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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自動/變更/終止扣繳信用卡帳款授權書

※	 簽名即表示帳戶持有人以及正卡持卡人業已充分瞭解並同意本授權書各項約定。

※	 填妥後請將本授權書寄至(104-19)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50號6樓。
※	 申請手續約需20~45天，核准生效後，您次月之消費帳單上將列印自動扣繳通知。未辦妥前，請先自行繳

款，以免產生循環信用利息及違約金。
※	 本授權書與各項所附文件，恕不退還。

正卡人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帳戶持有人親簽	　　　　　　　　　　　　　 正卡人親簽	　　　　　　　　　　　　　

(如帳戶持有人與正卡人為同一人時此欄位免簽名)　　

請
務
必
填
寫

←

←

帳戶持有人
姓		名

帳戶持有人
身分證字號 聯絡

電話

(住家)

(公司)

※	使用郵局帳戶扣款，帳戶持有人需與信用卡正卡人相同! (手機)

請		勾		選
授權銀行

□	台北富邦銀行
□	郵局
□	其它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漁會
　	(透過媒體交換ACH機制扣款，參

加機構名單請見第一聯背面)

授權扣
抵金額

□	應繳總金額
□	最低應繳金額
　		(請勾選，若未勾選則以應繳總金額扣繳)

銀行/信合社/農漁會	活期（活儲）存款帳號 郵局存款帳號 存款開戶印鑑

金融機構代號：□	□	□–□	□	□	□
_________________	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漁會

_________________	分行	/分社/分會

帳號：□□□□□□□□□□□□□□

存簿立帳局號	□□□□□□-□

存簿儲金帳號	□□□□□□-□

劃撥儲金帳號	□□□□□□□□ *請逐聯簽蓋原留印鑑

發 	 	 動 	 	 行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0122009) 交 易 代 號 851	信用卡款

發動者統編 27183523 用戶號碼=正卡人身分證字號

銀行專用

請勿填寫

受理機構核對印鑑 台北富邦銀行

主管																																經辦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主管																																經辦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一、	立授權書人(即帳戶持有人)茲為便於支付台北富邦銀行信用卡之下列正卡持卡人_________(以下稱持卡人)之所
有富邦信用卡(含附卡)及其未來向本行所申請之信用卡應付帳款，謹授權		台北富邦銀行按期於繳款期限隔日
(如遇國定假日或星期假日則順延至次一營業日)，自帳戶持有人於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漁會/郵局所開立之活期
或活儲存款帳戶內存款餘額，自動扣抵支付前開信用卡消費帳單之應繳總額或最低應繳金額。帳戶持有人同
意授權銀行如為台北富邦銀行時，台北富邦銀行得自約定扣款日至次期結帳前一營業日期間逐日扣抵該帳戶
所有餘額至約定比率為止；惟若同意授權銀行為郵局或其它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漁會時，當帳戶餘額不足支付
授權扣抵金額時，則當期不予扣抵。持卡人就支付遲延而產生之利息、違約金及其他費用應自行負責。

二、	帳戶持有人若欲授權以其郵局存簿儲金帳戶或郵政劃撥儲金帳戶扣款者，則持卡人須為帳戶持有人本人，且
同意持卡人之帳單結帳日如為下列日期者將予以變更：

	 原帳單結帳日為2日者，改為每月	4日；原帳單結帳日為	6、8、10、12日者，改為每月14日；
	 原帳單結帳日為16、18日者，改為每月20日；原帳單結帳日為	22、24日者，改為每月26日。

三、	帳戶持有人同意欲變更扣繳帳號、扣繳金額或終止授權自動扣繳時，須填寫本授權書通知台北富邦銀行變更
或終止。且若持卡人持有兩張以上之富邦信用卡，本自動扣繳作業並不因部分信用卡停用而失效或受影響，
惟如持卡人與台北富邦銀行間之所有信用卡契約均已解除或終止，且未結欠台北富邦銀行任何信用卡應付帳
款者，則縱未通知台北富邦銀行終止自動扣繳之授權，本自動扣繳之授權即視為終止。

