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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年月日」（出生年月日）、「国籍」（國籍）等
（2）「外国PEPs情報」（外國PEPs資訊）
（3）「ご利用目的」（使用目的）
（4）「ご職業」（職業）、「事業／業種」（事業／行業類別）
（5）「ご勤務先・ご就学先」（任職單位／就讀學校）（※請在可能的範圍內回答）
（6）「年収・年商」（年薪／年營業額）（※請在可能的範圍內回答）
（7）「毎月のお取引金額（合計）」（每月交易金額（合計））、「お取引の頻度」（交易頻度）
（8）「お取引の原資」（交易的本金）
（9）「200万円超の現金取引予定」（預定進行超過200萬日圓的現金交易）
（10）「国際送金の利用予定」（預定使用國際匯款）
（11）「経済制裁対象国等との取引」（與受經濟制裁國家／地區進行交易）

1 請就填寫回答畫面中顯示的下列事項，填寫顧客目前的資訊。

顧客資訊申報網站　填寫方法說明（個人客戶）

若系統自動登出的話，已填寫的資訊會消失，敬請注意。（請再次登入並重新填寫資訊。造成不便，敬請諒解。）

1 為了保護相關資訊，若登入後停留於同一畫面超過20分鐘的話，系統會自動登出。

因系統錯誤而造成登出情況時，已填寫的資訊會消失。（請再次登入並重新填寫資訊。造成不便，敬請諒解。）

2 使用瀏覽器本身的「上一頁」按鈕和「重新整理目前網頁」按鈕會產生系統錯誤，請勿使用。

3 顯示完成回答畫面，回答至此結束，感謝您的配合與支持。

※如有必要留下回答內容的記錄，請複製確認回答內容畫面儲存，或列印畫面等保存記錄。

2 於確認回答內容畫面確認填寫內容，若填寫內容正確無誤，請點擊「回答」（回答）按鈕。
欲訂正填寫內容時，請於點擊「戻る」（返回）按鈕返回填寫回答畫面後，訂正填寫內容。

填寫回答時的注意事項

（填寫回答畫面①）
填寫（1）～（6）項

（填寫回答畫面②）
填寫（7）～（11）項

（確認回答內容畫面）
確認回答內容

（完成回答畫面）
回答至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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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籍人士、特別永住者請選擇「日本国籍　または　外国籍の特別永住者」（日本籍　或　外籍的特別永柱者）。
・外籍人士請選擇「外国籍（特別永住者を除く）」（外籍（特別永住者除外）），並自下拉式選單中選擇國名。
・持有在留卡的人士，請填寫❶「在留資格」（在留資格）、❷「在留期間（満了日）」（在留期限屆滿日）、❸「在留カード番号」（在留卡編號）（※）。
※為外交官員等而無領取在留卡的人士無需填寫在留卡編號。

1 請填寫「生年月日」（出生年月日）、「国籍」（國籍）等。

1. 請就填寫回答畫面中顯示的下列事項，填寫顧客目前的資訊。

請選擇出生年月日。

請選擇國籍。
※日本籍人士、特別永住者請選擇
「日本籍或外籍特別永住者」。

【外籍人士】

【僅外籍人士】
請選擇在留期限（屆滿日。在
留資格為永住者等且在留期限
為無期限的人士，請選擇「無
期限」（無期限）。

【僅外籍人士】
請填寫在留卡編號。
※為外交官員等而無領取在留卡的
人士無需填寫在留卡編號。

【僅外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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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選
擇「はい」（是）。若您未工作，請選擇「い
いえ」（否）。

【僅外籍人士】
為外交官員等特定職業的人士，
請選擇符合的項目。若無符合項
目，則無需選擇。

【僅外籍人士】
請自下拉式選單中選擇國名。

【僅外籍人士】
請自下拉式選單中選擇在留
資格。

❶

❸

❷

❶

❷

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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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是外國PEPs（外國政府等重要職務之人士或其家屬），請選擇「はい」（是）。若不是，請選擇「いいえ」（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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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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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營企業董監事等。詳情請參閱【「外国政府等において重要な地位を占める方」について】（關於「在外國政
府等佔有重要地位者」）。

2 請填寫「外国PEPs情報」（外國PEPs資訊）。

【外國PEPs人士】

【僅限外國 PEPs 人士】
若佔有重要地位者為名義人本
人，請選擇「ご本人」（本人）。
若佔有重要地位者為名義人
的家屬，請選擇「ご家族」（家
屬），填寫其姓名並選擇「続柄
（配偶者、父母、子　等）」（親
屬關係（配偶、父母、子女　
等））。

