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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同意條款 

申請人(包含正卡及附卡申請人，以下同)茲聲明以下記載均屬事實，並同意兆豐

國際商業銀行(以下簡稱「貴行」)及其他往來機構(包含：受託提供信用卡服務

之機關、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受 貴行

委託處理事務之委外機構)，得依法令規定蒐集、處理、國際傳輸及利用申請人

個人資料。申請人經合理期間詳細審閱並了解及同意遵守所列信用卡循環利率及

各項費用之收費標準、用卡須知及同意 貴行，得以 E-mail或其他電子文件型式

提供權益手冊暨約定條款(含電子票證)，及授權 貴行為結匯代理人處理國際信

用卡國外消費款之結匯事宜。 

 

■貴行保留核准之權利，所附之申請書及文件恕不退還。 

■申請人同意  貴行得利用申請人於貴行最近一年內之其他業務往來資料，作為

申請人申請  貴行信用卡之財力或所得證明。 

■申請人收到  貴行所核發的信用卡，得於七日內通知 貴行解除信用卡契約，

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但已使用者不在此限。 

■貴行於主動調高信用卡信用額度前，應先徵得申請人書面同意。 

■一經  貴行核發卡片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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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申請人目前為學生身分， 貴行將通知申請人的父母或法定代理人，請其注

意申請人使用信用卡的情形。 

■貴行如發現申請人未據實告知具有學生身分，且持有超過三家發卡機構所核發

信用卡或任一家信用額度已超過新臺幣二萬元之情事， 貴行得立即通知申請

人停止卡片的使用。 

■相關消促活動依主辦機關規定辦理， 貴行保有變更、修改或終止之權利。 

■貴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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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申請人未依約按時繳款， 貴行得委外催收或依民事訴訟程序聲請強制執

行，並依相關規定登錄於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而可能影響申請人未

來申請其他貸款、信用卡權益。 

■申請人同意收到 貴行營業範圍內提供各項服務、金融商品或服務相關之消

費、行銷或優惠活動訊息。申請人得致電本行客服表示拒絕接受此訊息。 

■申請人同意信用卡契約之相關通知，包含信用卡約定條款、權益通知等， 貴

行得以電子文件寄送至本人最後留存於 貴行之電子郵件信箱或手機號碼等

與申請人約定之電子文件寄送方式。 

■本人 ○同意 ○不同意 基於  貴行與悠遊卡公司合作關係，提供個人基本資

料(姓名、國籍、身分證字號、生日、電話、地址、電子郵件信箱)予 貴行及悠

遊卡公司作為記名、行銷等相關服務使用。配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實施，悠遊卡公

司已將應告知事項載於官網www.easycard.com.tw，若有任何疑義，歡迎您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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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遊卡客服專線412-8880(手機及金馬地區請加02)洽詢，謝謝。(未勾選視為不  

同意，如勾選不同意，則無法申辦本聯名卡) 

■本人 ○同意 ○不同意 基於  貴行與一卡通公司合作關係，提供個人基本資

料(姓名、國籍、身分證字號、生日、電話、地址、電子郵件信箱)予 貴行及

一卡通公司作為記名、行銷等相關服務使用。配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實施，一卡

通公司已將應告知事項載於官網 www.i-pass.com.tw，若有任何疑慮，歡迎您

撥打一卡通公司客服專線(07)791-2000洽詢，謝謝。若申請一卡通聯名卡者，

其一卡通自動加值功能為預設開啟。(未勾選視為不同意，如勾選不同意，則

無法申辦本聯名卡) 

■申請人並 ○同意 ○不同意  1.貴行得將申請人之個人基本資料(包含但不限

於姓名、國籍、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碼、生日、電話、地址、E-Mail、卡號

及往來交易紀錄等，以下同)提供予台灣雅芳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雅芳公司)建

檔，作為其提供各項優惠、服務及行銷之用。(雅芳公司就上開資料之利用期

間、地區、對象、方式及申請人就其個人資料得向雅芳公司行使之權利等，

均與本申請書所載之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事項相同)；2.因本聯名卡附加

悠遊卡功能，本人同意基於  貴行與悠遊卡公司合作關係，提供個人基本資

料予貴行及悠遊卡公司作為記名、行銷等相關服務使用。配合個人資料保護

法實施，悠遊卡公司已將應告知事項載於官網 www.easycard.com.tw，若有任

何疑慮，歡迎您撥打悠遊卡客服專線 412-8880(手機及金馬地區請加 02)洽

詢，謝謝。申請人並了解本聯名卡之悠遊卡自動加值功能為預設開啟。(限於

聯名卡合約規定，本項若未勾選或勾選不同意，將無法核發本聯名卡。) 

■本人 ○同意 ○不同意 以本申請書同時申請美福(含美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美福飯店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幸福品味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美福餐飲股份

