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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mBiz 用户指南

导航 简介

e-AmBiz是您企业的网上银行设施，可让您随时了解您公司最

新的帐户状况。它也能够让您全天候的掌控您所需管理的每
日交易。不管您身在何处，白天或黑夜，e-AmBiz都可让您：

• 查询余额和账户活动
• 通过GIRO和RENTAS付款
• 缴还所有已参与JomPAY付款的帐单
• 转账到AmBank账户
• 准备及创建款项模板

为了确保高度的防护措施，我们将提供给每位用户一个编码
机(Token)。用户可通过他们的登录ID 和编码机登录到e-AmBiz，
这将使密码更难以破解。

简介

关于编码机 (Token)

更换编码机密码 (Change PIN)

登录e-AmBiz 的步骤

帐户余额和来往查询
•账户余额总结
•账户来往活动

款项模板（备款者角色）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Interbank GIRO (IBG)
•Internal Funds Transfer (IFT)
•RENTAS
•IFTFCY
•SWIFT
•JomPAY

付款方式（批款者角色）
•下载批款清单
•详情式批款
•总结式批款

交易查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务中心：
有关e-AmBiz的协助，您可联络我们
的客户联系中心：
T | +603 2178 3188
F | +603 2171 3080
E | e-ambizcare@ambankgroup.com

运作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四: 8.45am to 5.45pm

星期五: 8.45am to 4.45pm
周六周末以及公共假期会闭门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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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编码机 (Token)

防护与技术概述

编码机是用双重因素来确认用户身份。双重因素包括登入ID及个人鉴
定密码 (PIN)。每次登入，您将需要输入个人鉴定密码及验证号码
(Challenge)在您的编码机，之后，编码机会提供您回应代码(Response)
以完成登入程序。

电池寿命
3年制造厂商保修期

遗失编码机/更换
联络+60321783188或电邮至 : e-ambizcare@ambankgroup.com

贴士！
当输入不正确的密码时，编码机的荧幕将显示 BAD PIN。您可以
尝试输入密码5次，若密码还是不正确，荧幕将会被锁上以及显
示LOCKED。若编码机被锁上，请立及联络+60321783188或电邮
至 : e-ambizcare@ambank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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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发及更换编码机密码 (Token activation & Change PIN)

请根据以下步骤启动及更换您的编码机密码：

编码机荧幕

编码机按键

步骤 # 编码机荧幕 说明

步骤 1 按着编码机的 ON 钮两秒启动编码机，‘SELECT’ 将会显示在荧幕。

步骤 2
按 ‘1’ 开启 Challenge Response 模式。 ‘NEW PIN’ 将会显示在荧幕。

步骤 3 输入您的6个数字的密码 (PIN) 然后按 ‘OK’.

若 ‘BAD PIN 1’ 显示在荧幕或者 ‘NEW PIN’ 没出现, 您的编码机有可
能已被启动/密码被更换，请立及联络+60321783188或电邮至 : e-
ambizcare@ambankgroup.com

步骤 4 再输入您的6个数字的密码 (PIN) 然后按 ‘OK’ 以启发您的编码机。

若荧幕显示 ‘PIN CONF’，您的密码已成功被更换。

步骤 5 按 以关掉编码机。

mailto:e-ambizcare@ambankgroup.com?subject=Inquiry on e-AmB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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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e-AmBiz 的步骤

请根据以下步骤登录e-AmBiz

步骤 输入 URL www.ambankgroup.com

步骤 选择e-AmBiz(网页下方)及点击Login按钮

如果此网页没有出现，请关掉 Pop Up Blocker。到
Internet Explorer Menu Bar 点击Tools。之后，到
Pop Up Blocker 和点击“Turn off Pop Up Blocker”.

点击Security Tips 以审查以下指南：
• 验证网站的步骤
• 保护自己的简便方法
• 电子邮件的安全贴士
• 如何保障e-AmBiz的用户

1

2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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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e-AmBiz 的步骤 续

以下步骤是延续前页的：
步骤 在 登 入 栏 输 入 您 的 登 入 ID 。

贴士！
不要在此时按ENTER 或TAB

步骤 按着编码机的 ON 钮两秒启动编码机，‘SELECT’ 

将会显示在荧幕。

步骤 按 ‘1’ 开启 Challenge Response 模式。

步骤 输入您的6个数字的密码 (PIN) 然后按 ‘OK’ 。
8个‘--------’会显示在荧幕。

步骤 从您的网上银行登录界面，左键单击回应栏
(Response field)。您将看到Challenge 栏显示一
个 8 位数的号码，这个 8 位数的号码叫做
Challenge Number (验證号码)。

贴士！
验證号码将在 50 秒后自动刷新。如果您未在
50 秒内输入Response Code (回应代码)，您的
登入将被视为无效。三次无效登入后，您的登
入ID将被封锁。若您面对这样的问题，请联络
我们的客户服务组，电话 +603 2381 8800 以把
您的登入ID解除封锁。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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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步骤是延续前页的：

步骤 把验證号码输入您的编码机，然后
按 ’OK’。

步骤 编码机会产生Response Code (回
应代码)

步骤 把编码机产生的回应代码(Response)

输入网上理财登入屏幕的回应栏中，
然后单击 “Login”(登入) 钮，开始进
行网上理财。

8

9

登入e-AmBiz 的步骤 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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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户余额和来往查询

账户余额总结

请根据以下步骤使用账户余额总结:

