

經 臺端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4)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2, Article 11 of the Personal Data Act, if there is a dispute 

about the correctness of personal data, you may request the Bank to stop processing or using 

your personal data.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proviso of the paragraph, this restriction shall 

not apply if the Bank does so out of the necessity of carrying out its business and indicates 

the dispute, or has obtained your written consent. 
（五）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得向本

行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 臺端之個人資料。惟依該項但書規定，本行因執行業

務所必須或經 臺端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5)  According to paragraph 3, Article 11 of the Personal Data Act, when the specific purpose of 

personal data collection disappears or the deadline is reached, you may request the Bank to 

delete or stop processing or using your personal data.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proviso of 

the paragraph, this restriction shall not apply if the Bank does so out of the necessity of 

carrying out its business, or has obtained your written consent. 

 

四、臺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及類別，惟 
4. You are free to choose whether to provide relevant personal data and the categories of data, but: 

（一）臺端所拒絕提供之個人資料及類別，如果是辦理業務審核或作業所需之資料，本行可

能無法進行必要之業務審核或作業而無法提供 臺端相關服務或無法提供較佳之服

務。 
(1) If the personal data and the categories of data that you refuse to provide are required for 

business audit or operations, the Bank may not be able to carry out necessary business audit 

or operations as a result, and therefore be unable to provide to you relevant services or better 

services. 
（二）關於本行遵循美國海外帳戶稅收遵循法條款之特定目的需蒐集、處理及利用 臺端之

個人資料，如 臺端不同意提供或提供資料不足，本行必須依美國海外帳戶稅收遵循

法之規定將 臺端帳戶列為「不合作帳戶」(Recalcitrant Account)，而須依法對特

定帳戶存入款項扣繳百分之三十之美國稅款；如經合理期間內與 臺端聯繫仍未獲 臺

端同意或 臺端提供資料仍有不足，本行須依法關閉臺端之帳戶。 
(2) Regarding the Bank’s need to collect, process and use your personal data in order to comply 

with the specific purpose in the provisions of the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if you do not agree to provide the data or the data you provide is 

insufficient, the Bank shall classify your account as a "recalcitrant accou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and deduct 30% of the 

balance of the specific account as the U.S. tax; if the Bank still fails to obtain your consent 

after contacting you for a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 or the data you provide is still 

insufficient, the Bank shall close your accou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三）關於本行遵循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DPR）僅適用 臺端具有歐盟國籍或居住地於

歐盟，依循 GDPR規範於特定目的內蒐集、處理及利用 臺端之個人資料， 臺端就個

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3) Regarding the Bank's compliance with the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 to 

collect, process and use your personal data for specific purpos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DPR specification, it applies only if you have an EU nationality or a residence in the EU, 

and you may exercise the following rights in respect of personal data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1.行使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的當事人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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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ghts of the parties as in the Personal Data Act of our country. 
 2.資料限制處理權。 

 The right to restrict the processing of data. 
 3.資料可攜權。 
  The right of data portability. 
 4.停止自動化決策及資料剖析。 
  Stopping automatic decision making and data analysis. 

 

五、本行最新之告知義務內容，以及臺端如欲行使上述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及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

範（GDPR）之前述權利，有關如何行使之方式，得於本行網站（網址：

http://www.feib.com.tw）查詢。 
5. The Bank's latest disclosure obligations and the method of exercising your relevant rights under Article 

3 of the above-mentioned Personal Data Act and GDPR can be found on the Bank's website 

(http://www.feib.com.tw). 

 

六、英文翻譯僅供參考，如中、英文版本有任何抵觸或不相符之處，應以中文版為準。 
6.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is provided for reference only. If there is any inconsistency or ambiguity 

between the Chinese version and the English version, the Chinese version shall prev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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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Schedule： 

特定目的說明 
Explanation of specific purposes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Types of personal data 

collected 

個人資料 
利用之期間 

Period of 
using 

personal data 

個人資料 
利用之地區 
Regions 
where 
personal data 
are used 

個人資料 
利用之對象 
Users of 
personal data 

個人資
料利用
之方式 

Metho
ds of 
using 

personal 
data 

業務類別 
Business 
category 

業務特定目的及代號 
Specific purpose and code of 

business 

共通特定目的
及代號 

Common 
specific 

purpose and 
code 

一、存匯
業務 
 
1.  
Deposit 
and 
remittanc
e 

022 外匯業務 
035 存款保險業務 
036 存款與匯款業務  
067 信用卡、現金卡、轉帳 

卡或電子票證業務 
082 借款戶與存款戶存借 

作業綜合管理  
112 票據交換業務  
181 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

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022 Foreign exchange 
035 Deposit and insurance 
036 Deposit and remittance 
067 Credit card, cash card, 

transfer card or electronic 
tickets 

082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deposit and loan 
operations for borrowers and 
depositors   

112 Bills clearing   
181 Other business under the 

registered business items or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040 行銷  
059 金融服務

業依法令
規定及金
融監理需
要，所為
之蒐集處
理及利用 

060 金融爭議
處理 

063 非公務機
關依法定
義務所進
行個人資
料之蒐集
處理及利
用  

069 契約、類
似契約或
其他法律
關係管理
之事務 

090消費者、客
戶管理與
服務  

091 消費者保
護  

098 商業與技
術資訊  

104 帳務管理
及債權交
易業務  

136 資(通)訊
與資 

料庫管理  
137 資通安全

與管理 
157 調查、統

計與研究
分析  

182 其他諮詢
與顧問服
務 

 
040 Marketing  
059 Collection, 

processing 
and 
utilization 
of data by 
the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060  
Financial 
dispute 
settlement 

063 
Collection, 
processing 
and 
utilization of 
personal 
data by non-
government 
agencies  
according to 
law   

069 
Management 
of contracts, 

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
性別、出生年月日、通訊
方式及其他詳如相關業
務申請書或契約書之內
容，並以本行與客戶往來
之相關業務、帳戶或服務
及自客戶或第三人處
（例如：財團法人金融
聯合徵信中心）所實際
蒐集之個人資料為準。 
 
Name, ID number or 
uniform number, gender, 
date of birth,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nd other 
details as specified in the 
relevant business 
application form or 
contract; the personal data 
actually collected from the  
business, account or 
service between the 
customer and the Bank, 
and directly from the 
customer or third parties 
(e.g. Joint Credit 
Information Center) shall 
prevail. 

ㄧ、特定目
的存續
期間。 

1. The 
duration 
of the 
specific 
purpose. 

 
 
二、依相關

法令所
定（例
如商業
會計法
等 ) 或
因執行
業務所
必須之
保存期
間或本
行所訂
之資料
保存期
間或依
個別契
約就資
料之保
存所定
之保存
年限。
（以期
限最長
者 為
準） 

 
2. The data 

retention 
period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
s (e.g. the 
Business 
Entity 
Accountin
g Act), or 
necessary 
for the 
performan
ce of 
business, 
or set by 
the Bank 
or 
individual 
contracts 
(the 
longest 
one shall 
prevail). 

 

右邊「個人
資料利用之
對象」欄位
所列之利用
對象其國內
及國外所在
地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locations of 
the users 
listed in the 
"users of 
personal 
data" field on 
the right. 

ㄧ、本行(含受
本行委託
處理事務
之委外機
構)。 

1. The Bank 
(including 
the 
institutions 
outsourced 
by the 
Bank). 
 

二、依法令規
定利用之
機構。 

2. The 
institutions 
according to 
laws and 
regulations. 

三、其他業務
相關之機
構（例
如：通匯
行、財團
法人金融
聯合徵信
中心、財
團法人聯
合信用卡
處理中
心、臺灣
票據交換
所、財金
資訊股份
有限公
司、信用
保證機
構、信用
卡國際組
織、收單
機構暨特
約商店
等）。 

3. Other 
business-
related 
institutions 
(e.g. 
remitting 
banks, Joint 
Credit 
Information 
Center, 
National 
Credit Card 
Center, 
Taiwan 
Clearing 
House, 
Financial 
Information 
Service Co., 
Ltd., credit 
guarantee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credit card 
organization
s, acquirers 
and special 
shops, etc.). 

四、依法有權
機關或金
融監理機

符合個
人資料
保護相
關法令
以自動
化機器
或其他
非自動
化之利
用 方
式。 
 
Metho
ds by 
using 
automa
ted 
machin
es or 
other 
non-
automa
ted 
means 
which 
comply 
with 
person
al data 
protecti
on 
laws 
and 
regulati
ons. 

二、授信
業務 
 
2.  
Credit 
extension, 

022 外匯業務 
067 信用卡、現金卡、轉帳卡或

電子票證業務 
082 借款戶與存款戶存借作業

綜合管理  
088 核貸與授信業務  
106 授信業務  
111 票券業務  
126 債權整貼現及收買業務  
154 徵信  
181 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

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022 Foreign exchange 
067 Credit card, cash card, 

transfer card or electronic 
tickets 

082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deposit and loan 
operations for borrowers and 
depositors   

088 Loan approval and credit 
extension 

106 Credit extension   
111 Bills  
126 Debt discounting and 

acquisition  
154 Credit investigation   
181 Other business under the 

registered business items or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
性別、出生年月日、通訊
方式及其他詳如相關業
務申請書或契約書之內
容，並以本行與客戶往來
之相關業務、帳戶或服務
及自客戶或第三人處
（例如：財團法人金融
聯合徵信中心）所實際
蒐集之個人資料為準。 
 
Name, ID number or 
uniform number, gender, 
date of birth,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nd other 
details as specified in the 
relevant business 
application form or 
contract; the personal data 
actually collected from the  
business, account or 
service between the 
customer and the Bank, 
and directly from the 
customer or third parties 
(e.g. Joint Credit 
Information Center) shall 
prevail. 

三、信用  
卡業務 
 
3.  
Credit 
card 

022 外匯業務 
067 信用卡、現金卡、轉帳卡或

電子票證業務  
082 借款戶與存款戶存借作業

綜合管理  
088 核貸與授信業務  
106 授信業務  
154 徵信  
181 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

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022 Foreign exchange 
067 Credit card, cash card, 

transfer card or electronic 
tickets 

082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deposit and loan 
operations for borrowers and 
depositors   

088 Loan approval and credit 
extension  

106 Credit extension  
154 Credit investigation  

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
性別、出生年月日、通訊
方式及其他詳如相關業
務申請書或契約書之內
容，並以本行與客戶往來
之相關業務、帳戶或服務
及自客戶或第三人處
（例如：財團法人金融
聯合徵信中心）所實際
蒐集之個人資料為準。 
 
Name, ID number or 
uniform number, gender, 
date of birth,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nd other 
details as specified in the 
relevant business 
application form or 
contract; the personal data 
actually collected from the  
business, account or 
service between the 
customer and the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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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Other business under the 
registered business items or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matters 
similar to 
contracts or 
other legal 
relationships  

090 Consumer 
and 
customer 
management 
and service   

091 Consumer 
protection   

098 Business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104 Account 
management 
and 
creditor's 
rights 
transaction  

136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
n) and database 
management  
137 Security 

and 
manage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
ion 

157 Survey, 
statistics, 
research and 
analysis   

182 Other 
advisory 
and 
consulting 
services 

 

and directly from the 
customer or third parties 
(e.g. Joint Credit 
Information Center) shall 
prevail. 

關。 
4. Legal 

authorities 
or financial 
supervision 
agencies. 

五、客戶所同
意之對象
（例如本
行共同行
銷或交互
運用客戶
資料之公
司、與本
行合作推
廣業務之
公司等）。 

5. The objects 
agreed by 
the customer 
(e.g. 
companies 
in jointly 
marketing or 
using 
customer 
information 
together 
with the 
Bank, 
companies 
cooperating 
with the 
Bank in 
business 
promotion, 
etc.). 

六、其他與本
行有業務
往來之機
構。 

6. Other 
institutions 
having 
business 
relations 
with the 
Bank. 

四、外匯
業務 
 
4. Foreign 
exchange   

022 外匯業務  
036 存款與匯款業務 
082 借款戶與存款戶存借 

作業綜合管理 
088 核貸與授信業務  
106 授信業務 
154 徵信 
181 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

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022 Foreign exchange  
036 Deposit and remittance  
082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deposit and loan 
operations for borrowers and 
depositors   

088 Loan approval and credit 
extension  

106 Credit extension  
154 Credit investigation  
181 Other business under the 

registered business items or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
性別、出生年月日、通訊
方式及其他詳如相關業
務申請書或契約書之內
容，並以本行與客戶往來
之相關業務、帳戶或服務
及自客戶或第三人處
（例如：財團法人金融
聯合徵信中心）所實際
蒐集之個人資料為準。 
 
Name, nationality ID 
number or uniform 
number, gender, date of 
birth,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nd other 
details as specified in the 
relevant business 
application form or 
contract; the personal data 
actually collected from the  
business, account or 
service between the 
customer and the Bank, 
and directly from the 
customer or third parties 
(e.g. Joint Credit 
Information Center) shall 
prevail. 

五、有價
證券業務 
 
5. 
Securities 
 

111 票券業務 
037 有價證券與有價證券持有

人登記 
044 投資管理  
082 借款戶與存款戶存借作業

綜合管理 
088 核貸與授信業務  
106 授信業務 
154 徵信 
181 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

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111 Bills 
037 Registration of securities and 

holders of securities 
044 Investment management  
082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deposit and loan 
operations for borrowers and 
depositors  

088 Loan approval and credit 
extension  

106 Credit extension  
154 Credit investigation  
181 Other business under the 

registered business items or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
性別、出生年月日、通訊
方式及其他詳如相關業
務申請書或契約書之內
容，並以本行與客戶往來
之相關業務、帳戶或服務
及自客戶或第三人處
（例如：財團法人金融
聯合徵信中心）所實際
蒐集之個人資料為準。 
 
Name, nationality ID 
number or uniform 
number, gender, date of 
birth,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nd other 
details as specified in the 
relevant business 
application form or 
contract; the personal data 
actually collected from the  
business, account or 
service between the 
customer and the Bank, 
and directly from the 
customer or third parties 
(e.g. Joint Credit 
Information Center) shall 
prevail. 

六、財富
管理業務 
 
6. Wealth 
managem
ent 

022 外匯業務 
036 存款與匯款業務 
044 投資管理 
068 信託業務 
082 借款戶與存款戶存借作業

綜合管理 
166 證券、期貨、證券投資信託

及顧問相關業務 
094 財產管理  
181 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

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022 Foreign exchange 
036 Deposit and remittance 
044 Investment management 
068 Trust 
082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deposit and loan 
operations for borrowers and 
depositors  

166 Securities, futures, securities 
investment trust and 
consulting related business 

094 Asset management  
181 Other business under the 

registered business items or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
性別、出生年月日、通訊
方式及其他詳如相關業
務申請書或契約書之內
容，並以本行與客戶往來
之相關業務、帳戶或服務
及自客戶或第三人處
（例如：財團法人金融
聯合徵信中心）所實際
蒐集之個人資料為準。 
 
Name, ID number or 
uniform number, gender, 
date of birth,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nd other 
details as specified in the 
relevant business 
application form or 
contract; the personal data 
actually collected from the  
business, account or 
service between the 
customer and the Bank, 
and directly from the 
customer or third parties 
(e.g. Joint Credit 
Information Center) shall 
prev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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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 
 
7. Others 

166 證券、期貨、證券投資信託
及顧問相關業務 

181 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
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或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之
其他有關業務（例如：保管
箱業務、黃金存摺業務、電
子金融業務、代理收付業務、
共同行銷或合作推廣業務、
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等） 

 
166 Securities, futures, securities 

investment trust and 
consulting related business 

181 Other business under the 
registered business items or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r 
other related business 
approved by the central 
competent authority (e.g. safe 
deposit box, gold passbook, 
electronic finance, agency 
collection and payment, joint 
marketing or cooperative 
promotion, derivative 
financial products, etc.) 

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
性別、出生年月日、通訊
方式及其他詳如相關業
務申請書或契約書之內
容，並以本行與客戶往來
之相關業務、帳戶或服務
及自客戶或第三人處
（例如：財團法人金融
聯合徵信中心）所實際
蒐集之個人資料為準。 
 
Name, ID number or 
uniform number, gender, 
date of birth,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nd other 
details as specified in the 
relevant business 
application form or 
contract; the personal data 
actually collected from the  
business, account or 
service between the 
customer and the Bank, 
and directly from the 
customer or third parties 
(e.g. Joint Credit 
Information Center) shall 
prevail. 

八、美國
海外帳戶 
稅收遵循
法遵循業
務（為辨 
識美國稅
務居民身
分別，暨 
向美國當
局或其他
法定對象 
申報美國
稅務居民
海外帳戶 
資料之相
關業務) 
 
 
8. 
Business 
to be in 
complianc
e with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
ce 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identify 
the 
personal 
status of 
U.S. tax 
residents, 
and 
declare to 
the U.S. 
authoritie
s or other 
statutory 
objects 
the  
overseas 
account 
informati
on of U.S. 
tax 
residents) 

059金融服務業依法令( 包含美
國海外稅收遵循法) 規定
及金融監理需要，所為之蒐
集處理及利用 

060 金融爭議處理 
063 非公務機關依法定義務所

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
及利用 

069 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
關係管理之事務 

090 消費者、客戶管理與服務 
091 消費者保護 
095 財稅行政 
098 商業與技術資訊 
104 帳務管理及債權交易業務 
136 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 
157 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 
 
059 Collection, processing and 

utilization of data by the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including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financial 
supervision needs 

060 Financial dispute settlement 
063 Collection, processing and 

utilization of personal data by 
non-government agencies  
according to law 

069 Management of contracts, 
matters similar to contracts or 
other legal relationships   

090 Consumer and customer 
management and service 

091 Consumer protection 
095 Finance and taxation 

administration 
098 Business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104 Account management and 

creditor's rights transaction 
136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database management 
157 Survey, statistics, research and 

analysis 

姓名、國籍、身分證統一
編號、性別、出生年月日、
通訊方式、稅籍編號、移
民情形、旅行及其他遷徙
細節及其他詳如相關業
務申請書或契約書之內
容，並以本行與臺端或臺
端實質所有之法律實體
往來之相關業務、帳戶或
服務及自臺端或第三人
處（如臺端為本行客戶，
則包含財團法人金融聯
合徵信中心）所實際蒐集
之個人資料類別為準。 
 
Name, ID number or 
uniform number, gender, 
date of birth, means of 
communication, tax 
registration number, 
immigration status, travel 
and other migration 
details, and other details as 
specified in the relevant 
business application form 
or contract; the personal 
data actually collected 
from the business, account 
or service between you or 
the substantial legal entity 
you own and the Bank, and 
directly from you or third 
parties (including Joint 
Credit Information Center 
if a customer of the Bank) 
shall prevail. 

