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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確認以下您持有帳戶的記號編號，並回答交易目等。 

●您回答的資訊將依據郵政銀行之隱私權政策處理。 

（郵政銀行網站：個人情報のお取り扱いについて） 

URL: https://www.jp-bank.japanpost.jp/policy/privacy/pcy_prv_index.html 

※請使用原子筆（禁止使用可擦式原子筆）在粗框內清晰填寫。此外，請在□欄中選擇符合的項目打☑。 

※選擇「その他」（其他）者，請在（   ）中填寫具體內容。 

「対象口座の記号番号」（對象帳戶的記號編號）中，顯示您提供帳戶的記號編號最後 4 位數字。 

請確認沒有錯誤。 

範例）記號編號為 11500-2-34561 時，顯示為＊＊＊＊＊－＊＊＊＊4561。 

 

 

請填寫名義人相關資料。 

．おなまえ（姓名）：請填寫帳戶名義人的全名。 

．生年月日（西暦）（西曆出生年月日）：請用西曆填寫帳戶名義人的出生年月日。 

 

 

請就與郵政銀行（包含郵局）的交易目的，選擇符合的項目打☑。 

．主なご利用目的（主要使用目的）：請在 1 個符合的項目打☑。 

．上記以外のご利用目的（上述以外使用目的）：除了主要使用目的之外，若還有其他使用目的，請在符合的項目打

☑。 

給与受取/年金受取 領取薪水／領取年金 

事業費決済 業務成本結算 

融資 貸款交易 

外国為替取引 外匯交易 

生計費決済 生活費用結算 

貯蓄/資産運用 儲蓄／資產運用 

その他 其他 → 請在（   ）中填寫具體內容。 

記入方法（個人のお客さま） 繫体字版 
如何撰寫確認交易目的等的要求（個人客戶） 繁體字 

https://www.jp-bank.japanpost.jp/policy/privacy/pcy_prv_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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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主要使用目的為「領取薪水」，除此之外還用於公共費用扣款、信用卡結算等的「生活費用結算」 

 

 

 

請就名義人主要職業，選擇符合的項目打☑。 （可複選） 

若從事的職業標有底線，請同時在任職公司的事業／行業類別打☑。 （可複選） 

．ご職業（職業） 

会社員/団体職員 公司員工／團體職員 

会社役員/団体役員 公司董事／團體董事 

パート/アルバイト/派遣社員/契約社員 兼職／打工／派遣員工／簽約員工 

個人事業主/自営業 自僱／自營業 

公務員 公務員 

弁護士/司法書士/会計士/税理士/行政書士 律師／司法書士／會計師／稅務師／行政書士 

主婦・主夫 家庭主婦／家庭主夫 

退職された方/無職の方/未就学児 退休／無業／學齡前兒童 

学生 學生 

その他 其他 → 請在（   ）中填寫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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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業種（事業／行業類別） 

1. 農業/漁業/林業/鉱石業 農業／漁業／林業／礦業 

2. 製造業 製造業 

3. 建設業 建設業 

4. 情報通信業 資訊通訊業 

5. 運輸業 運輸業 

6. 卸売業 批發業 

7. 小売業（除く貴金属/宝石） 零售業（貴金屬／寶石除外） 

8. 飲食業/宿泊業 餐飲業／住宿業 

9. コンサルティング業 顧問業 

10. 医療/福祉 醫療／福祉 

11. 教育/学習支援業/学術研究 教育／學習支援業／學術研究 

12. 不動産業 不動產業 

13. 貿易業 貿易業 

14. 美術商 美術商 

15. 古物商/質屋/オークション業 古董商／當鋪／拍賣業 

16. 中古車販売業 二手車銷售業 

17. 廃棄物収集・処理業 廢棄物收集、處理業 

18. カジノ業 賭場業 

19. 投資事業/不動産投資業 投資事業／不動產投資業 

20. 貸金業 放貸業 

21. 資金移動業 資金流動業 

22. 暗号資産交換業 虛擬貨幣兌換業 

23. 外貨両替業 外幣兌換業 

24. ファイナンスリース業 融資租賃業 

25. クレジットカード業 信用卡業 

26. 銀行業/保険業/証券業 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 

27. その他金融業 其他金融業 

28. 宅地建物取引業 房地產交易業 

29. 貴金属/宝石商 貴金屬／寶石商 

30. 郵便受取・電話サービス業 領取郵件／電話服務業 

31. 法律・会計関係サービス 法律／會計相關服務 

32. その他サービス業 其他服務業 

33. その他 其他 → 請在（   ）中填寫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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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就在    中回答的職業，在可能的範圍內填寫任職公司、就讀學校的資訊。 