四、	授權自動扣繳生效後，請持卡人勿再另行繳款，以免重複，提前或重複繳款依台北富邦銀行信用卡約定條款
之溢繳款相關規定辦理。

申請項目:				1.	□	委託				2.	□	變更				3.	□	終止（※請您務必確認所填帳號與存摺內容相符，並逐聯簽蓋原留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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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機構代號 金融機構名稱 金融機構代號 金融機構名稱 金融機構代號 金融機構名稱 金融機構代號 金融機構名稱 金融機構代號 金融機構名稱

本國銀行(共36家) 6030016 基隆市農會 6141327 芬園鄉農會 6080088 八德市農會 6170035 布袋鎮農會

0040037 台灣銀行 6060019 三重區農會 6141338 芳苑鄉農會 6080103 新屋鄉農會 6170046 大林鎮農會

0050418 土地銀行 6060020 板橋區農會 6250014 台中市農會 6080114 龍潭鄉農會 6170057 民雄鄉農會

0060567 合作金庫 6060031 淡水區農會 台南市 6080136 復興鄉農會 6170068 溪口鄉農會

0070937 第一銀行 6060042 樹林區農會 5170016 南市區漁會 6080686 平鎮市農會 6170079 東石鄉農會

0081005 華南銀行 6060053 鶯歌區農會 6040017 台南市農會 6090089 台灣省農會 6170080 義竹鄉農會

0095185 彰化銀行 6060064 三峽區農會 5180017 南縣區漁會 新竹市 6170091 鹿草鄉農會

0110026 上海銀行 6060075 新莊區農會 6180025 新營區農會 5070013 新竹區漁會 6170105 太保市農會

0122009 台北富邦銀行 6060086 汐止區農會 6180036 鹽水區農會 6100016 關西鎮農會 6170116 水上鄉農會

0130017 國泰世華銀行 6060097 土城區農會 6180047 白河區農會 6100027 新埔鎮農會 6170127 中埔鄉農會

0162380 高雄銀行 6060101 蘆洲區農會 6180058 麻豆區農會 6100038 竹北市農會 6170138 番路鄉農會

0172015 兆豐國際商銀 6060112 五股區農會 6180069 佳里區農會 6100050 湖口鄉農會 6170149 竹崎地區農會

0180012 全國農業金庫 6060123 林口區農會 6180070 新化區農會 6100061 新竹市農會 6170150 梅山鄉農會

0210018 花旗(台灣) 6060134 泰山區農會 6180081 善化區農會 6100072 芎林鄉農會 6170806 六腳鄉農會

0500108 台灣企銀 6060145 坪林區農會 6180092 柳營區農會 6100083 寶山鄉農會 6170817 新港鄉農會

0520672 渣打商銀 6060156 八里區農會 6181000 南化區農會 6100094 峨眉鄉農會 6170862 嘉義市農會

0530020 台中商銀 6060167 金山地區農會 6180106 後壁區農會 6100108 北埔鄉農會 6171342 阿里山鄉農會

0540537 京城商銀 6060178 瑞芳地區農會 6180117 東山區農會 6100119 竹東鎮農會 屏東縣

0810016 匯豐(台灣) 6060189 新店地區農會 6180128 下營區農會 6100120 橫山地區農會 5230015 琉球區漁會

1010011 大台北商銀 6060190 中和地區農會 6180139 六甲區農會 6100463 新豐鄉農會 5230037 東港區漁會

1020010 華泰銀行 6060204 深坑區農會 6180140 官田區農會 苗栗縣市 5230048 林邊區漁會

1030019 臺灣新光商銀 6060466 石碇區農會 6180151 大內區農會 5090015 南龍區漁會 6200031 東港鎮農會

1080014 陽信銀行 6060477 平溪區農會 6180162 西港區農會 5090026 通苑區漁會 6200042 恆春鎮農會

1180020 板信銀行 6060499 石門區農會 6180184 將軍區農會 6110017 苗栗市農會 6200075 麟洛鄉農會