登录后，您可在e-AmBiz看到
此登录页面(参考右图）：

点击 Account 
Statement 目录，
然后点击 Current 
Account

点击Submit 按钮

从Report Type

的下拉式栏中
选择‘Account 
Balance’ 12

4

3选择您想查
看的帐户号
码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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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户余额和来往查询 续

最后，您将可看到帐户余
额总结(参考下图)：

以下步骤是延续前页的：

号码 项目 定义

1 总帐余额：

(Ledger Balance)

余额包括所有迄今已经进入帐户的借方和贷方项目。总帐余额包括本地

支票总浮动，但它不包括经AmBank批准的透支服务和其他浮动。

•总帐余额=现有余额+本地总浮动

2 现有余额：

(Current Balance)

您公司拥有的资金。它不包括经AmBank批准的透支服务， 还未过账的本

地支票（“本地总浮动”）和外坡支票（“其他总浮动”）。

3 可用余额：
(Available Balance)

可以立刻使用的资金，包括经AmBank批准的透支服务。

4 总透支：

(Total Overdraft)

经AmBank批准的透支服务。如有。

5 已用透支：
(Utilized Overdraft)

截至此报表日期为止，经以使用的透支服务。

6 可用透支：
(Available Overdraft)

经AmBank批准但还未经使用的透支余额。

账户余额总结名词定义：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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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连续前页的列表定义：

号码 项目 定义

7 LC浮动1
(LC Float 1)

存入的本地支票会在一天内过账。当本地支票过账后，将
成为可用余额。

8 LC浮动2
(LC Float 2)

存入的本地支票会在两天内过账。

9 LC浮动3
(LC Float 3)

存入的本地支票会在三天内过账。

10 LC浮动 > 3
(LC Float > 3)

存入的本地支票会在三天后过账。

11 总LC浮动
(Total LC Float)

总存入的本地支票
•总LC浮动 =LC浮动1+LC浮动2+LC浮动3+LC浮动 > 3

12 其他浮动1
(Other Float 1)

存入的外坡支票，汇票和邮政汇票会在一天内过账。当支
票过账后，将成为可用余额。

13 其他浮动2
(Other Float 2)

.存入的外坡支票，汇票和邮政汇票会在两天内过账

14 其他浮动3
(Other Float 3)

存入的外坡支票，汇票和邮政汇票会在三天内过账

15 其他浮动> 3
(Other Float > 3)

存入的外坡支票，汇票和邮政汇票会在三天后过账

16 其他总浮动
(Total Other Float)

总存入的外坡支票，汇票和邮政汇票
•总OC浮动= OC浮动1+ OC浮动2 + OC浮动3+ OC浮动> 3

导航帐户余额和来往查询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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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户活动
请根据以下步骤使用帐户来往查询

登录后，您可在e-AmBiz看
到此登录页面(参考右图）：

点击 Account 
Statement 目

录，然后点
击 Current 
Account

从Report Type

的下拉式栏中
选择‘Account 
Activity’ 2

3

选择您想获取
的报告周期

4

1

5

选择账户号码

帐户余额和来往查询 续 导航

点击 Submit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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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您将可看到显示的帐户
活动(参考右图)：

以下步骤是延续前页的：

号码 项目 定义

1 日期 (Trxn. Date) 交易日期

2 说明(Trxn. Description) 交易的类型

3 银行参考编号
(Bank Ref. No)

交易中的银行参考编号

4 顾客参考编号
(Cust. Ref. No.)

交易中的顾客参考编号

5 支票号码 (Cheque No.) 支票号码

6 借记 (Debit) 从此户口的支出

7 贷记 (Credit) 存入户口的存款

8 余额 (Balance) 总帐余额

帐户活动名词定义：

6

点击Print按钮如
果您想打印报表。

7
8

点击下拉式按钮
及选择您想下载
的报表的软件格
式

帐户余额和来往查询 续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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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关于编码机 (Token)

更换编码机密码 (Change PIN)

登录e-AmBiz 的步骤

帐户余额和来往查询
•账户余额总结
•账户来往活动

款项模板（备款者角色）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Interbank GIRO (IBG)
•Internal Funds Transfer (IFT)
•RENTAS
•IFTFCY
•SWIFT
•JomPAY

付款方式（批款者角色）
•下载批款清单
•详情式批款
•总结式批款

交易查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务中心：
有关e-AmBiz的协助，您可联络我们
的客户联系中心：
T | +603 2178 3188
F | +603 2171 3080
E | e-ambizcare@ambankgroup.com

运作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四: 8.45am to 5.45pm

星期五: 8.45am to 4.45pm

周六周末以及公共假期会闭门休息

mailto:e-ambizcare@ambankgroup.com?subject=Inquiry on e-AmBiz


款项模板 (备款者角色)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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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项模板

您可以利用您的备款者角色，请根据以下步骤创建款项模板

A
点击 PI 

Template 

Enquiry, 然后
点击Add

B

点击下拉式
按钮，然后
选择你要的
付款方式

款项模板让您储存您公司受益人的资料，以方便您往后付款给同一个受益人。

简介

关于编码机 (Token)

更换编码机密码 (Change PIN)

登录e-AmBiz 的步骤

帐户余额和来往查询
•账户余额总结
•账户来往活动

款项模板（备款者角色）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Interbank GIRO (IBG)
•Internal Funds Transfer (IFT)
•RENTAS
•IFTFCY
•SWIFT
•JomPAY

付款方式（批款者角色）
•下载批款清单
•详情式批款
•总结式批款

交易查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务中心：
有关e-AmBiz的协助，您可联络我们
的客户联系中心：
T | +603 2178 3188
F | +603 2171 3080
E | e-ambizcare@ambankgroup.com