ㄧ、本行（含
受本行委託處
理事務之委外
機構）。 
1. The Bank 

(including 
the 
institutions 
outsourced 
by the 
Bank). 

 
二、依國內外
法令規定處理
利用之機構
（例如：本行
母公司、所屬
金融控股公司
及關係金融機
構等)。 
2. The 

institutions 
according to 
domestic 
and foreign 
laws and 
regulations 
(e.g. the 
Bank’s 
parent 
company, 
the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that the 
Bank 
belongs to, 
and the 
Bank’s 
affiliat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三、依國內外
法令之有權機
關、金融監理
機關或稅務機
關（含美國聯
邦政府財政
部)。 
3.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financial 
supervision 
authority or 
tax authority 
(including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of the US 
Federal 
Government
) at home 
and abroad. 

 
四、其他臺端
所同意之對
象。 
4. Other 
institutions 
agreed by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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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GDPR
適用對象
之相關業
務 
 
9. 
Business 
related to 
GDPR- 
applicable 
objects 

 
022 外匯業務 
035 存款保險業務 
036 存款與匯款業務  
037 有價證券與有價證券持有人

登記 
044 投資管理 
067 信用卡、現金卡、轉帳 

卡或電子票證業務 
068 信託業務 
082 借款戶與存款戶存借 

作業綜合管理  
088 核貸與授信業務  
094 財產管理  
106 授信業務  
111 票券業務  
112 票據交換業務  
126 債權整貼現及收買業務  
154 徵信  
166 證券、期貨、證券投資信託

及顧問相關業務 
181 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

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022 Foreign exchange 
035 Deposit and insurance 
036 Deposit and remittance  
037 Registration of securities and 

holders of securities 
044 Investment management 
067 Credit card, cash card, 

transfer card or electronic 
tickets 

068 Trust 
082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deposit and loan 
operations for borrowers and 
depositors   

088 Loan approval and credit 
extension  

094 Asset management  
106 Credit extension  
111 Bills  
112 Bills clearing   
126 Debt discounting and 

acquisition   
154 Credit investigation  
166 Securities, futures, securities 

investment trust and 
consulting related business 

181 Other business under the 
registered business items or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姓名、國籍、身分證統一
編號、性別、出生年月日、
通訊方式及其他詳如相
關業務申請書或契約書
之內容，並以本行與客戶
往來之相關業務、帳戶或
服務及自客戶或第三人
處（例如：財團法人金融
聯合徵信中心）所實際
蒐集之個人資料為準。 
 
Name, ID number or 
uniform number, gender, 
date of birth,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nd other 
details as specified in the 
relevant business 
application form or 
contract; the personal data 
actually collected from the  
business, account or 
service between the 
customer and the Bank, 
and directly from the 
customer or third parties 
(e.g. Joint Credit 
Information Center) shall 
prevail. 

 
「個人資料利
用之對象」與
業務類別一至
八相同。 
 
The “users of 
personal data” 
are the same as 
business 
categories 1 to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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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全球企業金融網服務申請書暨約定書(查詢版) 

立約人茲向 貴行申請/變更下列勾選之全球企業金融網服務項目，立約人並願遵守全球企業金融網服

務約定事項條款。 

Ｂ 服務項目 ※執行 24501 

̌新增 ̌註銷 ̌暫禁 ̌解禁 ʋ企業序號(4 碼)：ʋ ʋʋ>>>>>>【序號若為 0000 無須填寫】

主要功能 

新增 註銷 項目 新增 註銷 項目

̌ş ̌ş 1.帳戶查詢 ̌ş ̌ş 3.應收帳款

̌ş ̌ş 2.授信業務 ̌ş ̌ş 4.企業投資

附屬功能 ̌新增 ̌註銷 登入企網銀增加 OTP 認證：̌ OTP    組 

Ｃ 管理設定 ※執行 24501 

̌ 新增

̌ 變更

̌ Type0：企業管理者 1 人(admin1)

̌ Type1：單控授權，授權管理者 1 人(admin1)

̌ Type2：雙控授權，授權管理者 2 人(admin1 及 admin2)

̌ 密碼重製 ̌ admin1 ̌ş admin2

D 約定查詢帳戶 ※執行 24502 

̌ 立約人於本行開立所有帳戶(包含未來開立之帳戶)為約定查詢帳戶

̌ 立約人個別約定自行查詢帳戶【請加填項目『Ｅ約定自行帳戶』】

A 基本資料 

統一編號 戶名

通訊地址 

連絡電話 (O)   (F) (M) 

EMAIL 

A1  

版本：20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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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約定自行帳戶 ※執行 24502 

新增 註銷 約定查詢帳號 新增 註銷 約定查詢帳號 

̌ş ̌ş ̌ş ̌ş

̌ş ̌ş ̌ş ̌ş

̌ş ̌ş ̌ş ̌ş

̌ş ̌ş ̌ş ̌ş

̌ş ̌ş ̌ş ̌ş

̌ş ̌ş ̌ş ̌ş

̌ş ̌ş ̌ş ̌ş

̌ş ̌ş ̌ş ̌ş

【上表如不敷使用，請另列清單浮貼於此，並於騎縫處加蓋印鑑參照帳號之原留印鑑】

立約人茲聲明已據實填寫並同意本申請書暨約定書所載事項，且已於合理期間詳閱並充分明瞭本申請

書暨約定書全部內容。 

此致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立約人

戶名： 

統一編號： 

印鑑參照帳號： 

代表人/負責人： 

原留印鑑：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驗印 

經辦 

主管 

版本：20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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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全球企業金融網服務約定事項條款 

第一條 適用範圍 

本服務約定事項條款係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全球企業金融網業務服務之一般性約定。 

第二條  銀行資訊 

一、銀行名稱：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二、客服專線：(02)2311-2606 及(02)2311-2609 

三、網址：b2b.feib.com.tw 

四、電子信箱：b2bcsr@feib.com.tw 

第三條 名詞定義 

一、「網路銀行業務」：指立約人端電腦經由網際網路與銀行電腦連線，無須親赴銀

行櫃檯，即可直接取得銀行所提供之各項金融服務。 

二、「電子訊息」：指銀行或立約人經由電腦及網路連線傳遞之訊息。 

三、「數位簽章」：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指銀行及立約人將傳送電子訊息所附經雙方

認同之電子識別碼或符號視為當事人一方之簽名，用以確認訊息發送者之身分。 

四、「憑證」：指由憑證機構以數位簽章方式簽署之資料訊息，用以確認憑證申請者

之身分，並證明其確實擁有一組相對應之公開金鑰及私密金鑰之數位式證明。 

五、「私密金鑰」：指一組具有配對關係之數位資料中，由簽章製作者保有之數位資

料，該數位資料係作電子訊息解密及製作數位簽章之用。 

六、「公開金鑰」：指一組具有配對關係之數位資料中，用以對電子訊息加密、或驗

證簽署者身分及數位簽章真偽之數位資料。 

七、「OTP 裝置」：(One Time Password，簡稱「OTP」)指一次性動態密碼裝置，

其運作模式是由內部晶片透過特殊演算法計算出一組動態密碼，每一組數字都是

唯一的，且不可重覆使用，產生之動態密碼係作為覆核交易放行之用。 

八、「服務時間」：系統提供 24 小時服務，惟銀行依規定對外停止營業之日除外。但

部分交易因服務之特殊性，服務時間依銀行網頁公告時間為準。銀行網路銀行因

電腦系統暫停服務及結帳時間，得暫停立約人在網路銀行之各項服務。 

九、「轉出帳戶」：指訂約雙方以書面約定，作為立約人支付相關款項之指定活期性

存款帳戶。 

十、「授權中心」：立約人可向銀行申請授權中心用以設定立約人內部員工之權限及

交易簽核流程等功能。授權中心之使用者，分為管理經辦及管理主管，立約人得

僅申請管理主管，由其完成各項授權中心設定，或申請經由管理經辦編輯，送呈

管理主管覆核。管理經辦與管理主管一般不得於線上從事各項交易行為，惟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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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實際作業需要，得於申請書約定管理經辦及管理主管權限，且聲明立約人已

審慎評估，並充分瞭解交易風險後，申請管理經辦及管理主管可兼具交易權限。 

十一、線上約定轉入帳號：指立約人於線上使用電子憑證申請約定轉入帳戶。 

第四條  網頁之確認 

立約人使用網路銀行前，應先確認全球企業金融網正確之網址「b2b.feib.com.tw」，

才使用網路銀行服務。 

第五條 連線所使用之網路 

銀行及立約人同意使用約定之網路或網際網路進行電子訊息傳輸。 

銀行及立約人應分別就各項權利義務關係與各該網路業者簽訂網路服務契約，並各自

負擔網路使用之費用。 

第六條 電子訊息之接收與回應 

銀行接收含數位簽章或經銀行及立約人同意用以辨識身分之電子文件後，除查詢之事

項外，銀行應提供該交易電子文件中重要資訊之網頁供立約人再次確認後，即時進行

檢核及處理，並將檢核及處理結果，以雙方約定之方式通知立約人。 

銀行或立約人接收來自對方任何電子文件，若無法辨識其身分或內容時，視為自始未

傳送。但銀行可確定立約人身分時，應立即將內容無法辨識之事實，以雙方約定之方

式通知立約人。 

銀行對於合理懷疑其內容、授權、來源及未遵守程序之通訊得拒絕執行，且應可能以

電話或其他方式將此等被拒之資料訊息通知立約人。 

第七條 電子訊息不執行事由 

如有下列情形之一，銀行將不執行任何接收之電子訊息： 

一、有具體理由懷疑電子訊息之真實性或所指定事項之正確性者。 

二、銀行依據電子訊息處理，將違反相關法令之規定者。 

三、銀行因立約人之原因而無法於帳戶扣取立約人所應支付之費用者。 

銀行不執前項電子訊息者，應同時將不執行之結果通知立約人，立約人受通知後得以

電話向銀行確認。 

第八條 電子訊息交換作業時限 

電子訊息係由銀行電腦自動處理，立約人發出電子訊息傳送至銀行後即不得撤回、撤

銷或修改。但未到期之預約交易在銀行規定之期限內，得撤回或撤銷。 

若電子訊息經由網路傳送至銀行後，於銀行電腦自動處理中已逾銀行服務時間時，銀

行應即以電子訊息通知立約人，該筆交易將依約定不予處理，或自動改於次一營業日

處理。 

立約人於註銷網路銀行使用後，於註銷前所為之預約交易，銀行得逕予撤銷。 

第九條 憑證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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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約人為使用數位簽章於銀行網路銀行平台進行交易，同意下列約定事項： 

一、憑證申請及更新：立約人同意申請銀行指定之憑證核發機構所核發之電子憑證， 

   並依照銀行指定方式支付相關費用或授權銀行於憑證申請或更新時，由立約人指定   

   之帳戶扣取相關費用。 

二、憑證使用範圍：立約人於憑證申請時，應另與銀行逐一約定每張憑證使用範圍， 

   於立約人指定範圍內憑證始生效力。使用範圍之分類與界定依銀行所訂之規則為 

   準。 

三、立約人同意詳細閱讀銀行及憑證機構於申請過程及銀行網頁中提供之各類訊息， 

   並同意遵守各訊息內所揭示之約定及銀行之相關規定。 

四、立約人於憑證使用有效期限內，因各種原因申請憑證之註銷，不得要求銀行退還 

   憑證費用。 

五、銀行保有最終核發憑證申請的權限。 

六、立約人知悉其所申請之憑證係由主管機關審核通過的合格憑證機構所核發，憑證 

遺失時，立約人應即通知銀行並申請憑證掛失/暫禁；立約人於憑證掛失/暫禁手 

續完前已為之交易，均視為立約人所為之有效指示，銀行無須負任何責任。 

第十條 OTP載具申請 

立約人為使用 OTP 載具於銀行全球企業金融網平台進行交易覆核放行，同意下列約

定事項： 

一、OTP 載具申請及更新：立約人同意申請銀行 OTP 載具，並依照銀行指定方式支

付相關費用或授權銀行於 OTP 載具申請或更新時，由立約人指定之帳戶扣取相

關費用。 

二、OTP 載具使用範圍：立約人於 OTP 載具申請時，應另與銀行逐一約定每張 OTP

載具使用範圍，於立約人指定範圍內 OTP 載具始生效力。使用範圍之分類與界

定依銀行所訂之規則為準。 

三、立約人同意詳細閱讀銀行於申請過程及銀行網頁中提供之各類訊息，並同意遵守

各訊息內所揭示之約定及銀行之相關規定。 

四、立約人於 OTP 載具使用有效期限內，因各種原因申請 OTP 載具之註銷，不得要

求銀行退還 OTP 載具費用。 

五、銀行保有最終核發 OTP 載具申請的權限。 

第十一條 OTP 載具之遺失 

一、立約人應妥善保管 OTP 載具，如有遺失、滅失、被竊或其他喪失占有等情形時，應

儘速通知銀行辦理掛失/暫禁手續，立約人於掛失/暫禁手續完前已為之交易，均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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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約人所為之有效指示，銀行無須負任何責任，立約人如欲「解禁」或申領新 OTP

載具及(或)註冊新行動裝置，須填寫全球企業金融網服務申請書簽蓋原留印鑑至銀行

辦理。未辦理掛失手續而遭冒用，銀行已經辦理交易者，視為客戶所親為。但銀行對

資訊系統之控管若有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或有其他可歸責之事由，致 OTP 密

碼被盜用者，仍應由銀行負責。 

二、立約人向銀行通知 OTP 載具遺失，亦可親至銀行辦理 OTP 載具暫禁之作業。如

立約人未能明確表達該遺失之 OTP 載具所代表之 OTP 序號致銀行無法為特定

OTP 載具之停用時，為確保立約人之權益，立約人特此授權銀行得就特定客戶代

碼下之全部 OTP 載具為停用，惟因停用所致之不便及全部損失，銀行不負任何

責任。 

三、立約人通知銀行 OTP 載具遺失後復尋得者，應親至銀行辦理 OTP 載具解禁；惟

如該 OTP 載具業已申請註銷者，則不得回復其效力，立約人應向銀行辦理重新

申請 OTP 載具等事宜。 

第十二條 費用 

立約人使用本契約服務，同意依銀行所訂定之收費標準繳納各項交易處理服務費及安

控裝置費，交易處理服務費包括新臺幣轉帳及匯款手續費、外匯業務相關手續費及郵

電費、傳真或簡訊通知服務費，安控裝備費包括電子憑證認證服務費及各類安控裝備

（如動態密碼裝置等）費用。 

前項交易處理服務費授權銀行於交易時自立約人之帳戶內自動扣除，安控裝備費則應

於申請時或展期時繳納。 

銀行之收費標準，於銀行網站上公告，訂約後如有調整，銀行應於調整生效前六十日

以上時間進行公告，同時告知立約人得於該期間內終止契約，逾期未終止者，視為承

認該調整，但收費標準調整有利於立約人者不在此限。 

第十三條 立約人軟硬體安裝與風險 

立約人申請使用本契約之服務項目，應自行安裝所需之電腦軟體、硬體，以及其他與

安全相關之設備。安裝所需之費用及風險，由立約人自行負擔。 

第一項軟硬體設備及相關文件如係由銀行所提供，銀行僅同意立約人於約定服務範圍

內使用，不得將之轉讓、轉借或以任何方式交付第三人。 

因立約人之行為侵害銀行或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利，或因不當之操作使用致

生損害時，應自負其責任。 

 

立約人如因電腦操作需要而安裝其他軟硬體，有與銀行所提供之軟硬體設備併用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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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者，應遵守銀行所提供安裝之相關資料，並自行負擔其費用及風險。 

第十四條  立約人連線與責任 

銀行與立約人有特別約定者，必須與銀行為必要之測試後，始得連線。 

立約人對銀行所提供之使用者代號、密碼、憑證、軟硬體及相關文件，應負保管之

責。 

立約人輸入前項密碼連續錯誤達三次時，銀行電腦即自動停止立約人使用本契約之服

務。立約人如擬恢復使用，應重新辦理申請手續。 

立約人並應於契約終止時，即返還銀行所提供之設備及相關文件。 

第十五條 網路銀行簽入密碼 

一、銀行提供予授權中心及授權交易放行者之密碼僅限於首次「更改密碼」之用，授權中

心及授權交易放行者須自列印密碼單日期起一個月，執行首次變更密碼交易，否則需

重新申請，此後並得隨時自行變更密碼，自行妥為保密。授權中心及授權交易放行者

忘記密碼或密碼連續輸入錯誤三次，須至櫃檯重新申請。為降低密碼被人竊取之風

險，授權中心、授權交易放行者及全球企業金融網設定使用者每年至少須變更全球企

業金融網密碼乙次。 

二、立約人得申請增加 OTP 認證程序，作為簽入全球企業金融網之驗證程序。 

第十六條 臺幣轉帳交易 

一、立約人須事先於銀行開立新臺幣活期性存款或支票存款帳戶，並以書面申請為轉出帳

戶，始得進行轉帳匯款。 

二、立約人同意於辦理轉帳匯款時，衍生之費用由銀行逕自立約人約定轉出帳戶內扣取。 

三、立約人以數位簽章或以 OTP 放行交易者，轉出交易金額不得逾銀行所訂定之限額，

相關限額依網站揭示為準。 

四、新臺幣轉帳交易時間，不論是否為銀行營業日，銀行均提供二十四小時服務，若於銀

行營業時間外操作者，則視為次一營業日轉帳。 

五、以全球企業金融網於營業時間外（含假日）辦理轉帳及匯款存入之活期性存款，皆於

存入當日開始計息，當日之切換點以 24 時為基礎。 

六、立約人得申請付款餘額不足重扣（即時／預約）服務，當轉出帳戶存款餘額不足扣款

時，由系統定時再次發動扣帳，至當日銀行營業時間結束時，如存款餘額仍不足扣帳

時，始以交易失敗處理。 

第十七條 外幣轉帳交易 

一、立約人須事先於銀行開立外匯活期性存款，並以書面申請為轉出帳戶，始得進行轉帳

匯款。 

二、立約人同意於辦理轉帳匯款時，有關衍生之費用由銀行逕自立約人約定轉出帳戶內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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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三、立約人以數位簽章或以 OTP 放行交易者，轉出交易金額不得逾銀行所訂定之限額，

