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戶作業注意事項

實體紙本文件
開戶

一般寄件開戶 晶片金融卡線上開戶 網銀開戶

開戶
程序

綠色實體紙本文件。
標記部分請手寫完
成並確認印鑑是否
簽蓋/並確實檢附身
分證、第二證件及存
摺影本影本。

進入基富通官網
→「我要開戶」
→「一般寄件開戶」

線上將資料填寫完成並印出紙
本文件。
文件印出後須確認印鑑是否簽
蓋/並確實檢附身分證、第二證
件及存摺影本影本。

手機掃描QR Code進入基富通
官網。

進入基富通官網
→「我要開戶」
→「晶片金融卡線上開戶」

▲請注意，此方式僅限使用
電腦開啟

(支援：Windows(IE10以
上) ，下載元件後搭配讀卡
機操作。

線上將資料填寫完成並上傳
證件後，將金融卡插入讀卡
機驗證即完成。

▲請注意，網銀開戶僅適用
於華南客戶且僅限開立台
幣帳戶。

基富通4種開戶方式

１ 32

https://www.fundrich.com.tw/FundWebOpen/Accounts/Account01.aspx

方式2及方式3可以互相轉換，
即您可以線上填寫資料後再使用電腦開啟轉成金融卡開戶
或晶片金融卡轉換成紙本文件開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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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戶方式升級

實體紙本文件開戶 一般寄件開戶 晶片金融卡線上開戶 網銀開戶

使用無紙本線上開戶
登入華南網路銀行進行線上驗證
開戶最快只需1個工作天

基富通4種開戶方式

１ 32 4

1.使用紙本文件耗費紙張
2.耗費大量人工審閱成本
3.客戶手填文件錯誤率較高
4.開戶約需7-10個工作天

1.使用紙本文件耗費紙張
2.仍需人工審閱
3.開戶約需7-10個工作天

使用無紙本線上開戶
透過金融卡驗證立即完成
開戶最快只需1個工作天

晶片金融卡配合機構：
銀行：國泰世華銀行、華南銀行、第一銀行、兆豐銀行、

彰化銀行、元大銀行、台灣中小企銀、板信商銀、
上海商銀、陽信商銀、台新銀行、日盛銀行、
台北富邦、土地銀行、高雄銀行。

其他金融機構：花蓮二信、台北市第五信用合作社、
新北市淡水信用合作社、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
宜蘭信用合作社、桃園信用合作社、
彰化第一信用合作社、彰化第五信用合作社、
彰化第六信用合作社、彰化第十信用合作社、
嘉義市第三信用合作社、臺南第三信用合作社、
澎湖縣第一信用合作社、澎湖第二信用合作社、
金門縣信用合作社、台中第二信用合作社。

中國信託

玉山銀行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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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銀行



開戶作業注意事項

紙本開戶(網路一般寄件開戶/實體紙本)

一般民眾
攜帶文件

1.欲留存於基富通之印鑑
2.約定扣款銀行留存印鑑
3.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4.第二證件影本
(健保卡、本國駕照或護照擇一提供)

5.約定帳戶存摺封面影本(網銀截圖)

未成年
(未滿20歲)

攜帶文件

1.開戶者與兩位法定代理人的印鑑
2.開戶者與兩位法定代理人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開戶者與兩位法定代理人的第二證件正反面影本

(健保卡、本國駕照或護照擇一提供)

4.受益人戶口名簿影本
（滿14歲以上須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5.單親請加附三個月內申請之戶籍謄本正本/

離婚證明/死亡證明
6.約定帳戶存摺封面影本(網銀截圖)

(約定帳戶須為申請者的帳戶)

外籍人士
攜帶文件

為配合政府法令,除了美國與中國的外籍人士外，其
他擁有台灣永久居留權之外籍人士皆可以憑居留證
來開戶。
除證件提供居留證及護照,其他文件等同一般民眾。

其他

若具有下列身份之一：
1.年齡為70歲以上
2.教育程度為國中畢業(含)以下
3.具有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證明
風險屬性將歸類為「低度風險」,若欲調整為其他風
險評估值,請提供於其他金融機構投資中度/高度風險
基金之紀錄。

