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台灣)銀行

客戶資料表（Citibank Customer Information Profile）
客戶基本資料

戶名（必填）

身分證字號/居留證證號

Name of A/C (Required)

ID NO./ARC NO. (Required)

居住國（必填）

國籍

Domicile (Required)

Nationality

市內電話

行動電話（必填）

Telephone NO.

Mobile NO. (Required)

（必填）

(必填欄位請務必填寫，若必填資料填寫不完整，將無法受理完成更新！)
(In order to complete the update, all required fields need to be filled in.)

工作狀態（必填） □受雇 □自營
Employment (Required)

□待業 □家管 □學生 □退休 □其他 __________

□Employment □Self Employed □Unemployment □Housewife □Student □Retired □Others __________

職業別

□02 生命，物理和社會科學

年收入

□<$280,000

（單選，必填）

□05 教育，培訓和圖書館

（台幣）

□$280,000 ~ <$420,000

Occupation

□07 藝術，設計，娛樂，體育和媒體

（必填）

□$420,000 ~ <$560,000

Category

□10 食品作業相關 □11 物業管理 □12 個人護理和服務

Annual

□$560,000 ~ <$700,000

(Required)

□13 銷售業務相關 □14 辦公事務支援

□15 農業，漁業和林業

Income

□$700,000 ~ <$980,000

□16 建築營造 □17 安裝，維護和維修

□18 生產業

(NTD)

□$980,000 ~ <$1,400,000

(Required)

□$1,400,000 ~ <$2,800,000

□03 社區和社會服務

□04 法律

□06 醫療保健從業者和技術人員
□08 醫療支援

□09 保護服務

□19 運輸和物料搬運 □20 自營人士 □26 商業和金融業務
□27 電腦與數學 □28 建築與工程 □33 外交 □34 軍事人員
□35 公共服務

□>$2,800,000

□其他____________

若選「家管」或「學生」
，以下請填資金來源者之資料；若選「退休」
，以下請填原任職資料，並請註明工作年資: _______年

*任職公司

*職稱

(請填公司之完整全名)

名稱（必填）

（必填）

Company Name

Job Title

(Required)

(Required)

資金來源：□配偶 (姓名
「家管」者 □其他 _______ (關係人姓名
工作狀態為
（必填）

(姓名

)

)

*(請填妥以上資金來源者之「任職公司名稱」
、
「職稱」資料於上方*欄位)

資金來源：□父母 (姓名
「學生」者 □其他 __________ (關係人姓名
工作狀態為
（必填）

□子女

)

□法定代理人

)

(姓名

)

)

*(請填妥以上資金來源者之「任職公司名稱」
、
「職稱」資料於上方*欄位)

□本人為 30 歲以上之學生，學校名稱___ ___

_，攻讀學位或內容：____

___

□ 本人為現任或曾擔任國內/國外重要政治性職務，或是國內/國外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之「家庭
成員」 (如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姊妹、同居伴侶等)，亦或是國內/國外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之
「有密切關係之人」（如合夥人、負責人、董事、監事、高級主管、信託實質受益人或其他受益人
等）。
擔任重要政治性人員姓名:
關係:
擔任重要政治性職務:
(例如: 立法委員/監察委員)
預期交易
狀態

1. 預期每月交易進出次數（必填）

（必填）

2. 每月現金進出量(台幣 NTD)

Transaction Count/ Month (Required)
（必填）

□3 次 □5 次 □6 次 □8 次
□10 次 □ ____次(5 的倍數)
□100 萬以下(含) Under NTD$1,000,000

Expected

Cash Volume/ Month (NTD) (Required)

Transaction

3. 帳戶資金用途

(Required)

Transaction Objective

《可複選》（必填）(Required)

□100 萬〜300 萬(含) NTD$1,000,000~$3,000,000
□大於 300 萬 More than NTD$3,000,000
□ 存款 / 投資理財 Saving/ Investment
□ 基本家用 Basic Household Expenses
□ 貸款 Consumer Loan
□ 生意往來 Business Transaction -- 若此為您之主要帳戶
用途，請開立公司戶
□ 交易 Trans Requirement -- 開戶目的是證券戶交割、信
用卡自動扣款或薪資轉帳等

4. 資金存入方式

Expected the major country provided source of funds

□
□
□
□
□
□
□

with the account（必填）(Required)

Foreign Funding Transactions, the major countries or regions:

Type of Funds 《可複選》

（必填）(Required)

5. 資金交易之主要國家

現金 Cash
支票/ 匯票 Check/Draft (含本票)
旅行支票 TC
國外匯入款 International IR/ OR
國內匯入款 Local IBRS/ OR
國內資金往來 Domestic Funding Transaction
國外資金往來，主要往來國家或地區為

□ 國內外皆有，其中國外的主要往來國家或
地區為 Both domestically and abroad, the major countries or
regions:

客戶簽章
with the Bank.

（必填）Client Signature (Required): Please provide the original signature

銀行內部使用

(請提供留存於本行之印鑑或立約簽章)

Maker: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
Checker:______________

Date:

注意事項:
1. 請速填妥上列表單，透過下列管道回覆，以免影響您的帳戶使用:


致電本行電話理財客服中心(02)2576-8000 (需設有電話理財密碼)



親臨分行 (需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及印鑑)



E-mail 回傳客戶資料表 E-mail:CTPKYC@CITI.COM (請務必提供可辨識身份之資料)



郵寄客戶資料表至 110 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一號 2 樓 花旗銀行專案小組收

2. 為確保您的個人資料安全及隱私，我們會謹慎地處理客戶的資料，未經您的同意，您的任何個人
資料並不會傳遞至第三者作行銷推廣用途。
3. If you need a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this form, please kindly check
“https://www.citibank.com.tw/global_docs/chi/ap/citiclient_en.pdf”
or call CitiPhone at (886) 2 2576-8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