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匯出匯款申請書 APPLICATION FOR OUTWARD REMITTANCE 

 全額到達受款銀行 Full Payment to the Receiving Bank                                      申請日期 Date of Application:     年(Year)  月(Month)  日(Day)  
匯款幣別及金額

 Currency / Amount to be remitted 

      

匯款方式(請勾選) 
Type of Remittance(Please tick) 

 電匯 T/T     票匯 D/D                                  

申請人
Applicant 

姓名 (中文)       

Name (英文)       

      

身分證/統一編號 ID/ ARC/ Passport No       

外僑居留證發證日 Issuing Date     /  /   

          到期日 Expiry Date      /  /   

出生日期 Birthday      /  /   

地址 Address       

      

國籍 Nationality (For Non-Citizen):      

聯絡電話 TEL      

匯款性質
Nature of Remittance (

請勾選
Please tick)   

 付款人已自行辦理進口通關的貨款 Payments for imported goods with 

customs clearance handled by payee  

 尚未進口之預付貨款 Prepayments for goods not yet imported 

 委外加工貿易 Payments for processing trade / 商仲貿易支出 Payments for 

merchanting trade (貨品經 Goods through 大陸進口 imported from China 且 

受款地區為 OBU 且最終受款地為大陸地區 Remit to OBU and final 

destination is China) 

 贍家匯款支出 Outward remittances of allowances for family or relatives  

 留學支出 Expenditures of studying abroad 

 由本行轉匯國內他行 Foreign exchange transferred to another domestic bank 

( 本人 Applicant’s A/C/ 非本人帳戶 Non-Applicant’s A/C)之外匯(詳述性質

Nature of Remittance:     ) 

       

受款銀行
(
受款人往來銀行

) Beneficiary Bank   

      

      

銀行代碼 SWIFT/ABA/CNAPS      

地址 Address  

      

      

受款銀行所在國家
     (若匯款至國內他行 OBU 帳戶請填"XA") 

Country where the beneficiary bank located (For remittance to an OBU account 
with other local banks, please fill in "XA") 

付款方式
 Method of Payment(

請勾選
Please tick) 

謹授權
 
貴行逕自申請人之存款帳號予以轉帳繳款

 

KGI Bank is authorized to debit the applicant’s account 
for remittance of payment: 

 外匯存款扣帳帳號 Debit FX Deposit A/C No. 

      

幣別(Currency)及金額(Amount) 

              

 新臺幣存款扣帳帳號 Debit NT Deposit A/C No.  

      

金額(Amount)       

 新臺幣現金 NT Cash  外幣現金 FX Cash 其他 Other      

 匯款費用逕自上述存款帳戶扣除 Remittance fee will be deducted 

from the deposit account above 幣別 Currency      
 匯款金額扣除匯款費用後匯出 Remittance fee will be deducted 
from the amount remitted 

申請人已詳閱及同意遵守背面所載匯出匯款約定書之各條款。 
I have reviewed in detail and hereby agree to follow the conditions of 
the outward remittance contract set out in the bac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留存印鑑/簽章 (Signature/Chop of remitter) 

(若本筆匯款款項係憑本申請書代替取款憑條者，請簽蓋申請人上列扣款

帳號之原留印鑑，以作為交易憑證; 若授權扣款自兩個帳戶，且原留印

鑑不同者，須分別註明並簽蓋各該帳戶留存印鑑 If the remittance is 
applied for with this application instead of remittance slip, please 
stamp the applicant’s chop of the above account for verification. If the 
remittance is authorized to deduct from two accounts, and the chops 
of these two accounts are different, please stamp the two chops with 
separate remarks.) 
臨櫃作業關懷提問

(由受理櫃員提問後填寫) 
(適用於個人戶匯款交易金額達等值新臺幣 50 萬元(含)以上者，惟受款

人與申請人為同一人時得免填寫。) 

提醒您!投資應合法管道，避免遭受非法吸金情形而致重大損失 

1.請問您是否認識匯款之受款人？   是     否 

2.申請人辦理匯款目的？           正常   異常 

3.上述提問若有異常或客戶拒答者，請委婉說明並請客戶親簽確 

認與詐騙無關。客戶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4.  客戶拒絕回答及簽名 

受款人
Beneficiary 

帳號 Account No.        

