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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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內電子交易約定書  
 
申請人（以下簡稱「甲方」）與街口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方」）茲為有關電子式交易型態之提供

及使用，經雙方協議，同意訂定下列條款，俾資遵守。 

第一條  定義 

本契約所使用名詞之定義如下： 

「電子交易服務」：指乙方依本約定書所定之方式，經乙方電子交易系統所提供甲方交易委託、相關資訊及相關應用程

式之服務。 

「電子交易委託」：指透過電子交易型態進行申購（包含單筆及定期定額）、轉申購、買回乙方基金或相關交易之任何

委託。 

「系列基金」：指乙方現在及未來經主管機關核准或核備之街口投信系列基金 

「登入帳號及密碼」：指為執行交易及查詢個人交易之相關資訊，使用於乙方電子交易服務系統之使用者識別方式。 

「電子交易流程」：指乙方隨時公告或修正之電子交易相關作業流程。 

「交易帳戶」：指甲方依本約定書第二條所開立並維持之銀行或金融機構帳戶。 

「營業日」：指乙方配合主管機關所訂定之交易有效工作日。  

第二條  受理開戶程序 

一、甲方申請開啟電子交易服務時，必須提供乙方下列書面資料辦理開戶： 

1. 於街口投信所指定之台灣當地銀行開立銀行帳戶（既有帳戶亦可），填寫「電子交易約定扣款帳戶」，授權銀行

同意街口投信於甲方申購時自該帳戶中扣款及請求買回時亦僅得就所指定之帳戶中支付買回價金。 

2. 據實填寫「境內電子交易約定書」及「全國性繳費業務授權轉帳繳款申請書」之內容，並提供街口投信所需之銀

行帳戶資料。 

3. 應填留「境內綜合理財帳戶開戶申請書」（若申請人已是街口投信受益人則免填免附）及檢附下列相關身分證明

文件，並簽署本約定書。 

（一）客人為本國人者 

   1.自然人應提供國民身分證；但未滿十四歲且未申請國民身分證者，應提供戶口名簿影本、戶籍謄本或電子戶  

        籍謄本。未成年人、受監護宣告人或受輔助宣告人，應提供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之國民身分證、護照、居留 

        證等身分證明文件。但除戶籍謄本或電子戶籍謄本應檢送正本外，上述證明文件檢送影本者；應再提供以下 

        文件，並由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基金銷售機構向客人以電話或以函證方式確認檢附之影本與正本相符。 

       （１）本人聲明書； 

       （２）經公證人認證之證明文件正本或印鑑證明正本或第二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2.法人或其他機構應提供法人登記證明文件或主管機關登記證照、核准成立、備案或其他登錄證明文件及代表

人身分證明文件；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共同信託基金或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之信託基金，應檢附相關主管機

關核准或向相關機關登記之證明文件；但繳稅證明不得作為開戶之唯一證明文件。授權受雇人辦理者，上

述文件得檢附影本，受雇人應提示身分證明文件及檢附授權書正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基金銷售機構應

向客戶以函證方式確認係屬授權開戶。 

 （二）客戶為華僑或外國人者 

  1.自然人應提供護照、居留證或其他足資證明國籍及身分之文件。但相關文件檢附影本者，準用前款第一目但

書規定。 

    2 法人或機構應提供當地政府或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或當地稅務機關出具之證明等相關文件及負責人身分證

明文件。授權代理人或代表人辦理者，被授權人或代表人應提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及檢附合法授權書證明

文件正本。客戶之相關登記證明文件檢附影本者，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基金銷售機構應向客戶確認檢附之

影本與正本相符，但同時檢附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或期貨文易所核發之登記證明文件者或相關文

