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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運通新加坡航空天宇信用卡申請表

本申請表僅供參閱

中文姓名                                  出生日期

Name in Chinese Date of Birth    民國      年Y      月M      日D

您的個人資料 YOUR PERSONAL DETAILS

縣　　   鄉鎮　　　   里　　  　         路　   　段　　   弄　　　　

市　　   市區　　　   村　　       　    街　　　巷　   　號　
　   樓之      室

E-mail
請務必填寫

申請人擬在美國運通新加坡航空天宇信用卡上使用之英文名字 (請與護照相同) ，全名不超過二十格

Show how you want your name to appear on the Card. (maximum 20 characters)

戶籍地址
Permanent
address

住宅地址Residential address　 □同戶籍Same as permanent address　 □另列如下Other

您目前的住宅是　    1.□租賃Rented   2.□親屬資產Relative's property  3.□自有資產無貸款Owned Type 

of Current Residence   4.□自有資產有貸款Mortgaged

電話     （住宅）                                行動

Tel. No.  (Home)             Mobile Phone 

學歷　　 1.□國小　　    2.□國中　　   3.□高中/高職　 4.□大專/大學　　     5.□研究所或以上

Education Preliminary Secondary High School College/University Graduate or above 

我們會不時透過 E - m a i l向會員介紹適合的活動訊息，您也有權於任何時候要求美國運通將您的名單移除。
We may send you information through e-mail about bene�ts and o�ers suited to your needs. If you do 
not want to receive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by e-mail from American Express in the future, please 
contact American Express to remove your e-mail address.

身分證/外僑居留證號碼 (請附寄身分證或外僑居留證正反面影本)

ID/Alien Resident Certi�cate (ARC) no.( Please enclose double sided copy of ID/ARC)

身份證發照日

Date of ID issue：民國      年Y      月M      日D      □初發Initial  □補發Replacement  □換發Reissue

外僑居留證發照日Date of ARC issue：西元　　      年Y　　   月M　 　  日D

鄰

行業別         公司統一編號 Company registration no.  任職機構名稱
Industry                                               Company name

您的職業資料 YOUR OCCUPATION



 寄發美國運通新加坡天宇信用卡及帳單地址（請勾選一項）BILLING ADDRESS (Select One)

1.□ 住宅地址 Residential address   2.□ 任職機構地址 Company address

3.□ 戶籍地址 Permanent address   

請指定帳單語言Billing language preference　　     □ 中文Chinese　　　  □ 英文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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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人聲明及同意事項 STATEMENT AND AGREEMENT

一、申請人收到美國運通所核發的信用卡，可以在七日內通知美國運通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

擔任何費用，但已使用卡片者不在此限。

二、申請人□同意                                 (請務必簽名) / □不同意

授權美國運通於行銷目的之範圍內(包括但不限於美國運通所提供之產品優惠介紹及促銷活動)蒐集、

處理、國際傳遞及利用本人因申請卡片提供之個人資料，及於行銷目的之範圍內將本人之個人資料(包括

姓名、出生年月日、電話、地址、身分證統一編號、卡片有效期間及部分卡號等資料)提供予台灣美國運通

人身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美國運通產物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合稱美國運通保代)為蒐集、

處理、國際傳遞及利用。美國運通保代對所蒐集之資料將依法保密。 申請人日後如不同意上述之

資料蒐集、處理、國際傳遞及利用，可隨時以書面通知或撥打美國運通會員服務專線取消之。

三、申請人□同意 / □不同意 美國運通於市場調查目的之範圍內得依法令規定蒐集、處理、利用及國際傳遞本人

資料予美國運通全球之關係企業及/或美國運通委託之第三方市場調查研究單位（若無勾選則視為不同意）。

四、為提供美國運通新加坡航空天宇信用卡之優惠（如哩程轉換等），申請人□同意 / □不同意「新加坡

航空」使用申請人之基本資料（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日、電話、地址及簽帳卡有效期限）。若勾選

不同意，申請人將無法享受優惠，美國運通亦無法核發美國運通新加坡航空天宇信用卡，並將與您

電話聯絡（若無勾選則視為不同意）。

任職機構地址

Company address

電話Tel No.    (        )                             分機Ext.      年資共Length of service　　  年Y

□1.股東Shareholder　□2.獨資Self - employed　□3.職員Employee　 職位Position 

您的個人年收入總額  

Annual Gross Salary

3

 持有信用卡記錄 OTHER CREDIT CARD DATA

如已持有其他美國運通卡，請註明卡號 Current American Express Charge Card A/C No.

