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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行 號 往 來 存 款 (支 票 存 款 )戶 申 請 書  

APPLICATION FORM FOR OPENING CORPORATE/ SOLE PROPIETORSHIP CURRENT ACCOUNT 

1. Name 

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Correspondence Address 

通 訊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x No.           Tel No. 

    電傳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Date and place originally established  

開始創立日期及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and place of present registration 

 註冊日期及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usiness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No.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No. 

商業登記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註冊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Nature of business or activities 

商業或經營性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nnual Turnover                           Numbers of Employees 

每年營業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員工人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Other Bankers 

其他往來銀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Relative Companies： 

關係企業或有關企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ddress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往來銀行 

Name of Reference 

介紹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ddress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l. N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ccount with the Bank,（if any）A/C No. 

如有往來銀行及其帳戶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Signature of Reference  

介紹人簽署 
  

 
 We confirm that the information and particulars given above are true and correct in all 
respect for the purpose of your opening a current account in the name of our Company/Corporation. 
我等證實上列資料作為貴行辦理開立本公司往來戶口之依據皆屬正確無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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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票存款往來帳戶約定事項：       

1. 「支票」在適用情況下包括銀票、匯票、本票及其他付款票據。 

2. 本行支票存款往來帳戶(Current Account)不計付利息。 

3. 支票應僅以本行規定的方式開出，並應只用於本行准許的帳戶。 

4. 存戶若未有採取以合理的謹慎措施開出支票，或以可能助長塗改、欺詐或偽造的方法或方

式開出支票，則存戶須就所有損失負責；本行毋須對於不能以合理謹慎措施察覺的支票或

票據上的任何更改承擔任何責任。 

5. 支票如有塗改，必須有存戶全簽證實，存戶明瞭如支票上有不易查覺的塗改而引致任何損失，

本行毋須對此負責。 

6. 存戶使用支票存款往來帳戶，須於支票簽發之到期日前，將應支付之款項如數補足，本行

於收到支票來行提示或兌付時，無義務以電話或其他方式告知存戶發生存款不足之情事。

本行保留權利因戶口存款不足、有技術性錯誤或其他問題的支票，並收取有關的服務費或

處理費。 

7. 本行可當面將支票簿交付給存戶，或依存戶指示，交予持有存戶的授權指示的任何人或以

郵遞方式寄送：所涉風險由存戶全部承擔，惟本行亦可酌情拒發支票簿。 

8. 收到新支票簿後，請存戶檢查序號、帳戶號碼、存戶的列印姓名及支票頁數。如有任何不

妥當情況，請儘快通知本行。 

9. 存戶請將支票簿鎖好。為防詐騙，切勿將空白支票或已簽署但未填妥之支票交付任何人，

以策安全，請儘量簽發劃線支票。支票如有遺失請儘快向本行報失或辦理止付。就存戶的

支票的止付要求或報失，本行在一段合理時間作出處理前，本行不會對任何付款負責。 

10. 支票應以港幣或美元簽發, 金額大寫及數字須在票面適當位置清楚填寫, 大寫金額不得

塗改。假如支票不正確地填寫、或更改而未經存戶全簽加以確認、或損毀、或屬期票或屬

過期支票(發票日距兌領日六個月以上)，本行會將支票退回拒付，在此情況下本行將收取

處理費用。存戶的簽字式樣如有更改，只在本行已將其記錄在案後方會生效。 

11. 對於未到期支票（指客戶支票所載發票日期在提示日之後），除非發票人另有書面指示，

否則本行有權兌付未到期支票。客戶有權通知本行所簽發未到期支票明細（支票號碼、金

額、發票日及抬頭人等），要求本行在發票日前以支票未到期為理由退票，惟本行在一段

合理時間作出處理前，本行不會對任何付款負責。 

12. 假如多張支票同時兌付，本行可決定兌付支票之優先次序而毋須承擔任何責任。除存戶於

合理期間內，另外以書面方式約定，敘明某紙支票需優先兌付，並取得本行對該紙支票確

認並加以提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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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存戶的帳戶結束後，帳戶結束應將空白支票繳回；本行可拒付任何其後所提示的支票，毋

