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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 

 核章帳號: □□□□□□□□□□□□ 

客戶基本資料變更申請書【郵寄專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本人因故無法親自臨櫃辦理變更基本資料事宜，請貴行將本人所填之資料予以變更。 

通訊電話：()-                                傳真電話：()- 

行動電話：                                   戶籍電話：()- 

公司電話：()- 

通 訊 地 址 
     縣    鎮市    村           路 
_____市____區鄉____里___鄰______街___段___巷___弄___號___樓之___ 

任 職 公 司 地 址 
     縣    鎮市    村           路 
_____市____區鄉____里___鄰______街___段___巷___弄___號___樓之___ 

電 子 郵 件 信 箱  
(個人戶留存電子郵件信箱須經驗證流程始能生效) 

任 職 公 司 名 稱 
就 讀 學 校 名 稱 

 
 

◎職業:□01.農林漁牧礦業/砂石業□02.製造業□03.水電燃氣及汙染整治業□04.營造業□05.批發/零售業□06.住宿/餐
飲業□07.運輸/倉儲業□08.通信/電信/資訊業□09.金融保險業□10.不動產/租賃□11.軍/警/消□12.公務人員
□13.專業技術服務(律師/會計師) □14.醫療服務□15.休閒服務□16.家管□17.學生□18.補/幼教機構□19.學
校教師(含行政) □21.自由業□22.無業□23.出版、影音製作、傳播服務業□24.支援服務業□25.公共行政及國
防；強制性社會安全□26.其他服務業□27.軍火業□28.退休人員□29.社會工作服務業 

細分類：代碼 L2 □ □ 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詳背面說明) 
◎職稱:□01.負責人/主要股東 □02.高階主管 □03.一般主管 □04.職員 □99.其他 
◎教育程度:□01.博士 □02.碩士 □03.大學 □04.專科 □05.高中 □06.國中以下 
◎個人年收入:□01.未達 50萬元 □02.50萬元以上~未達 100萬元 □03.100萬元以上~未達 150萬元 

□04.150 萬元以上~未達 300 萬元 □05.300 萬元以上 

綜合對帳單/信託財產報告書/收支計算表 收取方式： 

綜合對帳單【Z351】       
本人存款、放款之綜合對帳單收取方式變更(擇一) 

□電子郵件 

□郵寄 
(選擇以電子郵件收取者，請填寫電子郵件信箱
欄位，惟如個人戶電子郵件信箱驗證失敗，
仍將寄送至變更前之電子郵件信箱，或未於
本行留存電子郵件信箱者，則改以郵寄方式
寄送) 

※若您僅需變更「電子郵件信箱」及「一般業務」之綜合 

對帳單收取方式，可直接致電本行客服中心進行變更， 

客服專線：(02)2181-0101。 

信託財產報告書/收支計算表【FNZ100】 
一、 本人變更 信託財產報告書/收支計算表 交付方式為 
     □郵寄 □電子郵件 
二、 本人同意寄送(交付)期間為 
     □每月  □每季(未勾選視為維持原寄送(交付)期間) 
三、 「電話變更」服務 
     □本人同意與受託人以本申請書約定「電話變更」服務，本人可致電受託人之

客服中心變更「信託財產報告書/收支計算表」之「交付方式」及「寄送期
間」。(勾選同意後將可享有電話變更服務) 

信託原留印鑑 

 

※注意事項： 
1、您有從事基金買賣，本行將寄送「信託財產報告書/收支計算表」，始適合勾選「信託業務」選項，並須再簽蓋「信託業務原留印

鑑」。若您未從事基金買賣，則僅需勾選「一般業務」選項。 
2、新寄送方式原則適用於次月之綜合對帳單/信託財產報告書/收支計算表，惟因本行作業不及，將順延一個月後生效；若任何疑問，

請洽本行客服中心：(02)2181-0101。 
◎個人戶申請變更「戶名、通訊電話、行動電話及電子郵件信箱(即電子帳單信箱)」等欄位時，將同步更新信用卡資料。
如需變更信用卡其他資料，請直接致電本行客服中心進行變更，客服專線:(02)2181-0101。 

◎粗框標記欄位為必填欄位，俾利本行收到本申請書後，如有疑問時與您聯絡；若無法與您聯絡且您所填寫之相關資料有
誤或原留印章不符，則視為未申請變更，本申請書亦不退回。 

       此致 

                                        分行 
                                       
存戶： 
 
註：如您欲變更姓名、身分證字號、戶籍地址、生日、護照號碼、居留證號碼、國籍別、公司名稱、統一編號等資料，請

攜帶相關變更事項之證明文件及原留印鑑至本行任一營業單位辦理，本行將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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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名並加蓋原留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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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客戶另有申請變更信託財產報告書/收支計算表交付方式，於完成一般業務項目變更後影印本申請書留存，並將本申請書正本轉交信託總契約行進行變更。 
 

新版職業                                       (107.12 版) 

代碼 職業 代碼 L2 細分類 

01 農林漁牧礦業/砂石業 
01 農、林、漁、牧業 

02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2 製造業 

01 食品及飼品製造業、飲料製造業 

02 菸草製造業 

03 紡織業、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或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 

