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 
 

 

網路銀行 使用手冊 

 

 

 

 

 

 

 

 

 

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 

2017年 09月 



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                                              網路銀行使用手冊 V1.0 

 

 第2頁，共44頁 

目 錄  

第一章 網路銀行概述 ......................................................... 4 

1.1 前言  ................................................................. 4 

1.2  網路銀行安全機制  ................................................. 4 

1.3 服務項目  ............................................................ 4 

1.4 客戶端環境需求  ..................................................... 5 

1.5 網路銀行網址  ....................................................... 6 

1.6 相容性檢視設定  ..................................................... 6 

1.7 網銀約定與管理方式  ................................................ 6 

1.8 網銀頁面說明  ....................................................... 7 

第二章 網路銀行操作說明 ..................................................... 8 

2.1 首頁  ................................................................. 8 

2.2 登入  ................................................................ 10 

2.3 活期帳戶總覽  ...................................................... 12 

2.4 活期餘額查詢  ...................................................... 13 

2.5 活期交易明細查詢  .................................................. 15 

2.6 代收票據明細查詢  .................................................. 18 

2.7 定期帳戶總覽  ...................................................... 20 

2.8 放款帳戶總覽  ...................................................... 23 

2.9 轉帳服務 -約定轉帳  ................................................ 25 

2.10 預約轉帳查詢  ..................................................... 27 

2.11 預約轉帳新增  ..................................................... 30 

2.12 活期掛失狀況查詢  ................................................ 32 

2.13 活期存摺掛失  ..................................................... 33 

2.14 活期印鑑掛失  ..................................................... 34 

2.15 晶片卡掛失  ....................................................... 35 

2.16 活期帳戶暫時止付  ................................................ 36 

2.17 定期掛失與狀況查詢  .............................................. 37 

2.18 登入密碼變更  ..................................................... 39 

2.19 交易密碼變更  ..................................................... 40 

2.20 約定轉入帳號變更  ................................................ 41 

2.21 約定轉入帳號備註變更  ............................................ 43 

2.22 其他  .............................................................. 44 

 



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                                              網路銀行使用手冊 V1.0 

 

 第3頁，共44頁 

0 修訂紀錄 

序 號  修 訂 單 位  修 訂 日 期  版 次  修 定 原 因  修 訂 內 容  

1  新 竹 三 信  1 0 6 . 0 8 . 1 0  1 . 0  新 訂  如 文  

      



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                                              網路銀行使用手冊 V1.0 

 

 第4頁，共44頁 

第一章 網路銀行概述 

1.1 前言 

網路銀行系統係透過網際網路瀏覽器將客戶個人帳務資料下載至用戶端電腦，使用者透

過網際網路瀏覽器選擇相關交易，查詢帳戶內容或約定轉帳，提供客戶更便利之交易管

道。 

1.2 網路銀行安全機制 

為確保網路交易安全，本社網站有下列安全機制: 

1.網頁與網站伺服器間交易訊息內容以 SessionKey加密。 

2.帳務交易多層次確認:事先約定的轉帳密碼與使用圖形驗證碼(GOTP, Graphic One  

Time Password)確認。 

3.交易畫面 8分鐘未操作自動登出。 

4.使用 TLS2.0 安全連線。 

5.每筆交易使用動態隨機變動之端末設備查核碼驗證。 

6.每筆交易皆以特定欄位進行訊息押碼 MAC驗證。 

7.網銀申請後一個月內要先變更管理者密碼才可使用，超過時間則須重新申請。 

8.使用者密碼或轉帳密碼修改連續錯誤 5次時將鎖住，必須重新申請。  

9.登入採 2段式登入，先驗證統一編號與使用者代號，在驗證登入密碼。 

1.3 服務項目 

本社網路銀行的服務項目如下表。 

NO 交 易 名 稱 說                 明 

1 登入 使用者登入  

2 活期帳戶總覽 全社活期性帳號總覽 

3 活期餘額查詢 活期帳務餘額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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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活期交易明細查詢 活期最近 3個月交易明細查詢 