运作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四: 8.45am to 5.45pm

星期五: 8.45am to 4.45pm

周六周末以及公共假期会闭门休息

mailto:e-ambizcare@ambankgroup.com?subject=Inquiry on e-AmBiz


点击Ordering 
Party 栏的下拉

箭头，将显示
商业登记号码
的列表

点击Debit 
Account No.栏

的下拉箭头及
选择要借记的
帐户号码

款项模板 (备款者角色) 续 导航

Page 13 from 43

v 2 5 0 5 2 0 1 6e-AmBiz 用户指南

1
输入您要
的模板名
字(最多16

字符) 

点击下拉式
按钮,选择可
使用此模板
的用户群。

2

Access Type:

• Global – 公司内的全部用户可以使用此模板
• Private - 只有创建模板的用户可以使用此模板
• Public – 只有创建模板用户的群组可以使用此模板

复选框:

• 当复选框被勾选,此框的内容在付款时将无法篡改。
• 当复选框没被勾选,用户在付款时可自行篡改内容。

(例子, 收款人的付款款项每次都会不一样 ,那您就不需要勾选Payment Amount的复选框。

3

例子: INTERBANK GIRO (IBG/GIRO)

5

4

6
输入收款者
资料,名字，
户口号码等
等。

简介

关于编码机 (Token)

更换编码机密码 (Change PIN)

登录e-AmBiz 的步骤

帐户余额和来往查询
•账户余额总结
•账户来往活动

款项模板（备款者角色）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Interbank GIRO (IBG)
•Internal Funds Transfer (IFT)
•RENTAS
•IFTFCY
•SWIFT
•JomPAY

付款方式（批款者角色）
•下载批款清单
•详情式批款
•总结式批款

交易查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务中心：
有关e-AmBiz的协助，您可联络我们
的客户联系中心：
T | +603 2178 3188
F | +603 2171 3080
E | e-ambizcare@ambankgroup.com

运作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四: 8.45am to 5.45pm

星期五: 8.45am to 4.45pm

周六周末以及公共假期会闭门休息

mailto:e-ambizcare@ambankgroup.com?subject=Inquiry on e-AmBiz


款项模板 (备款者角色) 续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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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INTERBANK GIRO (IBG/GIRO)

点击下拉式
按钮以选择
受款者的银
行。

7

输入您要分
享的汇款资
料, 例如:

帐单号码

8

点击 Save。

9

点击 OK。

10

简介

关于编码机 (Token)

更换编码机密码 (Change PIN)

登录e-AmBiz 的步骤

帐户余额和来往查询
•账户余额总结
•账户来往活动

款项模板（备款者角色）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Interbank GIRO (IBG)
•Internal Funds Transfer (IFT)
•RENTAS
•IFTFCY
•SWIFT
•JomPAY

付款方式（批款者角色）
•下载批款清单
•详情式批款
•总结式批款

交易查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务中心：
有关e-AmBiz的协助，您可联络我们
的客户联系中心：
T | +603 2178 3188
F | +603 2171 3080
E | e-ambizcare@ambankgroup.com

运作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四: 8.45am to 5.45pm

星期五: 8.45am to 4.45pm

周六周末以及公共假期会闭门休息

mailto:e-ambizcare@ambankgroup.com?subject=Inquiry on e-AmBiz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如果您被指派为备款者角色，您将从您的CSA (顾客保障行政员) 中收到以下：

•您e-AmBiz的登录ID
•您的编码机装置
•您编码机的个人鉴定密码

作为您的参考，以下是可在e-AmBiz使用的付款方式:

RENTAS GIRO
Internal Fund Transfer (IFT)

SWIFT (TT)
PROPAY_IFT PROPAY_IFTFCY

定义 转帐到马来
西亚境内的
其他银行

转帐到马来西
亚境内的其他

银行

转帐到
AmBank的
MYR账户

转帐到AmBank的
FCY账户

用外汇转账至其
他银行

最低数额 MYR 10,000 任何数额 任何数额 任何数额 任何数额

最高数额 MYR 五亿 MYR 一百万 任何数额 任何数额 任何数额
载断时间 3pm* 5pm* 5pm* 5pm* 3.30pm*
贷记天 当天 当天 当天 当天 根据收款银行

贴士！
如果授权交易错过了载断时间，交易将在下一个工作日处理。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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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关于编码机 (Token)

更换编码机密码 (Change PIN)

登录e-AmBiz 的步骤

帐户余额和来往查询
•账户余额总结
•账户来往活动

款项模板（备款者角色）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Interbank GIRO (IBG)
•Internal Funds Transfer (IFT)
•RENTAS
•IFTFCY
•SWIFT
•JomPAY

付款方式（批款者角色）
•下载批款清单
•详情式批款
•总结式批款

交易查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务中心：
有关e-AmBiz的协助，您可联络我们
的客户联系中心：
T | +603 2178 3188
F | +603 2171 3080
E | e-ambizcare@ambankgroup.com

运作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四: 8.45am to 5.45pm

星期五: 8.45am to 4.45pm

周六周末以及公共假期会闭门休息

mailto:e-ambizcare@ambankgroup.com?subject=Inquiry on e-AmBiz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续

请根据以下步骤以备款者角色启动付款方式:

贴士!
以下是付款方式种类的定义：GIRO – Interbank GIRO | IFT – Internal Funds Transfer |
RENTAS – Real Time Electronic Transfer of Funds and Securities