件經公證人認證，不在此限。 

二、乙方於前項文件審核無誤且「約定扣款帳戶」經銀行核印無誤後，核發開戶成功通知暨啟用密碼予甲方，甲方於使

用街口投信電子交易服務前，應依啟用程序，完成線上註冊變更密碼等相關手續，並經甲方驗證確認無誤，始可使

用甲方電子交易系統之服務。 

三、如甲方指定之交易帳戶有變更時，甲方應事前以書面加蓋原留印鑑後通知乙方，乙方於接獲交易帳戶變更申請之通

知前，就已執行交易之扣款或付款仍以原指定帳戶為準。 

第三條  交易指示及計價基準 

一、甲方申請電子交易服務，於取得使用權限後，須本人親自使用專屬密碼通過身分驗證後始得進行交易指示。甲方使

用登入帳號及密碼進入乙方電子交易系統所執行之電子交易委託或帳務查詢，均視為甲方本人有效之指示，乙方得

據以執行，其法律效力與甲方本人親臨辦理之效力相同。甲方有義務妥善保管該密碼。 

二、甲方進行電子交易委託前應詳閱並遵守乙方最新之有關電子交易流程、最新通知、公告及系統狀況。乙方應隨時公

佈最新之電子交易相關流程於其電子交易服務系統。 

三、甲方同意使用電子交易方式之交易受理時間應依乙方所訂之電子交易委託時間為準，如逾交易時間或適逢例假日，

則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指示。 

四、計價基準 

1. 甲方以電子交易委託方式申購乙方系列基金受益權單位數時，乙方依申購當日（若遇非基金營業日則順延至次一

營業日）之基金淨值計算甲方之基金單位數。乙方於收足申購價金及手續費後，甲方始完成申購手續。 

2. 甲方檢具受益憑證請求買回乙方系列基金受益權單位數時，以受益憑證送達乙方為有效買回日，乙方依有效買回

申請日之次一營業日基金淨值計算買回價格。乙方應依各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或公開說明書規定之買回給付時

間內將買回價金扣除匯費、郵費或買回費用等將買回價金匯入甲方之交易帳戶。 

第四條  交易指示之執行與確認 

甲方同意於使用乙方電子交易服務系統時，如有下述情形，應立通知乙方並配合辦理相關措施： 

一、於二十四小時內，甲方未收到該電子交易委託回報或已執行之確認通知。 

二、甲方已收到該電子交易委託回報或已執行之確認通知，但非甲方所作之指示，或回報、通知之內容與甲方指示並不

一致。 

三、甲方得知其使用者密碼被他人盜用等情形。 

四、其他有關電子交易委託所生之問題。 

 

第五條  交易限制 

除法令變更外，甲方每日電子交易之申購或買回金額均各以新台幣三千萬元為上限，其中買回限額之計算，係以輸入交

易前二營業日之基金淨值為準。 

如甲方違反前述金額限制，乙方將不予受理。 

下列交易情況，不受前項交易金額限制之規定 

一、屬轉換交易者； 

二、採 CA 憑證方式進行電子交易者； 

三、採人員接聽電話完成交易指示，且交易款項由甲方自行匯款或透過由乙方與個別金融機構約定扣款完成收付者。 

第六條  密碼 

一、甲方應妥善保管及使用密碼，並對於使用交易密碼經由乙方電子交易系統所作之一切交易及資料變更等行為負責，

但乙方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致甲方之密碼外洩為第三人所冒用者，不在此限。 

二、甲方輸入交易密碼連續錯誤達五次後，乙方電子交易服務系統將自動停止甲方使用各項電子交易服務（傳真方式除

外）之權限。甲方應依乙方所訂之相關規定辦理重新開啟電子交易服務使用授權，經身分認證，確認無誤後，由乙

方進行重新開啟電子交易服務使用授權手續。 

第七條  資料之通知與送達 

一、所有通知事項，依乙方系列基金受益人名簿記載之甲方本人住所、營業處所或通訊地址，經由郵寄、專人送達、電

報、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等乙方與甲方約定之方式為之。 

二、前項通知之送達日如下： 

1.經由郵寄方式者，以郵寄日之次一營業日為送達日。 

2.經由專人送達、電報、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者，以通知日為送達日。 

三、乙方原則上應於通知文件上簽署，但經由乙方網站寄送之通知（包括但不限於網路委託回報或已執行之確認通知）

將視為已經乙方簽署。 

四、乙方所寄送之通知資料若有出入，甲方同意應以乙方之正確帳載為準。 

五、甲方經由電子查詢服務之相關資料若與實際有出入，甲方同意應以乙方之正確帳載之內容為準。 

第八條  甲方資料之處理與保護 

甲方理解並同意乙方及受乙方委託辦理基金事務之第三人，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於其營業項目、法