5 代收票據明細查詢 代收庫存票據查詢 

6 定期帳戶總覽 全社定期帳號總覽  

7 定期交易明細查詢 定期交易明細查詢  

8 放款帳戶總覽 全社放款帳號總覽  

9 放款交易明細查詢 放款交易明細查詢  

10 約定轉帳 約定帳號轉帳交易  

11 活期性掛失查詢 活期帳號掛失狀況查詢  

12 活期性掛失設定 晶片卡、存摺、印鑑與暫禁設定  

13 定期掛失查詢 定期帳號掛失狀況查詢與設定  

14 預約轉帳新增與查詢 預約轉帳查詢與新增  

15 登入密碼變更 登入密碼變更  

16 交易密碼變更 交易密碼變更  

17 約定轉入帳號變更 約定轉入帳號變更 (需要晶片卡 ) 

18 約定轉入帳號備註變更 約定轉入帳號備註變更 

19 登出 登出  

20 新手上路 網銀常見問題索引  

21 服務內容 網銀服務項目  

22 服務電話 網銀客服電話  

23 營業據點與服務查詢 本社營業據點與服務內容查詢

(Google Map) 

24 本社網路 ATM連結 連結本社網路 ATM 網站  

 

1.4 客戶端環境需求 

1.作業系統：建議 Windows 7.0以上版本。 

2.瀏覽器：Microsoft IE 9.0(含)以上版本、Chrome、FireFox,Opear等主要瀏覽器。 

3.螢幕最佳解析度請設定為 1024 * 7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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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網路銀行網址 

1.在使用本系統前，請您務必確定本社連線網址為: 

    https://ebank.hc3cbank.com.tw 

2.網路銀行使用注意事項(警語) 

(1)請妥善保護網路銀行使用者代用者代號、密碼及其他足以識別識份之工具，勿提供

第三人使用。  

      (2)請先確認網路銀行正確之網址，才使用網路銀行服務。 

      (3)請勿紀錄密碼於電腦或行動裝置內。 

      (4)請提高警覺防範詐騙集團套取密碼。 

      (5)請勿使用公用電腦（如網路咖啡店）進行網路銀行交易等。 

    (6)請勿點選來路不明網址及程式並建議安裝防毒軟體。 

1.6 相容性檢視設定 

1.若採用 IE瀏覽器，為了有最佳的顯示效果，建議先進行相容性檢視設定。 

(1)開啟 IE瀏覽器。 

(2)點選﹝工具﹞→點選﹝相容性檢視設定﹞。 

(3)輸入﹝新增此網站欄位﹞內容為﹝hc3cbank.com.tw﹞。 

(4)點選﹝新增﹞。 

(5)確認﹝已新增至相容性檢視的網站﹞欄位內容有﹝hc3cbank.com.tw﹞ 

(6)點選﹝關閉﹞。 

   2.其他瀏覽器則不需另行設定。 

1.7 網銀約定與管理方式 

     1.網銀使用前須先到營業廳事先約定。 

2.網銀約定後，新密碼函之登入密碼須先變更後才可使用。超過 1個月未變更密碼，則

該密碼即失效需重新申辦。 

  

 

 

 

 

 

 

 

https://ebank.hc3cban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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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網銀頁面說明 

 

       輸入資料頁面說明 

       (1)功能選單:顯示網銀功能。 

       (2)目前時間與倒數:顯示目前時間與未操作倒數。 

       (3)輸入欄位:交易需輸入或點選欄位。 

       (4)交易送出:資料輸入完成後，將輸入資料送出處理。              

   2.查詢結果頁面說明 

 

 

(1)登入資訊:顯示登入者資料 (2)功能選單開合:開啟貨閉合功能選單 

        (3)點選功能:點選功能       (4)交易連結:連結業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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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網路銀行操作說明 

2.1 首頁 

   首頁: 

 

  登入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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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用時機 

    (1)需要使用本社網路銀行服務時。 

二、輸入說明 

(1)點選[登入(Login)] 連結到網路銀行登入頁面。 

三、作業說明 

(1)網銀網址:https://ebank.hc3cbank.com.tw。 

    (2)登入(Login): 點選後，連結到登入網路銀行頁面。 

 (3)申請須知: 申請網路銀行服務相關事項說明。 

    (4)系統需求: 最佳使用電腦需求。 

    (5)操作問題: 常見操作問題與處理方式。 

    (6)全國繳費網: 連結全國繳費網站。 

    (7)新竹三信首頁: 連結本網站首頁。 

    (8)新竹三信 WebAtm:連結本社網路 ATM服務。 

    (8)回首頁: 

 