相關限額依網站揭示為準。 

四、不論是否為銀行營業日，銀行均提供二十四小時服務，若於銀行營業時間外操作者，

則視為次一營業日轉帳。外幣轉帳交易時間為銀行營業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三時

三十分。 

五、立約人得申請付款餘額不足重扣（即時／預約）服務，當轉出帳戶存款餘額不足扣款

時，由系統定時再次發動扣帳，至當日銀行營業時間結束時，如存款餘額仍不足扣帳

時，始以交易失敗處理。 

第十八條 薪資轉帳 

一、立約人所屬各員工(薪資收款人)應於銀行營業單位開立薪資轉帳活期性存款帳戶供銀

行辦理員工薪資撥款轉入事宜。 

二、薪資付款交易之整批轉入帳戶均為銀行自行帳戶時，款項入帳日期不限為銀行營

業日。 

三、銀行若發生平台、設備故障或其他因素致薪資轉帳作業無法如期辦理時，銀行應

於設備故障等因素排除或事故消除後儘速入帳。 

四、系統執行交易時，若整批扣款交易成功，但薪資入帳部分筆數失敗，則失敗之款

項將回存於扣款帳號中，若該筆交易仍須執行，需請立約人重新執行交易。 

第十九條 預約交易 

辦理預約轉帳交易應在銀行系統允許期限內為之，跨越系統允許期限之預約交易銀行

將不予處理。 

第二十條 線上臺外幣活存轉定存 

新臺幣活期性存款或外匯活期性存款轉無存單定存，其每筆定存金額及存款期間及到

期處理方式由存戶依銀行網路之指示選擇。無存單定存之利率均依轉存當日銀行該定

存期間之牌告利率。無存單定存之解約限轉入原先活期性存款轉出帳號，存戶除以網

路辦理外，亦得至櫃檯辦理，印鑑參照原轉出帳戶。 

第二十一條 線上外匯交易 

一、外匯交易係指銀行掛牌之外幣對新臺幣之當日即期外匯交易。 

二、已成交之外匯交易，不得撤銷。立約人如有重大違約情形，銀行得取消立約人線

上外匯交易資格。 

三、立約人與銀行線上外匯交易每筆最高金額依網路揭示金額為準。 

四、若立約人逾越央行規定之外匯交易額度或銀行核予之遠期外匯額度，致使已成交  

之交易必須反向結清，立約人應負擔因而所生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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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立約人得至銀行櫃檯領取外匯水單。 

第二十二條 外匯匯出匯款約定事項 

立約人委請銀行將款項匯予國內外指定收款人，願遵守下列所載各條款： 

一、立約人授權銀行或銀行之通匯行，得以認為適合之任何方法或方式匯出匯款並得以任

何國外通匯銀行為解款銀行或轉匯銀行。如因國外解款銀行或轉匯銀行所致誤失，不

論該行係由立約人或銀行所指定，銀行均不負任何責任。銀行如應立約人之請求協助

辦理追蹤、查詢，其所需之郵電費用及國外銀行收取之費用概由立約人負擔，銀行並

得要求先付部分款項，再行辦理。 

二、立約人同意：倘匯款於發送電文時，因電訊設備、線路等故障，或因發送或接受情況

不良導致電文內容有跳行、模糊不清、重行、殘缺或其他錯誤或匯款支票在 郵寄途

中毀損或遺失；或因其他非銀行所能控制原因所導致之誤失等，致令匯款遲延送達，

或匯款不能送達時，銀行均不負任何責任。如因上列原因而需辦理掛失止付或退匯轉

匯等手續經立約人請求銀行協助辦理時，其所需之郵電費用及或國外銀行收取之費用

均由立約人負擔。 

三、立約人同意：銀行選定之國外解款行，得以原幣或當日買價匯率兌換成當地貨幣或其 

他外幣，付款予收款人，或逕存入收款人之帳戶，立約人絕無異議。 

四、立約人同意：匯出匯款於國外銀行解款或轉匯時，其依當地銀行慣例由解款行或轉匯

行自匯款金額內扣取之費用，概由收款人負責負擔，立約人絕無異議。 

五、立約人同意本匯款作業，如經銀行或國外通匯銀行以收款人被列為恐怖分子、團體、

組織，或交易國家被列為禁匯、禁運國家等事由，將款項予以扣押者，相關風險應由

立約人自行承擔，概與銀行無涉。 

六、立約人同意銀行為控管洗錢及打擊資恐風險、執行洗錢防制作業，於進行匯款審查作

業時，得請立約人提供相關佐證資料，如立約人未提供前述資料，或提供資料後經銀

行審查判斷立約人之交易行為涉及非法活動、疑似洗錢、資助恐怖活動時，銀行得逕

行終止相關交易及業務。 

七、除本契約約定條款外，立約人願遵守有關法令及銀行各項章則及銀行公會所訂現在 

及將來之一切規章，並承認該法令及規章為本契約之一部分。 

八、立約人同意：銀行得將匯款作業之相關工作(包括但不限於資料之鍵檔、登錄等)依主

管機關之規定或核准委託第三人辦理之。 

九、立約人同意：銀行及其受託機構、其他業務相關機構(包括但不限於金資中心、票據

交換所、辦理清算作業銀行等) 或辦理清算作業銀行依據相關法令規定委託之第三

人，在主管機關核定之營業項目及章程所訂業務需要等特定目的下，得蒐集、處理及

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十、立約人同意：依中央銀行修正發布之「銀行業辦理外匯業務作業規範」規定，於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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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匯出款時，銀行得將匯款者之全名、帳號或身分證件號碼及地址，顯示於匯款電

文中， 立約人絕無異議。 

十一、相關費用若有調整，依銀行最新收費標準公告為準。 

十二、本匯款不受任何保障機制之保障。 

十三、銀行訂有洗錢及資恐高風險國家或區域名單，立約人線上進行之外匯交易如屬匯往

高風險國家或地區時，應檢附與申報性質相關之佐證文件供銀行確認。 

第二十三條 外匯申報 

立約人操作網路外匯結購或結售交易限在銀行營業時間內辦理，並應依外匯買賣規定辦理

外匯申報及交割等事宜，立約人申請利用網際網路以電子文件辦理外匯申報事宜，應遵守

下列約定事項： 

一、立約人辦理網際網路外匯申報，應參考銀行網站提供之填寫申報書輔導說明，並就銀

行網站提供之申報書樣式確實填報，再加簽電子簽章後傳送至銀行。 

二、銀行確認立約人電子簽章相符後，將立約人所填製之網路外匯交易清單暨媒體、中央

銀行核准文件及其他規定文件，隨同外匯交易日報送中央銀行。 

三、立約人經由網際網路辦理外匯申報時，若憑主管機關核准文件辦理之結匯案件，其累

計結匯金額不得超過核准金額，並應將與正本相符之相關外匯證明文件傳真至銀行。 

四、立約人利用網際網路辦理外匯申報經查獲有申報不實情形者，其日後有關外匯申報事

宜，應至銀行櫃檯辦理。 

五、立約人結匯金額每日累計達大額(公司、行號等值一百萬美元；團體等值五十萬美元)

時，應檢附交易有關證明文件，經銀行確認相符後，始得辦理新臺幣結匯。 

第二十四條 線上開發信用狀 

一、立約人申請線上開發信用狀功能前，應已向銀行申請開發信用狀額度，並已與銀行簽

訂「綜合授信總約定書」暨「授信/金融交易條件契約書」，立約人自使用本契約服務

之日起，願依約定收費標準繳納相關費用。  

二、立約人願遵守國際商會現行及嗣後適用之信用狀統一慣例與電子信用狀統一慣例

（eUCP），並同意遵守電子簽章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範。 

三、立約人透過網路銀行設備申請開發信用狀，應使用網路銀行提供之申請表格，立約人

瞭解並同意此申請表格之內容可能隨時會有變動，且 銀行可能隨時要求立約人提供

額外之資訊。 

四、立約人透過網路銀行設備申請開發信用狀，應視同與書面簽署之申請書有相同之法律

效力。惟銀行雖然接受申請，並不代表銀行承諾開發信用狀，銀行就任何開狀申請，

均得另行要求其他文件或擔保(包括但不限於保證金)，以及採取銀行認為必要或適當

之其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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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透過網路銀行設備而開發之信用狀，應受立約人與銀行間簽定所適用之「綜合授信總

約定書」暨「授信/金融交易條件契約書」之規範。除本約定書、相關信用狀及相關

之任一約定書中另有規定，任何開發之信用狀應受國際商會所頒布並已正式生效之最

新「信用狀統一慣例」，及其發佈之任何修正解釋或澄清等之規範。 

六、立約人同意銀行於處理有關信用狀之指示及其他事項時，銀行得依其獨立之裁量使用

任何往來銀行、代理行或其他代理人(往來機構)。 

七、關於信用狀下之匯票及(或)有關單據等，如經銀行或代理行認為在表面上尚屬無訛，

立約人一經銀行通知或提示匯票時，應立即贖單及付款或承兌並屆期照付。 

八、前款匯票或單據等縱在事後證實，其為非真實，或屬偽造，或有其他瑕疵，概與銀行

或代理行無涉，其匯票或有關債務仍應由立約人照付。 

九、信用狀之傳遞錯誤、遲延或其解釋上之錯誤，及關於上述單據或單據所載貨物或貨物

之品質或數量或價值等之全部或一部滅失、遲遞或未經抵達交貨地，以及貨物無論因

在洋面、陸上運輸中，運抵後或因未經保險或保額不足或因承辦商或任何第三者之阻

滯或扣留及其他因素各等情以致喪失或損害時，均與銀行或代理行無涉，該匯票仍應

由立約人兌付，所生一切債務仍應由立約人負責清償。 

十、與上述匯票及與匯票有關之債務，及立約人對銀行不論其現已發生或日後發生，已到

期或尚未到期之其他債務，在未清償以前，銀行得就信用狀項下所購運之貨物逕行處

分，賣得價金用以償還對銀行之債務。立約人所有其他財產，例如存在銀行及分支機

構或銀行所管轄範圍內之保證金、存款等，均任憑 銀行處分，用以清償票款及其他

債務。 

十一、立約人並同意將信用狀項下，以銀行為受貨人之貨物單據返還請求權及結匯保證金

未用款項返還請求權，設定質權予銀行，以擔保立約人依本約定書所負之一切債務。 

十二、如上述匯票或債務到期而立約人不能照兌或給付時，或銀行因保障本身權益認為必

要時，銀行得不經通知，有權決定將上述財產（包括貨物在內）以公開或其他方式自

由變賣，就其賣得價金扣除費用後抵償銀行借墊各款，毋須另行通知立約人，且債務

之抵充順序任由銀行決定。 

十三、申請書內容確與有關當局所發給之輸入許可證內所載各項條件及細則或有關交易文

件絕對相符，倘因立約人疏忽，致信用狀未能如期開發，銀行概不負責，銀行且有刪

改申請書內容，俾與輸入許可證所載者相符之權，此外，立約人應遵守開狀當日國際

商會修訂信用狀統一慣例之規定。 

十四、申請書內容如有錯誤或遺漏事項，銀行有權不經立約人同意，依其作業程序逕為修

改或補正，立約人應遵守該修改或補正。前述銀行之修改或補正，縱有錯誤情事，銀

行對立約人所生之一切損失、損害或其他不利後果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十五、立約人同意如裝運單據其之內容與原信用狀條款不符時，應於收到後三日內向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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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拒收該等單據，否則即視為立約人已同意接受，日後如有任何爭議，均由立約人

負責。惟若立約人申請副提單背書或擔保提貨，則不適用本款規定。 

十六、信用狀如有展期或重開及修改任何條件之情事，立約人對於以上各款願絕對遵守，

不因展期重開或條件之修改而發生異議。 

第二十五條 企業收款服務 

一、超商收款服務約定事項 

超商收款服務相關約定事項係依立約人、超商及銀行簽署之委託代收契約書規定辦理。 

二、收款專戶收款服務約定事項 

(一)銀行應依雙方約定程序辦理代收立約人費用事宜，並將代收款項存入立約人設立於服

務申請書約定之入帳帳號。 

(二)由銀行提供企業代碼固定為四碼，再由立約人依收款的營運模式，選擇容易辨別及銷

帳之代號，編列繳款人個別繳款編號，最長不得超過十六碼辦理款項代收。 

(三)銀行提供之收款專戶代收服務，除提供收款專戶編碼規則及檢查碼計算公式外，並以

收款專戶中之企業識別碼為憑，將符合下列條件之交易視為繳款人欲轉入立約人之款

項，得由銀行直接存入立約人於服務申請書約定之入帳帳號，包括：繳款人利用臨櫃

存款、跨行匯款及各類自動化通路等交易方式，依立約人所訂定之編碼規則，將代收

款項轉入立約人於服務申請書約定之入帳帳號。繳款人與立約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一

概與銀行無涉。 

(四)銀行應將代收各繳款人之交易明細於交易完成後，合理作業時間內提供銷帳資料予立

約人查詢，立約人倘認為交易明細不符，應於四十五日內通知銀行協助其查詢與核

對。惟因電信系統或其他系統或其他非銀行因素導致無法傳送，銀行無需負責。 

(五)銀行提供之即時交易通知服務，僅作為銷帳參考之依據，實際入帳以帳戶往來明細為

準。 

(六)服務期間如因一方資訊設備故障或傳輸狀況異常，致發生傳輸資料漏失之情事，銀行

應於事故解決後合理作業時間內補傳送資料。 

(七)立約人同意倘因銀行作業系統失誤或繳款人之疏忽，至他人款項誤入立約人於服務申

請書約定之入帳帳號，銀行得逕行自服務申請書約定之入帳帳號扣除更正之，倘該帳

戶款項已被支用，一經銀通知應即歸還。 

(八)立約人連續六個月未使用本約定之服務或服務申請書約定之入帳帳號有轉靜止戶、銷

戶結清、通報警示帳戶或其他事由致無法使用時，銀行有權停止本項服務，嗣後若須

恢復使用權限，立約人應重新辦理申請，且不得要求銀行使用原企業代碼。 

(九)銀行因本次服務取得之繳款人資料，除銀行與繳款人間另有約定外，非經繳款人面同

意，銀行不得為代收目的以外之利用。 

(十)立約人有下列情形之ㄧ者，銀行得隨時終止提供本項服務，嗣後第三人交付款項予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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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人之方式，應由立約人與第三人另行約定，銀行無需負責。 

1.付款客戶存入立約人於服務申請書之指定帳號，付款客戶主張為欺罔不實交易所生

之對價款項。 

2.立約人於商品或廣告，使用銀行名義或商標，為其他虛偽不實或其引人錯誤之表

示。 

3.立約人有其他違反法令，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事者。 

第二十六條 ACH 代收服務 

一、立約人須通知其客戶(以下簡稱「委繳戶」)填具「委託轉帳代收費用授權書」（以下

簡稱授權書），委託銀行向委繳戶指定往來金融機構(包括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漁會

等金融業者，以下簡稱「代收行」)提出申請，辦理委託轉帳代收之核印及依台灣票

據交換所（以下簡稱票交所）規定格式建檔。代收行核印費用另依第二款規定收取。 

二、代收行核印相符者，由立約人負擔核印費用，並交付銀行轉交代收行。立約人茲授權

銀行得由第四款立約人設立在銀行約定帳號內扣除之。 

三、立約人應按期將委繳戶應繳費用資料按照票交所規定格式製成媒體，於繳款截止日前

一個營業日上午十一時前送交銀行，銀行應按照票交所規定之媒體交換作業時程及代

收檔案規格，於繳款截止日前一營業日提出交換。 

四、銀行代收（包括代收行轉帳代收）所得款項應至遲於交換清算後之次一營業日(繳款

截止日之次一營業日)，撥入立約人設立在銀行約定之帳號內始可動用，並通知立約

人入帳明細。 

五、委繳戶若為銀行之存款戶，立約人得逕行自委繳戶帳戶中轉帳代收，並依前條時程辦

理。 

六、案件經轉帳代收成功者，立約人應負責印製收據寄交委繳戶。若委繳戶對轉帳代收業

務、費率、金額之計算及退補費等事項有疑義，概由立約人負責處理及答詢，惟若委

繳戶有疑義之事項，銀行應協助立約人處理及答詢。倘因可歸責於立約人(銀行)之事

由致銀行(立約人)方受有損害時，立約人(銀行)方應負賠償責任。 

七、案件經代收行退件者，銀行應彙列退件清單通知立約人。 

八、立約人如因業務需要變更委繳戶之業務代碼時，應將委繳戶新舊業務代碼對照資料，

提供銀行轉交代收行辦理變更，其衍生之相關費用應由立約人負擔。 

九、對於委託轉帳代收成功案件，立約人應支付手續費予銀行；手續費之給付，立約人茲

授權銀行得由第四款立約人設立在銀行約定帳號內扣除之。 

十、立約人如因業務需要，需授權被授權人代為執行代收檔案(含核印及扣款)上傳、數位

簽章放行及查詢下載等作業時，立約人及被授權人均應填妥「全球企業金融網服務授

權書暨約定書」並完成簽章，提供銀行進行相關設定作業後始得辦理。授權自銀行收

件並完成相關設定作業後之次一營業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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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條 ACH 代付服務 