＊如您目前已持有任何一張美國運通發行之航空公司聯名信用卡(美國運通國泰航空尊尚信用卡及美國運通

國泰航空信用卡)，在您新申請美國運通新加坡航空天宇信用卡並獲核准的同時，您原已持有的美國運通

航空公司聯名信用卡將予以取消，該帳戶上之帳上餘額將自動轉到您名下新核發卡片之帳戶，但原所

累積的里/哩數將轉至原卡片所屬之航空計劃。

＊無論您是否已持有美國運通卡，在您的新卡獲核准後，若需使用「直接轉帳付款」繳付每月帳款，皆請

再次申辦此服務，以透過指定的金融機構繳付每月帳款。申辦後約需30天的作業時間方能生效，因此

第一期帳款需要請您自行繳付，建議您可選擇以下任一方式進行：1.自動提款機轉帳繳款，2.銀行代收

及郵政劃撥，3.即期支票。



五、申請人使用信用卡時可能產生的各項費用、循環信用利率及違約金等一覽表如下：

六、美國運通就申請人逾期未清償之債務，依規定得出售予資產管理公司。

七、美國運通要主動調高信用卡信用額度前，會先徵得申請人書面同意。

八、一經美國運通核發卡片後，不論是否動用額度，相關紀錄均會登載於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九、若申請人未按時依約繳款，美國運通得委外催收或依民事訴訟程序申請強制執行，並依相關規定

登錄於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可能影響申請人未來申辦其他貸款、信用卡之權益。

十、若您的申請書填載為學生身份，美國運通會將發卡之情事通知您的父母或法定代理人，請其注意您

使用信用卡的情形。美國運通如發現您未據實告知具有學生身份，且有持卡超過三家及每家信用額度

已超過新臺幣二萬元之情事，美國運通將立即通知您停止卡片的使用。

十一、美國運通、美國運通全球關係企業、往來之金融機構、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及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

得依法令規定蒐集、處理、國際傳遞及利用信用卡申請人及持卡人之個人資料（包括但不限於

美國運通自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得之資料）。

十二、信用卡申請人或持卡人於信用卡申請表上填載之連絡地址、電子郵件帳號、電話、行動電話、

職業或職務有所變動時，應立即通知美國運通。

十三、主卡持卡人與附屬卡持卡人之關係

(一)主卡持卡人就其自己與附屬卡持卡人使用信用卡所生應付帳款之全部應負清償責任。附屬卡持卡人就

自己使用附屬卡所生之應付帳款，應與主卡持卡人負連帶清償責任。

(二)主卡持卡人應向附屬卡持卡人提供本契約內容及日後任何有關本契約之增刪修改及通知。主卡掛失或

停止使用時，附屬卡亦應停止使用。

(三)美國運通將業務上有關文書或對主卡或附屬卡持卡人之其他通知，向主卡持卡人最後通知之連絡

地址、申請表所載連絡地址或行動電話號碼發出郵件或簡訊後，經通常傳遞之期間，即視為已合法

送達於主卡持卡人及附屬卡持卡人。

十四、持卡人預期自己將無意願或無能力支付應付帳款之全部或一部時，不得使用信用卡。

十五、如持卡人使用信用卡向第三人定期支付款項（包括但不限保險費及電信費用）時，於持卡人換發

新卡或變更卡別時，在持卡人通知該第三人更新代付費用卡片訊息前，持卡人同意繼續以該信用

卡代為支付費用。

申請人確認業經合理期間詳細審閱並完全了解所列信用卡之所有利率/費用及上述聲明內容，並同意接受
本申請書共九頁所載信用卡注意事項之內容，同意簽名如下以示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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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運通新加坡航空天宇信用卡各項費用與利率說明