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                                              網路銀行使用手冊 V1.0 

 

 第10頁，共44頁 

2.2 登入 

驗證身分證號或統一編號 

 

 驗證登入密碼: 

 

一、使用時機 

(1)登入網路銀行時。 

(2)2段式登入:先驗證身分證號或統一編號，在驗證登入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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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輸入說明 

    第一段: 

NO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說  明 

1 身份證號碼或統一編號 英數字   

2 使用者代號 英數字   

第二段: 

NO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說  明 

1 使用者密碼 英數字   

2 驗證碼 英數字   

 

三、作業說明 

 (1)頁面定時8分鐘無動作時，自動登出。 

(2)登入成功後，顯示[活期帳戶總覽]資料，並開始其他交易選擇。 

   登入失敗時(輸入資料不正確)，請依頁面指示操作。 

(3)第一次登入須變更使用者密碼(自動提醒) 

       第一次登入將自動要求變更登入密碼。變更後再重新登入。 

(4)登入失敗超過5次將自動鎖定使用者資料，並請攜帶證件到營業廳重新印製密碼函。 

(5)系統自動提醒密碼超過1年未變更訊息。 

四、查詢結果 

(1)登入成功，顯示活期帳戶總覽，範例如下:   

 

 

       a.可點選[功能選單]或右側[常用功能]開始網銀交易。 

  (2)登入失敗時，顯示錯誤訊息並請依指示重新登入或其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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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活期帳戶總覽 

 

 

一、使用時機 

(1)網路銀行登入成功後，顯示全社活期帳戶資料。 

(2)點選[活期帳戶總覽]，顯示全社活期帳戶資料。 

 

二、輸入說明 

無。 

 

三、作業說明 

(1)頁面定時 8分鐘無動作時，自動登出。 

(2)帳戶右側有[交易連結]按鈕，可以點選[功能選單]或[交易連結]選擇查詢項目。 

 

四、查詢結果 

    可點選: 

(1)常用功能-連結[帳戶餘額][交易明細]或[轉帳作業]功能。 

(2[列印]，列印查詢結果。 

或[功能選單]選擇其他業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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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活期餘額查詢 

 

 

 

一、使用時機 

(1)查詢活期性帳戶餘額時。 

 

二、輸入說明 

    (1)活期餘額查詢-輸入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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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說  明 

1 選擇活期性帳號 選單  有查詢 /轉帳權限的活期性帳號  

 

三、作業說明 

(1)頁面定時 8分鐘無動作時，自動登出。 

(2)活期餘額查詢 

   a.點選[選擇活期性帳號]，選擇要查詢的活期性帳號。 

   b.點選[交易送出]開始查詢。 

四、查詢結果 

    (1)活期餘額查詢-顯示範列 

 

可點選: 

a.[列印]，列印查詢內容。 

       或點選[功能選單]之其他業務功能。 

    (2)查詢失敗-顯示錯誤訊息後，點選[功能選單]之其他業務功能。 

 



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                                              網路銀行使用手冊 V1.0 

 

 第15頁，共44頁 

2.5 活期交易明細查詢 

 

   

一、使用時機 

(1)查詢活期性帳號最近3個月交易明細資料。 

 

二、輸入說明 

    (1)交易明細查詢-輸入頁面 

 



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                                              網路銀行使用手冊 V1.0 

 

 第16頁，共44頁 

 

      

NO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說  明 

1 選擇活期性帳號  選單  選擇活期性帳號  

2 查詢起日 數字 7 位  未輸入預設為資料最早日期  

格式 :1050101 

3 查詢訖日 數字 7 位  未輸入預設為今天  

格式 :1050901 

   a.點選[交易送出]後，顯示查詢資料。 

    

三、作業說明 

(1)頁面定時 8分鐘無動作時，自動登出。 

(2)查詢起日未輸入時為最近 3個月日期。 

(3)查詢訖日未輸入時為本日。 

 

四、查詢結果 

   (1)交易明細-顯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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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點選: 

a.[列印]，列印查詢內容。 

     b.[儲存]，儲存查詢內容(文字檔)。 

      或點選[功能選單]之其他業務功能。 

    (2)查詢失敗-顯示錯誤訊息後，點選[功能選單]之其他業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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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代收票據明細查詢 

 

   

一、使用時機 

(1)查詢活期性帳號之代收票據明細資料。 

 