一、立約人同意將支付款項明細資料依約定之格式，於約定檔案上傳日中午十一時以前，

上傳銀行代付款項管理系統，並將相關支付款項報表（加蓋委託人章）交付銀行所指

定之作業人員。 

二、立約人委託銀行支付款項之金額，於約定之入帳日存入指定帳號。手續費應與上述支

付款項同時存入指定帳號。 

三、立約人同意其所提供之電腦媒體支付款項資料如因內容錯誤、或立約人依第二款應存

入指定帳號之金額不足而導致支付款項作業錯誤或失敗者，概由立約人自行處理，與

銀行無涉。但支付款項作業錯誤或失敗時，銀行應立即通知立約人。 

第二十八條 現金股息發放服務 

一、立約人同意將現金股息發放明細資料依約定之格式，按發放方式(匯款或支票)於約定

之傳檔上傳日上傳銀行全球企業金融網或現金股息發放管理系統，並將發放明細報表

（加蓋委託人章）交付銀行所指定之作業人員。 

二、立約人同意於約定支票格式確認日提供銀行支票簽章式樣及支票打樣格式。 

三、以支票發放現金股息者，立約人應將現金股息發放金額於約定入帳日存入指定帳號；

以匯款方式發放現金股息者，立約人應將現金股息發放金額於約定入帳日存入指定帳

號。匯款手續費及支票郵寄費應與上述現金股息金額同時存入指定帳號。 

四、立約人同意其所提供之電腦媒體現金股息發放資料如因內容錯誤、或委託人依第三條

應存入指定帳號之金額不足而導致現金股息發放作業錯誤或失敗者，概由立約人自行

處理，與銀行無涉。但發放作業錯誤或失敗時，銀行應立即通知立約人。 

第二十九條 網路操作 

立約人應事先詳讀銀行公告或約定，及依照網路之指示步驟操作，如因操作不當或其

他任何非可歸責於銀行之事由致有損及立約人權益情事發生時，立約人應自行負責，

與銀行無涉。 

第三十條 非營業時間狀況處理 

營業時間外立約人發生任何線上交易無法處理時，不論是系統或業務上之問題，都須

留待營業時間由人工處理。 

第三十一條 個人資料運用 

立約人同意銀行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於其各該特定目的範圍內，得蒐集、處理、

國際傳輸及利用立約人之個人資料。銀行得將立約人之個人資料提供予財團法人金融聯合

徵信中心，亦得向該機構取得立約人之個人資料。 

第三十二條 異常帳戶處理 

如經銀行研判立約人帳戶有疑似不當使用之情事時，銀行得逕自終止立約人語音轉帳、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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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轉帳及其他電子支付工具之交易指示。 

第三十三條 交易核對 

銀行於每筆交易指示處理完畢後，以電子訊息或銀行與立約人約定之方式通知立約

人。立約人應於每次使用服務後，核對其結果有無錯誤。如有不符，應於使用完成之

日起四十五日內通知銀行查明。銀行應於每月以平信或電子郵件方式提供立約人上月

之交易對帳單（該月無交易時不寄）。立約人核對後如認為交易對帳單所載事項有誤

時，應於收受之日起四十五日內通知銀行查明。銀行對於立約人之通知，應即進行調

查，並於通知到達銀行之日起三十日內，將調查之情形或結果覆知立約人。 

第三十四條 電子訊息錯誤之處理 

立約人利用本契約之服務，如其電子訊息因不可歸責於立約人之事由而發生錯誤時，

銀行應協助立約人更正，並提供其他必要之協助。前項服務因可歸責於銀行之事由而

發生錯誤時，銀行應於知悉時，立即更正，並同時以電子訊息或銀行及立約人約定之

方式通知立約人。 

立約人利用本契約之服務，其電子訊息因可歸責於立約人之事由而發生錯誤時，倘屬

立約人申請或操作轉入之金融機構代號、存款帳號或金額錯誤，致轉入他人帳戶或誤

轉金額時，一經立約人通知銀行，銀行應即辦理以下事項： 

一、依據相關法令提供該筆交易之明細及相關資料。 

二、通知轉入行協助處理。 

三、回報處理情形。 

立約人同意對銀行因協助立約人召回、取消更正資料訊息或提供其他必要之協助而生

之任何損失、責任及費用願負責賠償。 

第三十五條 電子訊息之合法授權與責任 

雙方應確保所傳送至對方之電子訊息均經合法授權。雙方於發現有第三人冒用或盜用

授權使用者代號、密碼，或其他任何未經合法授權之情形，應立即以電話或書面通知

他方停止使用該服務並採取防範之措施。銀行接受通知前，對第三人使用該服務已發

生之效力，除非銀行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不知係未經合法授權之電子訊息外，銀行不

負責任。 

立約人如因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致他人知悉密碼並因之獲取立約人於網路銀行中之各種

資料，或第三人冒用、盜用立約人密碼，或由於電信線路或第三人之行為導致之遲

延、錯誤或損失，立約人應自負其責。 

第三十六條 資料安全 

雙方應確保電子訊息安全，防止非法進入系統、竊取、竄改或損毀業務記錄及資料。 

第三人破解使用網路銀行系統之保護措施或利用網路銀行系統之漏洞爭議，由銀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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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事實不存在負舉證責任。第三人入侵銀行之電腦或相關設備者所發生之損害，由銀

行負擔。 

立約人對本項業務資訊應予妥善維護，不得有任何破壞或擅自轉接等不當行為。 

第三十七條 保密義務 

雙方應確保所交換之電子訊息或一方因使用或執行本契約服務而取得他方之資料，不

洩漏予第三人，亦不可使用於與本契約無關之目的，且於經他方同意告知第三人時，

應使第三人負本條之保密義務。 

前項第三人如不遵守此保密義務者，視為立約人義務之違反。 

第三十八條 損害賠償責任 

雙方同意依本契約傳送或接收電子訊息，因可歸責於當事人一方之事由，致有遲延、

遺漏或錯誤之情事，而致他方當事人受有損害時，該當事人僅就他方之損害及其利息

負賠償責任。 

立約人同意憑正確密碼或立約人與銀行約定之方式登入本契約之服務及因之而完成的

所有操作，均係由立約人或其授權人所為。銀行得執行任何使用正確密碼或立約人與

銀行約定之方式所為之指示，無須審查指示是否由本人或被授權人所為，且無須對非

本人或非被授權人所為之指示負任何責任。倘因他人詐欺或其他未經授權行為導致立

約人之損失，概與銀行無涉。 

銀行對於因立約人所使用之設備及其系統、電信線路故障或第三人之行為或疏漏所致

之錯誤或延誤，或對任何非銀行服務行為所生之直接、間接或其他損失均不負任何責

任。 

立約人同意必須透過銀行官方網站之連結或銀行提供之軟體(如行動應用程式)進入本契

約之服務。若立約人非經由上述銀行網站之連結或軟體使用本契約之服務，致個人資

料外洩，則因該項資料外洩而造成之損失，概與銀行無涉。 

第三十九條 不可抗力 

雙方就本約定所生義務之不履行或遲延履行，而致他方受有損害時，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但因不可抗力所致者，不在此限。 

第四十條 紀錄保存 

雙方應保存所有含數位簽章之電子訊息及經由網路所提供相關電子訊息之記錄，並應

確保紀錄之真實性及完整性。立約人如未保存者，推定以銀行所保存之紀錄為真正。 

銀行對前項紀錄之保存，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保存期限至少為五年。 

第四十一條 電子訊息之效力 

銀行及立約人同意依本契約交換之電子訊息，其效力與書面文件相同。 

第四十二條 文書送達 

立約人同意以訂約時所指明之地址為相關文書之送達處所，倘立約人之地址變更，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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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銀行，並同意改依變更後之地址為送達處所；如立約人

未以書面或依約定方式通知變更地址時，銀行仍以訂約時所指明之地址或最後通知銀

行之地址為送達處所。銀行對立約人所為之通知發出後，經通常之郵遞期間，即視為

已送達。 

第四十三條 契約修訂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本契約內容或相關服務項目有增刪修補時，銀行得以顯著方式

將調整內容公開登載公告於銀行全球企業金融網網站，立約人於七日內不為異議者，

視同承認該修改或增刪約款。 

第四十四條 立約人終止契約 

立約人得隨時終止本契約，但應親自或以其他經雙方約定方式辦理。 

第四十五條 銀行終止契約 

銀行終止本契約時，須於終止日三十日前以書面通知立約人。但立約人如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銀行得隨時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立約人終止本契約： 

一、立約人未經銀行同意，擅自將契約之權利或義務轉讓第三人者。 

二、立約人企圖利用本項業務處理他人資料或有不良使用紀錄，或有大額或大量異常

交易或有使用模擬程式、木馬程式及病毒程式等任何破壞、不當行為時。 

三、立約人受法院破產或重整宣告，或立約人自行或經他人提出破產、清算、解散或

重整之申請者。 

四、立約人違反法律或其他相關法規者，或帳戶被用作(或疑似用作)不法用途者。 

五、立約人已結清與銀行一切存放款業務往來者。 

六、立約人違反本約定之約款，經催告改善或限期請求履行未果者。 

七、其他銀行認為合理得終止本約定書者。 

第四十六條 原留印鑑約定說明 

立約人為向銀行申請使用網路銀行服務，茲約定於立約人註銷使用銀行網路銀行服務

前，其餘立約人與銀行間因網路銀行服務所生之契據及書類，除首次申請使用、新增

電子憑證及新增轉出帳戶時需負責人親簽外，得僅憑蓋用立約人於銀行任一存款帳戶

所原留印鑑即生效力。 

如立約人名稱、組織、章程內容、印鑑、代表人、代表人權限範圍或其他足以影響銀

行權益變更情事發生時，即應立即以書面將變更情事通知銀行，並辦妥變更或註銷上

述原留印鑑之手續，未經書面通知或未完成變更或註銷原留印鑑手續前與銀行所為之

行為，立約人均願負一切責任，如因而造成銀行損害並願負賠償責任。 

第四十七條 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 

為落實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立約人同意銀行得依「洗錢防制法」、「資恐防制

法」、「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銀行業及其他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金



版本：2022.07                                                                     第16頁/共 17 頁 
 

 

融機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實施辦法」、「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

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為下列行為： 

一、 立約人及其實質受益人、高階管理人員、關聯人（如法定代理人、代理人與被授 

權人）、交易對象或關係企業，若為資恐防制法指定制裁之個人、法人或團體， 

以及受經濟制裁、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認定或追查之恐怖分子或團體、銀行依法 

或依內部規定不予往來之行業或對象，銀行得暫時停止交易、暫時停止或終止各 

項業務關係、逕行銷戶或採行其他必要措施。 

二、 立約人於建立業務關係時及業務關係持續期間，於銀行定期或不定期審視立約人 

及其實質受益人、高階管理人員、前述關聯人、交易對象或關係企業身分作業或 

認為必要時(包括但不限於懷疑立約人涉及非法活動、疑似洗錢、資助恐怖主義 

活動、或媒體報導疑似涉及違法等)，得要求立約人配合審視作業，若拒絕提供 

審查所需之必要個人（含立約人、實質受益人、高階管理人員、前述關聯人、交 

易對象或關係企業）、公司資料（含股權結構、高階管理人員與實質受益人基本 

資料等）、拒絕提供交易說明（交易性質目的與財富資金來源等）、拒絕配合電 

話、信函與實地審查作業等、有其他不配合審視情事、提供不齊全或不實資料、 

帳戶疑似涉及洗錢或資助恐怖主義活動等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者，或媒體報導涉 

及違法之特殊案件相關帳戶者，銀行得暫時停止交易、暫時停止或終止各項業務 

關係、逕行銷戶或採行其他必要措施。 

三、 因銀行採取前述行動所造成之一切損失（包括任何支出、損失、費用、罰款或法 

律上之不利益），概由立約人承擔。 

第四十八條  誠信與社會責任條款 

       立約人違反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違反本契約之約定： 

一、立約人不得對銀行人員、受銀行委託之人，給予期約、賄賂、佣金、仲介費、後謝 

金、回扣、餽贈、招待或其他不正利益。 

二、立約人如知悉銀行人員有要求或收受佣金、回扣或其他利益之行為時，應立即據實

將此等人員之身分、要求或收受之方式、金額或其他利益告知銀行，並提供相關證據

且配合銀行調查。 

三、立約人不得涉有不誠信行為之情事，包括但不限於立約人或其負責人、代表人對他

人行賄、收賄、提供非法政治獻金、或涉嫌內線交易、非常規交易等。 

四、立約人不得涉有違反企業社會責任，而對環境與社會造成顯著不利影響，包括但不

限於勞工權益保障、環境維護、消費者保護等。 

第四十九條   關係戶授權約定條款 

立約人(下稱「授權人」)如因業務需求授權特定關係戶(下稱「被授權人」)以立約人身分

使用銀行全球企業金融網相關服務，應瞭解並同意以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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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授權人確認其對被授權人之授權完全遵守相關法令及其／或公司內部規定，被授權

人所作之任何交易指示對授權人有完全約束力，授權人嗣後不得以未經內部授權或授

權之關係已消滅對抗銀行，如因此而產生任何風險或造成任何損失，應由授權人負全

部責任。 

二、授權人同意若留存於銀行之授權內容資料遇有變更時，應向銀行辦理變更，否則銀

行將不予受理。 

三、如授權人向銀行要求取消相關授權約定，自銀行完成授權人的註銷申請設定時立即

生效，而被授權人於銀行全球企業金融網原已留有授權人已登錄生效之相關預約交易

仍屬有效，如欲取消授權人應先執行相關預約註銷交易。 

四、被授權人於銀行全球企業金融網進行交易指示時使用被授權人之憑證認證，授權人

同意由上述電子憑證發出之有效認證均為不可撤銷，對授權人具有約束力。 

五、銀行依被授權人之交易指示辦理之交易，對授權人及被授權人均有完全約束力。 

六、授權人瞭解，就被授權人提出交易指示後，銀行即得依交易指示辦理，授權人日後

倘與被授權人雙方存有相關糾紛，應自行負責解決，概與銀行無涉。 

七、銀行得事先通知授權人後終止本關係戶授權事項服務，但若因法令遵循、主管機關

規定、系統功能或其他因素考量須立即終止本授權事項業務者，經銀行通知後立即發

生終止效力。 

第五十條 法律適用 

關於本契約事項，除雙方有特別約定者外，適用中華民國法律。 

第五十一條 法院管轄 

因本契約而涉訟者，銀行及立約人同意以首次受理本業務申請之國內銀行營業單位所

在地之地方法院或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五十二條 標題 

本契約各條標題，僅為查閱方便而設，不影響契約有關條款之解釋、說明及瞭解。 

第五十三條 契約分存 

本契約壹式貳份，由銀行及立約人各執壹份為憑。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第一項告知義務內容 

 
ㄧ、親愛的客戶您好，由於個人資料之蒐集，涉及 臺端的隱私權益，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 以下稱本行) 向 臺端蒐集個人資料時，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 以下稱個資法)第八條

第一項規定，應明確告知 臺端下列事項：（一）非公務機關名稱（二）蒐集之目的（三）個

人資料之類別（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五）當事人依個資法第三條

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六）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資料時，不提供將對其權益之影

響。此外，當 臺端具有歐盟國籍或居住地於歐盟，則依循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要求於特定目的內蒐集、處理及利用 臺端之個人資

料。 

二、有關本行蒐集 臺端個人資料之目的、個人資料類別及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

式等內容，請 臺端詳閱如後附表。 

三、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臺端就本行保有 臺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一）除有個資法第十條所規定之例外情形外，得向本行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

本，惟本行依個資法第十四條規定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二）得向本行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個資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規定，臺端應適當釋明其原

因及事實。 

（三）本行如有違反個資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  臺端之個人資料，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

四項規定，臺端得向本行請求停止蒐集。 

（四）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者，得向本行請求停止處理或

利用 臺端之個人資料。惟依該項但書規定，本行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並註明其爭議或經 

臺端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五）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得向本

行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 臺端之個人資料。惟依該項但書規定，本行因執行業務

所必須或經 臺端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四、臺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及類別，惟 

（一）臺端所拒絕提供之個人資料及類別，如果是辦理業務審核或作業所需之資料，本行可

能無法進行必要之業務審核或作業而無法提供 臺端相關服務或無法提供較佳之服

務。 

（二）關於本行遵循美國海外帳戶稅收遵循法條款之特定目的需蒐集、處理及利用 臺端之

個人資料，如 臺端不同意提供或提供資料不足，本行必須依美國海外帳戶稅收遵循

法之規定將 臺端帳戶列為「不合作帳戶」(Recalcitrant Account)，而須依法對特

定帳戶存入款項扣繳百分之三十之美國稅款；如經合理期間內與 臺端聯繫仍未獲 臺

端同意或 臺端提供資料仍有不足，本行須依法關閉台端之帳戶。 

（三）關於本行遵循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DPR）僅適用 臺端具有歐盟國籍或居住地於

歐盟，依循 GDPR規範於特定目的內蒐集、處理及利用 臺端之個人資料， 臺端就個

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1.行使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的當事人權利。 

 2.資料限制處理權。 

 3.資料可攜權。 

 4.停止自動化決策及資料剖析。 

五、本行最新之告知義務內容，以及臺端如欲行使上述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及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

範（GDPR）之前述權利，有關如何行使之方式，得於本行網站（網址：

http://www.feib.com.tw）查詢。 

 



 

 
附表： 

特定目的說明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個人資料 

利用之期間 
個人資料 
利用之地區 

個人資料 
利用之對象 

個人資料
利用之方式 業務類別 業務特定目的及代號 共通特定目的

及代號 

一、存匯
業務 

022 外匯業務 
035 存款保險業務 
036 存款與匯款業務  
067 信用卡、現金卡、轉帳 

卡或電子票證業務 
082 借款戶與存款戶存借 

作業綜合管理  
112 票據交換業務  
181 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

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040 行銷  
059 金融服務

業依法令
規定及金
融監理需
要，所為
之蒐集處
理及利用 

060 金融爭議
處理 

063 非公務機
關依法定
義務所進
行個人資
料之蒐集
處理及利
用  

069 契約、類
似契約或
其他法律
關係管理
之事務 

090消費者、客
戶管理與
服務  

091 消費者保
護  

098 商業與技
術資訊  

104 帳務管理
及債權交
易業務  

136 資(通)訊
與資 

料庫管理  
137 資通安全

與管理 
157 調查、統

計與研究
分析  

182 其他諮詢
與顧問服
務 

 

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
性別、出生年月日、通訊
方式及其他詳如相關業
務申請書或契約書之內
容，並以本行與客戶往來
之相關業務、帳戶或服務
及自客戶或第三人處
（例如：財團法人金融
聯合徵信中心）所實際
蒐集之個人資料為準。 

ㄧ、特定目
的存續
期間。 

二、依相關
法令所
定（例
如商業
會計法
等 ) 或
因執行
業務所
必須之
保存期
間或本
行所訂
之資料
保存期
間或依
個別契
約就資
料之保
存所定
之保存
年限。
（以期
限最長
者 為
準） 