姓名 Name 

      

      

地址 Address 

      

      

電話 TEL      

匯款附言 Instruction / Message for Beneficiary 

      

      

以下由銀行填寫
 FOR BANK USE ONLY HEREUNDER 

□已上網查詢公司登記資料，資料確認無誤 / 已查驗相關證件 

優惠註記: □VIP/VTB □經權內優惠□總行核准編號:______________
 

交易編號 
Reference No.                                                                                                                              

兌換匯率 
Exchange Rate 

 
等值金額

Equivalent Amt 

 

手 續 費 
Handling Fee 

 
郵 電 費 
Cable Fee 

 

合
  
計

 
Total Amt Paid 

 

外匯指定分行 

主 
管 

經 
辦 

驗 
印 

國外部 

主 
管 

經 
辦 

驗 
印 

FRT01(網) 106/08 第一聯：國外部/外匯指定分行留底聯兼交易憑證 

注意事項：:1.申請書如係一頁以上，請於連接二頁騎縫處加蓋原留印鑑.          2.匯出匯款約定書，申請人可自行留存，無須送回。 



                       匯出匯款申請書 APPLICATION FOR OUTWARD REMITTANCE 

 全額到達受款銀行 Full Payment to the Receiving Bank                                      申請日期 Date of Application:     年(Year)  月(Month)  日(Day)  
匯款幣別及金額

 Currency / Amount to be remitted 

      

匯款方式(請勾選) 
Type of Remittance(Please tick) 

 電匯 T/T     票匯 D/D                                  

申請人
Applicant 

姓名 (中文)       

Name (英文)       

      

身分證/統一編號 ID/ ARC/ Passport No       

外僑居留證發證日 Issuing Date      /  /   

          到期日 Expiry Date      /  /   

出生日期 Birthday     /  /   

地址 Address        

      

國籍 Nationality (For Non-Citizen):        

聯絡電話 TEL       

付款方式
 Method of Payment(

請勾選
Please tick) 

謹授權
 
貴行逕自申請人之存款帳號予以轉帳繳款

 
KGI Bank is authorized to debit the applicant’s account 
for remittance of payment: 

 外匯存款扣帳帳號 Debit FX Deposit A/C No. 

      

幣別(Currency)及金額( Amount) 

             

 新臺幣存款扣帳帳號 Debit NT Deposit A/C No. 

      

金額(Amount)      

 新臺幣現金 NT Cash  外幣現金 FX Cash 其他 Other      

 匯款費用逕自上述存款帳戶扣除 Remittance fee will be 
deducted from the deposit account above 幣別 Currency      

 匯款金額扣除匯款費用後匯出 Remittance fee will be 
deducted from the amount remitted 

申請人已詳閱及同意遵守背面所載匯出匯款約定書之各條款。 
I have reviewed in detail and hereby agree to follow the conditions of 
the outward remittance contract set out in the bac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留存印鑑/簽章 (Signature/Chop of remitter) 

(若本筆匯款款項係憑本申請書代替取款憑條者，請簽蓋申請人上列扣款

帳號之原留印鑑，以作為交易憑證; 若授權扣款自兩個帳戶，且原留印

鑑不同者，須分別註明並簽蓋各該帳戶留存印鑑 If the remittance is 
applied for with this application instead of remittance slip, please 
stamp the applicant’s chop of the above account for verification. If the 
remittance is authorized to deduct from two accounts, and the chops 
of these two accounts are different, please stamp the two chops with 
separate remarks.) 
臨櫃作業關懷提問

