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設密碼
重設密碼、
密碼、服務密碼及重發用戶
服務密碼及重發用戶代碼申請書
用戶代碼申請書

Application for Resetting Password, Service Pin and Resending Login ID
Please fill in relevant items and mail/fax the Application to us. Upon receipt of the Application, we will confirm completeness
and correctness of the content, and then send new password, service pin or login ID to you immediately.

請填寫相關事項並將此申請書郵寄或傳真至本公司。
請填寫相關事項並將此申請書郵寄或傳真至本公司。
我們收到申請書并
我們收到申請書并確認內
確認內容完整無誤後會立即依照客戶
容完整無誤後會立即依照客戶指示重設密碼、
指示重設密碼、服務密碼或重發用戶
服務密碼或重發用戶代碼
用戶代碼，
代碼，敬請查收。
敬請查收。
* Required Items *欄目必須填寫
New password
重設密碼

Content of application
申請內容

New service pin
重設服務密碼
（請在申請欄目的方框內打勾
請在申請欄目的方框內打勾）
方框內打勾）
Resend Login ID
重發用戶代碼
＊

□

Date of application

申請日
申請日
Account Name
賬戶持有人姓名
Account No.
賬戶號碼
Registered address
登記住址

＊

X年X月X日

＊

李明

＊

＊

tk1070101
台灣省臺北市

登記電話號碼
Registered email address
登記郵件地址

Registered telephone number
＊

x路x段x號

+886-2-12345678
liming2011@yahoo.com

選擇新密碼送達方法
Send new password by

Email

電子郵件



Mail

郵寄

選擇新服務密碼送達方法

Email

電子郵件



Mail

郵寄

Send new service pin by

We will not be liable for losses caused by resetting new password, new service pin or resending Login ID. For security reason, we
will not mention the Login ID in the email or mail for your new password and service pin. If you apply for new password, service
pin and Login ID at the same time, we will inform you of the new password and service pin by means you have appointed, and
resend the Login ID only to your registered email address.

因重設密碼
因重設密碼、
密碼、服務密碼或重發用戶代碼而引致之客戶
服務密碼或重發用戶代碼而引致之客戶損失，
損失，本公司概不負責。
本公司概不負責。出於安全考量
出於安全考量，
全考量，我們在發送新密碼及新
服務密碼的郵件中不會提及用戶
服務密碼的郵件中不會提及用戶代碼。
代碼。如果客戶
如果客戶同時申請重設密碼與服務密碼及重發用戶
同時申請重設密碼與服務密碼及重發用戶代碼
用戶代碼，
代碼，我們會按照客戶
我們會按照客戶所指
定的新密碼及新服務密碼的送達方法通知客戶
定的新密碼及新服務密碼的送達方法通知客戶新設定的密碼及服務密碼，
新設定的密碼及服務密碼，另一方面只將客戶
另一方面只將客戶的用戶代碼發送到客
用戶代碼發送到客戶
代碼發送到客戶已
登記的電子郵件
的電子郵件地址。
地址。
Signature of individual or authorized person of legal representative

登記個人或法人被授權人之簽
登記個人或法人被授權人之簽章

※1

李明

此中文譯本只供參考之用，
此中文譯本只供參考之用，如與英文有任何歧異，
如與英文有任何歧異，概以英文為准。
概以英文為准。

㊞

Should there be any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version, the English version shall prevail.

TOKIN Co., Ltd.
E-mail account@tokincfd.com
http://www.tokincfd.com

：

注）法人賬戶的情況下，
法人賬戶的情況下，請法人被授權人於※
請法人被授權人於※1 處簽名並蓋章。
處簽名並蓋章。如公司法人代表本人為法人被授權人
時，需法人代表本人簽名及蓋章。
需法人代表本人簽名及蓋章。

TOKIN Co., Ltd.
E-mail account@tokincfd.com
http://www.tokincfd.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