右邊「個人
資料利用之
對象」欄位
所列之利用
對象其國內
及國外所在
地 

ㄧ、本行(含受
本行委託
處理事務
之委外機
構)。 

二、依法令規
定利用之
機構。 

三、其他業務
相關之機
構（例
如：通匯
行、財團
法人金融
聯合徵信
中心、財
團法人聯
合信用卡
處理中
心、台灣
票據交換
所、財金
資訊股份
有限公
司、信用
保證機
構、信用
卡國際組
織、收單
機構暨特
約商店
等）。 

四、依法有權
機關或金
融監理機
關。 

五、客戶所同
意之對象
（例如本
行共同行
銷或交互
運用客戶
資料之公
司、與本
行合作推
廣業務之
公司等）。 

六、其他與本
行有業務
往來之機
構。 

符合個人
資料保護
相關法令
以自動化
機器或其
他非自動
化之利用
方式。 

二、授信
業務 

022 外匯業務 
067 信用卡、現金卡、轉帳卡或

電子票證業務 
082 借款戶與存款戶存借作業

綜合管理  
088 核貸與授信業務  
106 授信業務  
111 票券業務  
126 債權整貼現及收買業務  
154 徵信  
181 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

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
性別、出生年月日、通訊
方式及其他詳如相關業
務申請書或契約書之內
容，並以本行與客戶往來
之相關業務、帳戶或服務
及自客戶或第三人處
（例如：財團法人金融
聯合徵信中心）所實際
蒐集之個人資料為準。 

三、信用  
卡業務 

022 外匯業務 
067 信用卡、現金卡、轉帳卡或

電子票證業務  
082 借款戶與存款戶存借作業

綜合管理  
088 核貸與授信業務  
106 授信業務  
154 徵信  
181 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

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
性別、出生年月日、通訊
方式及其他詳如相關業
務申請書或契約書之內
容，並以本行與客戶往來
之相關業務、帳戶或服務
及自客戶或第三人處
（例如：財團法人金融
聯合徵信中心）所實際
蒐集之個人資料為準。 

四、外匯
業務 

022 外匯業務  
036 存款與匯款業務 
082 借款戶與存款戶存借 

作業綜合管理 
088 核貸與授信業務  
106 授信業務 
154 徵信 
181 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

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
性別、出生年月日、通訊
方式及其他詳如相關業
務申請書或契約書之內
容，並以本行與客戶往來
之相關業務、帳戶或服務
及自客戶或第三人處
（例如：財團法人金融
聯合徵信中心）所實際
蒐集之個人資料為準。 

五、有價
證券業務 

111 票券業務 
037 有價證券與有價證券持有

人登記 
044 投資管理  
082 借款戶與存款戶存借作業

綜合管理 
088 核貸與授信業務  
106 授信業務 
154 徵信 
181 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

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
性別、出生年月日、通訊
方式及其他詳如相關業
務申請書或契約書之內
容，並以本行與客戶往來
之相關業務、帳戶或服務
及自客戶或第三人處
（例如：財團法人金融
聯合徵信中心）所實際
蒐集之個人資料為準。 

六、財富
管理業務 

022 外匯業務 
036 存款與匯款業務 
044 投資管理 
068 信託業務 
082 借款戶與存款戶存借作業

綜合管理 
166 證券、期貨、證券投資信託

及顧問相關業務 
094 財產管理  
181 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

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
性別、出生年月日、通訊
方式及其他詳如相關業
務申請書或契約書之內
容，並以本行與客戶往來
之相關業務、帳戶或服務
及自客戶或第三人處
（例如：財團法人金融
聯合徵信中心）所實際
蒐集之個人資料為準。 

七、其他 
 

166 證券、期貨、證券投資信託
及顧問相關業務 

181 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
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或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之
其他有關業務（例如：保管
箱業務、黃金存摺業務、電
子金融業務、代理收付業務、
共同行銷或合作推廣業務、
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等） 

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
性別、出生年月日、通訊
方式及其他詳如相關業
務申請書或契約書之內
容，並以本行與客戶往來
之相關業務、帳戶或服務
及自客戶或第三人處
（例如：財團法人金融
聯合徵信中心）所實際
蒐集之個人資料為準。 

八、美國
海外帳戶 
稅收遵循
法遵循業
務（為辨 
識美國稅
務居民身
分別，暨 
向美國當
局或其他
法定對象 
申報美國
稅務居民
海外帳戶 
資料之相
關業務) 

095 金融服務業依法令( 包含
美國海外稅收遵循法) 規
定及金融監理需要，所為之
蒐集處理及利用 

060 金融爭議處理 
063 非公務機關依法定義務所

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
及利用 

069 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
關係管理之事務 

090 消費者、客戶管理與服務 
091 消費者保護 
095 財稅行政 
098 商業與技術資訊 
104 帳務管理及債權交易業務 
136 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 

姓名、國籍、身分證統一
編號、性別、出生年月日、
通訊方式、稅籍編號、移
民情形、旅行及其他遷徙
細節及其他詳如相關業
務申請書或契約書之內
容，並以本行與臺端或臺
端實質所有之法律實體
往來之相關業務、帳戶或
服務及自臺端或第三人
處（如臺端為本行客戶，
則包含財團法人金融聯
合徵信中心）所實際蒐集
之個人資料類別為準。 

ㄧ、本行（含
受本行委託處
理事務之委外
機構）。 
二、依國內外
法令規定處理
利用之機構
（例如：本行
母公司、所屬
金融控股公司
及關係金融機
構等)。 
三、依國內外
法令之有權機
關、金融監理
機關或稅務機
關（含美國聯
邦政府財政
部)。 



 

                                                                      版本:2018.12.27 

 

157 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 四、其他台端
所同意之對
象。 

 
九、GDPR
適用對象
之相關業
務 

 
022 外匯業務 
035 存款保險業務 
036 存款與匯款業務  
037 有價證券與有價證券持有人

登記 
044 投資管理 
067 信用卡、現金卡、轉帳 

卡或電子票證業務 
068 信託業務 
082 借款戶與存款戶存借 

作業綜合管理  
088 核貸與授信業務  
094 財產管理  
106 授信業務  
111 票券業務  
112 票據交換業務  
126 債權整貼現及收買業務  
154 徵信  
166 證券、期貨、證券投資信託

及顧問相關業務 
181 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

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姓名、國籍、身分證統一
編號、性別、出生年月日、
通訊方式及其他詳如相
關業務申請書或契約書
之內容，並以本行與客戶
往來之相關業務、帳戶或
服務及自客戶或第三人
處（例如：財團法人金融
聯合徵信中心）所實際
蒐集之個人資料為準。 

 
「個人資料利
用之對象」與
業務類別一至
八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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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全球企業金融網服務申請書暨約定書(交易版) 

立約人茲向 貴行申請/變更下列勾選之全球企業金融網服務項目，立約人並願遵守全球企業金融網服

務約定事項條款。 

A 基本資料 

統一編號 戶名 

通訊地址 

連絡電話 (O) (F) (M) 

EMAIL 

Ｂ 服務項目 ※執行 24501 

□新增 □註銷 □暫禁 □解禁 企業序號(4 碼)： □ □ □ □ 【序號若為 0000 無須填寫】

主要功能 附屬功能 

新增 註銷 項目 新增 註銷 項目 

□ □ 1.帳戶查詢 □ □ 1.付款餘額不足重扣 □即時 □預約

□ □ 2.授信業務 □外幣服務【註 1、2】 □ □ 2.登入企網銀增加 OTP 認證

□ □ 3.應收帳款 □ □ 3.薪資轉帳

□ □ 4.企業投資 □ □ 4.線上約定轉入帳號

□ □ 
5.收付款服務

□臺幣服務 □外幣服務【註 1】
□ □ 5.轉帳限常用帳號

□ 企業收款服務【請另填 B3『企業收款服務申請書』】

□ ACH 代收/代付服務【請另填 B4『ACH 代收/代付服務申請書』】

□ TSP 金流收付服務【請另填 B6『全球企業金融網 TSP 金流收付服務申請書』】

【註 1】申請外幣服務，申請人需於本行已登載英文戶名及英文地址資料，未登載者應向本行申請登載。 

【註２】申請線上開立國外信用狀功能，請於『項目Ｂ服務項目-主要功能』勾選新增『授信業務』及『外幣服務』，並加填『項目Ｇ轉

出帳戶約定』。 

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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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電子憑證/OTP 

□ 

新增 

□ 憑證載具      具 / □ OTP     組 【OTP 及憑證載具可複選】 

□ 電子憑證（□一年 / □兩年）

D 管理設定 ※執行 24501 

□新增

□變更

□ Type0：企業管理者 1 人(admin1)

□ Type1：單控授權，授權管理者 1 人(admin1)

admin1：具交易權限 □是 □否 【請立約人審慎評估公司需求及交易風險】 

□ Type2：雙控授權，授權管理者 2 人(admin1 及 admin2)

admin1：具交易權限 □是 □否 【請立約人審慎評估公司需求及交易風險】 

admin2：具交易權限 □是 □否 【請立約人審慎評估公司需求及交易風險】 

□ 密碼重製 □ admin1 □ admin2【若僅申請管理者密碼重製，無須負責人親簽】

E 約定查詢帳戶 ※執行 24502 

□ 立約人於本行開立所有帳戶(包含未來開立之帳戶)為約定查詢帳戶

□ 立約人個別約定自行查詢帳戶【請加填項目『F 約定自行帳戶』】

F 約定自行帳戶 ※執行 24502 

新增 註銷 約定查詢帳號 新增 註銷 約定查詢帳號 

□ □ □ □ 

□ □ □ □ 

□ □ □ □ 

□ □ □ □ 

【上表如不敷使用，請另列清單浮貼於此，並於騎縫處加蓋印鑑參照帳號之原留印鑑】 

G 企業戶轉出限額約定※執行 24502 

□ 企業臺幣日限額 □ 不約定 □ 約定 NTD：___________  (單位:萬，企業戶臺幣每日累計轉出最高限額)

□ 企業外幣日限額 □ 不約定 □ 約定 USD：___________  (單位:萬，企業戶外幣每日累計轉出最高限額)

轉出帳戶約定(設定轉帳權限之轉出帳戶均有查詢權限) 

新增 註銷 約定轉出帳號 帳號日限額(幣別【NTD/USD】/萬) 

□ □ □ 不約定 □ 約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不約定 □ 約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不約定 □ 約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不約定 □ 約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表如不敷使用，請另列清單浮貼於此，並於騎縫處加蓋印鑑參照帳號之原留印鑑】 



版本：2022.07 第3頁/共 4 頁 

H 轉入帳戶約定 ※執行 24503/24800 

□ 立約人於本行開立所有帳戶(包含未來開立之帳戶)自動約定為轉入帳戶

□ 立約人個別約定轉入帳號【需加填『約定轉入帳號』】

新增 註銷 約定轉入帳號【自行臺/外幣帳戶及他行臺幣帳戶請填寫灰底內資料】 

□ □ 

*帳號：

*銀行名稱：

*戶名：

*銀行/分行代碼或 SWIFT Code：

銀行地址：

*國別：     *身分別： CNAPS Code (大陸地區使用) ： 

  電話： 地址：   

中間行 SWIFT Code：    中間行名稱： 

□ □ 

*帳號：

*銀行名稱：

*戶名：

*銀行/分行代碼或 SWIFT Code：

銀行地址：

*國別：     *身分別： CNAPS Code (大陸地區使用) ： 

  電話： 地址：   

中間行 SWIFT Code：    中間行名稱： 

□ □ 

*帳號：

*銀行名稱：

*戶名：

*銀行/分行代碼或 SWIFT Code：

銀行地址：

*國別：     *身分別： CNAPS Code (大陸地區使用) ： 

  電話： 地址：   

中間行 SWIFT Code：    中間行名稱： 

□ □ 

*帳號：

*銀行名稱：

*戶名：

*銀行/分行代碼或 SWIFT Code：

銀行地址：

*國別：     *身分別： CNAPS Code (大陸地區使用) ： 

  電話： 地址：   

中間行 SWIFT Code：    中間行名稱： 

【上表如不敷使用，請另列清單浮貼於此，並於騎縫處加蓋印鑑參照帳號之原留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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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OTP 交易限額約定(按企業用戶代碼共用額度) ※執行 24502 

新增 

/變更 
註銷 幣別 限額 

OTP 約轉限額(萬) 

【詳約定條款】 

OTP 非約轉限額(萬) 

【詳約定條款】 

單筆 每日 每月 單筆 每日 每月 

□ □ 臺幣 

(NTD 計價) 

□不約定

□約定

□ □ 外幣 

(等值 USD 計價) 

□不約定

□約定

立約人茲聲明已據實填寫並同意本申請書暨約定書所載事項，且已於合理期間詳閱並充分明瞭本申請

書暨約定書全部內容。 

此致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立約人 

戶名： 

統一編號： 

印鑑參照帳號： 

  代表人/負責人： 

(親簽) 

原留印鑑：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驗印 

經辦 

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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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全球企業金融網服務約定事項條款 

第一條 適用範圍 

本服務約定事項條款係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全球企業金融網業務服務之一般性約定。 

第二條  銀行資訊 

一、銀行名稱：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二、客服專線：(02)2311-2606 及(02)2311-2609 

三、網址：b2b.feib.com.tw 

四、電子信箱：b2bcsr@feib.com.tw 

第三條 名詞定義 

一、「網路銀行業務」：指立約人端電腦經由網際網路與銀行電腦連線，無須親赴銀

行櫃檯，即可直接取得銀行所提供之各項金融服務。 

二、「電子訊息」：指銀行或立約人經由電腦及網路連線傳遞之訊息。 

三、「數位簽章」：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指銀行及立約人將傳送電子訊息所附經雙方

認同之電子識別碼或符號視為當事人一方之簽名，用以確認訊息發送者之身分。 

四、「憑證」：指由憑證機構以數位簽章方式簽署之資料訊息，用以確認憑證申請者

之身分，並證明其確實擁有一組相對應之公開金鑰及私密金鑰之數位式證明。 

五、「私密金鑰」：指一組具有配對關係之數位資料中，由簽章製作者保有之數位資

料，該數位資料係作電子訊息解密及製作數位簽章之用。 

六、「公開金鑰」：指一組具有配對關係之數位資料中，用以對電子訊息加密、或驗

證簽署者身分及數位簽章真偽之數位資料。 

七、「OTP 裝置」：(One Time Password，簡稱「OTP」)指一次性動態密碼裝置，

其運作模式是由內部晶片透過特殊演算法計算出一組動態密碼，每一組數字都是

唯一的，且不可重覆使用，產生之動態密碼係作為覆核交易放行之用。 

八、「服務時間」：系統提供 24 小時服務，惟銀行依規定對外停止營業之日除外。但

部分交易因服務之特殊性，服務時間依銀行網頁公告時間為準。銀行網路銀行因

電腦系統暫停服務及結帳時間，得暫停立約人在網路銀行之各項服務。 

九、「轉出帳戶」：指訂約雙方以書面約定，作為立約人支付相關款項之指定活期性

存款帳戶。 

十、「授權中心」：立約人可向銀行申請授權中心用以設定立約人內部員工之權限及

交易簽核流程等功能。授權中心之使用者，分為管理經辦及管理主管，立約人得

僅申請管理主管，由其完成各項授權中心設定，或申請經由管理經辦編輯，送呈

管理主管覆核。管理經辦與管理主管一般不得於線上從事各項交易行為，惟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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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實際作業需要，得於申請書約定管理經辦及管理主管權限，且聲明立約人已

審慎評估，並充分瞭解交易風險後，申請管理經辦及管理主管可兼具交易權限。 

十一、線上約定轉入帳號：指立約人於線上使用電子憑證申請約定轉入帳戶。 

第四條  網頁之確認 

立約人使用網路銀行前，應先確認全球企業金融網正確之網址「b2b.feib.com.tw」，

才使用網路銀行服務。 

第五條 連線所使用之網路 

銀行及立約人同意使用約定之網路或網際網路進行電子訊息傳輸。 

銀行及立約人應分別就各項權利義務關係與各該網路業者簽訂網路服務契約，並各自

負擔網路使用之費用。 

第六條 電子訊息之接收與回應 

銀行接收含數位簽章或經銀行及立約人同意用以辨識身分之電子文件後，除查詢之事

項外，銀行應提供該交易電子文件中重要資訊之網頁供立約人再次確認後，即時進行

檢核及處理，並將檢核及處理結果，以雙方約定之方式通知立約人。 

銀行或立約人接收來自對方任何電子文件，若無法辨識其身分或內容時，視為自始未

傳送。但銀行可確定立約人身分時，應立即將內容無法辨識之事實，以雙方約定之方

式通知立約人。 

銀行對於合理懷疑其內容、授權、來源及未遵守程序之通訊得拒絕執行，且應可能以

電話或其他方式將此等被拒之資料訊息通知立約人。 

第七條 電子訊息不執行事由 

如有下列情形之一，銀行將不執行任何接收之電子訊息： 

一、有具體理由懷疑電子訊息之真實性或所指定事項之正確性者。 

二、銀行依據電子訊息處理，將違反相關法令之規定者。 

三、銀行因立約人之原因而無法於帳戶扣取立約人所應支付之費用者。 

銀行不執前項電子訊息者，應同時將不執行之結果通知立約人，立約人受通知後得以

電話向銀行確認。 

第八條 電子訊息交換作業時限 

電子訊息係由銀行電腦自動處理，立約人發出電子訊息傳送至銀行後即不得撤回、撤

銷或修改。但未到期之預約交易在銀行規定之期限內，得撤回或撤銷。 

若電子訊息經由網路傳送至銀行後，於銀行電腦自動處理中已逾銀行服務時間時，銀

行應即以電子訊息通知立約人，該筆交易將依約定不予處理，或自動改於次一營業日

處理。 

立約人於註銷網路銀行使用後，於註銷前所為之預約交易，銀行得逕予撤銷。 

第九條 憑證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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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約人為使用數位簽章於銀行網路銀行平台進行交易，同意下列約定事項： 