点击 Payment 
Initiation目录，

然后点击
Initiate

从Payment Mode 
Category*的下拉

式栏中选择您的
付款方式

B

A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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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关于编码机 (Token)

更换编码机密码 (Change PIN)

登录e-AmBiz 的步骤

帐户余额和来往查询
•账户余额总结
•账户来往活动

款项模板（备款者角色）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Interbank GIRO (IBG)
•Internal Funds Transfer (IFT)
•RENTAS
•IFTFCY
•SWIFT
•JomPAY

付款方式（批款者角色）
•下载批款清单
•详情式批款
•总结式批款

交易查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务中心：
有关e-AmBiz的协助，您可联络我们
的客户联系中心：
T | +603 2178 3188
F | +603 2171 3080
E | e-ambizcare@ambankgroup.com

运作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四: 8.45am to 5.45pm

星期五: 8.45am to 4.45pm

周六周末以及公共假期会闭门休息

mailto:e-ambizcare@ambankgroup.com?subject=Inquiry on e-AmBiz


点击Ordering 
Party 栏的下拉

箭头，将显示
商业登记号码
的列表

点击Debit 
Account No.栏

的下拉箭头及
选择要借记的
帐户号码

INTERBANK GIRO (IBG/GIRO)

请根据以下步骤，以启动GIRO付款方式

1

2
3

4

贴士!
Bene. ID Type 是选择性栏. 如有需要确认身份证号码, 商业登记号码或护照号码, 请选
择Bene. ID Type, 然后, 输入身份证号码, 商业登记号码或护照号码.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续 导航

输入付款的
数额

输入收款者
资料；姓名，
帐户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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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关于编码机 (Token)

更换编码机密码 (Change PIN)

登录e-AmBiz 的步骤

帐户余额和来往查询
•账户余额总结
•账户来往活动

款项模板（备款者角色）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Interbank GIRO (IBG)
•Internal Funds Transfer (IFT)
•RENTAS
•IFTFCY
•SWIFT
•JomPAY

付款方式（批款者角色）
•下载批款清单
•详情式批款
•总结式批款

交易查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务中心：
有关e-AmBiz的协助，您可联络我们
的客户联系中心：
T | +603 2178 3188
F | +603 2171 3080
E | e-ambizcare@ambankgroup.com

运作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四: 8.45am to 5.45pm

星期五: 8.45am to 4.45pm

周六周末以及公共假期会闭门休息

mailto:e-ambizcare@ambankgroup.com?subject=Inquiry on e-AmBiz


点击下拉
箭头，以
选择收款
银行选项

以下步骤是延续前页的:

点击 OK 按钮

输入付款
资料如发
货单号码

7

5

8

6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续 导航

点击 Save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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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关于编码机 (Token)

更换编码机密码 (Change PIN)

登录e-AmBiz 的步骤

帐户余额和来往查询
•账户余额总结
•账户来往活动

款项模板（备款者角色）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Interbank GIRO (IBG)
•Internal Funds Transfer (IFT)
•RENTAS
•IFTFCY
•SWIFT
•JomPAY

付款方式（批款者角色）
•下载批款清单
•详情式批款
•总结式批款

交易查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务中心：
有关e-AmBiz的协助，您可联络我们
的客户联系中心：
T | +603 2178 3188
F | +603 2171 3080
E | e-ambizcare@ambankgroup.com

运作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四: 8.45am to 5.45pm

星期五: 8.45am to 4.45pm

周六周末以及公共假期会闭门休息

mailto:e-ambizcare@ambankgroup.com?subject=Inquiry on e-AmBiz


点击Ordering 
Party 栏的下拉

箭头，将显示
商业登记号码
的列表

点击Debit 
Account No.栏

的下拉箭头及
选择要借记的
帐户号码

INTERNAL FUNDS TRANSFER (IFT)

请根据以下步骤，以启动IFT付款方式：

输入收款者资
料; 姓名, 帐户
号码

5

3

4

6

1

2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续 导航

点击 OK 按钮

输入付款的
数额

点击 Save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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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关于编码机 (Token)

更换编码机密码 (Change PIN)

登录e-AmBiz 的步骤

帐户余额和来往查询
•账户余额总结
•账户来往活动

款项模板（备款者角色）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Interbank GIRO (IBG)
•Internal Funds Transfer (IFT)
•RENTAS
•IFTFCY
•SWIFT
•JomPAY

付款方式（批款者角色）
•下载批款清单
•详情式批款
•总结式批款

交易查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务中心：
有关e-AmBiz的协助，您可联络我们
的客户联系中心：
T | +603 2178 3188
F | +603 2171 3080
E | e-ambizcare@ambankgroup.com

运作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四: 8.45am to 5.45pm

星期五: 8.45am to 4.45pm

周六周末以及公共假期会闭门休息

mailto:e-ambizcare@ambankgroup.com?subject=Inquiry on e-AmBiz


点击Ordering 
Party 栏的下拉

箭头，将显示
商业登记号码
的列表

点击Debit 
Account No.栏

的下拉箭头及
选择要借记的
帐户号码

RENTAS

请根据以下步骤，以启动RENTAS付款方式

5

1

2
3

4

6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续 导航

点击 Save 按钮

输入收款者
资料; 姓名, 
帐户号码

输入付款的
数额

点击 OK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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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关于编码机 (Token)

更换编码机密码 (Change PIN)

登录e-AmBiz 的步骤

帐户余额和来往查询
•账户余额总结
•账户来往活动

款项模板（备款者角色）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Interbank GIRO (IBG)
•Internal Funds Transfer (IFT)
•RENTAS
•IFTFCY
•SWIFT
•JomPAY