項　目                                                     計　費　方　式

年費

循環信用年利率及
預借現金年利率

遲延違約金

國外交易服務費

預借現金手續費

調閱簽帳單手續費 

補發交易明細手續費  

主卡新臺幣3,000元(首年免年費) / 含一張主卡及至多四張附屬卡
* 每年年費產生月份前12個月內，累計消費達新臺幣16萬元，
即可享有次年免年費禮遇，年費及循環利息恕不包括

* 第五張以上每張附屬卡年費為新臺幣1,200元

9.99% / 12.99% / 13.99% / 14.99%
（循環利率之基準日為2015年9月1日）

每期新臺幣300元（最高連續收取三期）

每筆依折算金額加計2%，由美國運通信用卡國際組織收取

國外：每筆款額3.5%或新臺幣100元（以較高者為準）

國內消費每件新臺幣50元，國外消費每件新臺幣100元

每份新臺幣100元

＊未按時依約繳款之紀錄，將登錄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而影響您未來申辦其他貸款之權利。

X 民國      年Y      月M      日D
日期 Date

美國運通新加坡航空天宇信用卡申請人中文正楷簽名 Signature of appl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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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文件

請在空格內打“    ”確定您已備齊以下文件。

Please place a “     ” in the appropriate box below to ensure you have the necessary documentation.

●必須文件：

□ 主卡、附屬卡申請人的新式身分證正反兩面影本（外籍人士需附護照影本及六個月以上效期的外僑
居留證正反兩面影本）。

Double sided copy of ID card (for R.O.C citizens)/ Passport  and ARC (for foreigners) for you 
and any Supplementary Card applicant.

□ 主卡申請人的個人所得證明文件影本，如：前一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明細、扣繳憑單、最近三個月的
薪資證明等。 

Proof of income (e.g. tax return, income statement, etc.)

●如您有以下證明文件，請一併附上，以利處理您的申請：

□ 主卡申請人的其他財力證明文件，例如：最近三個月的活期存款影本、定期存單影本、不動產證明
影本等(均含封面)。

Copy of bank account book with last 3 months of activity (with cover). If you own real 
estate, please enclose copies of the certi�cates.

□ 名片 Business Card

＊主卡申請人若為事業負責人或主要股東，請附上事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或事業變更登記表影本)、最近
四個月的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影本(或前一年度稅捐單位認證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
股東名冊影本。

If the basic card applicant is the company’s responsible person or major shareholder, please 
provide copies of company registration documents (or corporate particulars), declaration of total 
sales and tax for the last 4 months (or �led tax documents for pro�t-seeking enterprise income tax 
certi�ed by tax authorities), and register of shareholders.

＊政府為避免金融機構過度授信或發卡，規定申請人於全體金融機構之無擔保債務歸戶後之總餘額（包括
簽帳卡、信用卡、現金卡及信用貸款）除以平均月收入，不宜超過22倍，此項規定將影響發卡之決定，
如您有更充分之財力證明文件請一併附上影本。

According to governmental regulation, �nancial institutions shall not grant credit line or issue 
credit cards to the debtors the total balance of whose unsecured debts (including charge card, 
credit card, cash card, and unsecured loan) exceeds 22 times of his/her average monthly 
income. This regulation will e�ect the decision of card issuing. Please provide copies of any 
su�cient �nancial statements to ensure your personal interest and privilege.
＊美國運通保留最終核卡與否的權利。

American Express reserves the right of �nal approval of all applications received.
本公司將不發還所附文件影本，但對您的各項資料絕對保密。

The company will not return these documents but will keep all information herein and/or herewith 
as con�dential.

KrisFlyer新航獎勵計劃資料 KrisFlyer Membership

您的新加坡航空獎勵計劃KrisFlyer會員號碼：KrisFlyer Membership No.

若您尚未成為新加坡航空獎勵計劃KrisFlyer會員，請至http://www.singaporeair.com.tw即刻申請

請勾選您的新加坡航空獎勵計劃KrisFlyer會員級別：

□ Solitaire PPS Club  □ PPS Club   □ KrisFlyer 菁英金卡         

□ KrisFlyer 菁英銀卡         □ KrisFlyer 基本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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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決定申請美國運通新加坡航空天宇信用卡主卡或附屬卡之前，請詳讀下列事項。當美國運通核發

