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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銀行連結帳戶之規定
銀行

注意事項
1. 於銀行留存之基本資料應有正確之手機號碼以及 E-mail。
2. 綁定帳戶時須通過 OTP 驗證機制(即簡訊一次性交易密碼)。

聯邦銀行

3. 限綁定本人之新臺幣活期性存款帳戶(暫不開放支存戶)。
4. 綁定本行帳戶優惠活動查詢 https://www.ubot.com.tw/home。
5. 線上即可申辦本行數位存款帳戶 https://netbank.ubot.com.tw/OAO。
1. 限定本人於臺灣銀行開立之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新臺幣活期儲蓄存款
帳戶、新臺幣綜合存款帳戶等、但不含退休退撫專戶等存款帳戶，且須
為網路銀行之成年人用戶。

臺灣銀行

2. 請注意留存於臺灣銀行的手機號碼與電子郵件是否正確，可於網路銀行
進行修改。
3. 臺灣銀行「約定連結存款帳戶付款」服務交易限額每筆不超過等值新臺
幣 5 萬元、每天累積不超過等值新臺幣 10 萬元、每月累積不超過等值新
臺幣 20 萬元為限。
1. 限本人於土地銀行開立之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新臺幣活期儲蓄存款帳
戶、新臺幣綜合存款帳戶、數位存款帳戶等、惟不含支票存款帳戶及其
他由土地銀行決定之存款帳戶。

土地銀行

2. 請注意留存於土地銀行的手機號碼與電子郵件是否正確，如有需要更新
可透過土地銀行各營業單位或於個人網路銀行等方式進行修改。
3. 土地銀行「約定連結存款帳戶付款」服務交易限額：每筆 5 萬元/每日
10 萬元/每月 20 萬元。
1. 須有本人同名第一銀行新臺幣存款帳戶(排除支票存款帳戶)。
2. 須開通第一銀行個人網路銀行查詢功能。
3. 須於第一銀行留有手機號碼(作為簡訊 OTP 驗證使用)及 Email(作為通知
使用)。

第一銀行

4. 儲值額度限制
每筆：新台幣 5 萬元。
每日：新台幣 10 萬元。
每月：新台幣 20 萬元。
5. 第一銀行 24 小時客戶服務專線：(02)2181-1111。
1. 僅限綁定本人之新臺幣活期性存款帳戶。

彰化銀行

2. 使用簡訊驗證碼認證，須使用開戶資料中留存之手機號碼，並於開戶資
料中留存電子信箱，若未留存電子信箱無法進行綁定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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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網路銀行認證，須開通個人網路銀行，綁定帳戶時須搭配網路銀行
安控機制，如隨機密碼或行動御守安控驗證通過。
4. 欲修改電子郵件信箱資料，請至個人網路銀行或臨櫃辦理。
5. 交易限額:
A.

使用簡訊驗證碼認證:每筆新臺幣 2 萬元，每日新臺幣 5 萬元，每月
新臺幣 10 萬元。

B.

用網路銀行認證:每筆新臺幣 5 萬元，每日新臺幣 10 萬元，每月新
臺幣 20 萬元。

Hello~歡迎使用台北富邦銀行帳戶連結設定服務即日起使用台北富邦銀行帳
戶連結設定 LINE Pay Money，好康優惠拿不完！
1. 本服務需要有台北富邦銀行存款帳戶及已於本行留存手機號碼即可進行
台北富邦

帳戶連結設定。
⚫

若您尚未持有存款帳戶，請立即線上開戶。

⚫

若您尚未在台北富邦銀行留存手機號碼，請洽台北富邦銀行客戶服
務專線 02-87516665。

2. 如有疑問，請洽台北富邦銀行客戶服務專線 02-87516665。
1. 本服務僅開放自然人申請。
國泰銀行

2. 客戶需於本行留存正確之手機號碼(作為簡訊 OTP 驗證使用)及 Email。
3. 限綁定台幣活存帳戶(支存戶及第三類數位存款帳戶不適用)。
1. 連結帳戶需為新台幣活期性存款帳戶(不含支存戶)。
2. 請注意留存於高雄銀行的手機號碼與電子郵件是否正確，可透過高雄銀

高雄銀行

行各分行或網路銀行、行動銀行等方式進行變更。
3. 高雄銀行「約定連結存款帳戶付款」服務交易限額：每筆 5 萬元/每日
10 萬元/每月 20 萬元。
1. 限連結臨櫃申請的新台幣活期存款帳戶(支存帳戶不適用)、第一類新台幣