付款方式（批款者角色）
•下载批款清单
•详情式批款
•总结式批款

交易查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务中心：
有关e-AmBiz的协助，您可联络我们
的客户联系中心：
T | +603 2178 3188
F | +603 2171 3080
E | e-ambizcare@ambankgroup.com

运作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四: 8.45am to 5.45pm

星期五: 8.45am to 4.45pm

周六周末以及公共假期会闭门休息

mailto:e-ambizcare@ambankgroup.com?subject=Inquiry on e-AmBiz


以下步骤是延续前页的:

点击下拉箭
头，以选择
收款银行选
项

点击Save 按钮

输入付款资
料如发票号
码

7

5

8

6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续 导航

点击 OK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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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关于编码机 (Token)

更换编码机密码 (Change PIN)

登录e-AmBiz 的步骤

帐户余额和来往查询
•账户余额总结
•账户来往活动

款项模板（备款者角色）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Interbank GIRO (IBG)
•Internal Funds Transfer (IFT)
•RENTAS
•IFTFCY
•SWIFT
•JomPAY

付款方式（批款者角色）
•下载批款清单
•详情式批款
•总结式批款

交易查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务中心：
有关e-AmBiz的协助，您可联络我们
的客户联系中心：
T | +603 2178 3188
F | +603 2171 3080
E | e-ambizcare@ambankgroup.com

运作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四: 8.45am to 5.45pm

星期五: 8.45am to 4.45pm

周六周末以及公共假期会闭门休息

mailto:e-ambizcare@ambankgroup.com?subject=Inquiry on e-AmBiz


选择
PROPAY_IFTFCY

点击 Payment 
Initiation目录，

然后点击
Initiate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续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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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IFTFCY

内部转帐（外币）
若从Ambank户口转帐至Ambank户口，请选择 IFTFCY

从Payment Mode 
Category*的下拉

式栏中选择您的
付款方式

简介

关于编码机 (Token)

更换编码机密码 (Change PIN)

登录e-AmBiz 的步骤

帐户余额和来往查询
•账户余额总结
•账户来往活动

款项模板（备款者角色）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Interbank GIRO (IBG)
•Internal Funds Transfer (IFT)
•RENTAS
•IFTFCY
•SWIFT
•JomPAY

付款方式（批款者角色）
•下载批款清单
•详情式批款
•总结式批款

交易查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务中心：
有关e-AmBiz的协助，您可联络我们
的客户联系中心：
T | +603 2178 3188
F | +603 2171 3080
E | e-ambizcare@ambankgroup.com

运作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四: 8.45am to 5.45pm

星期五: 8.45am to 4.45pm

周六周末以及公共假期会闭门休息

mailto:e-ambizcare@ambankgroup.com?subject=Inquiry on e-AmBiz


点击Ordering 
Party 栏的下

拉箭头，将显
示商业登记号
码的列表

点击Debit 
Account No.栏

的下拉箭头及
选择要借记的
帐户号码

IFTFCY

请根据以下步骤，以启动 IFTFCY 付款方式

选择付款的外
币

选择对换种类（合约/柜台
/当场）及输入资料。

1

2
4

6

5 3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续 导航

输入付款
的数额

输入收款者
资料如姓名，
帐户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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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士!
Beneficiary Name 不能超过35字符。如果Beneficiary Name 长过35字符，请在
Address 框里继续。例子: 

XYZ COMPANY 输入在Beneficiary Name，SDN BHD 输入在Address里。

简介

关于编码机 (Token)

更换编码机密码 (Change PIN)

登录e-AmBiz 的步骤

帐户余额和来往查询
•账户余额总结
•账户来往活动

款项模板（备款者角色）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Interbank GIRO (IBG)
•Internal Funds Transfer (IFT)
•RENTAS
•IFTFCY
•SWIFT
•JomPAY

付款方式（批款者角色）
•下载批款清单
•详情式批款
•总结式批款

交易查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务中心：
有关e-AmBiz的协助，您可联络我们
的客户联系中心：
T | +603 2178 3188
F | +603 2171 3080
E | e-ambizcare@ambankgroup.com

运作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四: 8.45am to 5.45pm

星期五: 8.45am to 4.45pm

周六周末以及公共假期会闭门休息

mailto:e-ambizcare@ambankgroup.com?subject=Inquiry on e-AmBiz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续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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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居留种类
和目的编号

选择收费选项

输入付款资料

输入任何备注
(如需要)

点击 Save 按钮

8

7

9

10

11

12

点击 OK

简介

关于编码机 (Token)

更换编码机密码 (Change PIN)

登录e-AmBiz 的步骤

帐户余额和来往查询
•账户余额总结
•账户来往活动

款项模板（备款者角色）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Interbank GIRO (IBG)
•Internal Funds Transfer (IFT)
•RENTAS
•IFTFCY
•SWIFT
•JomPAY

付款方式（批款者角色）
•下载批款清单
•详情式批款
•总结式批款

交易查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务中心：
有关e-AmBiz的协助，您可联络我们
的客户联系中心：
T | +603 2178 3188
F | +603 2171 3080
E | e-ambizcare@ambankgroup.com

运作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四: 8.45am to 5.45pm

星期五: 8.45am to 4.45pm

周六周末以及公共假期会闭门休息

mailto:e-ambizcare@ambankgroup.com?subject=Inquiry on e-AmBiz


选择
PROPAY_SWIFT

点击 Payment 
Initiation目录，

然后点击
Initiate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续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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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SWIFT
若从Ambank户口转帐至其他银行户口，请选择 PROPAY_SWIFT