【僅限外國PEPs人士】
請填寫其擔任重要地位的機構
名稱。
（範例）駐日●●大使館

【僅限外國PEPs人士】
請填寫其擔任的重要地位。
（範例）首相、特命全權大使

請選擇「はい」（是）或「いい
え」（否）。

【僅限外國 PEPs 人士】
請自下拉式選單中選擇其擔任
重要地位的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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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就與郵政銀行（包含郵局）的交易目的，選擇符合的項目。
「主なご利用目的」（主要使用目的）：請選擇1個符合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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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選擇符合的項目。
範例）「主なご利用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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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充

裕的「儲蓄」時，「主なご利用目的」（主要使用目的）請選擇「給与受取／年金受取」（領取薪水／領取年金），「上記以外のご利
用目的」（上述以外使用目的）請選擇「生計費決済」（生活費用結算）與「貯蓄／資産運用」（儲蓄／資產運用）。

3 請填寫 「ご利用目的」（使用目的）。

請選擇1個主要使用目的。
若選擇「その他」（其他），請
填寫具體內容。（最多20字）
※若超過20字，請在可填寫的範
圍內填寫。

若有多個使用目的，請從上述
以外使用目的選擇所有符合的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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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就名義人主要「ご職業」（職業），選擇符合的項目名。（可複選）
・也請依照您選擇的職業，自下拉式選單中選擇任職單位的「事業／業種」（事業／行業類別）。

4 請填寫「ご職業」（職業）、「事業／業種」（事業／行業類別）。

請選擇符合的職業（可複選）
若選擇「その他」（其他），請
填寫具體內容。（最多10字）
※若超過10字，請在可填寫的範
圍內填寫。

【「会社員/団体職員」（公司員工／團體職員）、「会社役員/団体役員」（公司董監事／團體董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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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職業的人士】
※其他職業者不會顯示在事業／行業類別中，因此無需填寫。

職業為公司員工／團體職員、
公司董監事／團體董監事、兼
職／打工／派遣員工／簽約員
工、自僱／自營業的人士，請自
下拉式選單中選擇主要事業／
行業類別。（包含其他事業／
行業類別，最多可選擇3項）
若選擇「その他」（其他），請
填寫具體內容。（最多10字）
※若超過10字，請在可填寫的範
圍內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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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可能的範圍內填寫任職單位／就讀學校的資訊。

5 請填寫 「ご勤務先・ご就学先」（任職單位／就讀學校）。

請就任職單位的職位，選擇符
合的項目。
（學生無需填寫）
若選擇「その他」（其他），請
填寫具體內容。（最多10字）
※若超過10字，請在可填寫的範
圍內填寫。

請就任職單位的工作內容，選
擇符合的項目。（學生無需填寫）
若選擇「その他」（其他），請
填寫具體內容。（最多10字）
※若超過10字，請在可填寫的範
圍內填寫。

請填寫任職單位（學生則為就
讀學校）的名稱／公司名稱（最
多30字）
※若超過30字，請在可填寫的範
圍內填寫。
※若有多個任職單位等，請填寫1
個主要的單位。

請填寫任職單位學生則為（就
讀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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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號碼無需填寫連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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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就目前的「年収（個人事業主の方は年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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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選擇「0～100万円以下」（0～100萬日圓以下）。

6 請填寫「年収・年商」（年薪／年營業額）。

請選擇目前的年薪（自僱人士
為年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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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就金額預定交易（存款、提款、匯款、扣款等）金額）與交易頻度，選擇符合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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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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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取引の頻度」（交易頻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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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請填寫「毎月のお取引金額（合計）」（每月交易金額（合計））、「お取引の頻度」（交易頻度）。

請選擇每月交易金額（合計）。

請選擇交易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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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就郵政銀行帳戶交易的主要「原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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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複選）

8 請填寫「お取引の原資」（交易的本金）。

請選擇交易的本金。（可複選）
若選擇「その他」（其他），請
填寫具體內容。（最多20字）
※若超過20字，請在可填寫的範
圍內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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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已透過郵政銀行帳戶使用超過200萬日圓的的現金進行交易，或預定今後將使用，請選擇「はい」（是）。若您未使用或今後亦無預定
使用，請選擇「いいえ」（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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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您實際進行交易時，本行將可能再次向您確認交易理由及交易的資金等事項。

