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富邦商務網 客服專線 台灣地區：02-6639-7131、香港地區：852-2822-7799 

越南地區：84-28-3932-5888、新加坡地區：65-6470-9860 

客服信箱：fboop.bank@fubon.com 

富邦商務網-外幣付款交易手冊 

目錄 

一、 外幣付款交易................................................ 2 

（一） 新增外幣受款人........................................ 2 

（二） 外幣付款—編輯（新增）................................ 6 

（三） 外幣付款—審核........................................ 9 

（四） 外幣付款—放行....................................... 11 

（五） 外幣付款—查詢....................................... 15 

（六） 外幣付款—預約取消................................... 16 

二、 安控管理................................................... 19 

（一） 變更載具密碼......................................... 19 

（二） 測試憑證............................................. 20 

 

  



 

2 

富邦商務網 客服專線 台灣地區：02-6639-7131、香港地區：852-2822-7799 

越南地區：84-28-3932-5888、新加坡地區：65-6470-9860 

客服信箱：fboop.bank@fubon.com 

富邦商務網-外幣付款交易手冊 

一、 外幣付款交易 

以使用者登入，有三到四個步驟： 

1.新增受款人 

2.新增交易 

3.審核（若有此流程） 

4.放行 

其中審核設定請參考操作手冊：審核流程設定手冊。 

 

（一） 新增外幣受款人 

路徑：【系統權限】→【系統管理】+號點開→【外幣受款人設定】 

可查詢／新增／修改／刪除外幣受款人資料，也可使用檔案上傳功能，上傳外

幣受款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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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增外幣收款人為例，到外幣受款人設定，點【新增】 

輸入受款人資料，欄位中有*為必要欄位。 

 

受款人帳號*：輸入帳號，可輸入半型數字／英文，數字中間不需-； 

註：受款地區為歐洲地區國家時，IBAN的號碼請輸入於受款人帳號欄位 

 受款人名稱*：一欄可輸入 35個字元，輸不下的單字，請換下一行接著輸

入，受款人名稱與地址有四欄，共 140個字元；不可輸入特殊符號，如

&$#*^。 

 受款人地址：部份受款國家要求此欄為必要，如大陸、加拿大、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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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款銀行代碼：為 11位 Swift code。若 Swift code為 8位，不足請補

XXX；若不知 Swift code，可點選「選單」，輸入國別／城市／受款銀行代

碼／受款銀行名稱，交叉查詢，如輸入國別：HK，輸入受款銀行代碼：

HSBC，按【查詢】，系統會代出受款銀行的資料，再點選。 

 

 

 受款銀行名稱及地址*：輸入 11位 Swift code，系統將自動代出。 

註：受款地區為中國時，Swift code請輸入完整 11碼，包含銀行與分行，以

利匯款速度。 

註：受款行若無 Swift code，如美國部份銀行只提供 ABA No.，請照範例說明

輸入 ABA NO.於 Swift code 欄位，自行於受款銀行名稱與地址輸入完整資料，

受款國家為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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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銀行代碼：可空白 

 中間銀行帳號：可空白 

 受款人身份別：若受款銀行不在 TW，為民間；若受款銀行在 TW，選擇本人

或他人。本人：指同戶名在國內他行的外幣帳戶；他人：指不同戶名在國

內他行的外幣帳戶。 

 受款地區國別*：與 Swift code第 5碼與第 6碼相同。若受款地為國內他

行的 OBU帳戶，請勾選 OBU，此欄為由 TW改為 XA。 

 是否全額到達*：端看與受款人的交易條件，若中間銀行費用由您負擔，則

選是，若由受款人負擔，點否。 

 匯出手續費負擔別*：本行收取的匯款手續費由您負擔，點付方；若由受款

人負擔，點收方。 

上述二個欄位，也可參照下表選擇 

 OUR SHA BEN 

是否全額到達 是 否 否 

匯出手續費負擔別 付方 付方 收方 

 聯絡人：可空白 

 電子郵件：輸入電子郵件，可用,或;輸入多組郵件，交易成功後會發送通

知給受款人 

 廠商代號：可自行編碼 

 受款人ＩＤ：可空白 

最後點【確認】，收款人資料將存於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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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外幣付款—編輯（新增） 

路徑：【付款交易】→外幣【付款交易建檔】→【新增】 

付款日期：輸入或點﹝選單﹞選擇日期 

匯款幣別/金額*：點﹝選單﹞，選擇幣別，右方欄位輸入金額 

付款帳號：點﹝選單﹞，選擇付款帳號 

受款人帳號：點﹝選單﹞，選擇受款人 

 