事前作業

晶片金融卡開戶
線上開戶完成後,待一個工作天(基富通審閱時間)即可於電子
郵件中收到開戶完成通知信件。

紙本開戶
基富通證券收到紙本開戶申請文件後,經審核、電話核對無誤
後,基富通證券將EMAIL寄發開戶完成通知書給客戶。接下來
將客戶的扣款轉帳授權書交付扣款銀行核印,等扣款銀行核印
成功後,基富通證券將寄發核印完成通知書(內含密碼函)至電
子信箱,即可開始採用指定帳戶扣款。

後續流程與作業時間

晶片金融卡開戶

1.晶片金融卡
2.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第二證件影本
(健保卡、本國駕照或護照擇一提供)



收件機構優惠代碼請填寫 A0811

實體紙本/一般寄件開戶

通路代碼請填寫 0001
推薦人請填寫 0000x (葉主任提供之代碼)



開戶作業注意事項

一般寄件開戶

手機欄位為必填
連絡電話限各填寫一支

1.新台幣：扣款銀行帳戶

2.外幣：僅限集保結算所指定之銀行帳戶
(華南 /兆豐/台新/永豐/富邦/中國信託/第一/

國泰世華/彰化銀行)

＊台新richard數位銀行帳戶請提醒開戶者需至
台新銀行申請填補印鑑。

＊第一銀行「數位存款帳戶」不能約定帳號。
＊為配合政府「防制洗錢」政策，銀行扣款帳戶
應為受益人本人所有，故不可約定他人帳戶。

填寫帳號需與檢附存摺相同

地址未填或錯誤
(戶籍地址需與身分證後方地址相同)

mail未填或錯誤
(因應法規成年人需留存不同mail)
電子郵件信箱若有數字0,請在中間加註斜線”Φ”

未填國籍

(請填寫與銀行帳戶或護照相同姓名)
(英文姓名可至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查詢)
https://www.boca.gov.tw/sp-natr-singleform-1.html

請勾選是否同意共同行銷/合作推廣
(可勾選不同意，但日後將無法
及時獲得優惠資訊) 。

1.印鑑樣式請勿塗改或不清晰
2.印鑑樣式下方請填寫憑式

(未填寫視為全式)

本頁有任何塗改/修正處,皆須於旁邊簽名或蓋章
(與左下方相同印鑑)。

＊簽名為直式(橫式) ，修改處旁即
留存直式(橫式)簽名。

https://www.boca.gov.tw/sp-natr-singleform-1.html


實體紙本/一般寄件開戶

1.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請確認為最新身分證)
2.第二證件正反面影本
（健保卡、本國駕照或護照擇一提供），
檢核照片以身分證為主,健保卡為輔助，
故第二證件的健保卡沒有照片，亦可以開戶〪

3.約定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有姓名、帳號之頁面）
若約定台外幣帳戶，須檢附台外幣存摺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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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戶作業注意事項