1470022 三信商銀 6061290 三芝區農會 6180195 北門區農會 6110028 頭份鎮農會 6200086 九如鄉農會

8030021 聯邦銀行 6230012 北投區農會 6180209 學甲區農會 6110039 竹南鎮農會 6200112 里港鄉農會

8050012 遠東國際 6230023 士林區農會 6180210 新市區農會 6110040 通霄鎮農會 6200167 崁頂鄉農會

8060219 元大銀行 6230034 內湖區農會 6180221 安定區農會 6110051 苑裡鎮農會 6200189 南州地區農會

8070014 永豐銀行 6230045 南港區農會 6180232 山上區農會 6110062 後龍鎮農會 6200204 琉球鄉農會

8080015 玉山銀行 6230056 木柵區農會 6180243 玉井區農會 6110073 卓蘭鎮農會 6200215 滿州鄉農會

8090197 萬泰銀行 6230067 景美區農會 6180276 左鎮區農會 6110084 西湖鄉農會 6200237 內埔地區農會

8100364 新加坡星展 6270016 連江縣農會 6180287 仁德區農會 6110095 公館鄉農會 6200259 枋山地區農會

8120012 台新國際 台中市 6180298 歸仁區農會 6110109 銅鑼鄉農會 6200868 屏東市農會

8140025 大眾銀行 5110010 彰化區漁會 6180302 關廟區農會 6110110 三義鄉農會 6200879 車城地區農會

8150015 日盛國際銀行 6120030 東勢區農會 6180313 龍崎區農會 6110121 造橋鄉農會 6200880 屏東縣農會

8160038 安泰銀行 6120041 清水區農會 6180324 永康區農會 6110132 南庄鄉農會 6200891 枋寮地區農會

8220901 中國信託 6120052 梧棲區農會 6181398 七股區農會 6110143 獅潭鄉農會 6200905 竹田鄉農會

外商(共10家) 6120063 大甲區農會 6181402 楠西區農會 6110154 頭屋鄉農會 6200916 萬丹鄉農會

0200017 日商瑞穗實業 6120074 沙鹿區農會 高雄市 6110165 三灣鄉農會 6200927 長治鄉農會

0220019 美國銀行台北 6120085 大里區農會 5200012 高雄區漁會 6110176 大湖地區農會 6200938 林邊鄉農會

0250012 菲律賓首都 6120096 霧峰區農會 5200023 小港區漁會 南投縣 宜蘭縣市

0390019 澳商澳盛銀行 6120100 太平區農會 5210024 興達港區漁會 6130019 南投市農會 5050011 頭城區漁會

0720014 德商德意志 6120111 烏日區農會 5210068 林園區漁會 6130020 草屯鎮農會 5050022 蘇澳區漁會

0750006 香港商東亞 6120122 后里區農會 5210079 彌陀區漁會 6130031 集集鎮農會 6070010 宜蘭市農會

0760018 美商摩根大通 6120144 大雅區農會 5210091 永安區漁會 6130042 埔里鎮農會 6070021 頭城鎮農會

0820017 法商巴黎 6120155 潭子區農會 6050018 高雄市農會 6130053 竹山鎮農會 6070032 羅東鎮農會

0860011 法商東方匯理 6120166 石岡區農會 6051336 小港區農會 6130064 中寮鄉農會 6070043 礁溪鄉農會

0920010 瑞商瑞士 6120177 新社區農會 6190015 鳳山區農會 6130075 名間鄉農會 6070054 壯圍鄉農會

信合社(共25家) 6120188 大肚區農會 6190026 岡山區農會 6130086 魚池鄉農會 6070065 員山鄉農會

1040018 台北市五信 6120199 外埔區農會 6190037 旗山區農會 6130097 水里鄉農會 6070076 五結鄉農會

1060016 台北市九信 6120203 大安區農會 6190048 美濃區農會 6130101 國姓鄉農會 6070087 冬山鄉農會

1140015 基隆市一信 6120214 龍井區農會 6190059 橋頭區農會 6130112 鹿谷鄉農會 6070098 蘇澳地區農會

1150014 基隆市二信 6120432 和平區農會 6190060 燕巢區農會 6130123 信義鄉農會 6070102 三星地區農會