須承擔任何責任。 

14. 存戶開出的支票兌付及以電子方式記錄後，可由代收銀行或香港銀行同業結算有限公司保

留，保留期間為列於有關香港銀行同業結算有限公司營運的支票交換系統規則內的期間，

其後將會銷毀。存戶授權本行與代收銀行及香港銀行同業結算有限公司訂立合約。 

15. 存戶只能在支票未兌付前，以書面指示（須為可由本行鑑定真偽者）本行停止支付該支票，

本行並無審核該支票狀況的義務；且無須為本行執行該存戶指示所引起任何責任、損失或

損害負責。存戶亦同意補償本行因執行該停止付款所引起申索、行動、訴訟、損害、費用

及支出(包括合理法律及其他費用及支出)。申請支票停止付款本行將收取處理費用。 

16. 支票辦理止付，每張最長期限為自本行受理之日或自票據發票日起算六個月止；若該止付

支票止付期限超過六個月，本行得自行解除止付，毋需以電話、書面或其他方式通知發票

人之義務。若該止付支票超過六個月，仍需續辦理支票止付，存戶需於止付期間到期前，

重新向本行辦理申請止付再辦理延長為六個月，若該止付支票止付期限過後，未重新辦理

止付申請程序，本行將依規定支付予持票人，毋需承擔任何賠償或其他法律責任。如存戶

辦理支票止付，只提供支票之其他相關資料而非支票之號碼，本行不負責確保該等其他資

料與憑號碼辨認之有關支票資料相符，且本行並無責任採取任何行動，惟本行可酌情執行

該指示，毋須就此承擔責任。如本行無法鑑定取消止付支票指示的真偽，本行在無與存戶

作出相反的特別安排下，毋需採取任何行動。惟本行可酌情執行本行憑誠信相信是由存戶

發出的指示，而即使該指示為不正確、虛假、不清楚者，本行毋須就此承擔任何責任。無

論本行有否執行該指示，存戶應立即以書面或以本行能鑑定該指示真偽的方式向本行確認

該指示。 

17. 如帳戶在 3個月內結束，本行可收取合理費用。 

18. 本行不知存戶死亡、解散或喪失行為能力之情況下，本行仍依原存款開戶約定事項處理存

戶票據，直到本行接到通知為止，本行毋須就此承擔任何責任。 

19. 除非存戶另有要求，本行將按月寄交存戶結單一份，存戶另以書面向本行作出其他指示者

例外。如帳戶在前一個月內無款項提存，本行可能不會向存戶寄交結單。但如存戶超過一

個月沒有收到結單，須立即通知本行，本行即會按存戶要求，給予結單副本。存戶應小心

檢查該結單，如發現有任何錯誤或誤差須於 90 日內以書面通知本行，否則該結單將成為

不可推翻證據並對存戶發生拘束力。除非另有約定，存戶要求本行提供額外結單，需要另

行收費。 

 

 

 



 

                                                                                2018MAY 

香港分行 
HONG KONG BRANCH 

支票使用注意事項： 

「不記名」支票：支票上不記載收款人姓名或是載明「或持票人」字樣 ，持票之任何人

可憑支票提取現金 。 

「抬頭」支票 : 在支票上收款人欄，寫明收款人姓名及刪去「或持票人」字樣，取款時

限由收款人提領取現金。 

使用劃線支票可得到的額外保障：劃線支票是在支票正面的中央或左上角劃平行線，收款

人不可提取現金，只可把款項存入銀行帳戶，目的是容易追查款項下落，以降低支票遺失

被人冒領的風險。 

怎樣開出支票可減低支票在未經授權下被塗改的風險： 

（1） 應加劃平行線並記載發票年月日。 

（2） 記載收款人姓名或公司名稱。 

（3） 金額應以正楷緊接書寫，並注意大小寫一致，以防止變造。 

（4） 應將發票日、收款人、金額載入存根聯，以利帳務核對。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是香港的存款保障計劃的成員。本銀行接受的支票存款受

存保計劃保障，最高保障額為每名存款人 HK$500,000.00。 

Taiwan Cooperative Bank, Ltd. is a member of the Deposit Protection Scheme in Hong 

Kong. Current Account taken by this Bank are protected by the Scheme up to a limit 

of HK$500,000 per depositor. 

 

本人 / 吾 等經已閱讀並接納貴行適用於往來戶存款之條款。 

 

 

 

 

                                                                                   

   DATE 日期             Signature of Chairman & Secretary 

 主席及秘書簽署 

 經辦 主管 核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