04 木竹製品製造業、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05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複製業 

06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07 化學原材料、肥料、氮化合物、塑橡膠原料及人造纖維製造業、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 

08 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製造業 

09 橡膠製品製造業、塑膠製品製造業 

10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11 基本金屬製造業、金屬製品製造業 

12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或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13 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業 

14 機械設備製造業、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 

15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 

16 家具製造業 

17 其他製造業 

03 水電燃氣業及污染整治業 

01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02 用水供應業 

03 非屬上列之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 

04 營造業 

01 專門營造業-機電、管道及其他建築設備安裝業、機電、電信及電路設備安裝 

02 專門營造業-冷凍、空調及管道工程業、其他建築設備安裝業 

03 非屬上列之營建工程業 

05 批發/零售業 

01 批發業-化學原材料及其製品批發業 

02 批發業-液體、氣體燃料及相關產品批發業、其他燃料批發業 

03 批發業-汽機車及其零配件、用品批發業、汽車批發業 

11 批發業-布疋及服飾品批發業 

04 批發業-非屬上列之批發業 

05 零售業-鐘錶及眼鏡零售業 

06 零售業-珠寶及貴金屬製品零售業 

07 零售業-燃料及相關產品零售業、加油及加氣站業 

08 零售業-資訊及通訊設備零售業、通訊設備零售業 

09 中古商品零售業-汽機車及其零配件、用品零售業、汽車零售業、其他專賣零售業、中古商品零售業 

12 零售業-布疋及服飾品零售業 

13 零售業-食品、飲料及菸草製品零售業 

10 零售業-非屬上列之零售業 

06 住宿/餐飲業 01 住宿/餐飲業 

07 運輸/倉儲業 

01 陸上運輸業-大眾捷運系統運輸業 

02 陸上運輸業-汽車客運業 

03 陸上運輸業-非屬上列之路上運輸業 

04 水上運輸業、航空運輸業 

05 運輸輔助業-停車場 

06 運輸輔助業-非屬上列之運輸輔助業 

07 倉儲業 

08 郵政及快遞業 

08 通信/電信/資訊業 01 通信/電信/資訊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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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職業                                       (107.12 版) 

代碼 職業 代碼 L2 細分類 

09 金融保險業 

01 金融服務業-中央銀行 

02 金融服務業-含金融控股業、其他金融服務業、民間融資業等非屬上列之金融服務業 

03 保險業-退休基金 

04 保險業-非屬上列之保險業 

05 證券期貨及金融輔助業-證券輔助業、期貨輔助業、基金管理業、其他金融輔助業、投資顧問業 

06 證券期貨及金融輔助業-非屬上列之證券期貨及金融輔助業 

10 不動產/租賃 

01 不動產 

02 租賃業-個人及家庭用品租賃業、智慧財產租賃業 

03 租賃業-非屬上列之租賃業 

11 軍/警/消 01 軍/警/消 

12 公務人員 01 公務人員 

13 專業技術服務(律師/會計師) 

01 法律及會計服務業-地政士事務服務業 

02 法律及會計服務業-非屬上列之法律及會計服務業 

03 企業總管理機構及管理顧問業-企業總管理機構 

04 企業總管理機構及管理顧問業-非屬上列之企業總管理機構及管理顧問業 

05 
建築、工程服務及技術檢測、分析服務業、研究發展服務業、廣告業及市場研究業、專

門設計業、獸醫業、其他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4 醫療服務 01 醫療服務 

15 休閒服務 

01 創作及藝術表演業 

02 圖書館、檔案保存、博物館及類似機構 

03 博弈業 

04 
運動、娛樂及休閒服務業-娛樂及休閒服務業、特殊娛樂業、遊戲場、其他娛樂及休閒

服務業 

05 運動、娛樂及休閒服務業-遊樂園及主題樂園、視聽及視唱業 

06 運動、娛樂及休閒服務業-職業運動業、運動場館、其他運動服務業 

16 家管 01 家管 

17 學生 01 學生 

18 補/幼教機構 01 補/幼教機構 

19 學校教師(含行政) 01 學校教師(含行政) 

21 自由業 01 自由業 

22 無業 01 無業 

23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服務業 01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服務業 

24 支援服務業 

01 人力仲介及供應業 

02 旅行及相關服務業 

03 保全及偵探業 

04 建築物及綠化服務業 

05 行政支援服務業-代收帳款及信用評等業 

06 行政支援服務業-非屬上列之行政支援服務業 

25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01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我國) 

02 國際組織及外國機構(含政府機關/國防事務) 

26 其他服務業 

01 宗教、職業及類似組織-宗教組織、政治團體、未分類其他組織 

02 宗教、職業及類似組織-非屬上列之宗教、職業及類似組織 

03 個人及家庭用品維修業-汽車維修及美容業、汽車維修業 

04 個人及家庭用品維修業-非屬上列之個人及家庭用品維修業 

05 未分類其他服務業-殯葬及相關服務業、其他個人服務業 

06 未分類其他服務業-非屬上列之未分類其他服務業 

27 軍火業 01 軍火業 

28 退休人員 01 退休人員 

29 社會工作服務業 01 社會工作服務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