有限公司)會員資格(不含年費制會員，如：美福會)，  貴行得將申請人所填

個人基本資料(姓名、身分證字號、生日、電話、地址、電子郵件信箱)提供

予上述公司建檔，以作為其提供會員各項優惠、服務及行銷之用。(上開資料

之利用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及申請人就其個人資料得行使之權利等，均

與本申請書所載之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事項相同)(未勾選視為不同意，

如勾選不同意，則無法申辦本聯名卡。) 

■本人 ○同意 ○不同意  1.以本申請書同時申請生活工場會員資格，  貴行得

將申請人所填寫之個人基本資料提供予生活工場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建檔，作為

其提供會員各項優惠、服務及行銷之用。(上開資料之利用期間、地區、對象

及方式及申請人就其個人資料得行使之權利等，圴與本申請書所載之個人資料

保護法告知義務事項相同)；2.因本聯名卡附加一卡通功能，本人基於  貴行

與一卡通公司合作關係，提供個人基本資料(姓名、國籍、身分證字號、生日、

電話、地址、電子郵件信箱)予  貴行及一卡通公司作為記名、行銷等相關服

務使用。配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實施，一卡通公司已將應告知事項載於官網

www.i-pass.com.tw，若有任何疑慮，歡迎您撥打一卡通公司客服專線



(07)791-2000洽詢，謝謝。若申請一卡通聯名卡者，其一卡通自動加值功能

為預設開啟。(未勾選視為不同意，如勾選不同意，則無法申辦本聯名卡) 

■本人 ○同意 ○不同意  1.貴行得將申請人個人資料，及本聯名卡之交易資

料，提供予歐付寶電子支付股份有限公司建檔，作為其提供各項優惠、服務及

行銷之用。(上開資料之利用期間、地區、對象、方式及申請人就其個人資料

得行使之權利等，均與本申請書所載之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事項相同);2. 

因本聯名卡附加悠遊卡功能，本人同意基於  貴行與悠遊卡公司合作關係，提

供個人基本資料(姓名、國籍、身分證字號、生日、電話、地址、電子郵件信

箱)予貴行及悠遊卡公司作為記名、行銷等相關服務使用。配合個人資料保護

法實施，悠遊卡公司已將應告知事項載於官網 www.easycard.com.tw，若有任

何疑慮，歡迎您撥打悠遊卡客服專線 412-8880(手機及金馬地區請加 02)洽

詢，謝謝。申請人並了解本聯名卡之悠遊卡自動加值功能為預設開啟。 

(若未勾選視為不同意，如勾選不同意或未勾選，則無法申辦本聯名卡。) 

■本人 ○同意 ○不同意 1. 貴行得將申請人之個人基本資料 (包含但不限 

於姓名、國籍、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碼、生日、電話 、地址、E-Mail、卡號 

及往來交易紀錄等，以下同)提供予睿能創意營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Gogoro) 

建檔，作為其提供各項優惠、服務及行銷之用。(Gogoro就上開資料之利用期 

間、地區、對象、方式及申請人就其個人資料得向 Gogoro行使之權利等，均 

與本申請書所載之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事項相同)；2. 貴行得將申請人 

所填寫之個人基本資料提供予愛金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愛金卡公司)作為該 

卡之 icash記名資料。愛金卡公司應依法令規定蒐集、處理及利用申請人之 

個人資料，愛金卡公司應告知事項已載明於官網 www.icash.com.tw，若有任 

何疑義，請撥打愛金卡公司客服專線 0800-233-888洽詢；3.愛金卡公司得將 

申請人之 icash記名卡號及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碼提供予統一超商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統一超商），俾使統一超商及其點數特約機構得提供申請人 

OPENPOINT之消費累/兌點及卡片掛失後之點數保障。統一超商應依法令規定 

蒐集、處理及利用申請人之個人資料，統一超商應告知事項已載明於官網 

www.openpoint.com.tw，若有任何疑義，請撥打 OPENPOINT客服專線 

0800-711-177洽詢。 

  (若未勾選視為不同意，如勾選不同意或未勾選，則無法申辦本聯名卡。) 

■本人 ○同意 ○不同意 1.貴行得將申請人所填寫之個人基本資料(包含但不

限於姓名、國籍、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碼)、生日、電話、地址、e-mail 等，

以下同)提供予統一棒球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統一棒球隊)建檔，作為其提供各

項優惠、服務及行銷之用。(統一棒球隊就上開資料之利用期間、地區、對象、

方式及申請人就其個人資料得向統一棒球隊行使之權利等，均與本申請書所載之

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事項相同)；2.貴行得將申請人所填寫之個人資本資料

提供予愛金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愛金卡公司)作為該卡之 icash記名資料。愛金