信用卡予您後，下列事項均構成美國運通信用卡會員總約定條款之一部份：

一、應付及可能負擔之費用：

(一)年費：信用卡申請人於美國運通核發信用卡後，除經美國運通同意免收或減收年費外，應於美國運通

指定期限內繳交年費（費用詳見美國運通新加坡航空天宇信用卡各項費用與利率說明）。適用「優遊常客

計劃」之持卡人，除白金卡會員無需繳交額外年費外，應依申請該計劃之說明書另行繳交額外年費。

(二)循環信用利息：持卡人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應繳付當期帳單所載之應付帳款或最低應繳金額以上之

帳款。持卡人就剩餘未付款項得延後付款，並依下列方式計付循環信用利息，且得隨時清償原延後付款

金額之全部或部份。但持卡人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結清全部應付帳款，或繳款後剩餘未付款項不足

新臺幣1,000元者，當期發生之循環信用利息，不予計收。

1. 如持卡人於繳款截止日前未繳清全部應付帳款，則對持卡人之「得計入循環信用本金之帳款」，於

依美國運通信用卡會員總約定條款第十五條規定方式抵充後之帳款餘額範圍內，自各筆帳款入帳日起，

按當時持卡人適用之循環信用利率逐日計付循環信用利息至該筆帳款結清之日止（元以下四捨五入）。

2.新持卡人於持卡初期應適用之循環信用利率，將列於美國運通寄送予持卡人之信用卡帳單中。美國運通
會定期審視持卡人之信用狀況、繳款情形，以決定是否調整持卡人應適用之循環信用利率。此外，

美國運通亦得於依美國運通信用卡會員總約定條款第二十一條規定通知持卡人後，考量資金成本、

營運成本（含營運利潤）及風險損失成本而變更利率調整事由。

 美國運通新加坡航空天宇信用卡附屬卡申請表

＊如欲申請美國運通新加坡航空天宇信用卡附屬卡，請填妥以下部分。（您可同時為您的父母、配偶、十六歲以上
之子女、兄弟姐妹及配偶父母申請美國運通附屬信用卡，第一年免年費，至多四張附屬卡，第五張以上每張附屬卡
年費為新臺幣1,200元）Please complete this application form in block letters. You could apply a Supplementary Card 
for your spouse, parent, children, sibling who is aged 16 or above as well as your parent in law. First year annual fee is 
waived for maximum 4 Supplementary Cards. Annual fee is NT$1,200 for the �fth Supplementary Card.
＊附屬卡申請人請附上與主卡申請人之親屬關係證明及個人身分證（外籍人士則需附上護照影本及六個月以上效期的
外僑居留證正反兩面影本）。Applicants for Supplementary Cards should provide proof of their family 
relationship to the Basic Card applicant and double sided copy of ID card (for R.O.C citizens)/ Passport  and 
ARC (for foreigners).  ＊美國運通依法令或契約向附屬卡會員發送之附屬卡及通知，得逕向主卡會員帳單地址為之，
並對附屬卡會員發生送達效力。American Express will deliver the card and notices to the Supplementary 
Card holders to the address of the Basic Card holder,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s or the General 
Agreement, and the delivery will carry out e�ectiveness to the Supplementary Card holder.  ＊下款簽名證明：
本人已經閱讀，並同意遵守申請書正面及背面各項條款與聲明。美國運通保留最終核卡之權利。By signing below, 
I certify that I have read and agreed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and disclosures on the application form. I agree that 
American Express reserves the right of �nal approval of all applications received.

中文姓名 關係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民國　 　　  年Y　   　　月M　 　  　日D

申請人擬在美國運通新加坡航空天宇信用卡上使用之英文名字（請與護照相同），全名不超過二十格
Show how you want your name to appear on the Card. (maximum 20 characters)

Name in Chinese Relationship

身分證/外僑居留證號碼 (請附寄身分證或外僑居留證正反面影本)

ID/Alien Resident Certi�cate (ARC) no.( Please enclose double sided copy of ID/ARC)
身份證發照日

Date of ID issue：民國      年Y      月M      日D      □初發Initial  □補發Replacement  □換發Reissue
外僑居留證發照日Date of ARC issue：西元　　      年Y　　   月M　 　  日D

美國運通新加坡航空天宇信用卡注意事項

請繼續閱讀次頁注意事項，如有任何疑問，請洽詢服務專線

＊未按時依約繳款之紀錄，將登錄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而影響您未來申辦其他貸款之權利。