1190010 淡水一信 6121107 豐原區農會 6190071 田寮區農會 6130190 仁愛鄉農會 花蓮縣市

1200016 淡水信合社 6121118 神岡區農會 6190082 阿蓮區農會 雲林縣 6210010 花蓮市農會

1240012 宜蘭信合社 6140021 鹿港鎮農會 6190093 路竹區農會 5120011 雲林區漁會 6210021 吉安鄉農會

1270019 桃園信合社 6140032 和美鎮農會 6190107 湖內區農會 6160012 斗六市農會 6210032 壽豐鄉農會

1300013 新竹一信 6140043 員林鎮農會 6190118 茄萣區農會 6160023 虎尾鎮農會 6210043 富里鄉農會

1320039 新竹三信 6140054 溪湖鎮農會 6190129 彌陀區農會 6160034 西螺鎮農會 6210054 瑞穗鄉農會

1460014 台中二信 6140065 田中鎮農會 6190130 永安區農會 6160045 北港鎮農會 6210065 玉溪地區農會

1580019 彰化市一信 6140076 北斗鎮農會 6190141 梓官區農會 6160056 斗南鎮農會 6210076 鳳榮地區農會

1610013 彰化市五信 6140087 二林鎮農會 6190185 林園區農會 6160067 土庫鎮農會 6210087 光豐地區農會

1620021 彰化六信 6140098 線西鄉農會 6190196 大寮區農會 6160078 古坑鄉農會 6210098 新秀地區農會

1630011 彰化十信 6140102 伸港鄉農會 6190211 仁武區農會 6160089 大埤鄉農會 台東縣

1650019 鹿港信合社 6140124 秀水鄉農會 6190222 大社區農會 6160090 莿桐鄉農會 5240016 新港區漁會

1780013 嘉義三信 6140135 花壇鄉農會 6190244 杉林區農會 6160115 二崙鄉農會 6220011 關山鎮農會

1790012 嘉義四信 6140157 大村鄉農會 6190255 甲仙區區農會 6160126 崙背鄉農會 6220022 成功鎮農會

1880010 台南市三信 6140179 埔心鄉農會 6190303 六龜區農會 6160137 台西鄉農會 6220033 池上鄉農會

2040011 高雄三信 6140180 永靖鄉農會 6191089 鳥松區農會 6160148 褒忠鄉農會 6220103 東河鄉農會

2150044 花蓮一信 6140191 社頭鄉農會 6191104 大樹區農會 6160159 東勢鄉農會 6220055 長濱鄉農會

2160016 花蓮二信 6140205 二水鄉農會 6191115 內門區農會 6160160 四湖鄉農會 6220066 台東地區農會

2220017 澎湖一信 6140216 田尾鄉農會 桃園縣 6160171 口湖鄉農會 6220077 鹿野地區農會

2230016 澎湖二信 6140227 埤頭鄉農會 5060012 桃園區漁會 6160182 水林鄉農會 6220088 太麻里地區農會

2240015 金門縣信合社 6140249 大城鄉農會 6080011 桃園市農會 6160193 元長鄉農會 澎湖縣

農漁會(共302家) 6140250 溪州鄉農會 6080033 大溪鎮農會 6160207 麥寮鄉農會 5250017 澎湖區漁會

台北市、新北市、基隆、金馬地區 6140261 竹塘鄉農會 6080044 楊梅鎮農會 6160768 林內鄉農會 6240013 澎湖縣農會

5030019 基隆區漁會 6140869 埔鹽鄉農會 6080055 大園鄉農會 嘉義縣市 共373家參加單位
※��本表僅供參考，實際參加單位

請至本行網站查詢。
5040010 瑞芳區漁會 6141305 福興鄉農會 6080066 蘆竹鄉農會 5150014 嘉義區漁會

5040032 萬里區漁會 6141316 彰化市農會 6080077 龜山鄉農會 6170024 朴子市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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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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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存