(由受理櫃員提問後填寫) 
(適用於個人戶匯款交易金額達等值新臺幣 50 萬元(含)以上者，惟受款

人與申請人為同一人時得免填寫。) 

提醒您!投資應合法管道，避免遭受非法吸金情形而致重大損失 

1.請問您是否認識匯款之受款人？   是     否 

2.申請人辦理匯款目的？           正常   異常 

3.上述提問若有異常或客戶拒答者，請委婉說明並請客戶親簽確 

認與詐騙無關。客戶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4.  客戶拒絕回答及簽名
 

匯款性質
Nature of Remittance(

請勾選
Please tick)   

 付款人已自行辦理進口通關的貨款 Payments for imported goods with 

customs clearance handled by payee 

 尚未進口之預付貨款 Prepayments for goods not yet imported 

 委外加工貿易 Payments for processing trade / 商仲貿易支出 Payments for 

merchanting trade (貨品經Goods through 大陸進口 imported from China且 受

款地區為 OBU 且最終受款地為大陸地區 Remit to OBU and final destination is China) 

 贍家匯款支出 Outward remittances of allowances for family or relatives 

 留學支出 Expenditures of studying abroad 

 由本行轉匯國內他行 Foreign exchange transferred to another domestic 

bank ( 本人 Applicant’s A/C/ 非本人帳戶 Non-Applicant’s A/C)之外匯(詳

述性質 Nature of Remittance:)      

       

受款銀行
(
受款人往來銀行

) Beneficiary Bank   

      

        

銀行代碼 SWIFT/ABA/CNAPS        

地址 Address  

      

      

受款銀行所在國家
     (若匯款至國內他行 OBU 帳戶請填"XA") 

Country where the beneficiary bank located (For remittance to an OBU account 
with other local banks, please fill in "XA") 

受款人
Beneficiary 

帳號 Account No.        

姓名 Name 

        

        

地址 Address 

      

      

電話 TEL      

匯款附言 Instruction / Message for Beneficiary 

      

      

以下由銀行填寫
FOR BANK USE ONLY HEREUNDER 

交易編號 
Reference No.                                                                                                                              

兌換匯率 
Exchange Rate 

 
等值金額 
Equivalent Amt 

 

手 續 費 
Handling Fee 

 
郵 電 費 
Cable Fee 

 

合
  
計

 
Total Amt Paid 

 

受理單位章
 

FRT01(網) 106/08 第二聯：客戶留底聯  

注意事項：:1.申請書如係一頁以上，請於連接二頁騎縫處加蓋原留印鑑.          2.匯出匯款約定書，申請人可自行留存，無須送回。 



匯出匯款約定書 
匯出匯款申請人(以下簡稱立約人)委請貴行按正面所列之「匯出匯款申請書」各項內容，將款項匯予指定收款人，

特立本約定書並願遵守下列所載各條款： 

一、 立約人授權貴行或貴行之通匯行，得以認為合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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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行指定，貴行均不負任何責任。

貴行如應立約人之請求協助辦理追蹤、查詢，其所衍生之郵電費及國外銀行收取之費用，概由立約人負擔，貴行並

得要求立約人付款後再行辦理。 

二、 立約人同意:倘匯款電文發送時，因電訊設備、線路等故障或其他非貴行所能控制之原因，致令匯款延遲送達或款項

不能送達時，
貴行應協助辦理轉匯、退匯或重新辦理匯款，其所需之郵電及國外銀行收取之費用，均由立約人負擔

。

但若有可歸責於貴行之事由，則不在此限。 

三、 立約人同意: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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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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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

立約人欲負擔轉匯行扣取之費用者，應另依貴行收費標準先行計付此項

費用。 

五、 
立約人同意貴行將匯款之相關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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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同意該第三人於委託匯款之目的內，得處理及利用立約人之個人資料。 