・勤務先・学校名（任職公司、學校名稱）：請填寫任職公司等的名稱。 

※若有多個任職公司等，請填寫 1 個主要的公司。 

・勤務先・学校の住所・連絡先（任職公司、學校的地址及聯絡方式）：請填寫任職公司等的地址及電話號碼。 

※若有多個電話號碼，請任意填寫其中 1 個。 

・業務内容（業務內容）：請就任職公司的工作內容，選擇符合的項目打☑。 （學生無需填寫） 

営業 業務 

一般事務 一般事務 

総務・経理 總務／會計 

企画・管理 企劃／管理 

製造・開発 製造／開發 

その他 其他 → 請在（   ）中填寫具體內容。 

・役職（職位）：請就任職公司的職位，選擇符合的項目打☑。 （學生無需填寫）             

代表者 代表 

役員 董事 

管理職 管理階層 

一般社員 普通員工 

その他 其他 → 請在（   ）中填寫具體內容。 

・年収等（年薪等）：請就目前的年薪（自僱人士為年營業額），在可能的範圍內填寫。 

※除了薪水、年金之外，亦包含租金收入等。 

※名義人本身無收入時，請在「0～100万円以下」（0～100 萬日圓以下）打☑。 

0～100 万円以下 0～100 萬日圓以下 

100 万円超～300 万円以下 超過 00 萬日圓～300 萬日圓以下 

300 万円超～500 万円以下 超過 300 萬日圓～500 萬日圓以下 

500 万円超～700 万円以下 超過 500 萬日圓～700 萬日圓以下 

700 万円超～900 万円以下 超過 700 萬日圓～900 萬日圓以下 

900 万円超～1,200 万円以下 超過 900 萬日圓～1,200 萬日圓以下 

1,200 万円超 超過 1,200 萬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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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就預定交易（存款、提款、匯款、扣款等）金額與交易頻度，選擇符合的項目打☑。 

※不包含臨時發生的高額存取款，例如用於購車、購房等。 

※部分月份的交易金額與頻度差異較大時，請回答平均值。 

・毎月のお取引金額（合計）（每月交易金額（合計））：請就每月交易金額（合計），選擇符合的項目打☑。 

範例）若您每月收到薪水 20 萬日圓，並提取 10 萬日圓用於生活費用結算，則交易金額為 30 萬日圓，因此屬於「10万

円超～ 50万円以下」（超過 10 萬日圓～50 萬日圓以下）。 

1 万円以下 1 萬日圓以下 

1 万円超～5 万円以下 超過 1 萬日圓～5 萬日圓以下 

5 万円超～10 万円以下 超過 5 萬日圓～10 萬日圓以下 

10 万円超～50 万円以下 超過 10 萬日圓～50 萬日圓以下 

50 万円超～100 万円以下 超過 50 萬日圓～100 萬日圓以下 

100 万円超～500 万円以下 超過 100 萬日圓～500 萬日圓以下 

500 万円超～1,000 万円以下 超過 500 萬日圓～1,000 萬日圓以下 

1,000 万円超 超過 1,000 萬日圓 

・お取引の頻度（交易頻度）：請就交易頻度，選擇符合的項目打☑。 

範例）若您每週在 ATM 提款 2 次、扣款 1 次，則屬於「週に 3回以上」（每週 3 次以上）。 

週に 3 回以上 每週 3 次以上 

週に 1 回 每週 1 次 

2～3 週間に 1 回 2～3 週 1 次 

月に 1 回 每月 1 次 

2～3 か月に 1 回 2～3 個月 1 次 

半年に 1 回 半年 1 次 

1 年に 1 回以下 1 年 1 次以下 

 

 