二、輸入說明 

    (1)代收票據細查詢-輸入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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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說  明 

1 選擇活期性帳號  選單  選擇活期性帳號  

2 查詢起日 數字 7 位  未輸入預設為資料最早日期  

格式 :1050101 

3 查詢訖日 數字 7 位  未輸入預設為今天  

格式 :1050901 

   a.點選[交易送出]後，顯示查詢資料。 

 

三、作業說明 

(1)頁面定時 8分鐘無動作時，自動登出。 

(2)查詢起日未輸入時為最近 3個月日期。 

(3)查詢訖日未輸入時為本日。 

 

四、查詢結果 

   (1)代收票據明細-顯示範例 

 

 

可點選: 

a.[列印]，列印查詢內容。 

      或點選[功能選單]之其他業務功能。 

    (2)查詢失敗-顯示錯誤訊息後，點選[功能選單]之其他業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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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定期帳戶總覽 

     
一、使用時機 

(1)查詢定期性帳戶總覽資料。 

 

二、輸入說明 

    (1)定期帳戶總覽-輸入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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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說  明 

1 內容查詢  按鈕  定期內容查詢  

2 交易明細  按鈕  交易明細查詢  

a. 點選[內容查詢][交易明細]，顯示定期帳號之相關資料。 

 

三、作業說明 

(1)頁面定時 8鐘無動作時，自動登出。 

(2)定期帳戶總覽查詢 

   a.點選[定期帳戶總覽 ]，自動查詢定期帳號之總覽資料。  

(3)點選定期帳號之 [交易明細 ]，查詢指定帳戶之交易明細。  

 

四、查詢結果 

    (1)內容查詢-顯示範例 

 

可點選: 

a.[列印]，列印查詢內容。 

      或點選[功能選單]之其他業務功能。 

 (2)交易明細查詢-顯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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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點選: 

a.[列印]，列印查詢內容。 

      或點選[功能選單]之其他業務功能。 

 

    (3)查詢失敗-顯示錯誤訊息後，點選[功能選單]之其他業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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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放款帳戶總覽 

 

     

一、使用時機 

(1)查詢放款帳戶總覽資料。 

(2)查詢指定放款帳戶交易明細資料。 

 

二、輸入說明 

    (1)交易明細-輸入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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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說  明 

1 選擇放款帳號  選單  選擇放款帳號  

b. 點選[查詢]，查詢放款交易明細資料。 

 

三、作業說明 

(1)頁面定時 8分鐘無動作時，自動登出。 

(2)放款之申請書流水號歸戶查詢 

   a.點選[選擇放款帳號 ]後，查詢放款帳號之申請書流水號歸戶資料。  

(3)點選 [交易明細查詢 ]查詢指定存單的交易明細。  

(4)或點選 [選擇放款帳號 ]查詢其他放款帳號的申請書流水號歸戶資料。  

 

四、查詢結果 

    (1)交易明細-顯示範例 

 

可點選: 

a.[列印]，列印查詢內容。 

     b.[儲存]，儲存查詢內容(文字檔)。 

     或點選[功能選單]之其他業務功能。 

     (2)查詢失敗-顯示錯誤訊息後，點選[功能選單]之其他業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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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轉帳服務-約定轉帳 

 
 

一、使用時機 

(1)需要約定轉帳交易。 

 

二、輸入說明 

    (1)約定轉帳-輸入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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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說  明 

1 選擇轉出帳號  選單  選擇可轉出之帳號  

 約定轉帳區分  選項  選擇自行轉帳或跨行轉帳  

選擇後設定選擇轉入帳號  

 選擇轉入帳號  選單  自行轉入帳號或跨行轉入帳號  

 轉出金額  數字  最多 9 位數字  

 收件人 E-mail 英數字  收件人 E-mail 

 寄送通知備註欄  英數字  E-mail 通知備註  

 交易密碼  數字  以小鍵盤輸入  

 驗證碼  數字   

 

三、作業說明 

(1)頁面定時 8分鐘無動作時，自動登出。 

(2)點選[交易送出 ]，查詢客戶之股金明細資料。  

 

四、查詢結果 

    (1)約定轉帳-顯示範例 

 

可點選: 

a.[列印]，列印查詢內容。 

  b.[儲存]，儲存查詢內容(文字檔)。  

    或點選[功能選單]之其他業務功能。 

(2)查詢失敗-顯示錯誤訊息後，點選[功能選單]之其他業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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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預約轉帳查詢 

