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ITPoint Taiwan 企業綜合帳戶開戶指南 

 

非常感謝您考慮在 BITPoint Taiwan 開設企業綜合帳戶，請把表格填寫好後列印出來用印及簽

名，並和需檢附之書面文件一起郵寄到我們公司。 

( 請注意：公司設立登記表註明為一人公司無法申請，請改註冊自然人帳戶 ) 

 

「BITPoint Taiwan 企業綜合帳戶申請程序」 

1. 請將這份 PDF 檔案下載儲存在您的電腦上。 

 

2. 請將此 PDF 檔案用 A4 紙張列印出來或於電腦上直接填寫，詳實完整填寫企業綜合帳戶開

戶申請表格後列印出來用印及簽名。 

(若需授權委託交易負責代理人請填寫完整授權委託書並蓋章)。 

 

3. 請在公司章欄位處蓋上公司大小章。 

 

4. 請自備信封並將下列 1~7 項文件資料寄送到我們公司。 

 

「郵寄信息」 

    薩摩亞商幣寶亞太科技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企業帳戶審查部 

    10666 台北市大安區市民大道三段 198 號 5 樓 

 

「所需文件」 

以下 1. 2. 3. 4. 5. (6. 7)請寄送到我們公司： 

 

1. BITPoint Taiwan 企業綜合帳戶開戶申請表。 

 

2. 公司營業執照 或 公司營業變更登記表。  (影本用印公司大小章)  

 

3. 公司負責人及交易負責人的身分證明文件。 

請提供公司代表及交易負責人個別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要能確認到住址、姓名、出

生日期和照片，不可覆蓋到包括照片的所有資訊。 

 

4. 法人戶實質受益人聲明 ( 請確實填寫 ) 

 

5. 公司戶帳戶綁定授權委託書 ( 需檢附存摺正面影本核對 ) 

 

6. 授權委託書 (正本)。  

 

7. 有限公司檢附最近一期公司勞工保險清單影本。 (需加蓋大小章) 



申請日期

公司英文名稱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設立日期

資本額

開戶目的

資訊來源

公司負責人

中文姓名

電郵地址
(登入ID)

自訂交易密碼
(4位數字)

交易負責代表 (若為公司負責人免填)

中文姓名

出金用銀行帳戶

銀行名稱

帳戶類型

帳戶名稱

□ 一般帳戶       □ 支票帳戶 帳戶號碼

BITPoint Taiwan  企業綜合帳戶開戶申請表

分行名稱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電話  (手機)              

(請填寫Gmail電郵地址，大小寫需正確)

通訊地址

民國                 年            月            日

郵遞區號 電話  (手機)              

出生日期

服務業 其他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 網際網路  □ 書報雜誌  □ 親友介紹 □ 媒體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大小章

  

其他金融資產

郵遞區號

□ 利用加密貨幣進行國內外支付業務  □ 投資賺取變動利潤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

業務內容

公司地址

             年       月       日 公司電話號碼

農、林業 製造業 建築業 資訊業 運輸業

批發零售業 金融保險業 房仲業



授權委託書 

 
 

授權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統編：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今向薩摩亞商幣寶亞太科技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申請開設企業綜合帳戶，並授權交易代理

人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為交易責任代表，處理在

BITPoint Taiwan 內所有交易及相關事務，特立此書為憑。 

 

※薩摩亞商幣寶亞太科技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僅提供企業綜合帳戶開戶及交易平台相關服務，該企業綜合帳戶之資產操

作、交易盈虧及相關法律合規事項，屬授權方公司與受委託人之義務責任。 

 

 

 

 

 

 

 

 

 

授 權 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權方請填寫法人全銜，並蓋同法人設立/變更登記事項表之大小章 

 

負 責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親簽並蓋章) 

             

公司統編：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交易代理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親簽並蓋章) 

 

交易代理人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西元                   年                     月                   日 



法人戶實質受益人聲明 

1. 本公司無□ ／有□持股超過10%之個人股東或法人股東 

若有，該等個人及法人股東之中英文名稱、持股比例及法人股東個別簽證會計師事務所之

名稱如下： 

                                                                             

                                                                             

                                                                             

2. 本公司法人股東中若有持有本公司超過50%股權者，該股東背後 無□ ／有□ 持股超過

50%股權之法人股東 

若有，該最終法人股東之中英文名稱、持股比例及簽證會計師事務所名如下： 

                                                                                

3. 除於上述已揭露之股東或關係企業外，本公司其他關係企業 無□ ／有□ 

若有，名單及其持股結構如下： 

                                                                      

4. 本公司是否有直接或間接持有權益或控制權超過25%之自然人(UBO) 

若有，請提供姓名並附上身分證明文件： 

                                                                          

5. 配合政府洗錢防制法令之修正，請檢附投資架構圖等相關證明本公司資金或資產文件。 

                                                                              

 

此致 

薩摩亞商幣寶亞太科技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公司名稱                                

                                       填寫人                                  

                                       填寫日期                                



公司戶帳戶綁定授權委託書 

 
 

委託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統編：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名稱及代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行名稱及代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  行  帳  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帳  戶  戶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請附上存摺正面影本核對 *** 

 

茲委託人欲向薩摩亞商幣寶亞太科技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受託人)申請企業綜合帳戶

銀行綁定事宜，故委託受託人協助處理所有關於 BITPoint Taiwan 綁定帳號之事務，特

立此書為憑。 

※薩摩亞商幣寶亞太科技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本公司)僅提供企業綜合帳戶開戶及交易平台相關服務，該企業綜合

帳戶之資產操作、交易盈虧及相關法律合規事項與本公司無關。 

 

 

 

 

 

 

 

 

 

委 託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託人請填寫法人全銜，並蓋同法人設立/變更登記事項表之大小章 

 

負 責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親簽並蓋章) 

             

公司統編：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西元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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