9 請填寫「200万円超の現金取引予定」（預定進行超過200萬日圓的現金交易）。

請選擇「はい」（是）或「いい
え」（否）。

【在是否預定進行超過200萬日圓的現金交易選擇「是」的人士】

【僅預定進行超過200萬日圓
的現金交易的人士】
請填寫資金來源、使用用途以
及必須使用現金的理由（交易
的具體內容）。（最多30字）
※若超過30字，請在可填寫的範
圍內填寫。

【僅預定進行超過200萬日圓
的現金交易的人士】
請就超過200萬日圓的現金交
易頻度，選擇符合的項目。

【僅預定進行超過200萬日圓
的現金交易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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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部分交易中交易金額差異較
大時，請回答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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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已透過郵政銀行帳戶使用國際匯款（與外國的匯款交易），或預定今後將使用，請選擇「はい」（是）。若您未使用或今後亦無預定使
用，請選擇「いいえ」（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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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您實際進行交易時，本行將可能再次向您確認交易理由及交易的資金等事項。

10  請填寫「国際送金の利用予定」（預定使用國際匯款）。

請選擇「はい」（是）或「いい
え」（否）。

【在是否預定使用國際匯款選擇（是）的人士】

【僅預定使用國際匯款的人士】
請選擇符合國際匯款目的（匯款
時、收款時）之項目。（可複選）
若選擇「その他」（其他），請
填寫具體內容。（最多20字）
※若超過20字，請在可填寫的範
圍內填寫。

【僅預定使用國際匯款的人士】
請就國際匯款的頻度，選擇符
合的項目。

【僅預定使用國際匯款的人士】
請就每次進行國際匯款的金
額，選擇符合的項目。
※若部分交易中交易金額差異較
大時，請回答平均值。

【僅預定使用國際匯款的人士】
請就國際匯款的交易對象國
家／地區，選擇符合的項目。
（可複選）
若選擇「その他」（其他），請
自下拉式選單中選擇國名。
※若有多個其他交易對象國家／
地區等，請選擇1個主要的交易
對象國家／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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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與日本外匯及外國貿易法、美國OFAC規定等中指定為受經濟制裁國家／地區的國家／地區（受經濟制裁國家等）進行交易，或預定今
後進行交易，請選擇「はい」（是）。若您未進行交易或今後亦無預定進行交易，請選擇「いいえ」（否）。
※您可於郵政銀行網站確認受經濟制裁國家等的最新資訊。
※當您實際進行交易時，本行將可能再次向您確認交易理由及交易的資金等事項。

11 請填寫「経済制裁対象国等との取引」（與受經濟制裁國家／地區進行交易）。

請選擇「はい」（是）或「いい
え」（否）。

【在是否預定與受經濟制裁國家／地區進行交易選擇（是）的人士】

【僅與受經濟制裁國家／地區
進行交易的人士】
請選擇符合的受經濟制裁國
家／地區。若選擇「その他」（其
他），請填寫具體的國名等。
（最多30字）
※若超過30字，請在可填寫的範
圍內填寫。

【僅與受經濟制裁國家／地區進行交易的人士】
請填寫交易內容與目的、交易對象等、交易具體
內容。（最多40字）
※若超過40字，請在可填寫的範圍內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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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會顯示回答內容，請確認填寫內容，若填寫內容正確無誤，請點擊「回答」（回答）按鈕。
・欲訂正填寫內容時，請點擊頁面中的「戻る」（返回）按鈕返回填寫回答畫面後，訂正填寫內容。
※點擊瀏覽器本身的「上一頁」按鈕回到上一頁後，填寫內容會消失，請勿使用。

・按下回答按鈕後，將無法再次登入，亦無法查看回答內容。※如有必要留下記錄，請複製確認回答內容畫面儲存，或列印畫面等保存記錄。

2. 於確認回答內容畫面確認填寫內容，
若填寫內容正確無誤，請點擊「回答」（回答）按鈕。

請確認填寫內容，若填寫內容
正確無誤，請點擊「回答」（回
答）按鈕。
欲訂正填寫內容時，請點擊頁
面中的「戻る」（返回）按鈕
返回填寫回答畫面後，訂正填
寫內容。
※使用瀏覽器本身的「上一頁」按
鈕會產生系統錯誤，請勿使用。
（若產生系統錯誤，填寫內容會
消失）

※按下「回答」（回答）按鈕後，將無法再次登入，亦無法查看回答內容。※如有必要留下記
錄，請複製確認回答內容畫面儲存，或列印畫面等保存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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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顯示完成回答畫面，回答至此結束，感謝您的配合與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