六、 
立約人/代理人因辦理通匯業務，貴行將蒐集、處理、利用及國際傳輸本匯款申請書應填載之個人資料（下稱通匯資

料），並提供通匯資料予解款行、通匯行、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與貴行合作之事業機構及財金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立約人/代理人若不同意貴行得蒐集、處理、利用及國際傳輸通匯資料，則貴行將無法提供通匯服務，惟

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行使刪除、查詢或閱覽等權利。 

七、 
立約人同意匯出匯款資料如與套寫之留底聯記載不符時，應以貴行留存之第一聯正本記載事項為準。 

八、 
立約人同意本匯款作業，如經國外通匯銀行以收款人被列為恐怖組織或其所屬國被列為禁匯國家等事由，將款項予

以扣押者，相關風險應由立約人自行承擔。 

九、 
立約人(同帳戶持有人)付款方式為新臺幣/外匯存款帳戶轉帳申請者，授權貴行憑本匯出匯款申請書扣款代替取款憑

條，無須另外填寫取款憑條，惟限新臺幣/外匯存款帳戶為立約人持有。 

十、 立約人同意本約定書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凡因本約定書引起之任何糾紛，立約人同意以中華民國台灣台北地

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一、 凱基銀行申訴專線：02-2232-1296。電子信箱：call_center@kgi.com  

匯出匯款收費標準 

一

般

匯

款

 

手續費 

每筆按匯款金額 0.05%計收 

最低 NT200(USD10)、最高 NT800(USD35) 

1.持本行賣出之現鈔匯出者免收買入現鈔手

續費 

2.持非本行賣出之現鈔匯出者，應補收買入

現鈔手續費，手續費率為 1%、最低收取 NT100 

3.匯出匯款改匯、退匯及票匯掛失每筆收取

手續及郵電費用 NT200 及 NT220 

郵電費 

每筆 TWD220 (USD15) 

全額到匯款每筆加收 NT300(USD20) 

票

 

 

匯

 

手續費 

每筆匯款金額按 0.05%計收 

最低 NT200(USD10)、最高 NT800(USD35) 

郵電費 

每筆 TWD220 (USD15) 

 

防範詐騙提醒事項 

因近來詐騙案件頻傳，為維護您個人財產安全，請逐項確認您個人是否有以下類似之情形。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您可

能會受騙，請小心防範，並請撥打「165」警政署防範詐騙專線，查證是否為詐騙集團犯罪手法。 

一、接到信件或簡訊通知中獎，而要求辦理轉帳或匯款，以支付稅金或手續費。 

二、接到來電者自稱法官、檢察官、警察、各大醫院或電信業來電：「你的身分證、健保卡被冒用並涉及洗錢、綁架、

擄車勒贖、欠電話費等，要凍結你的帳戶（財產）或交付保證金或監管（保管）你的銀行存款且不得對外洩露，不

從就羈押你」。 

三、接到自稱係金管會、法務部或行政執行處等公務單位來電，要求交付現金或名下財產監管或匯入對方所提供之公正

（安全）帳戶內；對方要求您不可掛斷電話，使您的電話保持通話中。 

四、接到自稱係法院執行命令、金融機構或公用事業（如中華電信、臺灣電力公司）催繳欠款通知，經電詢後，對方要

求匯款至該機構以外之特定人帳戶，或以約定轉帳方式辦理繳款。 

五、傳單或報紙分類廣告關於求職、尋求貸款、加盟或購買各類商品，而要求存入權利金或保證金。 

六、接到通知子女向錢莊借貸、與人作保現被綁架，要求以現金、匯款或約定轉帳方式交付款項。 

如您發覺遭詐騙請撥打「165」警政署防範詐騙專線或逕向「110」報案；或逕向匯款解款行聯繫，請其注意防範。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凱基銀行關心您，提醒您，請勿將密碼告知或交付他人保管使用或聽從他人指示設定密碼/轉入非

本人個人存摺存款帳戶/提領現金。 

 

FRT01(網) 106/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