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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2750-5555 

傳真：02-2772-1281；02-2772-1282 

地址：106 台北市市民大道三段 206 號 9 樓 

  

街口投信系列基金定時定額申購書暨轉帳付款授權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首次申購，請加填開戶申請書並附身分證明文件           

受益人名稱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扣款人名稱 

□同受益人名稱 

需同申購人或為未成年之法定代理人，請附法定代理人身分證影本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日：                    夜：                    行動電話： 

申購基金名稱  每次扣款金額 手續費%  扣款日 *配息型基金需先辦妥收益分配約定帳

號。 

*年滿 65 歲(含)受益人請加填 65 歲以上受

益人開戶及交易聲明書。 

*系列基金扣款每次最低金額為新台幣

3,000 元唯配息型基金最低金額為新台幣

5,000 元，並得以仟元為累加單位，手續

費另計 

           基金 
配 息 

不配息 
元       % 每月                 日 

           基金 
配 息 

不配息 
元       % 每月                 日 

授權轉帳機構（扣款銀行請參照第二頁） 扣款行原留印鑑 

須與銀行帳戶印鑑相同 

  

銀行帳號＿＿＿＿＿＿＿＿銀行＿＿＿＿＿＿＿＿＿分行 (帳號請依序靠左填寫) 

              
 

交易注意事項： 

1. 扣款人同意金融機構之自動扣款轉帳付款日即為基金申購日。扣款人需於扣款日前一銀行營業日營業時間內將申購價金及手續費存入扣款帳戶，扣款人同

意扣款人之帳戶餘額不足支付自動轉帳申購價金時，金融機構得不予進行轉帳付款作業，金融機構並得將上述事實通知街口投信。受益人申購受益權單位

之申購價金，係按約定扣款金額加計經理公司所定之申購手續費計算之；申購之受益權單位數係為約定之扣款金額除以申購當日之每受益權單位淨産價值

得之。（申購日為假日時，順延至次一營業日） 

2. 本授權書需於扣款日前(含)十五個營業日寄達/送達街口投信，逾期則於下一期扣款日生效。 

3. 申購人於申購確認成立時，成為該基金之受益人，依信託契約行使權利，負擔義務。 

4. 受益人如欲更改或終止本定時定額之相關授權，請另填「定時定額變更申請書」，並以書面寄達/送達街口投信。 

5. 受益人之指定扣款帳戶經扣款銀行完成印鑑及帳號核對後，街口投信將寄發「首次扣款通知書」予受益人，受益人因存款不足或其他原因，將以書面或 e-mail

通知受益人，經連續三次扣款不成功，即自動終止該申購並停止扣款。 

6. 定時定額扣款人與受益人非同一人時，基金受益憑證買回價金之給付，以受益人為受款人匯款或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為之。 

7. 受益人所申購之受益權單位，如超過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所核准之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時，本公司得拒絕接受申購，並為無息返還上述申購價款。 

8. 本人交付申購書且完成申購價金之給付前，已經投信公司或銷售機構交付簡式公開說明書或公開說明書。 

9. 本人已審慎評估本身之財務狀況及風險承受能力，且銷售人員已充分告知並瞭解：(1)申購書記載之內容及注意事項(2)本次申購商品之風險屬性。 

10. 依法令規範，本公司銷售人員辦理基金銷售業務時，對於明知已屬明顯弱勢族群之投資人，包括年齡 65 歲以上、教育程度為國中畢業以下或全民健康保 

    險重大傷病證明等，不主動介紹屬高風險之基金商品。 

11. 投資共同基金有投資風險（包括但不限於價格、匯率、政治之風險），亦可能發生部份或全部本金之損失，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 

12. 本公司發行各類型基金之配息可能由基金的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份，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應

負擔之相關費用。本申購人於本次申購前已充份了解此配息作業情形及風險。本申購人於本次申購前，已審慎評估本身之財務狀況及風險承受能力並確

認適合本次所申購之基金商品 

13. 本注意事項未盡事宜，悉依各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14. 本公司之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惟不表示基金絕無風險，本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收益；本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

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申購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及風險預告書。 

 

 

活動代號：    核印：    經辦：     覆核：    銷售機構代碼：      業務員編號／姓名： 

請勿使用感熱紙  

 
 

 

 

 

 

 

 

 

 

受益人原留印鑑 

未成年或受輔助宣告受益人請加蓋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印鑑 

 
 
 
 
 
 
 
 
 
 
 

銷售機構蓋章(請加蓋經辦章及日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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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2750-5555 

傳真：02-2772-1281；02-2772-1282 

地址：106 台北市市民大道三段 206 號 9 樓 

       街口投信全國性繳費業務授權轉帳繳款申請書 

致：街口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街口投信）、指定帳戶扣款金融機構（以下簡稱「貴行」） 

 

立授權書人（以下簡稱扣款人）茲向 貴行 申請委託，以扣款人下列約定之扣款帳戶逕行轉帳扣繳下表申購人，應支付予

委託單位之款項，並遵守下列約定事項： 

 