可選擇已新增過之受款人或點【新增】輸入新的受款人資料  

 

新增畫面請參考（一）新增外幣受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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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受款人帳號後，右方黃色欄位會自動代出，若資料有誤，請至外幣受款人設

定修改。 

匯款用途：點﹝選單﹞選擇匯款用途 

匯款用途細分類適用於匯款至國內他行／其他，需選擇 

匯款附言：共四欄，請以半型英文／數字輸入為主； 

備註：若有輸入受款人電子郵件，備註的資料會代至電子郵件中。 

 

點選【送審】。交易完成送審程序，不得修改或刪除，若有錯誤，可請審核／放

行主管退件，重新新增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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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外幣付款—審核 

 

方法一： 

審核使用者登入時，系統會自動顯示待辦事項，點選【外幣單筆交易】，系統會

顯示交易內容。 

 

 

方法二： 

也可依下方路徑：【付款交易】→【審核】，中間主選單出現待審核交易類別之

批數／筆數，點選【外幣單筆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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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前，請確認付款內容，若正確，在勾選後，點【審核】；若有需要調整或取

消，在勾選後，點【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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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外幣付款—放行 

放行交易前，請先插入 ikey（黑色 USB載具）。 

 

方法一：放行使用者登入時，系統會自動顯示待辦事項，點選【外幣單筆交

易】，系統會顯示交易內容。 

 

 

方法二： 

也可依下方路徑路徑：【付款交易】→【放行】，中間主選單出現待放行交易類

別之批數／筆數，點【外幣單筆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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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行前，請確認付款內容，若正確，在勾選後，點【PKI放行】；若有需要調整

或取消，在勾選後，點【退件】。 

 

 

 

依畫面提示將憑證載具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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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畫面提示將憑證載具插回 

 

 

 

輸入載具密碼（放行密碼），點【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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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確認】完成放行。 

 

  



 

15 

富邦商務網 客服專線 台灣地區：02-6639-7131、香港地區：852-2822-7799 

越南地區：84-28-3932-5888、新加坡地區：65-6470-9860 

客服信箱：fboop.bank@fubon.com 

富邦商務網-外幣付款交易手冊 

（五） 外幣付款—查詢 

路徑：【付款交易】→【查詢】→外幣【付款交易明細】，可依照不同的項目進

行篩選，點【查詢】或【Excel下載】以下載檔案。 

 

 

查詢資料可確認每筆交易付款結果，也可逐筆點選進行檔案下載(TXT格式)或

列印。受理成功後，可點﹝受款人戶名與帳號﹞或【多筆列印】，列印水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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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外幣付款—預約取消 

付款日期為未到期的日期，並且交易已經放行，若要取消交易，可請放行主管

執行預約取消。 

以取消外幣單筆交易為例。 

路徑：【付款交易】→【預約取消】→外幣【單筆交易】 

可依各類項目篩選，點【查詢】 

 

 

插上 IKEY（黑色 USB載具），勾選要取消的交易，點【預約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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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憑證載具密碼（放行密碼），點【確定】 

 

 

出現預約取消成功訊息，點【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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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查詢】，在付款結果，確認是否取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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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安控管理 

（一） 變更載具密碼 

在當申請憑證後，首次使用交易功能前，持有 IKEY使用者在登入富邦商務網

後，請先執行載具密碼變更。 

特別留意：PKI密碼為交易放行時需輸入； 

若連續三次錯誤會鎖住，需填寫申請書重新申請，並產生相關費用； 

請牢記 PKI密碼 

路徑：【系統權限】→【安控管理】+號點開→【PKI密碼變更】 

選擇密碼模組：SafeNet eToken 5200HID 

輸入舊密碼：123456（IKEY初始密碼） 

輸入新密碼／再次確認新密碼：4-12個字元，若有英文，大寫與小寫為不同字

元，可為全數字／全英文／英數混合，建議可全數字。 

點【密碼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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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回覆成功表示完成 

 

 

（二） 測試憑證 

確認憑證載具密碼是否正確，插入 IKEY。 

路徑：【系統權限】→【安控管理】+號點開→【卡片自我測試】，點【測試】，

出現輸入載具密碼的視窗，輸入載具密碼後，點【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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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結果為測試成功，表示憑證與密碼都正常可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