請就交易的主要本金（交易資金來源、帳戶所收到資金的主要來源），選擇符合的項目打☑。（可複選） 

給与 薪水 

年金 年金 

貯蓄 儲蓄 

家賃等収入 房租等收入 

売上金/事業収入 營業額／事業收入 

資産運用益 資產運用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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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産売却資金 資產銷售資金 

家族からの仕送り 來自家屬的生活補貼 

お小遣い・お年玉・お祝い金 零用錢／壓歲錢／禮金 

その他 其他 → 請在（   ）中填寫具體內容。 

 

 

在今後的交易中，您是否預定進行每次交易超過 200 萬日圓的現金交易（存款／提款）？ 

若您已使用或預定今後將使用超過 200 萬日圓的現金進行交易，請在「はい」（是）項目打☑，並填寫以下內容。若您

未使用或今後亦無預定使用，請在「いいえ」（否）項目打☑。 

※現金交易是指在 ATM 或窗口辦理將現金存入帳戶或從帳戶提取現金等的交易。若同一天在 ATM 存入現金，且交易金額

合計超過 200 萬日圓，請選擇「はい」（是）。（不包括從帳戶扣款或匯款） 

・現金を使う理由（使用現金的理由）：請填寫資金來源、使用用途以及必須使用現金的理由。 

・お取引の頻度（交易頻度）：請就超過 200 萬日圓的現金交易頻度，選擇符合的項目打☑。 

週に 1 回以上 每週 1 次以上 

2～3 週間に 1 回 2～3 週 1 次 

月に 1 回 每月 1 次 

2～3 か月に 1 回 2～3 個月 1 次 

半年に 1 回 半年 1 次 

1 年に 1 回以下 1 年 1 次以下 

・1回あたりの金額（每次的金額）：請就超過 200 萬日圓的現金交易，選擇符合每次交易金額的項目打☑。 

 ※若部分交易中交易金額差異較大時，請回答平均值。 

200 万円超～300 万円以下 超過 200 萬日圓～300 萬日圓以下 

300 万円超～500 万円以下 超過 300 萬日圓～500 萬日圓以下 

500 万円超～1,000 万円以下 超過 500 萬日圓～1,000 萬日圓以下 

1,000 万円超 超過 1,000 萬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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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您是否預定在今後的交易中進行國際匯款（與外國的匯款交易）？ 

若您已使用或預定今後將使用國際匯款（與外國的匯款交易），請在「はい」（是）項目打☑，並填寫以下內容。若您

未使用或今後亦無預定使用，請在「いいえ」（否）項目打☑。 

※無論利用窗口或郵貯 Direct 進行國際匯款，無論交易預定金額多少均請回答。 

・送金の目的（匯款目的）：請在符合國際匯款目的之項目打☑。（可複選） 

（送る場合）（匯款時） 

家族への送金 匯款給家屬 

学費 學費 

海外での資産運用 在海外進行資產運用 

商品購入代金 購買商品的費用 

その他 其他 → 請在（   ）中填寫具體內容。 

（受け取る場合）（收款時） 

家族からの送金 來自家屬的匯款 

配当金・利金等 股息／利息等 

商品販売代金 銷售商品的費用 

その他 其他 → 請在（   ）中填寫具體內容。 

・お取引の頻度（交易頻度）：請就國際匯款的頻度，選擇符合的項目打☑。 

 ※若部分交易中交易金額差異較大時，請回答平均值。   

週に 1 回以上 每週 1 次以上 

2～3 週間に 1 回 2～3 週 1 次 

月に 1 回 每月 1 次 

2～3 か月に 1 回 2～3 個月 1 次 

半年に 1 回 半年 1 次 

1 年に 1 回以下 1 年 1 次以下 

・1回あたりの金額（每次金額）：請就每次進行國際匯款的金額，選擇符合的項目打☑。 

10 万円以下 10 萬日圓以下 

10 万円超～100 万円以下 超過 10 萬日圓～100 萬日圓以下 

100 万円超～500 万円以下 超過 100 萬日圓～500 萬日圓以下 

500 万円超 超過 500 萬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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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引相手国等（交易對象國家／地區）：請就國際匯款的交易對象國家／地區，選擇符合的項目打☑。 