从Payment Mode 
Category*的下拉

式栏中选择您的
付款方式

简介

关于编码机 (Token)

更换编码机密码 (Change PIN)

登录e-AmBiz 的步骤

帐户余额和来往查询
•账户余额总结
•账户来往活动

款项模板（备款者角色）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Interbank GIRO (IBG)
•Internal Funds Transfer (IFT)
•RENTAS
•IFTFCY
•SWIFT
•JomPAY

付款方式（批款者角色）
•下载批款清单
•详情式批款
•总结式批款

交易查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务中心：
有关e-AmBiz的协助，您可联络我们
的客户联系中心：
T | +603 2178 3188
F | +603 2171 3080
E | e-ambizcare@ambankgroup.com

运作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四: 8.45am to 5.45pm

星期五: 8.45am to 4.45pm

周六周末以及公共假期会闭门休息

mailto:e-ambizcare@ambankgroup.com?subject=Inquiry on e-AmBiz


点击Ordering 
Party 栏的下

拉箭头，将显
示商业登记号
码的列表

点击Debit 
Account No.栏

的下拉箭头及
选择要借记的
帐户号码

SWIFT
请根据以下步骤，以启动SWIFT付款方式

选择付款的外币

4
5

8
7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续 导航

输入付款
的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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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贴士!
若输入的 Beneficiary Name 不完整，支付交易将会受到阻碍。
若Beneficiary Name 超越35字符，请在Address 框里继续。
例子: 

XYZ COMPANY 输入在Beneficiary Name，SDN BHD 输入在Address里。

6

简介

关于编码机 (Token)

更换编码机密码 (Change PIN)

登录e-AmBiz 的步骤

帐户余额和来往查询
•账户余额总结
•账户来往活动

款项模板（备款者角色）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Interbank GIRO (IBG)
•Internal Funds Transfer (IFT)
•RENTAS
•IFTFCY
•SWIFT
•JomPAY

付款方式（批款者角色）
•下载批款清单
•详情式批款
•总结式批款

交易查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务中心：
有关e-AmBiz的协助，您可联络我们
的客户联系中心：
T | +603 2178 3188
F | +603 2171 3080
E | e-ambizcare@ambankgroup.com

运作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四: 8.45am to 5.45pm

星期五: 8.45am to 4.45pm

周六周末以及公共假期会闭门休息

选择对换种类及输入资料:

柜台 (Counter) – AmBank柜台汇率。
合约 (Contract) – 与AmBank达成的合约汇率。（请输入合约编号及汇率）
即期 (Spot) –与AmBank达成的即期汇率。（请输入参考编号及汇率）

9 输入收款者
资料如姓名，
帐户号码

mailto:e-ambizcare@ambankgroup.com?subject=Inquiry on e-AmBiz


以下步骤是延续前页的：

选择居留种类
和目的编号

输入或选择银
行的SWIFT编号

10

11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续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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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说明:
FEA Approval ID: 国家银行预先批准的偏号。

Ultimate Beneficiary Name/Country: 最终收款者（例如: 最终收款者需要中介银行协助转帐）。

Admin Code: 必须输入若由非大马公民户口转帐，或马币以外的资金转帐。

Broad Purpose Code: 必须输入若大马公民之间的外币转帐，或非大马公民之间的马币/外币
转帐。

Worker Remittances: 请选择”Yes”如果款额不超过RM10,001和符合以下条件:
-外籍员工户口转帐，或
-大马公民替外籍员工转帐， 或
-在外国工作的大马公民转帐（外币）回大马。

简介

关于编码机 (Token)

更换编码机密码 (Change PIN)

登录e-AmBiz 的步骤

帐户余额和来往查询
•账户余额总结
•账户来往活动

款项模板（备款者角色）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Interbank GIRO (IBG)
•Internal Funds Transfer (IFT)
•RENTAS
•IFTFCY
•SWIFT
•JomPAY

付款方式（批款者角色）
•下载批款清单
•详情式批款
•总结式批款

交易查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务中心：
有关e-AmBiz的协助，您可联络我们
的客户联系中心：
T | +603 2178 3188
F | +603 2171 3080
E | e-ambizcare@ambankgroup.com

运作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四: 8.45am to 5.45pm

星期五: 8.45am to 4.45pm

周六周末以及公共假期会闭门休息

mailto:e-ambizcare@ambankgroup.com?subject=Inquiry on e-AmBiz


以下步骤是延续前页的：

点击 Save 按钮

选择收费选项

输入付款资料

输入任何备注
(如需要)

12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续 导航

Page 28 from 43

v 2 5 0 5 2 0 1 6e-AmBiz 用户指南

13

14

16

点击 OK

15

简介

关于编码机 (Token)

更换编码机密码 (Change PIN)

登录e-AmBiz 的步骤

帐户余额和来往查询
•账户余额总结
•账户来往活动

款项模板（备款者角色）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Interbank GIRO (IBG)
•Internal Funds Transfer (IFT)
•RENTAS
•IFTFCY
•SWIFT
•JomPAY

付款方式（批款者角色）
•下载批款清单
•详情式批款
•总结式批款

交易查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务中心：
有关e-AmBiz的协助，您可联络我们
的客户联系中心：
T | +603 2178 3188
F | +603 2171 3080
E | e-ambizcare@ambankgroup.com