晶片金融卡線上開戶

進入基富通官網→ 「免費開戶」→ 「我要開戶」→「晶片金融卡線上開戶」線上填寫完成即可， 說明請參閱下表。

3

下載元件，並執行

選擇晶片金融卡開戶

開戶資料填寫



開戶作業注意事項

晶片金融卡線上開戶

進入基富通官網→「我要開戶」→「晶片金融卡線上開戶」線上填寫完成即可， 說明請參閱下表。

3

上傳身分證及第二證件正反面
（單檔大小 < 1 MB）

新增手機上傳照片功能

手機上傳照片步驟教學



開戶作業注意事項

晶片金融卡線上開戶

手機上傳照片步驟教學

3

手機畫面 電腦畫面



開戶作業注意事項

晶片金融卡線上開戶3

點選完成憑證簽署

填寫客戶風險屬性評估表

點選「我要核印」

進入基富通官網→「我要開戶」→「晶片金融卡線上開戶」線上填寫完成即可， 說明請參閱下表。



開戶作業注意事項

晶片金融卡線上開戶3

授權扣款帳戶服務，
打勾後將金融卡插入讀卡機後，下一步。

步驟一打勾後，將卡片插入讀卡機，
再點選步驟二，系統將進行驗證。

進入基富通官網→「我要開戶」→「晶片金融卡線上開戶」線上填寫完成即可， 說明請參閱下表。

點選下一步後，輸入金融卡密碼。

按照指示操作即可完成基金約定授權轉帳的建立，
接著點選下一步。



開戶作業注意事項

晶片金融卡線上開戶3

信箱收到通知信件後即完成。

進入基富通官網→「我要開戶」→「晶片金融卡線上開戶」線上填寫完成即可， 說明請參閱下表。



常見問題

１戶籍地址

風險屬性評估表

電子郵件信箱2

3
1.新增及修改處未簽章
2.請勿漏填
3.填寫自由業/其他
請在旁邊填寫確切職業

1.gmail→gamil

2.abo0123@yahoo.com.tw

X

數字0請填寫Ø

請填寫與身分證後方完全相符
Ex:12號-1 /12-1號

X



常見問題

印鑑卡4

請填寫清晰，不得塗改或修正



常見問題

公司/住家/傳真電話

英文姓名

身分證非最新

5

6

7

請注意拼音是否與存摺影本或護照相同

各欄位電話僅需留存一個，
若客戶填寫兩個，請與客戶確認
欲留存的為哪一個號碼，並將
多填寫的號碼劃掉，同時，
在旁邊留存印鑑。

請與客戶確認提供的證件
是否為最新身分證。



交易規則

交易時間—單筆申購 交易費用

* 若逾時交易，則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
**   非營業日的交易將自動順延，以次一營業日為交易日。
*** 投資人同一日有多筆申購，但銀行帳戶餘額不足時，申購順序以銀行作業為準。

最低申購金額交易時間—定期定額申購 定期定額扣款日

常見交易問題

基金類型
申購/贖回/轉換/轉申購

取消交易截止時間
銀行代扣款
最後存入時間

銀行扣款時間

境外基金
境內基金

(境內貨幣型基金除外)

每一營業日
下午13:00前

申購當日
下午14:00前

申購當日
下午14:00~16:00

境內貨幣型基金
申購當日
上午9:30前
(書面傳真)

申購當日
上午9:30前

(匯款)
-

單筆申購/取消截止時間及銀行扣款之最後存入時間請參閱下表：



交易規則

交易時間—單筆申購 交易費用

* 若逾時交易，則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
**   非營業日的交易將自動順延，以次一營業日為交易日。
*** 投資人同一日有多筆申購，但銀行帳戶餘額不足時，申購順序以銀行作業為準。

最低申購金額交易時間—定期定額申購 定期定額扣款日

常見交易問題

定期定額申購/取消截止時間及銀行扣款之最後存入時間請參閱下表：

基金類型
申購/取消/異動交易

截止時間
銀行代扣款
最後存入時間

銀行代扣款
實際時間

境外基金
境內基金

(境內貨幣型基金
僅限單筆申購)

指定扣款日
前二個營業日
下午16:00前

指定扣款日
前一營業日
下午15:30前

指定扣款日
00:00~16:00

定期定額變更項目請參閱下表：

變更項目 扣款日期 扣款金額 終止扣款 暫停扣款 恢復扣款 變更標的

是否可進行？ ○ ○ ○ ○ ○ X

*     變更定期定額之扣款日期時，僅得一日換一日，如欲新增扣款日期，須重新進行委託。
**   若基金正處於額控狀態，變更項目將依基金公司函文內容而定。
*** 「終止扣款」後將無法「恢復扣款」。



交易規則

交易時間—單筆申購 交易費用最低申購金額交易時間—定期定額申購 定期定額扣款日

常見交易問題

定期定額扣款作業之指定扣款日，為每月2日、12日、22日，6日、16日、26日、8日、18日、28日。
目前未提供「日日扣」及「定期不定額」的服務，如日後有更新資訊，將會在基富通官網統一呈現。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週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        若指定扣款日為非營業日時，則順延至次一營業日辦理扣款作業。
* * 定期定額約定同一扣款日連續扣款失敗次數達3次(含)者，將自動終止該筆約定。

同時原約定享有的手續費優惠費率亦不再適用。
* * *  若您申請定期定額扣款6、16、26三個扣款日，視為三筆約定，每筆約定分別獨立，失敗扣款次數

及手續費優惠亦分開計算。



交易時間—單筆申購 交易費用最低申購金額交易時間—定期定額申購 定期定額扣款日

常見交易問題

單筆/定期定額申購最低申購金額請參閱下表：

幣別
臺幣
(TWD)

美金
(USD)

歐元
(EUR)