一、	立授權書人(即帳戶持有人)茲為便於支付台北富邦銀行信用卡之下列正卡持卡人_________(以下稱持卡人)之所
有富邦信用卡(含附卡)及其未來向本行所申請之信用卡應付帳款，謹授權		台北富邦銀行按期於繳款期限隔日
(如遇國定假日或星期假日則順延至次一營業日)，自帳戶持有人於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漁會/郵局所開立之活期
或活儲存款帳戶內存款餘額，自動扣抵支付前開信用卡消費帳單之應繳總額或最低應繳金額。帳戶持有人同
意授權銀行如為台北富邦銀行時，台北富邦銀行得自約定扣款日至次期結帳前一營業日期間逐日扣抵該帳戶
所有餘額至約定比率為止；惟若同意授權銀行為郵局或其它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漁會時，當帳戶餘額不足支付
授權扣抵金額時，則當期不予扣抵。持卡人就支付遲延而產生之利息、違約金及其他費用應自行負責。

二、	帳戶持有人若欲授權以其郵局存簿儲金帳戶或郵政劃撥儲金帳戶扣款者，則持卡人須為帳戶持有人本人，且
同意持卡人之帳單結帳日如為下列日期者將予以變更：

	 原帳單結帳日為2日者，改為每月	4日；原帳單結帳日為	6、8、10、12日者，改為每月14日；
	 原帳單結帳日為16、18日者，改為每月20日；原帳單結帳日為	22、24日者，改為每月26日。

三、	帳戶持有人同意欲變更扣繳帳號、扣繳金額或終止授權自動扣繳時，須填寫本授權書通知台北富邦銀行變更
或終止。且若持卡人持有兩張以上之富邦信用卡，本自動扣繳作業並不因部分信用卡停用而失效或受影響，
惟如持卡人與台北富邦銀行間之所有信用卡契約均已解除或終止，且未結欠台北富邦銀行任何信用卡應付帳
款者，則縱未通知台北富邦銀行終止自動扣繳之授權，本自動扣繳之授權即視為終止。

四、	授權自動扣繳生效後，請持卡人勿再另行繳款，以免重複，提前或重複繳款依台北富邦銀行信用卡約定條款
之溢繳款相關規定辦理。

申請項目:				1.	□	委託				2.	□	變更				3.	□	終止（※請您務必確認所填帳號與存摺內容相符，並逐聯簽蓋原留印鑑）

委託自動/變更/終止扣繳信用卡帳款授權書

※	 簽名即表示帳戶持有人以及正卡持卡人業已充分瞭解並同意本授權書各項約定。

※	 填妥後請將本授權書寄至(104-19)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50號6樓。
※	 申請手續約需20~45天，核准生效後，您次月之消費帳單上將列印自動扣繳通知。未辦妥前，請先自行繳

款，以免產生循環信用利息及違約金。
※	 本授權書與各項所附文件，恕不退還。

正卡人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帳戶持有人親簽	　　　　　　　　　　　　　 正卡人親簽	　　　　　　　　　　　　　

(如帳戶持有人與正卡人為同一人時此欄位免簽名)　　

請
務
必
填
寫

←

←

帳戶持有人
姓		名

帳戶持有人
身分證字號 聯絡

電話

(住家)

(公司)

※	使用郵局帳戶扣款，帳戶持有人需與信用卡正卡人相同! (手機)

請		勾		選
授權銀行

□	台北富邦銀行
□	郵局
□	其它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漁會
　	(透過媒體交換ACH機制扣款，參

加機構名單請見第一聯背面)

授權扣
抵金額

□	應繳總金額
□	最低應繳金額
　		(請勾選，若未勾選則以應繳總金額扣繳)

銀行/信合社/農漁會	活期（活儲）存款帳號 郵局存款帳號 存款開戶印鑑

金融機構代號：□	□	□–□	□	□	□
_________________	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漁會

_________________	分行	/分社/分會

帳號：□□□□□□□□□□□□□□

存簿立帳局號	□□□□□□-□

存簿儲金帳號	□□□□□□-□

劃撥儲金帳號	□□□□□□□□ *請逐聯簽蓋原留印鑑

發 	 	 動 	 	 行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0122009) 交 易 代 號 851	信用卡款

發動者統編 27183523 用戶號碼=正卡人身分證字號

銀行專用

請勿填寫

受理機構核對印鑑 台北富邦銀行

主管																																經辦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主管																																經辦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第一版〉12-1024 (103. 2. 1,000本) 廣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