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款人茲同意以下授權直接轉帳條款：

付款人茲授權台灣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美國運通」）
及前述之授權金融機構得自付款人帳戶內進行自動轉帳付款作業（以下
簡稱「本服務」）。惟當付款人之帳戶內無足夠餘額時，付款人同意
授權金融機構得自行決定不予轉帳或拒付上述之帳款，亦得將此餘額
不足之事實通知美國運通。

付款人茲授權台灣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美國運通」）
及前述之授權金融機構得自付款人帳戶內進行自動轉帳付款作業（以下
簡稱「本服務」）。惟當付款人之帳戶內無足夠餘額時，付款人同意
授權金融機構得自行決定不予轉帳或拒付上述之帳款，亦得將此餘額
不足之事實通知美國運通。

主卡持卡人之卡號如有溢繳應付帳款之情形，付款人同意美國運通得將
該帳款退還主卡持卡人。

主卡持卡人之卡號如有溢繳應付帳款之情形，付款人同意美國運通得將
該帳款退還主卡持卡人。

美國運通蒐集、處理、利用及國際傳輸付款人個人資料告知條款：

美國運通蒐集、處理、利用及國際傳輸付款人個人資料告知條款：

(一) 個人資料蒐集目的：美國運通係於辦理簽帳卡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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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輸付款人之個人資料，以提供持卡人相關商品及服務，包括但不限
於自動轉帳及類似目的。

(一) 個人資料蒐集目的：美國運通係於辦理簽帳卡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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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輸付款人之個人資料，以提供持卡人相關商品及服務，包括但不限
於自動轉帳及類似目的。

(二)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付款人提供於本授權申請書之各項個人資料
（包括但不限於付款人之中文姓名、身分證號碼、存款帳戶資料）。

(二)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付款人提供於本授權申請書之各項個人資料
（包括但不限於付款人之中文姓名、身分證號碼、存款帳戶資料）。

(三)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三)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利用期間：自取得付款人之個人資料直至美國運通蒐集付款人的
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消失。惟因依法律規定、經營業務或經付款人
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1. 利用期間：自取得付款人之個人資料直至美國運通蒐集付款人的
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消失。惟因依法律規定、經營業務或經付款人
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2. 利用地區：美國運通及其他付款人個人資料之利用對象所在地區。

2. 利用地區：美國運通及其他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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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票據交換所、與付款人交易之相對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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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傳輸及利用付款人之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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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票據交換所、與付款人交易之相對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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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傳輸及利用付款人之個人資料。

4. 利用方式： 以自動化機器及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四) 付款人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行使下列權利：

直接轉帳付款授權書

4. 利用方式： 以自動化機器及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四) 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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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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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依法付款人應為適當之釋明。

2. 得向美國運通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付款人應為適當之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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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依付款人請求為之。
如需行使上述權利，請通知美國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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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依付款人請求為之。
如需行使上述權利，請通知美國運通。

(五) 付款人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付款人如未能完整提供
本授權申請書要求填寫之各項個人資料，美國運通將無法完成本服務
之申請。付款人日後若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請求刪除其各項
個人資料，美國運通將無法提供本服務，亦須立刻終止本服務，
請持卡人注意務必自行繳款以免權益受損。

(五) 付款人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付款人如未能完整提供
本授權申請書要求填寫之各項個人資料，美國運通將無法完成本服務
之申請。付款人日後若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請求刪除其各項
個人資料，美國運通將無法提供本服務，亦須立刻終止本服務，
請持卡人注意務必自行繳款以免權益受損。