运作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四: 8.45am to 5.45pm

星期五: 8.45am to 4.45pm

周六周末以及公共假期会闭门休息

mailto:e-ambizcare@ambankgroup.com?subject=Inquiry on e-AmBiz


点击Debit 
Account No.栏

的下拉箭头及
选择要借记的
帐户号码

点击Ordering 
Party 栏的下

拉箭头，将显
示商业登记号
码的列表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续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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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Add to 

List

勾选 I hereby 

agree to the 

Terms & 

Conditions

JomPAY
JomPAY是新的帐单付款方式，只要您的帐单有JomPAY的标志，那您就可以按照以下步骤
付款:

1

2

3

4
输入Biller Code, Biller Code 

会显示在您的帐单右下角。

5 输入Ref-1, Ref-1 会显示
在您的帐单右下角。

6

7

输入付款的
数额

简介

关于编码机 (Token)

更换编码机密码 (Change PIN)

登录e-AmBiz 的步骤

帐户余额和来往查询
•账户余额总结
•账户来往活动

款项模板（备款者角色）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Interbank GIRO (IBG)
•Internal Funds Transfer (IFT)
•RENTAS
•IFTFCY
•SWIFT
•JomPAY

付款方式（批款者角色）
•下载批款清单
•详情式批款
•总结式批款

交易查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务中心：
有关e-AmBiz的协助，您可联络我们
的客户联系中心：
T | +603 2178 3188
F | +603 2171 3080
E | e-ambizcare@ambankgroup.com

运作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四: 8.45am to 5.45pm

星期五: 8.45am to 4.45pm

周六周末以及公共假期会闭门休息

mailto:e-ambizcare@ambankgroup.com?subject=Inquiry on e-AmBiz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续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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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步骤是延续前页的：

当您完成添加后,只需点
击Save。

8

您可添加所
有您要还的
帐单,只需重
复步骤1 到
步骤6 然后
点击Add to 

List。

9

简介

关于编码机 (Token)

更换编码机密码 (Change PIN)

登录e-AmBiz 的步骤

帐户余额和来往查询
•账户余额总结
•账户来往活动

款项模板（备款者角色）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Interbank GIRO (IBG)
•Internal Funds Transfer (IFT)
•RENTAS
•IFTFCY
•SWIFT
•JomPAY

付款方式（批款者角色）
•下载批款清单
•详情式批款
•总结式批款

交易查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务中心：
有关e-AmBiz的协助，您可联络我们
的客户联系中心：
T | +603 2178 3188
F | +603 2171 3080
E | e-ambizcare@ambankgroup.com

运作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四: 8.45am to 5.45pm

星期五: 8.45am to 4.45pm

周六周末以及公共假期会闭门休息

mailto:e-ambizcare@ambankgroup.com?subject=Inquiry on e-AmBiz


付款方式（批款者角色） 导航

如果您被指派为批款者角色，您将从您的CSA (顾客保障行政员) 中收到以下：

•您e-AmBiz的登录ID
•您的编码机装置
•您编码机的个人鉴定密码

作为您的参考，以下是可在e-AmBiz使用的付款方式:

RENTAS GIRO
Internal Fund Transfer (IFT)

SWIFT (TT)
PROPAY_IFT PROPAY_IFTFCY

定义 转帐到马来西
亚境内的其他

银行

转帐到马来西
亚境内的其他

银行

转帐到AmBank
的MYR账户

转帐到AmBank的
FCY账户

用外汇转账至其
他银行

最低数额 MYR 10,000 任何数额 任何数额 任何数额 任何数额

最高数额 MYR 五亿 MYR 一百万 任何数额 任何数额 任何数额
载断时间 3pm* 4pm* 5pm* 5pm* 2pm*
贷记天 当天 当天 当天 当天 根据收款银行

贴士！
如果授权交易错过了载断时间，交易将在下一个工作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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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关于编码机 (Token)

更换编码机密码 (Change PIN)

登录e-AmBiz 的步骤

帐户余额和来往查询
•账户余额总结
•账户来往活动

款项模板（备款者角色）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Interbank GIRO (IBG)
•Internal Funds Transfer (IFT)
•RENTAS
•IFTFCY
•SWIFT
•JomPAY

付款方式（批款者角色）
•下载批款清单
•详情式批款
•总结式批款

交易查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务中心：
有关e-AmBiz的协助，您可联络我们
的客户联系中心：
T | +603 2178 3188
F | +603 2171 3080
E | e-ambizcare@ambankgroup.com

运作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四: 8.45am to 5.45pm

星期五: 8.45am to 4.45pm

周六周末以及公共假期会闭门休息

mailto:e-ambizcare@ambankgroup.com?subject=Inquiry on e-AmBiz


付款方式（批款者角色） 续

请根据以下步骤以批款者角色批准输出款项，您可选择详情的方式或总结的方式来批款:

贴士!
以下是付款方式种类的定义：GIRO – Interbank GIRO | IFT – Internal Funds Transfer | RENTAS –
Real Time Electronic Transfer of Funds and Securities

身为批款者，
您将可以查看
那些在登录页
面 /主页还未
被批准输出的
交易数量。

!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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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关于编码机 (Token)

更换编码机密码 (Change PIN)

登录e-AmBiz 的步骤

帐户余额和来往查询
•账户余额总结
•账户来往活动

款项模板（备款者角色）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Interbank GIRO (IBG)
•Internal Funds Transfer (IFT)
•RENTAS
•IFTFCY
•SWIFT
•JomPAY