X
美國運通新加坡航空天宇信用卡附屬卡申請人中文正楷簽名 Signature of Supplementary Card applicant

民國      年Y      月M      日D
日期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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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持卡人每期最低應繳帳款之計算方式如下：

(1) 最低應繳帳款＝以下(甲)＋(乙)

甲＝當月一般消費款項之10%，加計當期交易明細所載之未清償一般消費帳款、帳戶結餘代償

金額、預借現金帳款總和之5%，及循環信用利息、會員刷卡保險計劃金額、以前各期逾

期未付最低應繳款項之累計總和。

如甲項最低應繳帳款小於新臺幣1,000元而應繳帳款總額大於新臺幣1,000元，則最低應

繳帳款即為新臺幣1,000元。

乙＝年費、預借現金手續費、遲延違約金、帳戶結餘代償手續費、調閱帳單手續費、調閱簽帳單

手續費、超過信用額度之全部使用信用卡交易金額、信用卡分期還款方案分期金額及其他手續費。

(2) 最低應繳帳款金額應以最接近「元」之整數為單位。

(3) 「當月一般消費款項」係指持卡人當期訂購/購買商品、取得服務、向第三人支付費用等而使用信用卡

付款之金額，不包括帳戶結餘代償金額及預借現金等交易之金額。

(三)遲延違約金：

1. 持卡人如未於每月繳款截止日前付清當期最低應繳金額或遲誤繳款期限者，本公司將於下個月帳單中
計收新臺幣300元之遲延違約金且您應於次月繳款截止日前繳付本公司收取之遲延違約金。美國運通
將持續收取遲延違約金直至持卡人全部清償應付帳款止。然遲延違約金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以三期

為限。倘您當期帳單應繳總金額為新臺幣一千元以下，本公司將不收取遲延違約金。

2. 遲延違約金計算方式範例說明：

（承上例）若張先生於4月19日使用支票方式繳款新臺幣10,000元，但該支票未如期於4月21
日兌現，而張先生遲於5月23日始以現金全數支付，張先生須負擔遲延違約金共新臺幣600元：