    

 
 

一、使用時機 

(1)查詢預約轉帳明細與狀況。  

(2)刪除預約轉帳資料(尚未處理) 

 

二、輸入說明 

  預約轉帳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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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說  明 

1 查詢起日 數字 7 位  格式 :1050101 

2 查詢訖日 數字 7 位  格式 :1050901 

 

預約轉帳-可刪除 

 

      

NO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說  明 

1 交易密碼  數字  以小鍵盤輸入  

點選[取消交易]或[交易送出]刪除預約轉帳資料。 

 

三、作業說明 

(1)頁面定時 8分鐘無動作時，自動登出。 

(2)點選功能連結到 [可刪除 ]。  

(3)刪除: 

   a.限未處理預約轉帳才可以刪除。 

   b.需輸入交易密碼 

(4)新增: 

   連結預約轉帳新增頁面。 

 

四、查詢結果 

   (1)預約轉帳查詢-顯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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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點選: 

a.[列印]，列印查詢內容。 

  b.[新增]，連結預約轉帳新增頁面。 

  e.[查詢]，選擇區間查詢預約轉帳資料與狀況。  

  或點選[功能選單]之其他業務功能。 

 

  (2)查詢失敗-顯示錯誤訊息後，點選[功能選單]之其他業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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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預約轉帳新增     

 

 

一、使用時機 

(1)新增預約轉帳資料(未來3個月)。 

 

二、輸入說明 

    (1)預約轉帳交易-輸入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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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說  明 

1 選擇轉出帳號  選單  選擇轉出帳號  

2 約定轉帳區分  選項  自行轉入或跨行轉入  

3 選擇轉入帳號  選單  自行轉入帳號或跨行轉入帳號  

4 轉出金額  數字 9 位   

5 預定生效日期  數字 7 位  預定轉帳日期  

6 交易密碼  英數字  4-12 位英數字  

  

三、作業說明 

(1)頁面定時 8分鐘無動作時，自動登出。 

(2)點選[轉出帳號] 

   點選[轉出帳號 ]指定轉出帳號，轉出的活期性帳號需事先在臨櫃約定。  

(3)約定轉帳區分 : 

  選擇自行轉帳或跨行轉帳帳號  

    (4)新增成功，自動顯示在網頁上。 

 

四、交易結果 

   (1)交易成功-顯示範例 

 
 

可點選: 

a.[列印]，列印查詢內容。 

   或點選[功能選單]之其他業務功能。 

 

  (3)交易失敗-顯示錯誤訊息後，點選[功能選單]之其他業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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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活期掛失狀況查詢 

 

 

一、使用時機 

(1)活期性帳號掛失狀況查詢。 

 

二、輸入說明 

無 

 

三、作業說明 

(1)頁面定時 8分鐘無動作時，自動登出。 

 

四、交易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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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活期存摺掛失 

 

 
 

一、使用時機 

(1)活期性帳號存摺掛失。 

(2)掛失後須到營業廳解除。 

 

二、輸入說明 

    (1)存摺掛失-輸入頁面 

 

      

NO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說  明 

1 選擇掛失帳號  選單  點選可掛失之帳號  

2 交易密碼  數字  以小鍵盤輸入  

  

三、作業說明 

(1)頁面定時 8分鐘無動作時，自動登出。 

(2)可掛失活期性帳號 

   可掛失之帳號才會出現可以點選項目。 

   

四、交易結果 

同上(重新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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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活期印鑑掛失 

 

 

一、使用時機 

(1)活期性帳號印鑑掛失。 

(2)掛失後須到營業廳解除。 

 

二、輸入說明 

    (1)印鑑掛失-輸入頁面 

 

      

NO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說  明 

1 選擇掛失帳號  選單  點選可掛失之帳號  

2 交易密碼  數字  以小鍵盤輸入  

  

三、作業說明 

(1)頁面定時 8分鐘無動作時，自動登出。 

(2)可掛失活期性帳號 

   可掛失之帳號才會出現可以點選項目。 

   

四、交易結果 

同上(重新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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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晶片卡掛失 

 

 

一、使用時機 

(1)晶片卡掛失。 

(2)掛失後須到營業廳解除。 

 