卡公司應依法令規定蒐集、處理及利用申請人之個人資料。愛金卡公司應告知事



項已載明於官網 www.icash.com.tw，若有任何疑義，請撥打愛金卡公司客服專

線 0800-233-888 洽詢；3.愛金卡公司得將申請人之 icash 記名卡號及身分證字

號（或護照號碼）提供予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統一超商），俾使統一超

商及其點數特約機構得提供申請人 OPENPOINT 之消費累/兌點及卡片掛失後之點

數保障。統一超商應依法令規定蒐集、處理及利用申請人之個人資料。統一超商

應告知事項已載明於官網 www.openpoint.com.tw，若有任何疑義，請撥打

OPENPOINT客服專線 0800-711-177洽詢。 

(未勾選視為不同意，如勾選不同意，則無法申辦本聯名卡) 

■申請人 ○同意 ○不同意 1.以本申請書同時申請聖德科斯會員資格， 貴行得

將申請人所填寫之個人基本資料(包含但不限於姓名、國籍、身分證字號(或護

照號碼)、生日、電話、地址、e-mail 等，以下同)提供予統健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聖德科斯)建檔，作為其提供各項優惠、服務及行銷之用。(聖德科

斯就上開資料之利用期間、地區、對象、方式及申請人就其個人資料得向聖德

科斯行使之權利等，均與本申請書所載之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事項相

同)；2.貴行得將申請人所填寫之個人資本資料 提供予愛金卡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愛金卡公司)作為該卡之 icash 記名資料。愛金卡公司應依法令規定蒐

集、處理及利用申請人之個人資料。愛金卡公司應告知事 項已載明於官網 

www.icash.com.tw，若有任何疑義，請撥打愛金卡公司客服專線 0800-233-888 

洽詢；3.愛金卡公司得將申請人之 icash 記名卡號及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

碼）提供予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統一超商），俾使統一超商及其點數

特約機構得提供申請人 OPENPOINT 之消費累/兌點及卡片掛失後之點 數保

障。統一超商應依法令規定蒐集、處理及利用申請人之個人資料。統一超商 應

告知事項已載明於官網 www.openpoint.com.tw，若有任何疑義，請撥打 

OPENPOINT 客服專線 0800-711-177 洽詢。 (未勾選視為不同意，如勾選不同

意，則無法申辦本聯名卡) 

■請勾選本信用卡之領取方式：(請務必勾選，無勾選即視為同意選擇由 貴行掛

號郵寄至帳單寄送地址) 

◎掛號郵寄至帳單寄送地址。 

◎親自到  貴行                   分部/分行領取。服務據點 

■申請人 ○同意 ○不同意  貴行於無法核發您所申請的卡片時，改申請其他卡

片。(請務必勾選，無勾選即視為同意) 

■欲自行約定本卡專屬結帳日者，請自下列九個日期指定信用卡日為      。若

未指定結帳日期，則由  貴行自行排定。原則上，自結帳日起算之第 15日為

指定繳款日；若已持有 貴行信用卡比照原結帳日。 

■申請人 ○同意 ○不同意 貴行得將申請人之信用卡帳單轉成電子檔案格式，

寄到申請人指定之電子郵件信箱或手機號碼等與申請人約定之電子文件寄送

方式為送達；且不論申請人是否開啟文件，均視同已送達，申請人應定期開

啟電子文件，並於  貴行約定期間內繳款，如約定之送達方式有變更時，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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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書面或電話通知 貴行信用卡客戶服務中心辦理變更，申請人並同意 貴行

得將申請人所持有 貴行所有信用卡之對帳單均採電子文件方式送達申請人。 

  申請歐付寶聯名卡者，其帳單均預設為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請務必勾選，

無勾選即視為同意) 

■申請人 ○同意 ○不同意 申請信用卡帳款自動轉帳付款授權：正卡申請人(即

授權人)授權 貴行自本人設於 貴行之下列新臺幣存款帳戶自動扣繳授權扣繳

金額，支付本人名下所有信用卡(含附卡，但不包含商務卡)之新臺幣帳款，並

同意遵守貴行所訂之「申請信用卡帳款自動轉帳付款授權約定條款」。 

授權扣繳金額： 

○待繳總額 ○最低應繳金額 

兆豐銀行帳號(金融代碼 017) 

017- 

※如您希望指定本行其他非正卡申請人之帳戶或其他金融機構帳戶自動轉

帳，請另填寫「轉帳付款授權書」。 

※本行卡友已設自動扣款者，若需取消自動扣款，請來電本行客服

(02)8982-0000。 

※申請信用卡帳款自動轉帳付款授權約定條款 

申請人限以正卡人之本行新臺幣活期性存款帳戶，辦理信用卡帳款自動扣 

繳，並同意如下：1.如帳戶餘額不足而無法如期支付信用卡帳款時， 貴行有 

權取消上述付款代理。如因此產生循環利息、違約金及其他費用，均由持卡 

人負擔。2.應於自動轉帳預定扣款日當日下午 15:30前將款項存入指定帳戶。 

3.申請人於 貴行若同時持有二張(含)以上之信用卡，僅可由同一存款帳號統 

  一扣款，並以申請人最近申辦之代扣存款帳號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