(1) 遲延違約金：4月22日及5月22日（每月繳款截止日次日）二期遲延違約金新臺幣600元。

(2) 遲延違約金等持卡人應負擔之費用與循環信用利息合計可能逾年利率15%，請持卡人注意按時
繳款。

(四)國外交易服務費：當持卡人於美元非法定貨幣之區域使用信用卡或以新臺幣以外之貨幣為交易（包括

預借現金、辦理退款）時，該交易帳款將依美國運通信用卡國際組織指定匯率兌換為新臺幣，並加計該

國際組織收取之國外交易服務費（國外交易服務費現為兌換金額之2%，但隨時可能會變更）。兌換日

係美國運通信用卡國際組織處理該筆帳款之日，可能與持卡人為交易之日期不同。

(五)預借現金手續費：持卡人每次於國外預借現金，須付相等於該次預借現金款額3.5%或新臺幣100元

（以較高者為準）之手續費。

(六)調閱簽帳單手續費：如持卡人有請求美國運通調閱簽帳單或退款單時，應給付美國運通調閱簽帳單

手續費，國內消費為每筆新臺幣50元，國外消費為每筆新臺幣100元。

(七)補發交易明細手續費：倘持卡人要求美國運通另提供超過三個帳款期間以前之交易明細（帳單），
美國運通得按每份（每帳款期間）收取新臺幣100元。  

3. 因發生疑義而暫停付款之帳款，如經美國運通證明無誤或因非可歸責於美國運通之事由而不得扣款時，

持卡人於受美國運通通知後應立即繳付之，並自原繳款期限之次日起逐日計付循環信用利息。

4. 循環信用利息計算方式範例說明：

(1) 假設張志浩先生為主卡持卡人，結帳日為每月6日，繳款截止日為每月21日，信用卡消費款項之

循環信用年利率為12.99%（日利率0.03558%）：

4月 7日：張先生未繳之得計入循環信用本金之帳款為NT$17,570，其餘應付帳款為0元

4月10日：張先生到百貨公司買了NT$10,000商品

4月19日：張先生繳款NT$10,000，餘款以循環信用方式繳付

5月 7日：張先生之應付帳款為NT$17,693（含循環信用利息NT$123元）

(2)張先生之循環信用利息＝得計入循環信用本金之帳款×天數×日利率

4月7 日∼4月18日(共計12天) ：17,570×12×0.03558%=75

4月19日∼5月6 日(共計18天) ：(17,570-10,000)×18×0.03558%=48

（張先生4月10日之購物消費10,000元為當期消費帳款，不計入當期本金計算循環信用利息

）循環信用利息共計NT$123（7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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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用卡被竊、遺失等情形之處理方式及持卡人對他人無權使用其信用卡後所發生之權利義務關係：

(一)持卡人之信用卡如有遺失、被竊、被搶、詐取或其他遭持卡人以外之他人占有之情形（以下簡稱遺失等

情形），應儘速以電話或其他方式通知美國運通或其他經美國運通指定之美國運通旅遊服務處或機構

辦理掛失停用手續，而無須繳交掛失手續費。但如美國運通認為有必要時，美國運通將於受理掛失手續

起十日內通知持卡人，要求持卡人於受通知日起三日內向當地警察機關報案或以書面補行通知美國運通。

持卡人並應依美國運通要求提供所有資訊以協助美國運通進行調查、向警察單位報案及／或作成宣誓書

證明持卡人並未意圖詐欺。

(二)持卡人自辦理掛失停用手續時起被冒用所發生之損失，概由美國運通負責；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持卡人仍應負擔辦理掛失停用手續後被冒用之損失：

1. 他人之冒用為持卡人容許或故意將信用卡交其使用者。
2. 持卡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將使用自動化設備辦理預借現金或進行其他交易之交易密碼或其他辨
識持卡人同一性之方式使第三人知悉者。