一、憑證申請及更新：立約人同意申請銀行指定之憑證核發機構所核發之電子憑證， 

   並依照銀行指定方式支付相關費用或授權銀行於憑證申請或更新時，由立約人指定   

   之帳戶扣取相關費用。 

二、憑證使用範圍：立約人於憑證申請時，應另與銀行逐一約定每張憑證使用範圍， 

   於立約人指定範圍內憑證始生效力。使用範圍之分類與界定依銀行所訂之規則為 

   準。 

三、立約人同意詳細閱讀銀行及憑證機構於申請過程及銀行網頁中提供之各類訊息， 

   並同意遵守各訊息內所揭示之約定及銀行之相關規定。 

四、立約人於憑證使用有效期限內，因各種原因申請憑證之註銷，不得要求銀行退還 

   憑證費用。 

五、銀行保有最終核發憑證申請的權限。 

六、立約人知悉其所申請之憑證係由主管機關審核通過的合格憑證機構所核發，憑證 

遺失時，立約人應即通知銀行並申請憑證掛失/暫禁；立約人於憑證掛失/暫禁手 

續完前已為之交易，均視為立約人所為之有效指示，銀行無須負任何責任。 

第十條 OTP載具申請 

立約人為使用 OTP 載具於銀行全球企業金融網平台進行交易覆核放行，同意下列約

定事項： 

一、OTP 載具申請及更新：立約人同意申請銀行 OTP 載具，並依照銀行指定方式支

付相關費用或授權銀行於 OTP 載具申請或更新時，由立約人指定之帳戶扣取相

關費用。 

二、OTP 載具使用範圍：立約人於 OTP 載具申請時，應另與銀行逐一約定每張 OTP

載具使用範圍，於立約人指定範圍內 OTP 載具始生效力。使用範圍之分類與界

定依銀行所訂之規則為準。 

三、立約人同意詳細閱讀銀行於申請過程及銀行網頁中提供之各類訊息，並同意遵守

各訊息內所揭示之約定及銀行之相關規定。 

四、立約人於 OTP 載具使用有效期限內，因各種原因申請 OTP 載具之註銷，不得要

求銀行退還 OTP 載具費用。 

五、銀行保有最終核發 OTP 載具申請的權限。 

第十一條 OTP 載具之遺失 

一、立約人應妥善保管 OTP 載具，如有遺失、滅失、被竊或其他喪失占有等情形時，應

儘速通知銀行辦理掛失/暫禁手續，立約人於掛失/暫禁手續完前已為之交易，均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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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約人所為之有效指示，銀行無須負任何責任，立約人如欲「解禁」或申領新 OTP

載具及(或)註冊新行動裝置，須填寫全球企業金融網服務申請書簽蓋原留印鑑至銀行

辦理。未辦理掛失手續而遭冒用，銀行已經辦理交易者，視為客戶所親為。但銀行對

資訊系統之控管若有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或有其他可歸責之事由，致 OTP 密

碼被盜用者，仍應由銀行負責。 

二、立約人向銀行通知 OTP 載具遺失，亦可親至銀行辦理 OTP 載具暫禁之作業。如

立約人未能明確表達該遺失之 OTP 載具所代表之 OTP 序號致銀行無法為特定

OTP 載具之停用時，為確保立約人之權益，立約人特此授權銀行得就特定客戶代

碼下之全部 OTP 載具為停用，惟因停用所致之不便及全部損失，銀行不負任何

責任。 

三、立約人通知銀行 OTP 載具遺失後復尋得者，應親至銀行辦理 OTP 載具解禁；惟

如該 OTP 載具業已申請註銷者，則不得回復其效力，立約人應向銀行辦理重新

申請 OTP 載具等事宜。 

第十二條 費用 

立約人使用本契約服務，同意依銀行所訂定之收費標準繳納各項交易處理服務費及安

控裝置費，交易處理服務費包括新臺幣轉帳及匯款手續費、外匯業務相關手續費及郵

電費、傳真或簡訊通知服務費，安控裝備費包括電子憑證認證服務費及各類安控裝備

（如動態密碼裝置等）費用。 

前項交易處理服務費授權銀行於交易時自立約人之帳戶內自動扣除，安控裝備費則應

於申請時或展期時繳納。 

銀行之收費標準，於銀行網站上公告，訂約後如有調整，銀行應於調整生效前六十日

以上時間進行公告，同時告知立約人得於該期間內終止契約，逾期未終止者，視為承

認該調整，但收費標準調整有利於立約人者不在此限。 

第十三條 立約人軟硬體安裝與風險 

立約人申請使用本契約之服務項目，應自行安裝所需之電腦軟體、硬體，以及其他與

安全相關之設備。安裝所需之費用及風險，由立約人自行負擔。 

第一項軟硬體設備及相關文件如係由銀行所提供，銀行僅同意立約人於約定服務範圍

內使用，不得將之轉讓、轉借或以任何方式交付第三人。 

因立約人之行為侵害銀行或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利，或因不當之操作使用致

生損害時，應自負其責任。 

 

立約人如因電腦操作需要而安裝其他軟硬體，有與銀行所提供之軟硬體設備併用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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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者，應遵守銀行所提供安裝之相關資料，並自行負擔其費用及風險。 

第十四條  立約人連線與責任 

銀行與立約人有特別約定者，必須與銀行為必要之測試後，始得連線。 

立約人對銀行所提供之使用者代號、密碼、憑證、軟硬體及相關文件，應負保管之

責。 

立約人輸入前項密碼連續錯誤達三次時，銀行電腦即自動停止立約人使用本契約之服

務。立約人如擬恢復使用，應重新辦理申請手續。 

立約人並應於契約終止時，即返還銀行所提供之設備及相關文件。 

第十五條 網路銀行簽入密碼 

一、銀行提供予授權中心及授權交易放行者之密碼僅限於首次「更改密碼」之用，授權中

心及授權交易放行者須自列印密碼單日期起一個月，執行首次變更密碼交易，否則需

重新申請，此後並得隨時自行變更密碼，自行妥為保密。授權中心及授權交易放行者

忘記密碼或密碼連續輸入錯誤三次，須至櫃檯重新申請。為降低密碼被人竊取之風

險，授權中心、授權交易放行者及全球企業金融網設定使用者每年至少須變更全球企

業金融網密碼乙次。 

二、立約人得申請增加 OTP 認證程序，作為簽入全球企業金融網之驗證程序。 

第十六條 臺幣轉帳交易 

一、立約人須事先於銀行開立新臺幣活期性存款或支票存款帳戶，並以書面申請為轉出帳

戶，始得進行轉帳匯款。 

二、立約人同意於辦理轉帳匯款時，衍生之費用由銀行逕自立約人約定轉出帳戶內扣取。 

三、立約人以數位簽章或以 OTP 放行交易者，轉出交易金額不得逾銀行所訂定之限額，

相關限額依網站揭示為準。 

四、新臺幣轉帳交易時間，不論是否為銀行營業日，銀行均提供二十四小時服務，若於銀

行營業時間外操作者，則視為次一營業日轉帳。 

五、以全球企業金融網於營業時間外（含假日）辦理轉帳及匯款存入之活期性存款，皆於

存入當日開始計息，當日之切換點以 24 時為基礎。 

六、立約人得申請付款餘額不足重扣（即時／預約）服務，當轉出帳戶存款餘額不足扣款

時，由系統定時再次發動扣帳，至當日銀行營業時間結束時，如存款餘額仍不足扣帳

時，始以交易失敗處理。 

第十七條 外幣轉帳交易 

一、立約人須事先於銀行開立外匯活期性存款，並以書面申請為轉出帳戶，始得進行轉帳

匯款。 

二、立約人同意於辦理轉帳匯款時，有關衍生之費用由銀行逕自立約人約定轉出帳戶內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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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三、立約人以數位簽章或以 OTP 放行交易者，轉出交易金額不得逾銀行所訂定之限額，

相關限額依網站揭示為準。 

四、不論是否為銀行營業日，銀行均提供二十四小時服務，若於銀行營業時間外操作者，

則視為次一營業日轉帳。外幣轉帳交易時間為銀行營業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三時

三十分。 

五、立約人得申請付款餘額不足重扣（即時／預約）服務，當轉出帳戶存款餘額不足扣款

時，由系統定時再次發動扣帳，至當日銀行營業時間結束時，如存款餘額仍不足扣帳

時，始以交易失敗處理。 

第十八條 薪資轉帳 

一、立約人所屬各員工(薪資收款人)應於銀行營業單位開立薪資轉帳活期性存款帳戶供銀

行辦理員工薪資撥款轉入事宜。 

二、薪資付款交易之整批轉入帳戶均為銀行自行帳戶時，款項入帳日期不限為銀行營

業日。 

三、銀行若發生平台、設備故障或其他因素致薪資轉帳作業無法如期辦理時，銀行應

於設備故障等因素排除或事故消除後儘速入帳。 

四、系統執行交易時，若整批扣款交易成功，但薪資入帳部分筆數失敗，則失敗之款

項將回存於扣款帳號中，若該筆交易仍須執行，需請立約人重新執行交易。 

第十九條 預約交易 

辦理預約轉帳交易應在銀行系統允許期限內為之，跨越系統允許期限之預約交易銀行

將不予處理。 

第二十條 線上臺外幣活存轉定存 

新臺幣活期性存款或外匯活期性存款轉無存單定存，其每筆定存金額及存款期間及到

期處理方式由存戶依銀行網路之指示選擇。無存單定存之利率均依轉存當日銀行該定

存期間之牌告利率。無存單定存之解約限轉入原先活期性存款轉出帳號，存戶除以網

路辦理外，亦得至櫃檯辦理，印鑑參照原轉出帳戶。 

第二十一條 線上外匯交易 

一、外匯交易係指銀行掛牌之外幣對新臺幣之當日即期外匯交易。 

二、已成交之外匯交易，不得撤銷。立約人如有重大違約情形，銀行得取消立約人線

上外匯交易資格。 

三、立約人與銀行線上外匯交易每筆最高金額依網路揭示金額為準。 

四、若立約人逾越央行規定之外匯交易額度或銀行核予之遠期外匯額度，致使已成交  

之交易必須反向結清，立約人應負擔因而所生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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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立約人得至銀行櫃檯領取外匯水單。 

第二十二條 外匯匯出匯款約定事項 

立約人委請銀行將款項匯予國內外指定收款人，願遵守下列所載各條款： 

一、立約人授權銀行或銀行之通匯行，得以認為適合之任何方法或方式匯出匯款並得以任

何國外通匯銀行為解款銀行或轉匯銀行。如因國外解款銀行或轉匯銀行所致誤失，不

論該行係由立約人或銀行所指定，銀行均不負任何責任。銀行如應立約人之請求協助

辦理追蹤、查詢，其所需之郵電費用及國外銀行收取之費用概由立約人負擔，銀行並

得要求先付部分款項，再行辦理。 

二、立約人同意：倘匯款於發送電文時，因電訊設備、線路等故障，或因發送或接受情況

不良導致電文內容有跳行、模糊不清、重行、殘缺或其他錯誤或匯款支票在 郵寄途

中毀損或遺失；或因其他非銀行所能控制原因所導致之誤失等，致令匯款遲延送達，

或匯款不能送達時，銀行均不負任何責任。如因上列原因而需辦理掛失止付或退匯轉

匯等手續經立約人請求銀行協助辦理時，其所需之郵電費用及或國外銀行收取之費用

均由立約人負擔。 

三、立約人同意：銀行選定之國外解款行，得以原幣或當日買價匯率兌換成當地貨幣或其 

他外幣，付款予收款人，或逕存入收款人之帳戶，立約人絕無異議。 

四、立約人同意：匯出匯款於國外銀行解款或轉匯時，其依當地銀行慣例由解款行或轉匯

行自匯款金額內扣取之費用，概由收款人負責負擔，立約人絕無異議。 

五、立約人同意本匯款作業，如經銀行或國外通匯銀行以收款人被列為恐怖分子、團體、

組織，或交易國家被列為禁匯、禁運國家等事由，將款項予以扣押者，相關風險應由

立約人自行承擔，概與銀行無涉。 

六、立約人同意銀行為控管洗錢及打擊資恐風險、執行洗錢防制作業，於進行匯款審查作

業時，得請立約人提供相關佐證資料，如立約人未提供前述資料，或提供資料後經銀

行審查判斷立約人之交易行為涉及非法活動、疑似洗錢、資助恐怖活動時，銀行得逕

行終止相關交易及業務。 

七、除本契約約定條款外，立約人願遵守有關法令及銀行各項章則及銀行公會所訂現在 

及將來之一切規章，並承認該法令及規章為本契約之一部分。 

八、立約人同意：銀行得將匯款作業之相關工作(包括但不限於資料之鍵檔、登錄等)依主

管機關之規定或核准委託第三人辦理之。 

九、立約人同意：銀行及其受託機構、其他業務相關機構(包括但不限於金資中心、票據

交換所、辦理清算作業銀行等) 或辦理清算作業銀行依據相關法令規定委託之第三

人，在主管機關核定之營業項目及章程所訂業務需要等特定目的下，得蒐集、處理及

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十、立約人同意：依中央銀行修正發布之「銀行業辦理外匯業務作業規範」規定，於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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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匯出款時，銀行得將匯款者之全名、帳號或身分證件號碼及地址，顯示於匯款電

文中， 立約人絕無異議。 

十一、相關費用若有調整，依銀行最新收費標準公告為準。 

十二、本匯款不受任何保障機制之保障。 

十三、銀行訂有洗錢及資恐高風險國家或區域名單，立約人線上進行之外匯交易如屬匯往

高風險國家或地區時，應檢附與申報性質相關之佐證文件供銀行確認。 

第二十三條 外匯申報 

立約人操作網路外匯結購或結售交易限在銀行營業時間內辦理，並應依外匯買賣規定辦理

外匯申報及交割等事宜，立約人申請利用網際網路以電子文件辦理外匯申報事宜，應遵守

下列約定事項： 

一、立約人辦理網際網路外匯申報，應參考銀行網站提供之填寫申報書輔導說明，並就銀

行網站提供之申報書樣式確實填報，再加簽電子簽章後傳送至銀行。 

二、銀行確認立約人電子簽章相符後，將立約人所填製之網路外匯交易清單暨媒體、中央

銀行核准文件及其他規定文件，隨同外匯交易日報送中央銀行。 

三、立約人經由網際網路辦理外匯申報時，若憑主管機關核准文件辦理之結匯案件，其累

計結匯金額不得超過核准金額，並應將與正本相符之相關外匯證明文件傳真至銀行。 

四、立約人利用網際網路辦理外匯申報經查獲有申報不實情形者，其日後有關外匯申報事

宜，應至銀行櫃檯辦理。 

五、立約人結匯金額每日累計達大額(公司、行號等值一百萬美元；團體等值五十萬美元)

時，應檢附交易有關證明文件，經銀行確認相符後，始得辦理新臺幣結匯。 

第二十四條 線上開發信用狀 

一、立約人申請線上開發信用狀功能前，應已向銀行申請開發信用狀額度，並已與銀行簽

訂「綜合授信總約定書」暨「授信/金融交易條件契約書」，立約人自使用本契約服務

之日起，願依約定收費標準繳納相關費用。  

二、立約人願遵守國際商會現行及嗣後適用之信用狀統一慣例與電子信用狀統一慣例

（eUCP），並同意遵守電子簽章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範。 

三、立約人透過網路銀行設備申請開發信用狀，應使用網路銀行提供之申請表格，立約人

瞭解並同意此申請表格之內容可能隨時會有變動，且 銀行可能隨時要求立約人提供

額外之資訊。 

四、立約人透過網路銀行設備申請開發信用狀，應視同與書面簽署之申請書有相同之法律

效力。惟銀行雖然接受申請，並不代表銀行承諾開發信用狀，銀行就任何開狀申請，

均得另行要求其他文件或擔保(包括但不限於保證金)，以及採取銀行認為必要或適當

之其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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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透過網路銀行設備而開發之信用狀，應受立約人與銀行間簽定所適用之「綜合授信總

約定書」暨「授信/金融交易條件契約書」之規範。除本約定書、相關信用狀及相關

之任一約定書中另有規定，任何開發之信用狀應受國際商會所頒布並已正式生效之最

新「信用狀統一慣例」，及其發佈之任何修正解釋或澄清等之規範。 

六、立約人同意銀行於處理有關信用狀之指示及其他事項時，銀行得依其獨立之裁量使用

任何往來銀行、代理行或其他代理人(往來機構)。 

七、關於信用狀下之匯票及(或)有關單據等，如經銀行或代理行認為在表面上尚屬無訛，

立約人一經銀行通知或提示匯票時，應立即贖單及付款或承兌並屆期照付。 

八、前款匯票或單據等縱在事後證實，其為非真實，或屬偽造，或有其他瑕疵，概與銀行

或代理行無涉，其匯票或有關債務仍應由立約人照付。 

九、信用狀之傳遞錯誤、遲延或其解釋上之錯誤，及關於上述單據或單據所載貨物或貨物

之品質或數量或價值等之全部或一部滅失、遲遞或未經抵達交貨地，以及貨物無論因

在洋面、陸上運輸中，運抵後或因未經保險或保額不足或因承辦商或任何第三者之阻

滯或扣留及其他因素各等情以致喪失或損害時，均與銀行或代理行無涉，該匯票仍應

由立約人兌付，所生一切債務仍應由立約人負責清償。 

十、與上述匯票及與匯票有關之債務，及立約人對銀行不論其現已發生或日後發生，已到

期或尚未到期之其他債務，在未清償以前，銀行得就信用狀項下所購運之貨物逕行處

分，賣得價金用以償還對銀行之債務。立約人所有其他財產，例如存在銀行及分支機

構或銀行所管轄範圍內之保證金、存款等，均任憑 銀行處分，用以清償票款及其他

債務。 

十一、立約人並同意將信用狀項下，以銀行為受貨人之貨物單據返還請求權及結匯保證金

未用款項返還請求權，設定質權予銀行，以擔保立約人依本約定書所負之一切債務。 

十二、如上述匯票或債務到期而立約人不能照兌或給付時，或銀行因保障本身權益認為必

要時，銀行得不經通知，有權決定將上述財產（包括貨物在內）以公開或其他方式自

由變賣，就其賣得價金扣除費用後抵償銀行借墊各款，毋須另行通知立約人，且債務

之抵充順序任由銀行決定。 

十三、申請書內容確與有關當局所發給之輸入許可證內所載各項條件及細則或有關交易文

件絕對相符，倘因立約人疏忽，致信用狀未能如期開發，銀行概不負責，銀行且有刪

改申請書內容，俾與輸入許可證所載者相符之權，此外，立約人應遵守開狀當日國際

商會修訂信用狀統一慣例之規定。 

十四、申請書內容如有錯誤或遺漏事項，銀行有權不經立約人同意，依其作業程序逕為修

改或補正，立約人應遵守該修改或補正。前述銀行之修改或補正，縱有錯誤情事，銀

行對立約人所生之一切損失、損害或其他不利後果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十五、立約人同意如裝運單據其之內容與原信用狀條款不符時，應於收到後三日內向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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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拒收該等單據，否則即視為立約人已同意接受，日後如有任何爭議，均由立約人

