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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上傳

文件上傳

什麼是文件上傳？

Citibank Online為文件上傳（Document Upload）
惃而，讓您能夠更快速、更輕鬆、且更安全的傳
送文件給本行。

優點

您不再需要忍受模糊的掃描文件、或不確定傳真
文件是否已經送出 –只要文件上傳程序最後出現
索引編號，您就可以確定已經上傳文件成功。

.有了“文件上傳”功能，無論您在全球任何地方，
只要登入 Citibank Online就可上傳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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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網址
www.ipb.citibank.com.sg

文件上傳

點選 “登入Citibank Online ” ，並以
您的用戶名與密碼登入。

文件上傳

http://www.ipb.citibank.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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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主選單
點選“服務”標籤，並選擇子選單中
的“我的基本資料”。

透過
Citi Mobile 金鑰、OSD或OTP 驗
證您的身份。

文件上傳

文件上傳

小提示：
金鑰

您的行動電話就是您的線上
安全裝置。

使用 金鑰驗證
您的所有交易。

此方法將取代所有其他方法，
譬如線上安全裝置，或透過
手機簡訊（ ）傳送單次
密碼（ ）。

請點選此處，進一步瞭解
金鑰

http://www.ipb.citibank.com.sg/english/static/mobiletoken.htm?icid=IPBERUFJENHOMEHB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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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上傳

請於左側子選單，選擇我的文件 >

文件上傳

選擇帳戶與文件種類

自下拉選單選取您欲新增之受款
人種類，然後點選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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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瀏覽”，找到您希望上傳的檔
案，或將檔案拖曳至灰色區域並放
下，以新增檔案。

請依據下列規定上傳您的文件：

• 每次最多上傳 3 份文件，總容
量不得超過 5 MB

• 每份文件之容量不得超過 3 MB

• 檔案格式需為 PDF、DOC、
JPEG 或 PNG

文件上傳

文件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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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上傳後，灰色區域內將會出現
文件名稱，且旁邊會出現綠色的
“已上傳”文字，代表已成功上傳

文件上傳

點選 “確認”

文件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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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已成功上傳文件

請記下您的索引編號。本行在
收到所有必要資訊後，約需 5

個工作天作業時間處理文件。

文件上傳

文件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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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角色與責任

維持使用者代號與密碼之機密
您不得揭露您的使用者代號與密碼，且亦應確保您在輸入使用者代號與密碼或任何機密資訊時，無旁人在場觀看。請記住您的使用者代號與密碼，不要記錄在任何地方。無論於任何情況下，您皆不
得將您的使用者代號與密碼提供給任何人，即使該等人員是花旗銀行員工也一樣。

請勿使用未獲信賴可執行網路銀行作業的公用電腦或裝置，譬如網咖的電腦。這些裝置可能安裝了特定軟體，可在未取得您的同意的情況下，擷取您的個人資訊。

以線上安全裝置、Citi Mobile® 金鑰或透過手機簡訊產生的單次密碼（OTP），亦不可提供給任何他人。

行動裝置惡意軟體
亞太區域持續出現鎖定Android 智慧型手機攻擊的新變種行動裝置惡意軟體（Mobile Malware），這些惡意 app 通常鎖定行動銀行app，且可能試圖偷竊客戶的憑證以及執行詐騙交易。

於部分情況下，行動裝置惡意軟體會試圖以攔截文字簡訊（SMS）或於行動銀行app 中產生造假對話以欺騙使用者的方式，規避由單次密碼（OTP）所提供的額外安全機制。

花旗銀行建議客戶小心注意惡意軟體威脅，並且不定時參考本行的“線上安全小技巧（Online Security Tips） ”。我們尤其建議所有行動裝置使用者應考慮：

• 只安裝來自可信賴與官方來源之應用程式
• 安裝可茲信賴的行動裝置防毒應用程式
• 隨時更新行動裝置的軟體
• 小心注意 ‘刷機（rooted）’或‘越獄（jailbroken）’裝置風險持續上揚的趨勢
• 不點選或接受來自未知或可疑來源的任何連結或指示。

若您發現您的線上銀行作業出現異常情況，請立即終止網路銀行作業，並撥打+65 6224 5757 與本行24 小時CitiPhone Banking 聯繫。

注意線上威脅

線上威脅在當今社會非常普遍，而且將會誘騙你提供您的機密資訊，因此瞭解線上威脅的運作機制以及採取預防措施自保非常重要。

線上付款與轉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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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網路銀行用戶，您必須負責確認您在使用網路銀行時獲得保護。以下為您可以保護自己的一些方法：

於您的網路瀏覽器直接輸入新加坡花旗銀行國際個人銀行網址 http://www.ipb.citibank.com.sg，確認您是在真正的新加坡花旗銀行國際個人銀行網站，輸入您的使用者代號與密碼以及其他機密資訊

您的瀏覽器網址列的網址開頭應為“https://” ，而不是 http://，以確認您是在安全的網站上作業。安全的網站也將包括瀏覽器上方狀態列的一個掛鎖圖示。雙擊以檢視核發給花旗銀行的安全憑證詳細內
容。
• 欲驗證網站之真實性，請確認下列資料：
• 憑證係核發給http://www.ipb.citibank.com.sg

• 憑證係由Verisign核發
• 憑證日期有效。

勿將您的線上銀行登入資料儲存於瀏覽器，請於每次作業完成後，清除瀏覽器的暫存資料以及瀏覽記錄。點選此處瞭解清除瀏覽器暫存資料之方法。請記得在完成網路銀行作業後登出。

請在變更聯絡資料後通知本行，本行才能在發現任何異常交易時即時通知您。

請確認您的電腦安裝了最新的防毒軟體，以預防新病毒的入侵。您的電腦的作業系統以及瀏覽器軟體，必須更新最新安全修補程式。這些措施都能夠協助預防未經授權存取您的電腦的情況。

線上付款與轉帳

http://www.ipb.citibank.com.sg/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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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s

General Disclaimer

The contents of this document are for general information and illustrative purposes only and are not intended to serve as financial, investment or any other type of advice. This document 

does not constitute the distribution of any information or the making of any offer or solicitation by anyone in any jurisdiction in which such distribution or offer is not authorized or to any 

person to whom it is unlawful to distribute such a document or make such an offer or solicitation. Some products and services may not be available in certain jurisdictions. You should 

consult your professional advisers as to whether you require any governmental or other consent or need to observe any formalities to enable you to utilize or purchase the products and 

services described in this document. The actual product and service may vary due to enhancements. Citibank Singapore Limited shall not be responsible for any loss or damage of 

whatsoever nature (including consequential loss or damage) suffered or incurr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the customer or any other person resulting from access to, or use of this 

document or any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it.

Citibank full disclaimers,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to individual products and banking services.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ipb.citibank.com.sg. 

http://www.ipb.citibank.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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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
eFX、證券經紀、投資基金^

線上銀行服務
當期餘額，對帳單最多保存 7 年^

銀行業務
電匯、花旗全球速匯

現在就登入

探索 與
的下列功能

重要功能

www.ipb.citibank.com.sg

註：下列國家客戶，可自App store 及Google Play 下載Citi Mobile® App：澳洲、中國、香港、韓國、印度、印尼、日本、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台灣、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英國、美
國及越南。

^僅適用Citibank Online

Citibank IPB 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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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bank Singapore Ltd

24小時CitiPhone 銀行業務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存匯櫃員服務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