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預設外幣約定帳戶申請書

致：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印製 2022.05 若非雙面列印，請加蓋/簽騎縫章(簽章樣式需與原留簽樣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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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注意事項及聲明事項申請人基本資料

預設國外HSBC或國內外其他銀行外幣約定帳戶

*申請人基本資料必填

預設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內部第三人轉帳

填表日期

客戶編號
(帳號前九碼)

西元

(DD / MM / YYYY )

申請人姓名

電話理財 / 網路銀行

電話理財 / 網路銀行 幣別 受款人帳號 受款人帳戶戶名
與受款人之關係 / 預設帳戶之目的

新增網路銀行

共計新增轉帳約定帳戶戶數

共計新增轉帳約定帳戶戶數 共計刪除轉帳約定帳戶戶數

共計刪除轉帳約定帳戶戶數

帳戶戶名

銀行名稱

銀行地址 (匯款至加拿大必填)

附言 與受款人之關係

受款人地址(匯款至墨西哥和加拿大國家或匯款加幣到加拿大以外國家/地區必填)

匯款幣別 城市及國家 / 地區 銀行交換代碼

ABA Number/Sorting Code/IBAN Number/CNAPS Code /Transit Number 
匯款至美國、英國、歐洲各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大陸地區或加拿大必填

匯款目的 
(請依央行匯出、結購外匯申報書所載細項填寫)

刪除電話理財 
與網路銀行

受款人帳號 分行名稱

新增網路銀行
與電話理財

新增網路銀行 帳戶戶名

銀行名稱

銀行地址 (匯款至加拿大必填)

附言 與受款人之關係

受款人地址(匯款至墨西哥和加拿大國家或匯款加幣到加拿大以外國家/地區必填)

匯款幣別 城市及國家 / 地區 銀行交換代碼

ABA Number/Sorting Code/IBAN Number/CNAPS Code /Transit Number 
匯款至美國、英國、歐洲各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大陸地區或加拿大必填

匯款目的 
(請依央行匯出、結購外匯申報書所載細項填寫)

刪除電話理財 
與網路銀行

受款人帳號 分行名稱

新增網路銀行
與電話理財

受款帳戶資料

申請人身分證號碼 

* 請填寫英文，除數字及匯款目的外 



S V

申請人簽署 Applicant’s Authorized Signature(s)/Chop(s) 關懷客戶提問表

簽章樣式須與印鑑卡之帳戶指示印鑑相同。
Signing instruction should match signature card.

申請人簽署欄 Applicant’s Signature 銀行專用 For Bank Use Only

疑涉詐欺境外金融帳戶查詢

1.客戶是否認識申請約定帳戶的受款人 
Do you know the beneficiary of the account holder?

查核版本：

2.客戶申請約定帳戶的目的 
What is the purpose of application for pre-defined?

客戶簽名欄 
Customer’s Signature

3.客戶已回答第1、2項

是 否

正常

無紀錄

(請勾選下方比對相符之項目)

有紀錄

受款人銀行帳號

銀行國際代碼

Maker:

Checker:

異常

是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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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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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上述判斷無詐騙之虞者或客戶拒絕簽名者，請勾選：

確認已提問OL311 Fee Waiver調整為97
移除C42「到行開戶未開啟網銀」
或「行外取件未簽約定事項」註記

確認帳戶類型為 Premier / Advance / Mass 
(請圈選，若同時進件銀行專戶轉換申請書，請以轉換後帳戶類型為主)

題正確(至少兩題) 預設本人不適用
Task:

U21 PAC Status

E81 A/C Status Q ID: AO Code: Processed by:

Approved by:

銀行判斷無詐騙之虞者 客戶拒絕簽名者

網路銀行轉帳 / 匯款預設帳戶約定書

1.除數字及匯款目的外，請填寫英文，以免發生錯誤。
2.請務必填寫分行名稱 / 城市 / 國家 / 地區等資訊。惟預設國外匯款至加拿大者，受款銀行地址及代碼均須一併填寫。
3.未用欄位請以斜線劃銷。如有修改請於修改處簽章，並請勿使用擦擦筆及立可白等修正液或修正帶。簽章樣式需與原留印鑑相同，否則本行
將不予受理。

4.請填妥本申請書並親自簽章後(需與原留印鑑相同)，親臨分行交由本行行員辦理，或可郵寄回[115台北郵政167-2617號信箱滙豐(台灣)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收]。

5.非居住民(凡未領有台灣地區居留證或外僑居留證，或領有相關居留證但證載有效期限未滿一年之非中華民國國民)，無法利用個人網絡銀行
進行外幣交易。

6.預設外幣約定帳戶之受款人非客戶申請人時，本行將於執行與申請人確認後始完成建檔。若本行執行確認時因照會不到申請人而無法完成查
證，本行將不受理本申請。本行將以書面通知申請人，一切書面之寄發均以申請人於本行留存之最後通訊地址為之。