持卡人填寫本服務申請書茲代表同意以下條款：

持卡人填寫本服務申請書茲代表同意以下條款：

持卡人了解持卡人得自帳單結帳日期算起十天的期限內，核對帳單，
並得隨時向美國運通查詢帳單之有關事項。

持卡人了解持卡人得自帳單結帳日期算起十天的期限內，核對帳單，
並得隨時向美國運通查詢帳單之有關事項。

持卡人同意付款人之帳戶內無足夠之款額支付該等經授權轉帳之帳款時，
應由持卡人自行繳納款項。

持卡人同意付款人之帳戶內無足夠之款額支付該等經授權轉帳之帳款時，
應由持卡人自行繳納款項。

持卡人同意若欲取消本服務須事先通知美國運通。美國運通將視持卡
人之帳單截止週期與授權扣款銀行之工作時程盡快取消本授權服務，
請持卡人注意下期帳單是否需自行繳款。

持卡人同意若欲取消本服務須事先通知美國運通。美國運通將視持卡
人之帳單截止週期與授權扣款銀行之工作時程盡快取消本授權服務，
請持卡人注意下期帳單是否需自行繳款。

持卡人亦同意美國運通得因業務考量隨時通知持卡人取消直接轉帳，
並由持卡人自行繳納款項。

持卡人亦同意美國運通得因業務考量隨時通知持卡人取消直接轉帳，
並由持卡人自行繳納款項。

持卡人同意本服務僅適用於本次申請書上之美國運通卡帳戶。

持卡人同意本服務僅適用於本次申請書上之美國運通卡帳戶。

印製日期：2018年12月

G64101

台灣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會員服務部

104台北郵政46-662號信箱

付款人茲同意以下授權直接轉帳條款：

美 國 運 通 簽 帳 卡

美國運通簽帳卡
直接轉帳付款授權書

直接轉帳付款授權書
發動者名稱
統一編號
交易項目
發動行名稱

填寫本份授權書（二聯）時，並請確認您在右列指定
之金融機構已開立帳戶，於填妥後，以折疊裝訂方式

直接轉帳付款授權書

台灣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1825058
信用卡費（851）
一銀民權分行

發動者名稱
統一編號
交易項目
發動行名稱

台灣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1825058
信用卡費（851）
一銀民權分行

主卡持卡人個人資料（請用墨水筆或原子筆以正楷填寫）

主卡持卡人個人資料（請用墨水筆或原子筆以正楷填寫）

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收，即可辦理。

姓名：

姓名：

核准後，您的應付帳款將自您指定的帳戶中直接轉

美國運通簽帳卡卡號：（請填寫主卡卡號）

美國運通簽帳卡卡號：（請填寫主卡卡號）

帳予本公司。

3 7

3 7

身分證號碼：

身分證號碼：

免貼郵票寄回104台北郵政46-662號信箱，台灣

請在下列金融機構擇一 （請在□內打•）

每月固定以直接轉帳付款方式，自動繳付帳款。
申請手續約需30天，核准後，您將會在月結單上
獲得通知（在未獲月結單上通知訊息前，請務必繼續
自行繳款），往後每個月，本公司將於轉帳日期，
固定自您指定的帳戶中轉帳予本公司。

主卡持卡人注意：
使用本轉帳服務，請按月確定付款人帳戶中有足夠款項支付
該筆轉帳款，主卡持卡人/付款人指定之轉帳金融機構一般不會

□台灣企銀
□永豐銀行
□兆豐商銀
□中國信託
□土地銀行
□花旗(台灣)
□匯豐(台灣)
□板信銀行
□遠東國際
□星展（台灣）銀行

請在下列金融機構擇一 （請在□內打•）

□合作金庫
□彰化銀行
□第一銀行
□玉山銀行
□台北富邦銀行
□王道商業銀行
□臺灣新光商銀
□三信商銀
□元大銀行

□上海銀行
□華南銀行
□台灣銀行
□國泰世華銀行
□台新銀行
□渣打商銀
□陽信銀行
□聯邦銀行
□凱基銀行

□台灣企銀
□永豐銀行
□兆豐商銀
□中國信託
□土地銀行
□花旗(台灣)
□匯豐(台灣)
□板信銀行
□遠東國際
□星展（台灣）銀行

□合作金庫
□彰化銀行
□第一銀行
□玉山銀行
□台北富邦銀行
□王道商業銀行
□臺灣新光商銀
□三信商銀
□元大銀行

請填寫指定金融機構帳戶資料

請填寫指定金融機構帳戶資料

扣繳戶身分證號（統編）：

扣繳戶身分證號（統編）：

戶名︰

戶名︰

□上海銀行
□華南銀行
□台灣銀行
□國泰世華銀行
□台新銀行
□渣打商銀
□陽信銀行
□聯邦銀行
□凱基銀行

做部份轉帳，亦不會做第二次扣款；倘主卡持卡人未於當期
帳單繳款截止日前支付帳款，則該筆帳款將視為逾期欠款，而須
逐期支付新台幣300元之遲延違約金。遲延違約金之最高連續
收取三期為限。倘您當期帳單應繳總金額為新台幣1,000元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國外運通提現手續費：提領金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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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欲獲得美國運通多元化的服務資訊與豐富內容，歡迎上網瀏覽 www.americanexpress.com/tw/
台灣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105復興北路363號12樓

存款種類

帳

號

□活期存款
□活期儲蓄存款
付款人開戶時之簽章（請蓋存款開戶印鑑或簽章）

填表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付款人於此處簽章，即表示付款人同意印載於背面的授權直接轉帳條款及美國運通
蒐集、處理、利用及國際傳輸個人資料告知條款。

以下由金融機構填寫

經副襄理

主管

經辦

核章

說明：＊ 一份授權書僅適用一張美國運通卡，如您持有一張以上的美國運通卡，請致電
美國運通簽帳卡背面專屬會員服務專線，再行索取授權書。

第一聯

（以下簡稱付款人）
填妥資料後，請直接折疊裝訂寄回即可。︵折疊時請避免將您的資料露於外︶

＊如您對上述約定有任何問題，請隨時致電美國運通簽帳卡背面專屬
會員服務專線。

（以下簡稱付款人）
填妥資料後，請直接折疊裝訂寄回即可。︵折疊時請避免將您的資料露於外︶

以下，本公司將不收取遲延違約金。

存款種類

帳

號

□活期存款
□活期儲蓄存款
付款人開戶時之簽章（請蓋存款開戶印鑑或簽章）

填表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付款人於此處簽章，即表示付款人同意印載於背面的授權直接轉帳條款及美國運通
蒐集、處理、利用及國際傳輸個人資料告知條款。

以下由金融機構填寫

經副襄理

主管

經辦

核章

說明：＊ 一份授權書僅適用一張美國運通卡，如您持有一張以上的美國運通卡，請致電
美國運通簽帳卡背面專屬會員服務專線，再行索取授權書。

第二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