負責。惟若立約人申請副提單背書或擔保提貨，則不適用本款規定。 

十六、信用狀如有展期或重開及修改任何條件之情事，立約人對於以上各款願絕對遵守，

不因展期重開或條件之修改而發生異議。 

第二十五條 企業收款服務 

一、超商收款服務約定事項 

超商收款服務相關約定事項係依立約人、超商及銀行簽署之委託代收契約書規定辦理。 

二、收款專戶收款服務約定事項 

(一)銀行應依雙方約定程序辦理代收立約人費用事宜，並將代收款項存入立約人設立於服

務申請書約定之入帳帳號。 

(二)由銀行提供企業代碼固定為四碼，再由立約人依收款的營運模式，選擇容易辨別及銷

帳之代號，編列繳款人個別繳款編號，最長不得超過十六碼辦理款項代收。 

(三)銀行提供之收款專戶代收服務，除提供收款專戶編碼規則及檢查碼計算公式外，並以

收款專戶中之企業識別碼為憑，將符合下列條件之交易視為繳款人欲轉入立約人之款

項，得由銀行直接存入立約人於服務申請書約定之入帳帳號，包括：繳款人利用臨櫃

存款、跨行匯款及各類自動化通路等交易方式，依立約人所訂定之編碼規則，將代收

款項轉入立約人於服務申請書約定之入帳帳號。繳款人與立約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一

概與銀行無涉。 

(四)銀行應將代收各繳款人之交易明細於交易完成後，合理作業時間內提供銷帳資料予立

約人查詢，立約人倘認為交易明細不符，應於四十五日內通知銀行協助其查詢與核

對。惟因電信系統或其他系統或其他非銀行因素導致無法傳送，銀行無需負責。 

(五)銀行提供之即時交易通知服務，僅作為銷帳參考之依據，實際入帳以帳戶往來明細為

準。 

(六)服務期間如因一方資訊設備故障或傳輸狀況異常，致發生傳輸資料漏失之情事，銀行

應於事故解決後合理作業時間內補傳送資料。 

(七)立約人同意倘因銀行作業系統失誤或繳款人之疏忽，至他人款項誤入立約人於服務申

請書約定之入帳帳號，銀行得逕行自服務申請書約定之入帳帳號扣除更正之，倘該帳

戶款項已被支用，一經銀通知應即歸還。 

(八)立約人連續六個月未使用本約定之服務或服務申請書約定之入帳帳號有轉靜止戶、銷

戶結清、通報警示帳戶或其他事由致無法使用時，銀行有權停止本項服務，嗣後若須

恢復使用權限，立約人應重新辦理申請，且不得要求銀行使用原企業代碼。 

(九)銀行因本次服務取得之繳款人資料，除銀行與繳款人間另有約定外，非經繳款人面同

意，銀行不得為代收目的以外之利用。 

(十)立約人有下列情形之ㄧ者，銀行得隨時終止提供本項服務，嗣後第三人交付款項予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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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人之方式，應由立約人與第三人另行約定，銀行無需負責。 

1.付款客戶存入立約人於服務申請書之指定帳號，付款客戶主張為欺罔不實交易所生

之對價款項。 

2.立約人於商品或廣告，使用銀行名義或商標，為其他虛偽不實或其引人錯誤之表

示。 

3.立約人有其他違反法令，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事者。 

第二十六條 ACH 代收服務 

一、立約人須通知其客戶(以下簡稱「委繳戶」)填具「委託轉帳代收費用授權書」（以下

簡稱授權書），委託銀行向委繳戶指定往來金融機構(包括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漁會

等金融業者，以下簡稱「代收行」)提出申請，辦理委託轉帳代收之核印及依台灣票

據交換所（以下簡稱票交所）規定格式建檔。代收行核印費用另依第二款規定收取。 

二、代收行核印相符者，由立約人負擔核印費用，並交付銀行轉交代收行。立約人茲授權

銀行得由第四款立約人設立在銀行約定帳號內扣除之。 

三、立約人應按期將委繳戶應繳費用資料按照票交所規定格式製成媒體，於繳款截止日前

一個營業日上午十一時前送交銀行，銀行應按照票交所規定之媒體交換作業時程及代

收檔案規格，於繳款截止日前一營業日提出交換。 

四、銀行代收（包括代收行轉帳代收）所得款項應至遲於交換清算後之次一營業日(繳款

截止日之次一營業日)，撥入立約人設立在銀行約定之帳號內始可動用，並通知立約

人入帳明細。 

五、委繳戶若為銀行之存款戶，立約人得逕行自委繳戶帳戶中轉帳代收，並依前條時程辦

理。 

六、案件經轉帳代收成功者，立約人應負責印製收據寄交委繳戶。若委繳戶對轉帳代收業

務、費率、金額之計算及退補費等事項有疑義，概由立約人負責處理及答詢，惟若委

繳戶有疑義之事項，銀行應協助立約人處理及答詢。倘因可歸責於立約人(銀行)之事

由致銀行(立約人)方受有損害時，立約人(銀行)方應負賠償責任。 

七、案件經代收行退件者，銀行應彙列退件清單通知立約人。 

八、立約人如因業務需要變更委繳戶之業務代碼時，應將委繳戶新舊業務代碼對照資料，

提供銀行轉交代收行辦理變更，其衍生之相關費用應由立約人負擔。 

九、對於委託轉帳代收成功案件，立約人應支付手續費予銀行；手續費之給付，立約人茲

授權銀行得由第四款立約人設立在銀行約定帳號內扣除之。 

十、立約人如因業務需要，需授權被授權人代為執行代收檔案(含核印及扣款)上傳、數位

簽章放行及查詢下載等作業時，立約人及被授權人均應填妥「全球企業金融網服務授

權書暨約定書」並完成簽章，提供銀行進行相關設定作業後始得辦理。授權自銀行收

件並完成相關設定作業後之次一營業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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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條 ACH 代付服務 

一、立約人同意將支付款項明細資料依約定之格式，於約定檔案上傳日中午十一時以前，

上傳銀行代付款項管理系統，並將相關支付款項報表（加蓋委託人章）交付銀行所指

定之作業人員。 

二、立約人委託銀行支付款項之金額，於約定之入帳日存入指定帳號。手續費應與上述支

付款項同時存入指定帳號。 

三、立約人同意其所提供之電腦媒體支付款項資料如因內容錯誤、或立約人依第二款應存

入指定帳號之金額不足而導致支付款項作業錯誤或失敗者，概由立約人自行處理，與

銀行無涉。但支付款項作業錯誤或失敗時，銀行應立即通知立約人。 

第二十八條 現金股息發放服務 

一、立約人同意將現金股息發放明細資料依約定之格式，按發放方式(匯款或支票)於約定

之傳檔上傳日上傳銀行全球企業金融網或現金股息發放管理系統，並將發放明細報表

（加蓋委託人章）交付銀行所指定之作業人員。 

二、立約人同意於約定支票格式確認日提供銀行支票簽章式樣及支票打樣格式。 

三、以支票發放現金股息者，立約人應將現金股息發放金額於約定入帳日存入指定帳號；

以匯款方式發放現金股息者，立約人應將現金股息發放金額於約定入帳日存入指定帳

號。匯款手續費及支票郵寄費應與上述現金股息金額同時存入指定帳號。 

四、立約人同意其所提供之電腦媒體現金股息發放資料如因內容錯誤、或委託人依第三條

應存入指定帳號之金額不足而導致現金股息發放作業錯誤或失敗者，概由立約人自行

處理，與銀行無涉。但發放作業錯誤或失敗時，銀行應立即通知立約人。 

第二十九條 網路操作 

立約人應事先詳讀銀行公告或約定，及依照網路之指示步驟操作，如因操作不當或其

他任何非可歸責於銀行之事由致有損及立約人權益情事發生時，立約人應自行負責，

與銀行無涉。 

第三十條 非營業時間狀況處理 

營業時間外立約人發生任何線上交易無法處理時，不論是系統或業務上之問題，都須

留待營業時間由人工處理。 

第三十一條 個人資料運用 

立約人同意銀行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於其各該特定目的範圍內，得蒐集、處理、

國際傳輸及利用立約人之個人資料。銀行得將立約人之個人資料提供予財團法人金融聯合

徵信中心，亦得向該機構取得立約人之個人資料。 

第三十二條 異常帳戶處理 

如經銀行研判立約人帳戶有疑似不當使用之情事時，銀行得逕自終止立約人語音轉帳、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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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轉帳及其他電子支付工具之交易指示。 

第三十三條 交易核對 

銀行於每筆交易指示處理完畢後，以電子訊息或銀行與立約人約定之方式通知立約

人。立約人應於每次使用服務後，核對其結果有無錯誤。如有不符，應於使用完成之

日起四十五日內通知銀行查明。銀行應於每月以平信或電子郵件方式提供立約人上月

之交易對帳單（該月無交易時不寄）。立約人核對後如認為交易對帳單所載事項有誤

時，應於收受之日起四十五日內通知銀行查明。銀行對於立約人之通知，應即進行調

查，並於通知到達銀行之日起三十日內，將調查之情形或結果覆知立約人。 

第三十四條 電子訊息錯誤之處理 

立約人利用本契約之服務，如其電子訊息因不可歸責於立約人之事由而發生錯誤時，

銀行應協助立約人更正，並提供其他必要之協助。前項服務因可歸責於銀行之事由而

發生錯誤時，銀行應於知悉時，立即更正，並同時以電子訊息或銀行及立約人約定之

方式通知立約人。 

立約人利用本契約之服務，其電子訊息因可歸責於立約人之事由而發生錯誤時，倘屬

立約人申請或操作轉入之金融機構代號、存款帳號或金額錯誤，致轉入他人帳戶或誤

轉金額時，一經立約人通知銀行，銀行應即辦理以下事項： 

一、依據相關法令提供該筆交易之明細及相關資料。 

二、通知轉入行協助處理。 

三、回報處理情形。 

立約人同意對銀行因協助立約人召回、取消更正資料訊息或提供其他必要之協助而生

之任何損失、責任及費用願負責賠償。 

第三十五條 電子訊息之合法授權與責任 

雙方應確保所傳送至對方之電子訊息均經合法授權。雙方於發現有第三人冒用或盜用

授權使用者代號、密碼，或其他任何未經合法授權之情形，應立即以電話或書面通知

他方停止使用該服務並採取防範之措施。銀行接受通知前，對第三人使用該服務已發

生之效力，除非銀行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不知係未經合法授權之電子訊息外，銀行不

負責任。 

立約人如因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致他人知悉密碼並因之獲取立約人於網路銀行中之各種

資料，或第三人冒用、盜用立約人密碼，或由於電信線路或第三人之行為導致之遲

延、錯誤或損失，立約人應自負其責。 

第三十六條 資料安全 

雙方應確保電子訊息安全，防止非法進入系統、竊取、竄改或損毀業務記錄及資料。 

第三人破解使用網路銀行系統之保護措施或利用網路銀行系統之漏洞爭議，由銀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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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事實不存在負舉證責任。第三人入侵銀行之電腦或相關設備者所發生之損害，由銀

行負擔。 

立約人對本項業務資訊應予妥善維護，不得有任何破壞或擅自轉接等不當行為。 

第三十七條 保密義務 

雙方應確保所交換之電子訊息或一方因使用或執行本契約服務而取得他方之資料，不

洩漏予第三人，亦不可使用於與本契約無關之目的，且於經他方同意告知第三人時，

應使第三人負本條之保密義務。 

前項第三人如不遵守此保密義務者，視為立約人義務之違反。 

第三十八條 損害賠償責任 

雙方同意依本契約傳送或接收電子訊息，因可歸責於當事人一方之事由，致有遲延、

遺漏或錯誤之情事，而致他方當事人受有損害時，該當事人僅就他方之損害及其利息

負賠償責任。 

立約人同意憑正確密碼或立約人與銀行約定之方式登入本契約之服務及因之而完成的

所有操作，均係由立約人或其授權人所為。銀行得執行任何使用正確密碼或立約人與

銀行約定之方式所為之指示，無須審查指示是否由本人或被授權人所為，且無須對非

本人或非被授權人所為之指示負任何責任。倘因他人詐欺或其他未經授權行為導致立

約人之損失，概與銀行無涉。 

銀行對於因立約人所使用之設備及其系統、電信線路故障或第三人之行為或疏漏所致

之錯誤或延誤，或對任何非銀行服務行為所生之直接、間接或其他損失均不負任何責

任。 

立約人同意必須透過銀行官方網站之連結或銀行提供之軟體(如行動應用程式)進入本契

約之服務。若立約人非經由上述銀行網站之連結或軟體使用本契約之服務，致個人資

料外洩，則因該項資料外洩而造成之損失，概與銀行無涉。 

第三十九條 不可抗力 

雙方就本約定所生義務之不履行或遲延履行，而致他方受有損害時，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但因不可抗力所致者，不在此限。 

第四十條 紀錄保存 

雙方應保存所有含數位簽章之電子訊息及經由網路所提供相關電子訊息之記錄，並應

確保紀錄之真實性及完整性。立約人如未保存者，推定以銀行所保存之紀錄為真正。 

銀行對前項紀錄之保存，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保存期限至少為五年。 

第四十一條 電子訊息之效力 

銀行及立約人同意依本契約交換之電子訊息，其效力與書面文件相同。 

第四十二條 文書送達 

立約人同意以訂約時所指明之地址為相關文書之送達處所，倘立約人之地址變更，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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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銀行，並同意改依變更後之地址為送達處所；如立約人

未以書面或依約定方式通知變更地址時，銀行仍以訂約時所指明之地址或最後通知銀

行之地址為送達處所。銀行對立約人所為之通知發出後，經通常之郵遞期間，即視為

已送達。 

第四十三條 契約修訂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本契約內容或相關服務項目有增刪修補時，銀行得以顯著方式

將調整內容公開登載公告於銀行全球企業金融網網站，立約人於七日內不為異議者，

視同承認該修改或增刪約款。 

第四十四條 立約人終止契約 

立約人得隨時終止本契約，但應親自或以其他經雙方約定方式辦理。 

第四十五條 銀行終止契約 

銀行終止本契約時，須於終止日三十日前以書面通知立約人。但立約人如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銀行得隨時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立約人終止本契約： 

一、立約人未經銀行同意，擅自將契約之權利或義務轉讓第三人者。 

二、立約人企圖利用本項業務處理他人資料或有不良使用紀錄，或有大額或大量異常

交易或有使用模擬程式、木馬程式及病毒程式等任何破壞、不當行為時。 

三、立約人受法院破產或重整宣告，或立約人自行或經他人提出破產、清算、解散或

重整之申請者。 

四、立約人違反法律或其他相關法規者，或帳戶被用作(或疑似用作)不法用途者。 

五、立約人已結清與銀行一切存放款業務往來者。 

六、立約人違反本約定之約款，經催告改善或限期請求履行未果者。 

七、其他銀行認為合理得終止本約定書者。 

第四十六條 原留印鑑約定說明 

立約人為向銀行申請使用網路銀行服務，茲約定於立約人註銷使用銀行網路銀行服務

前，其餘立約人與銀行間因網路銀行服務所生之契據及書類，除首次申請使用、新增

電子憑證及新增轉出帳戶時需負責人親簽外，得僅憑蓋用立約人於銀行任一存款帳戶

所原留印鑑即生效力。 

如立約人名稱、組織、章程內容、印鑑、代表人、代表人權限範圍或其他足以影響銀

行權益變更情事發生時，即應立即以書面將變更情事通知銀行，並辦妥變更或註銷上

述原留印鑑之手續，未經書面通知或未完成變更或註銷原留印鑑手續前與銀行所為之

行為，立約人均願負一切責任，如因而造成銀行損害並願負賠償責任。 

第四十七條 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 

為落實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立約人同意銀行得依「洗錢防制法」、「資恐防制

法」、「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銀行業及其他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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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機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實施辦法」、「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

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為下列行為： 

一、 立約人及其實質受益人、高階管理人員、關聯人（如法定代理人、代理人與被授 

權人）、交易對象或關係企業，若為資恐防制法指定制裁之個人、法人或團體， 

以及受經濟制裁、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認定或追查之恐怖分子或團體、銀行依法 

或依內部規定不予往來之行業或對象，銀行得暫時停止交易、暫時停止或終止各 

項業務關係、逕行銷戶或採行其他必要措施。 

二、 立約人於建立業務關係時及業務關係持續期間，於銀行定期或不定期審視立約人 

及其實質受益人、高階管理人員、前述關聯人、交易對象或關係企業身分作業或 

認為必要時(包括但不限於懷疑立約人涉及非法活動、疑似洗錢、資助恐怖主義 

活動、或媒體報導疑似涉及違法等)，得要求立約人配合審視作業，若拒絕提供 

審查所需之必要個人（含立約人、實質受益人、高階管理人員、前述關聯人、交 

易對象或關係企業）、公司資料（含股權結構、高階管理人員與實質受益人基本 

資料等）、拒絕提供交易說明（交易性質目的與財富資金來源等）、拒絕配合電 

話、信函與實地審查作業等、有其他不配合審視情事、提供不齊全或不實資料、 

帳戶疑似涉及洗錢或資助恐怖主義活動等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者，或媒體報導涉 

及違法之特殊案件相關帳戶者，銀行得暫時停止交易、暫時停止或終止各項業務 

關係、逕行銷戶或採行其他必要措施。 

三、 因銀行採取前述行動所造成之一切損失（包括任何支出、損失、費用、罰款或法 

律上之不利益），概由立約人承擔。 

第四十八條  誠信與社會責任條款 

       立約人違反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違反本契約之約定： 

一、立約人不得對銀行人員、受銀行委託之人，給予期約、賄賂、佣金、仲介費、後謝 

金、回扣、餽贈、招待或其他不正利益。 

二、立約人如知悉銀行人員有要求或收受佣金、回扣或其他利益之行為時，應立即據實

將此等人員之身分、要求或收受之方式、金額或其他利益告知銀行，並提供相關證據

且配合銀行調查。 

三、立約人不得涉有不誠信行為之情事，包括但不限於立約人或其負責人、代表人對他

人行賄、收賄、提供非法政治獻金、或涉嫌內線交易、非常規交易等。 

四、立約人不得涉有違反企業社會責任，而對環境與社會造成顯著不利影響，包括但不

限於勞工權益保障、環境維護、消費者保護等。 

第四十九條   關係戶授權約定條款 

立約人(下稱「授權人」)如因業務需求授權特定關係戶(下稱「被授權人」)以立約人身分

使用銀行全球企業金融網相關服務，應瞭解並同意以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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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授權人確認其對被授權人之授權完全遵守相關法令及其／或公司內部規定，被授權