申請人(以下稱立約人)茲就開設於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貴行」)之新臺幣活期存款/綜合外幣存款帳戶，向貴行申請辦
理轉帳/匯款預設帳戶事宜，並同意遵守下列各項約定：
1.本約定書為立約人與貴行所簽立之開戶總約定書及個人網路銀行服務約定書之增補約定，本約定書未盡事宜，悉依開戶總約定書及個人網路
銀行服務約定書之約定事項辦理。

2.立約人須預設行內外轉帳/匯款之帳戶資料，始得透過網路銀行進行前述之交易，且轉帳/匯款之限額悉依貴行之規定辦理。
3.立約人授權貴行依立約人之網路指示，辦理轉帳/匯款至立約人預先設定之帳戶，並於完成本項網路指示辦理轉帳/匯款後載明於立約人之對
帳單，貴行就其餘事項不負審查責任。

4.有關本項服務之轉帳/匯款交易，雙方同意以網路指示及貴行帳冊之記載為認定基準，立約人就貴行匯出之款項記錄概予承認。對於其他交易事
項立約人如有異議，應於七日內以書面方式向貴行提出。

5.立約人瞭解並同意：
(1)對立約人以網路指示之匯款，貴行有權自行決定是否受理；
(2)貴行保留得隨時停止提供本項服務之權利；
(3)如立約人未能遵守貴行或法規有關轉帳/匯款交易之任何規定時，貴行得不須通知立即終止對立約人提供該項服務，立約人絕無異議；
(4)立約人同意以親臨分行、郵寄簽名正本或以貴行同意之方式辦理預設外幣轉帳/匯款約定帳戶之相關約定事項，日後如有任何新增或刪
除之預設約定帳號，仍可選擇以親臨分行、郵寄或以貴行同意之方式辦理。嗣後倘若經由第三人至貴行辦理或以通訊方式向貴行申請辦
理時，則立約人同意貴行除了核驗立約人留存於貴行之簽章樣式外，有權對相關申請書之內容依貴行認為妥適之方式進行確認或查證，
若貴行於執行確認時因照會不到立約人而無法完成查證(收件日起二日內)，則立約人同意貴行得不受理該項申請，但貴行應以書面通知
立約人，貴行一切書面之寄發均應向立約人留存於貴行之最後通訊地址為之；

(5)如預設帳戶申請後十個工作天後，若擬預設之帳戶仍未獲設定亦未收到退件通知時，立約人應主動向貴行查詢。立約人絕不以貴行未就
預設帳戶申請之內容等為進一步確認或查證而主張貴行應負過失責任。

(6)預設國外匯款(含大陸地區匯款)須符合相關法令及貴行之規定，如有違反相關規定，貴行得不予受理。
6.預設帳戶設定生效日係以貴行完成系統設定當日為準。
7.網路銀行行外轉帳/匯款手續費將自立約人匯出帳戶內直接扣繳。
8.立約人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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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由取款人負擔，立約人絕無異議。
9.如立約人之匯出帳戶存款不足支付匯款數額及手續費時，貴行有權不予匯款。
10.如立約人未遵守或未履行本約定條款規定及義務致貴行發生任何損害時，立約人同意貴行有權逕對本人於貴行之任何帳戶之存款主張抵償
立約人對貴行之債務。

11.貴行得因風險控管、服務系統變更或經主管機關命令禁止或限制此項服務時，停止預設帳戶轉帳/匯款功能之一部或全部。
12.除因貴行之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者外，貴行對因電腦、電信線路故障或第三人之行為或疏漏所致之錯誤或延誤、或對任何服務行為所生之
直接、間接或其他損失均不負任何責任。

13.本行將於與申請人確認後始完成建檔。若本行執行確認時因照會不到申請人而無法完成查證，本行將不受理本申請。本行將以書面通知申
請人，一切書面之寄發均以申請人於本行留存之最後通訊地址為之。若擬預設之帳戶於申請後十個工作天仍未設定亦未收到退件通知時，
申請人應主動向本行查詢。

14.本約定條款於立約人簽定並經貴行完成作業程序後生效。
15.本約定條款備有英文版本，以利外語使用人參考。請注意中、英版本條款內容如果有差異，應以中文版本為準。

注意事項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印製 20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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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雙面列印，請加蓋/簽騎縫章(簽章樣式需與原留簽樣相同)

以上問題如有異常或客戶拒絕回答著，請委婉說明並請客戶於簽名欄簽名確認與
詐騙等情形無關。Should the customers refuse to answer any of the above 
questions or if there are any abnormality, please request for customer’s 
signature confirming the remittance is not fraud relate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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