3. 持卡人與第三人或特約商店為虛偽不實交易或共謀詐欺者。
(三)持卡人如無前項但書及下列情形之一者，持卡人自發生信用卡遺失或被竊等情形時起被冒用之損失，

概由美國運通負擔：

1. 持卡人得知信用卡遺失或被竊等情形而怠於立即通知美國運通，或持卡人發生信用卡遺失或被竊
等情形後，自當期繳款截止日起已逾20日仍未通知美國運通者。

2. 持卡人違反本注意事項第二點第（一）項規定未於信用卡簽名致他人冒用者。

3. 持卡人於辦理信用卡掛失手續後，未提出美國運通所請求之文件、拒絕協助調查或有其他違反誠
信原則之行為者。

(四)在自動化設備辦理預借現金部分，持卡人辦理掛失手續前之冒用損失，由持卡人負擔。

(五)持卡人發生信用卡遺失或被竊等情形或污損、消磁、刮傷或其他原因致信用卡不堪使用時，美國運通得

依持卡人之申請補發新卡。

四、信用卡遭冒用之特殊交易之處理方式

(一)持卡人之信用卡如有遭他人冒用為第二點第（三）項、第（五）項特殊交易之情形，持卡人應儘速

以電話或其他方式通知美國運通或其他經美國運通指定機構辦理停卡及換卡手續。但如美國運通認有必

要時，得於受理停卡及換卡手續日起十日內通知持卡人，要求於受通知日起三日內向當地警察機

關報案或以書面補行通知美國運通。

(二)持卡人辦理停卡及換卡手續前被冒用所發生之損失，概由美國運通負擔。但有本注意事項第三點

第（二）項但書規定或下列情形之一者，持卡人應負擔辦理停卡及換卡手續前被冒用之全部損失：

1. 持卡人得知信用卡遭冒用等情形而怠於立即通知美國運通者，或持卡人發生信用卡遺失或被竊
等情形後，自當期繳款截止日起已逾20日仍未通知美國運通者。

2.持卡人經美國運通通知辦理換卡，但怠於辦理或拒絕辦理換卡者。

3. 持卡人於辦理信用卡停卡及換卡手續後，未提出美國運通所請求之文件、拒絕協助調查或有其
他違反誠信原則之行為者。

二、信用卡之使用方式：

(一)申請人收到信用卡後，應立即在信用卡上簽名，並妥善保管，以降低遭第三人冒用之可能性。

(二)持卡人之信用卡屬於美國運通之財產，持卡人應妥善保管及使用信用卡。持卡人應親自使用信用卡，

不得以任何方式將信用卡交付他人使用，否則持卡人仍應自負責任，特約商店也可拒絕返還信用卡。

(三)持卡人使用信用卡交易時，於出示信用卡刷卡後，經查對無誤，應於簽帳單上簽名確認，且簽名應與

信用卡上之簽名式樣一致。持卡人並應自行妥善保管簽帳單收執聯，以供查證之用。但如持卡人係

以郵購、電話訂購、傳真、網際網路、行動裝置、自動販賣設備等其他類似方式訂購商品、取得

服務、代付費用而使用信用卡付款，或使用信用卡於自動化設備上預借現金，美國運通得以密碼、

電話確認、收貨單上之簽名、郵寄憑證或其他得以辨識當事人同一性及確認持卡人意思表示之方式

代之，無須使用簽帳單或當場簽名。

(四)持卡人於特約商店同意持卡人就原使用信用卡交易辦理退貨、取消交易、終止服務、變更貨品

或其價格時，應向特約商店索取退款單，經查對無誤後，應於退款單上簽名確認，並自行妥善

保管退款單收執聯，以供查證之用。

(五)持卡人於國內原須以簽名方式結帳之交易，倘消費金額於新臺幣3,000元以下者，部份之美食街、
電影院、大賣場或加油站等特約商店得以免簽名方式結帳。(實際適用免簽名方式結帳之特約商與
日期，依帳單訊息之溝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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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帳款疑義之處理程序

(一)持卡人如與特約商店就有關商品或服務之品質、數量、金額，或與委託辦理預借現金機構就取得金錢

之金額有所爭議時，應向特約商店或委託辦理預借現金機構尋求解決，不得以此作為向美國運通拒繳

應付帳款之抗辯。於符合美國運通作業規定之下列特殊情形：如預定商品未獲特約商店移轉商品或其

數量不符、預訂服務未獲提供，或於自動化設備上預借現金而未取得金錢或數量不符時，持卡人應於

下列期限截止前15個工作日備齊所有相關合格證明文件向美國運通提出並主張扣款：交易清算日起
屆滿120日曆日內，或自下列任一日起算120日曆日內(以最先發生者為準)：(1)預定收受商品服務之日、
(2)持卡人發覺預定商品服務無法提供之日且不超過該首次交易清算起算之540日曆日，使美國運通
可以及時向美國運通信用卡國際組織提出扣款請求。持卡人對於同一筆交易僅能向美國運通申請一次

爭議帳款。美國運通信用卡國際組織對「處理爭議帳款程序」有制定或變更規則、解釋及仲裁會員

機構爭議之最終權限，所以持卡人主張爭議帳款，不表示一定可以退款或對於分期付款未付部分無須

再繳款。

(二)如果持卡人刷卡購買商品/服務的提供期間超過前述美國運通信用卡國際組織之規定，則於該期間

過後，發生特約商店無法繼續提供商品/服務的情形時，因為持卡人已無法透過美國運通信用卡

國際組織作業規定處理此類爭議，所以持卡人購買該類商品/服務前，宜審慎評估將來無法獲得商品/

服務之風險。

(三)持卡人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如對帳單所載之交易明細有疑義，得檢具理由及美國運通要求之證明

文件（如簽帳單或退款單收執聯等）通知美國運通協助處理，或同意負擔調閱簽帳單手續費後，請

美國運通向收單機構調閱簽帳單或退款單。如持卡人主張暫停支付時，無需繳付帳款疑義處理費用，

得請美國運通向收單機構或辦理預借現金機構進行扣款、仲裁等主張，並得就該筆交易對美國運通

提出暫停付款之要求。但持卡人應於帳單所載結帳日起屆滿90日以前申請調閱簽帳單、退款單及

扣款，逾期即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調整帳單、扣款或仲裁。

(四) 持卡人未依前項約定通知美國運通者，推定帳單所載事項無錯誤。

六、異常消費之拒絕授權

持卡人如購買高變現性物品且消費金額逾信用額度四分之一，或至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中心列管之