一、依照本授權書之指示自扣款人之帳戶進行自動轉帳付款作業，並將轉帳款項存入基金專戶，以支付申購人向 街口投信

申購本基金之申購價款（包括發行價額及銷售費用）。 

二、街口投信公司所編製之清單或明細表或電子媒體資料等內容倘有錯誤，或扣款人對應付申購價金（包含基金價款及手

續費）有疑義時，願由扣款人負責與街口投信處理，概與  貴行無關。 

三、因 貴行之電腦轉帳系統故障或有其他不可抗力事故，未能於所訂日期進行轉帳付款作業時，申購人同意順延至 貴

行電腦修復正常運作或不可抗力事故消失之營業日進行轉帳付款作業，並以該日為基金之申購日。 

四、扣款人於同一指定帳號內同時申購二筆以上款項之轉撥時，同意由 貴行決定各筆扣款之先後順序，扣款人絕無異議。 

申購人同意扣款人之帳戶餘額不足支付自動轉帳申購之價金時， 貴行得不進行扣款轉帳作業，並將結果以報表或電子

媒體資料通知街口投信，扣款人並同意街口投信取消該筆交易。 

五、扣款人同意本作業轉帳扣繳限額單筆及每日最高轉帳扣繳限額皆為新臺幣伍佰萬元，但關稅費及基金證

券費每日最高轉帳扣繳限額各為新臺幣參仟萬元。 

六、扣款人同意辦理本授權書業務之作業時，街口投信得將本授權書資料交付與帳務代理銀行轉交 貴行辦理。 

七、如有更動扣款資料之相關內容時，須填寫街口投信相關變更申請書。 

 

扣款人姓名 

(須為受益人本人)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本申請書一式二聯，由街口投信及扣款銀行各執乙份為憑。此致 戶號: 

□台灣銀行  □國泰世華銀行 □臺灣新光銀行  □星展銀行 請簽蓋扣款銀行帳戶原留印鑑 

 

 

 

 

 

 

□台灣土地銀行  □高雄銀行  □陽信商業銀行 □台新商業銀行 

□合作金庫銀行  □兆豐國際銀行 □板信商業銀行 □日盛國際銀行 

□第一商業銀行  □台灣中小企業 □聯邦商業銀行 □安泰商業銀行 

□華南商業銀行  □渣打國際銀行 □遠東國際銀行 □上海商業銀行 

□彰化商業銀行  □華泰商業銀行 □台北富邦銀行 □玉山商業銀行 

□元大商業銀行 □凱基商業銀行 □永豐商業銀行  

□台中商業銀行 □瑞興商業銀行 □三信商業銀行  

分行名稱 
 

帳號               

日期   

 

費  用  類  別 委  託  單  位 

名稱 代碼 名稱 代碼 

基金扣款 00001 街口投信 10001387 

 

扣款銀行填載 
銀行 分行 經辦 主管 日期 

     

《第一聯／第二聯》扣款銀行留存聯／街口投信留存聯 

 

 

請勿使用感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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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2750-5555 

傳真：02-2772-1281；02-2772-1282 

地址：106 台北市市民大道三段 206 號 9 樓 

街口投信全國性繳費業務授權轉帳繳款申請書 

致：街口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街口投信）、指定帳戶扣款金融機構（以下簡稱「貴行」） 

 

立授權書人（以下簡稱扣款人）茲向 貴行 申請委託，以扣款人下列約定之扣款帳戶逕行轉帳扣繳下表申購人，應支付予

委託單位之款項，並遵守下列約定事項： 

 

一、依照本授權書之指示自扣款人之帳戶進行自動轉帳付款作業，並將轉帳款項存入基金專戶，以支付申購人向 街口投信

申購本基金之申購價款（包括發行價額及銷售費用）。 

二、街口投信公司所編製之清單或明細表或電子媒體資料等內容倘有錯誤，或扣款人對應付申購價金（包含基金價款及手

續費）有疑義時，願由扣款人負責與街口投信處理，概與  貴行無關。 

三、因 貴行之電腦轉帳系統故障或有其他不可抗力事故，未能於所訂日期進行轉帳付款作業時，申購人同意順延至 貴

行電腦修復正常運作或不可抗力事故消失之營業日進行轉帳付款作業，並以該日為基金之申購日。 

四、扣款人於同一指定帳號內同時申購二筆以上款項之轉撥時，同意由 貴行決定各筆扣款之先後順序，扣款人絕無異議。 

申購人同意扣款人之帳戶餘額不足支付自動轉帳申購之價金時， 貴行得不進行扣款轉帳作業，並將結果以報表或電子

媒體資料通知街口投信，扣款人並同意街口投信取消該筆交易。 

五、扣款人同意本作業轉帳扣繳限額單筆及每日最高轉帳扣繳限額皆為新臺幣伍佰萬元，但關稅費及基金證

券費每日最高轉帳扣繳限額各為新臺幣參仟萬元。 

六、扣款人同意辦理本授權書業務之作業時，街口投信得將本授權書資料交付與帳務代理銀行轉交 貴行辦理。 

七、如有更動扣款資料之相關內容時，須填寫街口投信相關變更申請書。 

 

扣款人姓名 

(須為受益人本人)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本申請書一式二聯，由街口投信及扣款銀行各執乙份為憑。此致 戶號: 

□台灣銀行  □國泰世華銀行 □臺灣新光銀行  □星展銀行 請簽蓋扣款銀行帳戶原留印鑑 

 

 

 

 

 

 

□台灣土地銀行  □高雄銀行  □陽信商業銀行 □台新商業銀行 

□合作金庫銀行  □兆豐國際銀行 □板信商業銀行 □日盛國際銀行 

□第一商業銀行  □台灣中小企業 □聯邦商業銀行 □安泰商業銀行 

□華南商業銀行  □渣打國際銀行 □遠東國際銀行 □上海商業銀行 

□彰化商業銀行  □華泰商業銀行 □台北富邦銀行 □玉山商業銀行 

□元大商業銀行 □凱基商業銀行 □永豐商業銀行  

□台中商業銀行 □瑞興商業銀行 □三信商業銀行  

分行名稱 
 

帳號               

日期   

 

費  用  類  別 委  託  單  位 

名稱 代碼 名稱 代碼 

基金扣款 00001 街口投信 10001387 

 

扣款銀行填載 
銀行 分行 經辦 主管 日期 

     

《第一聯／第二聯》扣款銀行留存聯／街口投信留存聯 

請勿使用感熱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