英鎊
(GBP)

瑞士法郎
(CHF)

澳幣
(AUD)

紐元
(NZD)

加拿大幣
(CAD)

瑞典幣
(SEK)

人民幣
(CNY)

港幣
(HKD)

南非幣
(ZAR)

日圓
(JPY)

最低
申購金額

3,000 100 100 100 100 200 200 200 1,000 1,000 1,000 1,500 10,000

級距 1,00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0 100 100 100 1,000

MFS全盛柏/瑞環球基金之申購金額已基金公司規定為準。



交易時間—單筆申購 交易費用最低申購金額交易時間—定期定額申購 定期定額扣款日

常見交易問題

申購手續費=申購交易金額 x (官網公告手續費率 x 基富通申購手續費折扣)」

例如: (股票型) 3,000元 x (3% x 0.199)=3,000元 x 0.6%=18元
(債券型) 3,000元 x (1.5% x 0.299)=3,000元 x 0.45%=14元

ⅴ(官網公告手續費率 x 基富通申購手續費折扣)計算至小數點後2位。
ⅴ除了「新台幣」及「日圓」外，手續費均計算至小數點後2位。
ⅴ基富通「無」最低手續費規定。

信合社/證券商申購手續費優惠股票型1.88折債券型2.88折

申購手續費=申購交易金額 x (官網公告手續費率 x 基富通申購手續費折扣)」

例如： (股票型) 3,000元 x (3% x 0.188)=3,000元 x 0.56%=17元
(債券型) 3,000元 x (1.5% x 0.288)=3,000元 x 0.4%=12元



買回交易 交易幣別轉換交易 轉申購交易

交易規則
常見交易問題

基金買回時，基富通「不收」手續費及信託保管費。

基金買回後需約3-10個工作天（但實際狀況依各基金公司規定），買回款會匯入客戶開戶時所設定之本人帳戶。

基金部分買回單位數，經換算後不得低於新台幣3,000元(或等值外幣)，剩餘單位數如低於新台幣3,000元(或等值

外幣)，應全部買回。

基富通官網→交易中心→投資總覽



買回交易 交易幣別轉換交易 轉申購交易

交易規則
常見交易問題

同家基金公司之基金互相轉換，基富通「不收」轉換手續費，惟基金公司可能會有內扣費用，

依基金公司之規定為準。

轉換淨值日規定如下表：

轉換(同系列基金)

境內/境外 轉出淨值日 轉入淨值日

境內 T+1日 基金公司付款日當天

境外 T日 T日

(境內：限定同幣別/境外：不限幣別)

基金部分轉換單位數，經換算後不得低於新台幣3,000元(或等值外幣)，剩餘單位數如低於新台幣3,000元
(或等值外幣)，應全部轉換。

實際轉入金額，依各基金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計算，並扣除內扣費用。



買回交易 交易幣別轉換交易 轉申購交易

常見交易問題

不同家基金公司之基金互相轉換，基富通「將收取」轉申購手續費(內扣)，費率依當時之優惠而定。

轉申購交易等同買回後再申購(惟款項不會回到您的帳戶)。

ⅴ「境外基金」才可以轉申購，「境內基金」則否。(限定同幣別)

例如：貝X德世界礦業基金A2美元→X聯收益成長基金-AM穩定月收類股(美元)

ⅴ轉申購淨值日規定如下表：

轉申購(不同系列基金)

境內/境外 轉出淨值日 轉入淨值日

境內 無 無

境外 T日 集保到款日隔天

基金部分轉換單位數，經換算後不得低於新台幣3,000元(或等值外幣)，剩餘單位數如低於新台幣3,000元
(或等值外幣)，應全部轉換。

實際轉入金額，依各基金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計算，並扣除內扣費用。



買回交易 交易幣別轉換交易 轉申購交易

交易規則
常見交易問題

若基金以「台幣」申購，其後該基金之買回、受益分配、清算、募集不成立退款等款項均以「台幣」

形式匯入，即便該基金轉換為其他幣別計價基金後，仍以新台幣支付。

若基金以「基金計價幣別」申購，其後該基金之買回、受益分配、清算、募集不成立退款等款項均以

「基金計價幣別」形式匯入，若基金轉換為其他計價之幣別基金時，集保結算所則以轉換後基金之計

價幣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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