兆豐銀行

數位存款帳戶及已提升權限的新台幣數位帳戶。
2. 須於本行留有手機號碼及 Email。

新光銀行

1. 您要先有新光銀行的存款帳戶並在本行留存手機號碼，才能設定喔！
2. 若您還沒有存款帳戶，請立即線上開戶或至本行官網預約開戶。
3. 若有其他疑問，請撥本行客服專線 02-21710055。
1. 您可選擇存簿帳戶(14 碼)或劃撥帳戶(8 碼)設定連結帳戶付款。
2. 擇一下列方式進行授權驗證：

中華郵政

A.

以完成綁定之「郵保鑣」APP。(郵保鑣申請流程說明)

B.

網路郵局登入+OTP 簡訊驗證碼。

3. 請確認於中華郵政留存正確 Email 資料(通知交易成功)。
4. 中華郵政每日於凌晨 00:00-01:30 進行系統維護，此時段無法設定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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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帳戶交易。
1. 「以信用卡驗證」之數位帳戶，將不適用於 LINE Pay Money 帳戶註冊
時之金融驗證。
2. 僅限約定「本人」玉山帳戶，連結帳戶不可為外幣帳戶、支存帳戶、子
玉山銀行

帳號、sh@re 家庭帳戶。
3. 請確認帳戶已設定簡訊密碼及網路銀行 Email，並開通非約定轉帳功能，
若尚未設定請年滿 20 歲之成年人，本人攜帶身分證正本、原留印鑑至鄰
近分行皆可辦理。
4. 玉山銀行數位帳戶，點我

立即了解 e 指開戶優惠！

1. 一卡通帳號連結扣款服務（下稱本服務），申請人需有「台新銀行新臺幣
活期儲蓄存款帳戶」，並依台新銀行規定辦理相關身分驗證及啟用程序。
2. 申請人需開啟網路銀行非約定轉帳功能、OTP(一次性交易密碼)，並於台
新銀行留存 Email address。
3. 雲端帳戶、優利活期、無摺活儲、無摺活期等活期性存款帳戶無法使用
台新銀行

本服務。
4. 台新銀行「約定連結存款帳戶付款服務」交易限額：每筆新臺幣（下
同）５萬元／每日 10 萬元／每月 20 萬元。
5. 如有其他疑問，請洽台新銀行服務專線：
⚫

台新網路銀行－請洽詢 24 小時客服專線(02)2655-3355。

⚫

Richart 數位銀行－請洽 24 小時客服專線(02)8798-9088／0800888-800。

1. 需具備中國信託網路銀行 OTP 轉帳功能。
中國信託

2. 限連結台幣活期存款帳戶(支存戶不適用)。
3. 中國信託約定連結帳戶服務交易限額：每筆 5 萬元/每日 10 萬元/每月
20 萬元。
感謝您使用元大銀行存款帳戶連結設定服務。若您尚未持有本行存款帳戶，
歡迎線上立即申請。
(一) 服務對象(同時符合下列條件)：
1. 限自然人申請。

元大銀行

2. 持有元大銀行台幣存款帳戶。
3. 需於本行留存正確之手機號碼(作為 OTP 驗證使用)及 Email。
(二) 適用帳戶：
1. 新臺幣活期儲蓄存款帳戶。
2. 臺幣數位存款帳戶，但不包含以信用卡進行身分驗證之第三類數位存款帳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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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限綁定本人帳戶，同一電子支付帳戶僅限綁定 1 組元大帳戶。
(三) 交易限額：
1. 新臺幣活期儲蓄存款帳戶、第一類/第二類數位存款帳戶：每筆新臺幣(下
同) 5 萬元 / 每日 10 萬元 / 每月 20 萬元。
2. 第三類數位存款帳戶：每筆新臺幣(下同) 1 萬元 / 每日 3 萬元 / 每月 5
萬元。
如有其他疑問，請洽元大銀行客戶服務專線：(02) 2182-1968 / 0800-688168。
1. 限綁定本人之新臺幣活期性存款帳戶。
王道銀行

2. 於銀行留存之基本資料應有正確之手機號碼以及 e-mail。
3. 綁定帳戶時須通過 OTP 驗證機制(即簡訊一次性交易密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