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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匯轉帳申請
我的資料
銀行戶口上的確實姓名
屬意用於電匯轉帳的貨幣 
非強制的﹕如果你A的銀行要求使用中介銀行﹐請填妥以下部分。
免責聲明﹕
我的銀行
我明白﹐此表格上的個人資料只用來電匯款項到我的銀行戶口。我明白﹐我的銀行可能收取外匯兌換手續費以及接收電匯款項的費用。我 明白﹐如果非加幣電匯遭我的銀行�拒收﹐款項可能會有重大損失。
 
我授權PGT把應該付我的款項存入我的銀行戶口(如上所示)﹐直至以書面另行通知。我同意﹐PGT及/或其服務使用者在根據此授權作出付款 方面並無進一步的法律責任﹐以及可隨時中止直接存入戶口付款。
 
正楷書寫姓名
簽名
Date
日期
e.g. Canada – CC+9digits, USA – FW + 9 digits, UK – SC+6 digits)
(銀行代碼/分行號碼(Transit #)/匯款路徑號碼(Routing #))
此授權表格准許我們電匯款項到你的銀行戶口。請在你的銀行協助U下填妥此表格﹐以及把表格的簽署正本交回我們的 辦事處。  我們的網站備有此表格的電子版。                                                                         
姓名
省/州
地址﹕
城市﹕
國家
郵政編碼
電話
銀行名稱﹕
銀行Swift (BIC) 代碼X
銀行地址
城市﹕
省/州
目的地國家﹕
電話
傳真
銀行識別符
我的戶口號碼(即國際銀行帳戶號碼(IBAN / CLABE #))
付款詳情(如適用)
付款指示
中介銀行名稱
Swift (BIC) 代碼
收款人在中介銀行的戶口號碼
(給收款銀行的指示﹐如有的話)
WIRE TRANSFER REQUEST FORM (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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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國際銀行的指示
為你的客戶填妥PGT電匯轉帳申請表格
欄名
步驟說明
姓名
輸入款項受益人(收款人)的全名。
地址﹕
輸入受益人的詳細地址。
我的銀行
輸入 銀行名稱
Swift (BIC) 代碼
Swift (BIC) 代碼是8或11位數字或字母﹐由以H下組成﹕
4位 - 銀行代碼(只是字母)
2位 - 國家代碼(只是字母)
2位 - 地區代碼X(字母和數字)
(如果第二G位是`1'﹐它代表SWIFT網絡的被動參與者)
3位 - 分行代碼﹐可用可不用(`XXX'表示總行) (字母和數字)         
銀行地址
輸入受益人的銀行的詳細地址。C
目的地國家﹕
輸入款項將會電匯到的國家。
銀行識別符
在美國﹐這是9位數的Routing #或ABA﹔在加拿大﹐這是8位數的Transit # ﹐例如XXXXX-001是滿地可銀行的分行﹔在英國和愛爾蘭是6位數的
Sort Code﹔在德國是8位數的BLZ號碼﹔在澳洲是8位數的BSB。
我的戶口號碼(即國際銀行帳戶號�碼(IBAN / CLABE #))
輸入受益人的銀行戶口號碼。如電匯轉帳到歐盟﹐請輸入IBAN #。轉
帳到墨西哥需要有CLABE代碼。
付款詳情(如適用)
輸入受益人(收款人)應該收到在銀行發出的電匯轉帳通知書上的資料或參考說明。C這應該是關於該次付款是什麼一回事的說明﹐例如“來自`姓' `名' 遺產的�收益。”
付款指示
如電匯轉帳需要有中介銀行﹐請輸入明確的詳細指示。
中介銀行名稱
如電匯轉帳需要有中介銀行﹐M請輸入銀行名稱。請注意﹕中介銀行是
用來幫助把款項電匯到受益人的銀行戶口的代理銀行。只有受益人明
確表示其銀行要求有中介銀行﹐這項資料才要輸入。否則請留空。
收款人在中介銀行的戶口號碼
如電匯轉帳需要有中介銀行﹐M請輸入受益人的銀行在中介銀行持有的
戶口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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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你的全名(須與你銀行戶口上顯示的一致)。: 
	輸入你的郵寄地址。: 
	輸入你的郵寄地址。: 
	輸入你的郵寄地址。: 
	輸入你的郵寄地址。: 
	輸入你的郵寄地址的郵政編碼。: 
	輸入你的電話號碼﹐包括區域代碼和國家代碼﹐例如﹕1-555.250.555.5555﹐以便從加拿大聯絡你。: 
	如想PGTBC通過電匯以加幣把款項轉帳到你的銀行﹐請點擊。意思是你的銀行會進行外匯兌換。: 0
	如想PGTBC通過電匯以你選用的非加幣把款項轉帳到你的銀行﹐請點擊。意思是PGTBC的銀行會把款項由加幣轉換成你選用的貨幣﹐然後把款項轉帳到你的銀行。: 0
	ClientNo: 
	PrintButton1: 
	輸入 銀行名稱: 
	輸入銀行分行的地址。: 
	輸入銀行分行的地址。: 
	中介銀行的銀行識別代碼(如需使用中介銀行)。: 
	輸入銀行分行的地址。: 
	輸入銀行分行的地址。: 
	輸入分行的通常聯絡電話號碼。請包括區域代碼和國家代碼﹐以便從加拿大聯絡你。: 
	輸入分行的通常聯絡傳真號碼。請包括區域代碼和國家代碼﹐以便從加拿大聯絡你。: 
	在美國﹐這是9位數的Routing #或ABA﹔在加拿大﹐這是8位數的Transit # ﹐例如XXXXX-001是滿地可銀行的分行﹔在英國和愛爾蘭是6位數的Sort Code﹔在德國是8位數的BLZ號碼﹔在澳洲是8位數的BSB。: 
	輸入受益人的銀行戶口號碼。如電匯轉帳到歐盟﹐請輸入IBAN #。轉帳到墨西哥需要有CLABE代碼。: 
	輸入受益人(收款人)應該收到在銀行發出的電匯轉帳通知書上的資料或參考說明。這應該是關於該次付款是什麼一回事的說明﹐例如“來自‘姓’ ‘名’ 遺產的收益。”: 
	如電匯轉帳需要有中介銀行﹐請輸入明確的詳細指示。: 
	I如電匯轉帳需要有中介銀行﹐請輸入銀行名稱。請注意﹕中介銀行是用來幫助把款項電匯到受益人的銀行戶口的代理銀行。只有受益人明確表示其銀行要求有中介銀行﹐這項資料才要輸入。否則請留空。: 
	如電匯轉帳需要有中介銀行﹐請輸入受益人的銀行在中介銀行持有的戶口號碼。: 
	Swift (BIC) 代碼是8或11位數字或字母﹐由以下組成﹕4位 - 銀行代碼(只是字母)2位 - 國家代碼(只是字母)2位 - 地區代碼(字母和數字)(如果第二位是‘1’﹐它代表SWIFT網絡的被動參與者)3位 - 分行代碼﹐可用可不用(‘XXX’表示總行) (字母和數字): 
	輸入你選用的外幣兌換。舉例來說﹐如果你居於美國﹐並且想款項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