付款方式（批款者角色）
•下载批款清单
•详情式批款
•总结式批款

交易查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务中心：
有关e-AmBiz的协助，您可联络我们
的客户联系中心：
T | +603 2178 3188
F | +603 2171 3080
E | e-ambizcare@ambankgroup.com

运作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四: 8.45am to 5.45pm

星期五: 8.45am to 4.45pm

周六周末以及公共假期会闭门休息

mailto:e-ambizcare@ambankgroup.com?subject=Inquiry on e-AmBiz


 付款方式（批款者角色）

下载批款清单
您可在批款前下载批款清单，请依照以下步骤：

点击 Payment 
Initiation 然后
Authorise 目录按
钮

这里会显示所有待批的款项。

2

1

点击 ‘-Download 
Listing-’ 然后选择您
要下载的格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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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关于编码机 (Token)

更换编码机密码 (Change PIN)

登录e-AmBiz 的步骤

帐户余额和来往查询
•账户余额总结
•账户来往活动

款项模板（备款者角色）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Interbank GIRO (IBG)
•Internal Funds Transfer (IFT)
•RENTAS
•IFTFCY
•SWIFT
•JomPAY

付款方式（批款者角色）
•下载批款清单
•详情式批款
•总结式批款

交易查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务中心：
有关e-AmBiz的协助，您可联络我们
的客户联系中心：
T | +603 2178 3188
F | +603 2171 3080
E | e-ambizcare@ambankgroup.com

运作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四: 8.45am to 5.45pm

星期五: 8.45am to 4.45pm

周六周末以及公共假期会闭门休息

mailto:e-ambizcare@ambankgroup.com?subject=Inquiry on e-AmBiz


 付款方式（批款者角色）

以下步骤承接上一页:

打印或储存于电
脑

4

4

PDF 或 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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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关于编码机 (Token)

更换编码机密码 (Change PIN)

登录e-AmBiz 的步骤

帐户余额和来往查询
•账户余额总结
•账户来往活动

款项模板（备款者角色）

付款方式（备款者角色）
•Interbank GIRO (IBG)
•Internal Funds Transfer (IFT)
•RENTAS
•IFTFCY
•SWIFT
•JomPAY

付款方式（批款者角色）
•下载批款清单
•详情式批款
•总结式批款

交易查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务中心：
有关e-AmBiz的协助，您可联络我们
的客户联系中心：
T | +603 2178 3188
F | +603 2171 3080
E | e-ambizcare@ambankgroup.com

运作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四: 8.45am to 5.45pm

星期五: 8.45am to 4.45pm

周六周末以及公共假期会闭门休息

mailto:e-ambizcare@ambankgroup.com?subject=Inquiry on e-AmBiz


详情式批款(单一批款方式)

请根据以下步骤，查看单一款项的详细资料及完成批款:

点击Cust. Ref. 

No. 以获取更多有
关特定款项的详情

点击 Payment 
Initiation 然后
Authorise 目录
按钮

1

2

付款方式（批款者角色） 续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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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步骤是延续前页的

点击下拉框及选择
Authorise 或 Reject

往下滑以查
看款项交易
的详情

点击Submit 按钮

点击 OK 按钮

4

5

3

6

付款方式（批款者角色） 续

E-AmBiz 用户指南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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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款方式（批款者角色）

总结式批款

您将有两种方式进行总结式批款，批准所有款项或
者批准指定款，以下将显示批准所有款项的方式。 点击 Payment 

Initiation 然
后 Authorise
目录按钮

请肯定显示的Cust. 
Ref. No. 是您想要
批准的款项。

贴士!
批款列表只能显示100个待批款项，如果您选择的是Authorise All, 系统将以下方显示的待批
款项总数与总额进行批款。例子：如果您有200个款项待批，当步骤3的下拉框选择
Authorise All, 虽然下方能显示100个款项，但您将批准全部200个款项。

2

1

点击下拉框及选择
Authorise All.

3 4

点击 Submit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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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款方式（批款者角色）

以下步骤承接上一页:

点击 OK 按钮

接着，您将会见到以下成功批款信息。

5

6

贴士!
以上步骤也适用于 Reject, Verify 和 Release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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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款方式（批款者角色）

总结式批款

您将有两种方式进行总结式批款，批准所有款项或
者批准指定款，以下将显示批准特定的款项的方式。 点击 Payment 

Initiation 然后
Authorise 目录
按钮

请肯定您想批准的款项
然后选择您要的决定。

贴士!
• 批款列表只能显示100个待批款项，如果您选择的是Authorise All, 系统将以下方显示的待

批款项总数与总额进行批款。例子：如果您有200个款项待批，当步骤3的下拉框选择
Authorise All, 虽然下方能显示100个款项，但您将批准全部200个款项。

• 以上步骤也适用于 Reject, Verify 和 Release 功能。

2

1

点击下拉框及选择
Save.

3 4

点击 Submit 按
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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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查询

交易查询

交易查询屏幕为您提供已经在网上准备的款项详细资料。您可以追踪您的交易款项和进行交
易的相关人员。您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来查看交易的历史：

导航

点击Transaction 
Enquiry 目录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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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步骤是延续前页的：

输入任何交
易的资料。
参考右图。

搜索结果会显示在
此。点击 Cust. Ref. 

No.以查看交易详情

3

2

4

2

交易查询 续 导航

点击 Search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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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步骤是延续前页的：

这是您会看到的交
易详情的屏幕。

交易查询 续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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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步骤是延续前页的：

你也将能够查看谁已经批准的
审核记录和谁是下一个授权者

交易查询 续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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