米国 美國 

中国 中國 

韓国 韓國 

タイ 泰國 

ドイツ  德國 

英国 英國 

オーストラリア 澳洲 

フランス 法國 

カナダ 加拿大 

フィリピン 菲律賓 

香港 香港 

台湾 台灣 

ベトナム 越南 

イタリア 義大利 

インドネシア 印尼 

その他 其他 → 請在（   ）中填寫具體內容。 

 

 

名義人是否為外國 PEPs？ 

若是，請在「はい」（是）項目打☑，並填寫以下內容。若不是，請在「いいえ」（否）項目打☑。 

※外國 PEPs 是指外國元首及在外國政府、中央銀行、其他類似機構中佔有重要地位的人（亦包含過去曾是）或其家

屬。 

※僅限特定地位或職位等的人士（或其家屬），例如外國大使、國營企業董事等。 

・名義人様と重要な地位を占める方とのご関係（名義人與佔有重要地位者之間的關係）：若佔有重要地位者為名義人本

人，請在「ご本人」（本人）項目打☑。若佔有重要地位者為名義人的家屬，請在「ご家族」（家屬）項目打☑，並填

寫其姓名與親屬關係（配偶、父母、子女 等）。 

・国名（國名）：請填寫其擔任重要地位的國家。 

・職位（職位）：請填寫其擔任的重要地位。 （範例）首相、特命全權大使 

・勤務先（工作單位）：請填寫其擔任重要地位的機構名稱。 （範例）駐日●●大使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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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與受經濟制裁國家／地區進行交易？（包含今後預定） 

若您與受經濟制裁國家／地區進行交易或預定今後進行交易，請在「はい」（是）項目打☑，並填寫以下內容。若您未

使用或今後亦無預定使用，請在「いいえ」（否）項目打☑。 

・該当する経済制裁対象国等（符合的受經濟制裁國家／地區） 

北朝鮮 北韓 

イラン 伊朗 

キューバ 古巴 

シリア 敘利亞 

クリミア地域 克里米亞地區 

その他 其他 → 請在（   ）中填寫具體內容。 

※請於郵政銀行網站確認受經濟制裁國家／地區的最新資訊。 

URL: https://www.jp-bank.japanpost.jp/kojin/sokin/kokusou/kj_sk_ks_seisai.html 

・お取引の詳細（交易詳情）：請填寫交易的具體內容，例如交易內容、交易目的、交易對象等。 

 

 

持有外國國籍的人請填寫以下項目。 

※持有日本國籍的人士及特別永住者無需填寫。 

・国籍（國籍）：請填寫名義人的國籍。持有多重國籍的人士，請填寫所有項目。 

・在留カード情報（在留卡資訊）：若您已獲得在留卡，請在「在留カードあり」（已持有在留卡）項目打☑，並填寫在

留資格等內容。若您尚未獲得在留卡，請在「在留カードなし」（未持有在留卡）項目打☑。 

在留資格（在留資格）：請填寫在留卡上記載的在留資格。 

※在留資格為技能實習的人士，請在（ ）內填寫 1号イ、1号ロ、2号イ、2号ロ等的分類。 

在留期間満了日（西暦）（西曆在留期限屆滿日）：請填寫在留卡中記載的在留期限屆滿日。 

※永住者等無限期居留的人，無需填寫在留期限屆滿日。 

https://www.jp-bank.japanpost.jp/kojin/sokin/kokusou/kj_sk_ks_seisai.html


 10 / 10 

 

在留カード番号（在留卡編號）：請填寫在留卡上記載的在留卡編號（12 位英文數字）。 

・日本に所在する事務所等で働いていますか。（自営業、パート・アルバイト含む）（名義人是否在位於日本的事務所等處工

作？（包含自營業、兼職、打工））：若您在位於日本的事務所等處（公司、辦公室、店鋪、營業所等）工作，請在

「はい」（是）項目打☑。若您未工作，請在「いいえ」（否）項目打☑。 

・以下のいずれかに該当する場合は、☑印をつけてください。（若您符合以下任一項，請打☑。）：擔任外交官等特定職業的

人士，請在符合的項目打☑。若不符合，則無需填寫。 

外交官・外交官関係者  外交官及其相關人士 

米軍関係者 美軍相關人士 

国際連合軍関係者 聯合國軍隊相關人士 

 

 
請確認您提供的資訊無誤、無遺漏等，並寫上填寫日期及白天可聯絡到您的電話號碼後，再行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