二、輸入說明 

    (1)晶片卡掛失-輸入頁面 

 

      

NO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說  明 

1 選擇掛失帳號  選單  點選可掛失之帳號  

2 交易密碼  數字  以小鍵盤輸入  

  

三、作業說明 

(1)頁面定時 8分鐘無動作時，自動登出。 

(2)可掛失活期性帳號 

   可掛失之帳號才會出現可以點選項目。 

   

四、交易結果 

同上(重新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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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活期帳戶暫時止付 

 
 

一、使用時機 

(1)活期帳戶暫時止付。 

(2)止付後須到營業廳解除。 

 

二、輸入說明 

    (1)存摺止付-輸入頁面 

 

      

NO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說  明 

1 選擇止付帳號  選單  點選可掛失之帳號  

2 交易密碼  數字  以小鍵盤輸入  

  

三、作業說明 

(1)頁面定時 8分鐘無動作時，自動登出。 

(2)可止付活期性帳號 

   可止付之帳號才會出現可以點選項目。 

   

四、交易結果 

同上(重新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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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定期掛失與狀況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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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用時機 

(1)定期帳號掛失狀況查詢與設定。 

(2)掛失後須到營業廳解除。 

 

二、輸入說明 

    (1)存單/印鑑掛失-輸入頁面 

 

      

NO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說  明 

1 選擇掛失項目  按鈕  點選可掛失之帳號  

2 交易密碼  數字  以小鍵盤輸入  

  

三、作業說明 

(1)頁面定時 8分鐘無動作時，自動登出。 

(2)可掛失項目 

   可掛失之項目才會出現可以點選項目。 

   

四、交易結果 

同上(重新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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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登入密碼變更 

 

 

一、使用時機 

(1)申請後第一次登入時提醒變更登入密碼。 

(2)為維護使用安全請定期變更登入密碼。 

 

二、輸入說明 

    (1)存摺掛失-輸入頁面 

 

      

NO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說  明 

1 舊登入密碼  英數字  舊登入密碼  

2 新登入密碼  英數字  新登入密碼  

3 確認新登入密碼  英數字  確認新登入密碼  

4 交易密碼  數字  請用小鍵盤輸入  

  

三、作業說明 

(1)頁面定時 8分鐘無動作時，自動登出。 

(2)密碼變更後須重新登入。 

   

四、交易結果 

請重新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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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交易密碼變更 

 

 

一、使用時機 

(1)變更交易密碼時。  

 

二、輸入說明 

    (1)存摺掛失-輸入頁面 

 

      

NO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說  明 

1 原交易密碼  數字  原交易密碼  

2 新交易密碼  數字  新交易密碼  

3 確認新交易密碼  數字  確認新交易密碼  

4 驗證碼  數字   

  

三、作業說明 

(1)頁面定時 8分鐘無動作時，自動登出。  

   

四、交易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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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約定轉入帳號變更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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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用時機 

(1)查詢約定轉入帳號或新增約定轉入帳號 

(2)需使用本社晶片卡才可使用。 

(3)請依指示安裝網頁安全性元件(ActiveX) 

 

二、輸入說明 

     

      

NO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說  明 

1 約定轉帳區分  選單  自行轉帳或跨行轉帳  

2 晶片卡密碼  數字  新交易密碼  

  

三、作業說明 

(1)頁面定時 8分鐘無動作時，自動登出。 

(2)[刪除]:刪除指定約定轉入帳號。 

(3)[新增]:顯示新增轉入帳號輸入欄位(自行/跨行) 。 

 

四、查詢結果 

   同上(重新查詢) 

 

 

 

 

 

 

 

 

 

 

 

 

 

 

 

 



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                                              網路銀行使用手冊 V1.0 

 

 第43頁，共44頁 

2.21 約定轉入帳號備註變更 

 

     

一、使用時機 

(1)變更約定轉入帳號之中文備註。 

(2)自行轉帳/跨行轉帳帳號。 

 

二、輸入說明 

    

      

NO 

欄位名稱 格式長度 說  明 

1 目前備註內容  英數字  備註內容  

 

三、作業說明 

(1)頁面定時 8分鐘無動作時，自動登出。 

(2)輸入[目前備註內容]後點選[變更]。  

 

四、查詢結果 

    同上(重新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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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其他 

   安全說明、服務項目、常見問題、分社據點請點選功能選項目顯示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