特約商店刷卡消費，或以信用卡為支付工具進行網際網路賭博等不法之交易，或有其他異常簽帳

時間、地點、項目，經美國運通合理懷疑有虛偽不實交易或共謀詐欺等情形時，美國運通基於風險、

詐欺防治考量，得保留對持卡人之單筆消費交易授權與否之權力，限制或婉拒持卡人就前述交易

使用信用卡。且如因該項拒絕致持卡人或其他第三人受損失或損害，美國運通不負任何責任。

七、業務委託

美國運通之交易帳款收付業務、資料處理業務或其他與信用卡有關之附隨業務，於必要時，

美國運通得依法委託美國運通集團或其他適當之第三人合作辦理。

八、預借現金功能之提供

除已獲美國運通核准提供預借現金服務之持卡人外，美國運通不受理持卡人申請預借現金服務。

美國運通不提供持卡人於中華民國境內之預借現金服務。

九、相關優惠權益或服務之細節或限制條件，請參閱美國運通卡會員權益手冊或網站

十、美國運通蒐集、處理、利用及國際傳輸申請人/持卡人個人資料告知條款：

(一)個人資料蒐集目的：美國運通係於辦理信用卡業務、行銷、消費者、客戶管理與服務、消費者保護、

徵信、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金融服務業依法令規定及金融監理需要、金融爭議處理、

金融監督管理與檢查、外匯申報及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之目的範圍內依

法令規定蒐集、處理、利用及國際傳輸申請人/持卡人之個人資料，以提供申請人/持卡人相關商品及

服務，包括但不限於進行信用審核、內部控管、為內部有關信用評估、控管、查核、管理及類似目的、

或為業務開發、或與持卡人從事各種交易、提供美國運通各項產品訊息、查詢、計算、核對、提供、

紀錄及決定持卡人是否得享有權益服務、提供贈獎、交易帳款收付業務、資料處理業務或其他有關之

附隨業務(包括但不限於如客戶資料輸入、表單列印、裝封及付交郵寄等)、及信用資料交換查詢、

推介商品或服務。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您提供於申請書及其他文件上之各項個人資料(包括但不限於申請人/持卡人之

中英文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及號碼、地址、電話、職業資料、財務資料)，連同相關信用

查詢所得資料與持卡人日後之各項消費、財務及信用等各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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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利用期間：自取得申請人/持卡人的個人資料直至美國運通蒐集申請人/持卡人的個人資料之特定 
 目的消失。惟因依法律規定、經營業務或經申請人/持卡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2. 利用地區：美國運通及其他申請人/持卡人個人資料之利用對象所在地區。

3. 利用對象：美國運通、美國運通全球關係企業、往來之金融機構、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財金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美國運通信用卡國際組織、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臺灣票據交換所、與申請人/持卡人為交易之 

 相對人、美國運通及美國運通全球關係企業所委任處理營業事務之第三人，得依法令規定蒐集、處理、國際傳輸 

  及利用申請人/持卡人之個人資料。

4. 利用對象：以自動化機器及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四)申請人/持卡人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行使下列權利：

1.得向美國運通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而美國運通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2.得向美國運通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申請人/持卡人應為適當之釋明。

3.得向美國運通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請求刪除，惟美國運通因法律規定或經營業務所必須者，
得不依申請人/持卡人請求為之。如需行使上述權利，請以書面通知美國運通或撥打美國運通會員

服務專線。

(五)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您如未能完整提供本申請書要求填寫之各項個人資料，美國

運通將無法核發信用卡予您。

十一、上述說明若有未盡事宜，均依美國運通信用卡會員總約定條款之規定

本申請表於2019年5月修改，如欲查詢本表所載之訊息是否在使用日期時有所更新及各項相關費用，

請來電洽詢美國運通新加坡航空天宇信用卡服務專線(0800)888-182。如有其他消費申訴，請洽

(02)2546-5125。

請將填妥之申請表連同證明文件，以附奉回郵信封寄回。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信用卡循環利率：9.99%~14.99%，基準日：2015年9月1日 ■國外預借現金手續費：
預借現金款額3.5%或新台幣100元(以較高者為準) ■其他費用查詢請洽會員服務部



台灣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新卡服務部

104台北郵政46-662號信箱

廣 告 回 信
台灣北區郵政管理局登記證

北台字第1641號

（免貼郵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