令許可及為甲方提供服務之目的，包括但不限於基金管理、客戶服務、行銷、風險管理、洗錢防制及稽核等目的，而蒐

集、處理（包括委託第三人處理）、利用、國際傳輸甲方之個人資料，並同意乙方得為甲方之利益、法律之規定、或政

府機關、法院之要求，將之提供予政府機關、法院或乙方所屬之公會。乙方明確規定所有獲准使用甲方個人資料之乙方

員工及受委任第三人，均須遵守街口投信的保密責任。 

第九條  電子交易系統資料保全 

一、甲方保證未經授權不得竄改、修改或以任何方式變更乙方電子交易系統之任何部分，或進入乙方電子交易系統未經

許可之部分。 

二、乙方應盡力維護電子交易系統傳輸訊息之安全，防止他人非法進入系統、竊取、竄改或毀損交易紀錄及資料。 

第十條  電子交易風險歸責 

一、乙方對於其處理甲方從事電子式交易之相關設備軟硬體，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二、甲方同意電子式交易型態在資料傳輸上有不穩定之風險，如因發生通訊斷線、斷電、網路壅塞或天然災害等不可抗

力事由，而影響電子交易系統傳輸，且該事由非可歸貴於乙方者，致電子交易之時間遲延、執行時之價格與指示當

時之價格不同、或乙方無法接收或傳送，而影響交易之結果時，甲方須自負因此所生之風險。甲方如於乙方執行網

際網路電子交易前欲更改原交易之內容，惟因發生通訊斷線、斷電、網路壅塞或發生天然災害等不可抗力事由，且

該事由非可歸責於乙方，致乙方無法接收、傳送或即時更改者，乙方無須負責，且原電子交易之內容，對甲方仍發

生效力。 

三、非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包括但不限於因法令或主管機關之限制、交易市場規則、停止交易、戰爭、天災等，所致

執行遲延或無法執行而造成甲方之損害，乙方及其代理人、代表人、受僱人無須負責。 

四、甲方同意於使用電子交易系統時，如有任何連線上之問題，應主動嘗試以其他方式與乙方聯繫並將所面臨之問題立

即通知乙方。 

第十一條  交易紀錄 

一、甲方了解並同意，為保障雙方權益，乙方得自動監測或紀錄甲方與乙方間交易聯繫之內容，並得紀錄所有交易委託

之內容。 

二、甲方可經由乙方網路或電話服務，查詢甲方投資於乙方之相關基金資訊及甲方之投資內容。 

第十二條  權利義務之轉讓 

甲方不得將本約定書之權利義務轉讓於任何他人。 

第十三條  未盡事宜 

本約定書如有未盡事宜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各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受益憑證

事務處理準則、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基金電子交易作業準則及中華民國相關法

令、函釋之規定辦理，前述法令及契約有修訂者，依修訂後之規定辦理，就修訂部分本約定書視為亦已修訂，不須重新

簽署。 

第十四條  合約之終止 

任一方得隨時以書面通知他方終止本約定書，該終止通知，對於接獲該通知前已執行之電子交易委託及雙方之權利義務，

均不受影響。 

第十五條  準據法與管轄法院 

本約定書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以中華民國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此致   街口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項目：□電子交易權限 

對帳單及投資訊息接收方式：□郵寄  □E-mail   □郵寄+E-mail 
受益人原留印鑑 

受 益 人 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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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分證字號／ 

統一編號 
          

聯 絡 電 話 (公)            (宅)              行動電話 

E - M a i l 

(申請電子交易權限，請務

必 填 寫 此 欄 ) 若有數字零或壹，請於中間加註斜線"Ø"或"ł"表示。 

約定帳戶資料(請填寫以受益人本人名義開立之帳戶，帳號請由左往右填寫，空白不需補 0) 

買 回 價 金 約 定 

匯 款 帳 戶          銀行            分行 
              

基 金 配 息 約 定 

帳 戶 

□ 同買回價金約定匯款帳戶 

         銀行           分行 
              

電子交易約定扣

款 帳 戶 

□ 同買回價金約定匯款帳戶 

         銀行           分行 
              

   

推薦人編號及機構代號：                                         核印：     經辦：          覆核：     生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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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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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款人，應支付予

委託單位之款項，並遵守下列約定事項： 

 

一、依照本業務授權轉帳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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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支付扣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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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款人同意順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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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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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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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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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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款人，應支付予

委託單位之款項，並遵守下列約定事項： 

 

一、依照本業務授權轉帳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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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支付扣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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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款人同意順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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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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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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