人所作之任何交易指示對授權人有完全約束力，授權人嗣後不得以未經內部授權或授

權之關係已消滅對抗銀行，如因此而產生任何風險或造成任何損失，應由授權人負全

部責任。 

二、授權人同意若留存於銀行之授權內容資料遇有變更時，應向銀行辦理變更，否則銀

行將不予受理。 

三、如授權人向銀行要求取消相關授權約定，自銀行完成授權人的註銷申請設定時立即

生效，而被授權人於銀行全球企業金融網原已留有授權人已登錄生效之相關預約交易

仍屬有效，如欲取消授權人應先執行相關預約註銷交易。 

四、被授權人於銀行全球企業金融網進行交易指示時使用被授權人之憑證認證，授權人

同意由上述電子憑證發出之有效認證均為不可撤銷，對授權人具有約束力。 

五、銀行依被授權人之交易指示辦理之交易，對授權人及被授權人均有完全約束力。 

六、授權人瞭解，就被授權人提出交易指示後，銀行即得依交易指示辦理，授權人日後

倘與被授權人雙方存有相關糾紛，應自行負責解決，概與銀行無涉。 

七、銀行得事先通知授權人後終止本關係戶授權事項服務，但若因法令遵循、主管機關

規定、系統功能或其他因素考量須立即終止本授權事項業務者，經銀行通知後立即發

生終止效力。 

第五十條 法律適用 

關於本契約事項，除雙方有特別約定者外，適用中華民國法律。 

第五十一條 法院管轄 

因本契約而涉訟者，銀行及立約人同意以首次受理本業務申請之國內銀行營業單位所

在地之地方法院或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五十二條 標題 

本契約各條標題，僅為查閱方便而設，不影響契約有關條款之解釋、說明及瞭解。 

第五十三條 契約分存 

本契約壹式貳份，由銀行及立約人各執壹份為憑。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第一項告知義務內容 

 
ㄧ、親愛的客戶您好，由於個人資料之蒐集，涉及 臺端的隱私權益，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 以下稱本行) 向 臺端蒐集個人資料時，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 以下稱個資法)第八條

第一項規定，應明確告知 臺端下列事項：（一）非公務機關名稱（二）蒐集之目的（三）個

人資料之類別（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五）當事人依個資法第三條

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六）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資料時，不提供將對其權益之影

響。此外，當 臺端具有歐盟國籍或居住地於歐盟，則依循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要求於特定目的內蒐集、處理及利用 臺端之個人資

料。 

二、有關本行蒐集 臺端個人資料之目的、個人資料類別及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

式等內容，請 臺端詳閱如後附表。 

三、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臺端就本行保有 臺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一）除有個資法第十條所規定之例外情形外，得向本行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

本，惟本行依個資法第十四條規定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二）得向本行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個資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規定，臺端應適當釋明其原

因及事實。 

（三）本行如有違反個資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  臺端之個人資料，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

四項規定，臺端得向本行請求停止蒐集。 

（四）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者，得向本行請求停止處理或

利用 臺端之個人資料。惟依該項但書規定，本行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並註明其爭議或經 

臺端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五）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得向本

行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 臺端之個人資料。惟依該項但書規定，本行因執行業務

所必須或經 臺端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四、臺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及類別，惟 

（一）臺端所拒絕提供之個人資料及類別，如果是辦理業務審核或作業所需之資料，本行可

能無法進行必要之業務審核或作業而無法提供 臺端相關服務或無法提供較佳之服

務。 

（二）關於本行遵循美國海外帳戶稅收遵循法條款之特定目的需蒐集、處理及利用 臺端之

個人資料，如 臺端不同意提供或提供資料不足，本行必須依美國海外帳戶稅收遵循

法之規定將 臺端帳戶列為「不合作帳戶」(Recalcitrant Account)，而須依法對特

定帳戶存入款項扣繳百分之三十之美國稅款；如經合理期間內與 臺端聯繫仍未獲 臺

端同意或 臺端提供資料仍有不足，本行須依法關閉台端之帳戶。 

（三）關於本行遵循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DPR）僅適用 臺端具有歐盟國籍或居住地於

歐盟，依循 GDPR規範於特定目的內蒐集、處理及利用 臺端之個人資料， 臺端就個

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1.行使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的當事人權利。 

 2.資料限制處理權。 

 3.資料可攜權。 

 4.停止自動化決策及資料剖析。 

五、本行最新之告知義務內容，以及臺端如欲行使上述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及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

範（GDPR）之前述權利，有關如何行使之方式，得於本行網站（網址：

http://www.feib.com.tw）查詢。 

 



 

 
附表： 

特定目的說明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個人資料 

利用之期間 
個人資料 
利用之地區 

個人資料 
利用之對象 

個人資料
利用之方式 業務類別 業務特定目的及代號 共通特定目的

及代號 

一、存匯
業務 

022 外匯業務 
035 存款保險業務 
036 存款與匯款業務  
067 信用卡、現金卡、轉帳 

卡或電子票證業務 
082 借款戶與存款戶存借 

作業綜合管理  
112 票據交換業務  
181 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

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040 行銷  
059 金融服務

業依法令
規定及金
融監理需
要，所為
之蒐集處
理及利用 

060 金融爭議
處理 

063 非公務機
關依法定
義務所進
行個人資
料之蒐集
處理及利
用  

069 契約、類
似契約或
其他法律
關係管理
之事務 

090消費者、客
戶管理與
服務  

091 消費者保
護  

098 商業與技
術資訊  

104 帳務管理
及債權交
易業務  

136 資(通)訊
與資 

料庫管理  
137 資通安全

與管理 
157 調查、統

計與研究
分析  

182 其他諮詢
與顧問服
務 

 

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
性別、出生年月日、通訊
方式及其他詳如相關業
務申請書或契約書之內
容，並以本行與客戶往來
之相關業務、帳戶或服務
及自客戶或第三人處
（例如：財團法人金融
聯合徵信中心）所實際
蒐集之個人資料為準。 

ㄧ、特定目
的存續
期間。 

二、依相關
法令所
定（例
如商業
會計法
等 ) 或
因執行
業務所
必須之
保存期
間或本
行所訂
之資料
保存期
間或依
個別契
約就資
料之保
存所定
之保存
年限。
（以期
限最長
者 為
準） 

右邊「個人
資料利用之
對象」欄位
所列之利用
對象其國內
及國外所在
地 

ㄧ、本行(含受
本行委託
處理事務
之委外機
構)。 

二、依法令規
定利用之
機構。 

三、其他業務
相關之機
構（例
如：通匯
行、財團
法人金融
聯合徵信
中心、財
團法人聯
合信用卡
處理中
心、台灣
票據交換
所、財金
資訊股份
有限公
司、信用
保證機
構、信用
卡國際組
織、收單
機構暨特
約商店
等）。 

四、依法有權
機關或金
融監理機
關。 

五、客戶所同
意之對象
（例如本
行共同行
銷或交互
運用客戶
資料之公
司、與本
行合作推
廣業務之
公司等）。 

六、其他與本
行有業務
往來之機
構。 

符合個人
資料保護
相關法令
以自動化
機器或其
他非自動
化之利用
方式。 

二、授信
業務 

022 外匯業務 
067 信用卡、現金卡、轉帳卡或

電子票證業務 
082 借款戶與存款戶存借作業

綜合管理  
088 核貸與授信業務  
106 授信業務  
111 票券業務  
126 債權整貼現及收買業務  
154 徵信  
181 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

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
性別、出生年月日、通訊
方式及其他詳如相關業
務申請書或契約書之內
容，並以本行與客戶往來
之相關業務、帳戶或服務
及自客戶或第三人處
（例如：財團法人金融
聯合徵信中心）所實際
蒐集之個人資料為準。 

三、信用  
卡業務 

022 外匯業務 
067 信用卡、現金卡、轉帳卡或

電子票證業務  
082 借款戶與存款戶存借作業

綜合管理  
088 核貸與授信業務  
106 授信業務  
154 徵信  
181 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

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
性別、出生年月日、通訊
方式及其他詳如相關業
務申請書或契約書之內
容，並以本行與客戶往來
之相關業務、帳戶或服務
及自客戶或第三人處
（例如：財團法人金融
聯合徵信中心）所實際
蒐集之個人資料為準。 

四、外匯
業務 

022 外匯業務  
036 存款與匯款業務 
082 借款戶與存款戶存借 

作業綜合管理 
088 核貸與授信業務  
106 授信業務 
154 徵信 
181 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

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
性別、出生年月日、通訊
方式及其他詳如相關業
務申請書或契約書之內
容，並以本行與客戶往來
之相關業務、帳戶或服務
及自客戶或第三人處
（例如：財團法人金融
聯合徵信中心）所實際
蒐集之個人資料為準。 

五、有價
證券業務 

111 票券業務 
037 有價證券與有價證券持有

人登記 
044 投資管理  
082 借款戶與存款戶存借作業

綜合管理 
088 核貸與授信業務  
106 授信業務 
154 徵信 
181 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

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
性別、出生年月日、通訊
方式及其他詳如相關業
務申請書或契約書之內
容，並以本行與客戶往來
之相關業務、帳戶或服務
及自客戶或第三人處
（例如：財團法人金融
聯合徵信中心）所實際
蒐集之個人資料為準。 

六、財富
管理業務 

022 外匯業務 
036 存款與匯款業務 
044 投資管理 
068 信託業務 
082 借款戶與存款戶存借作業

綜合管理 
166 證券、期貨、證券投資信託

及顧問相關業務 
094 財產管理  
181 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

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
性別、出生年月日、通訊
方式及其他詳如相關業
務申請書或契約書之內
容，並以本行與客戶往來
之相關業務、帳戶或服務
及自客戶或第三人處
（例如：財團法人金融
聯合徵信中心）所實際
蒐集之個人資料為準。 

七、其他 
 

166 證券、期貨、證券投資信託
及顧問相關業務 

181 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
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或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之
其他有關業務（例如：保管
箱業務、黃金存摺業務、電
子金融業務、代理收付業務、
共同行銷或合作推廣業務、
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等） 

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
性別、出生年月日、通訊
方式及其他詳如相關業
務申請書或契約書之內
容，並以本行與客戶往來
之相關業務、帳戶或服務
及自客戶或第三人處
（例如：財團法人金融
聯合徵信中心）所實際
蒐集之個人資料為準。 

八、美國
海外帳戶 
稅收遵循
法遵循業
務（為辨 
識美國稅
務居民身
分別，暨 
向美國當
局或其他
法定對象 
申報美國
稅務居民
海外帳戶 
資料之相
關業務) 

095 金融服務業依法令( 包含
美國海外稅收遵循法) 規
定及金融監理需要，所為之
蒐集處理及利用 

060 金融爭議處理 
063 非公務機關依法定義務所

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
及利用 

069 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
關係管理之事務 

090 消費者、客戶管理與服務 
091 消費者保護 
095 財稅行政 
098 商業與技術資訊 
104 帳務管理及債權交易業務 
136 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 

姓名、國籍、身分證統一
編號、性別、出生年月日、
通訊方式、稅籍編號、移
民情形、旅行及其他遷徙
細節及其他詳如相關業
務申請書或契約書之內
容，並以本行與臺端或臺
端實質所有之法律實體
往來之相關業務、帳戶或
服務及自臺端或第三人
處（如臺端為本行客戶，
則包含財團法人金融聯
合徵信中心）所實際蒐集
之個人資料類別為準。 

ㄧ、本行（含
受本行委託處
理事務之委外
機構）。 
二、依國內外
法令規定處理
利用之機構
（例如：本行
母公司、所屬
金融控股公司
及關係金融機
構等)。 
三、依國內外
法令之有權機
關、金融監理
機關或稅務機
關（含美國聯
邦政府財政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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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 四、其他台端
所同意之對
象。 

 
九、GDPR
適用對象
之相關業
務 

 
022 外匯業務 
035 存款保險業務 
036 存款與匯款業務  
037 有價證券與有價證券持有人

登記 
044 投資管理 
067 信用卡、現金卡、轉帳 

卡或電子票證業務 
068 信託業務 
082 借款戶與存款戶存借 

作業綜合管理  
088 核貸與授信業務  
094 財產管理  
106 授信業務  
111 票券業務  
112 票據交換業務  
126 債權整貼現及收買業務  
154 徵信  
166 證券、期貨、證券投資信託

及顧問相關業務 
181 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

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姓名、國籍、身分證統一
編號、性別、出生年月日、
通訊方式及其他詳如相
關業務申請書或契約書
之內容，並以本行與客戶
往來之相關業務、帳戶或
服務及自客戶或第三人
處（例如：財團法人金融
聯合徵信中心）所實際
蒐集之個人資料為準。 

 
「個人資料利
用之對象」與
業務類別一至
八相同。 



110.01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電子郵件通知服務申請(異動)書暨約定書 

Application/Amendment Form and Service Agreement For E-mail Advising Services 

立約定書人茲向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請(異動)下列勾選之自動通知服務，雙方約定如下： 
The Applicant hereby applies for/amends the following automatic notification services to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Bank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Bank”), the Applicant and the Bank agree as follows： 

一、 電子郵件通知服務被授權人 Email Advising Services authorized user(s). 

申請 
Apply 

電子郵件地址 
Email address 

授權種類 
Authorization types 

通知者 1 
User1 □全部 ALL □1 □2 □3 □4 □5 □6 □7 □8 □9

通知者 2 
User2 □全部 ALL □1 □2 □3 □4 □5 □6 □7 □8 □9

通知者 3 
User3 

□全部 ALL □1 □2 □3 □4 □5 □6 □7 □8 □9

通知者 4 
User4 

□全部 ALL □1 □2 □3 □4 □5 □6 □7 □8 □9

通知者 5 
User5 

□全部 ALL □1 □2 □3 □4 □5 □6 □7 □8 □9

通知者 6 
User6 

□全部 ALL □1 □2 □3 □4 □5 □6 □7 □8 □9

*任一通知人員異動時，請填寫下方表格。Any changes to user’s Email address, please fill out the form as follows.

異動 
Change  

電子郵件地址 
Email address 

授權種類 
Authorization types 

□新增(Add)
□刪除(Del)

□全部 ALL □1 □2 □3 □4 □5 □6 □7 □8 □9

□新增(Add)
□刪除(Del)

□全部 ALL □1 □2 □3 □4 □5 □6 □7 □8 □9

□新增(Add)
□刪除(Del)

□全部 ALL □1 □2 □3 □4 □5 □6 □7 □8 □9

□新增(Add)
□刪除(Del)

□全部 ALL □1 □2 □3 □4 □5 □6 □7 □8 □9

□新增(Add)
□刪除(Del)

□全部 ALL □1 □2 □3 □4 □5 □6 □7 □8 □9

□新增(Add)
□刪除(Del)

□全部 ALL □1 □2 □3 □4 □5 □6 □7 □8 □9

授權種類 Authorization types： (1)外幣匯出匯款業務 Foreign currency outward remittance、(2)外幣匯入匯款業務 Foreign 
currency inward remittance、(3)應收帳款業務 Account receivable factoring、(4)放款業務 Loan、(5)出口業務 Export -related 
business、(6)進口業務 Import -related business、(7)臺幣國內匯款業務 Domestic remittance(NTD)、(8)臺外幣存款業務 
Deposit -related business(NTD / Foreign currency)、(9)其他 Others 

立約定書人特此聲明已詳閱上開全部條款並充分瞭解其內容後方始簽章。 
此致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The Applicant hereby declares that I have thoroughly read and understood all terms and 
conditions as mentioned above before singing. 
To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Bank

立約定書人簽章 
Applicant Signature 

立約定書人姓名： 
Applicant Name 
立約定書人統編： 
Applicant ID 

聯絡電話    ： 
TEL No. 

中 華 民 國     年(Y)      月(M)  日(D) 
(請蓋原留印鑑) 

Authorized company chop(s) and/or signature(s)

二、 立約定書人同意申請電子化服務，於 貴行受理並登錄完成後， 貴行應交付之相關文件，改以電子文件方式寄發至立約定書人所指定
之電子郵件(E-mail)信箱，貴行將不再寄送實體書面文件。 
The Applicant agrees that the electronic documents shall be issued instead of paper documents, unless the Applicant and the Bank agree otherwise. 
The Applicant understands that the Bank will NOT continue to send me paper advices separately. 

三、 立約定書人電子郵件(E-mail)信箱如有變更時，應立即以書面通知 貴行，於 貴行受理並登錄完成後始生變更之效力，如立約定書人
怠於通知變更電子郵件(E-mail)信箱，因而所生之損害，由立約定書人負責。 
The Applicant shall promptly inform the Bank of any change in the designated E-mail address(es). Unless and until such notice is received by the 
Bank in writing, such change shall not be binding on the Bank. 

四、 立約定書人所指定之電子郵件(E-mail)信箱應定期開啟或檢查電子郵件(E-mail)信箱，避免信箱空間不足致無法收取郵件。
The Applicant should regularly open or check  the designated E-mailbox(es) to avoid being unable to receive emails due to storage issues. 

五、 立約定書人如未收到申請之相關文件，應向 貴行查明。 貴行寄出前述文件後，如因立約定書人電子郵件(E-mail)信箱服務之公司發
生異常致無法收取郵件時，不得歸責於 貴行。The Applicant shall notify the Bank for investigation if the Applicant failed to receive relevant 
documents as requested. The Bank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such failure caused by Email service provider after sending  the aforesaid documents. 

六、 立約定書人提供之收件者電子郵件(E-mail)應為公司所屬信箱，若提供為網路免費信箱，立約定書人應考量與承擔日後收件者離職風
險。The recipient's email address (E-mail) provided by the Applicant shall be the company's mailbox. If it is provided as a free online mailbox, the 
Applicant shall consider and bear the risk of the recipient's resignation in the future. 

英文翻譯僅供參考，如中、英文版本有任何抵觸或不相符之處，應以中文版為準。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is provided for reference only. If there is any inconsistency or ambiguity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English versions, the 
Chinese version shall prev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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