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公司地址：104 台北市德惠街 9-1 號 1 樓

電話：
（02）
2501-3838

傳真：
（02）
2518-0202

台中分公司：403 台中市英才路 530 號 21 樓之 3 電話：
（04）2302-0858

傳真：
（04）2302-0528

高雄分公司：806 高雄市中山二路 2 號 7 樓之 2

傳真：
（07）536- 6220

電話：
（07）536-2280

提醒您!填寫時如有塗改，請於塗改處加蓋原留印鑑

台新

基金受益權單位交易申請書

注意事項：
1. 首次申購請附身分證明文件及填寫開戶申請書。申購人同意成為上開基金之受
益人，依契約行使權利、負擔義務，並已詳閱上開基金簡式公開說明書/公開說
受益人中文名稱：
明書。
2. 付款方式為匯款者，請以申購人名義匯款，匯款單上之匯款人請填寫申購人名
受益人英文名稱 (申購、買回外幣計價基金必填，請與銀行外幣帳戶英文相同)： 稱，並務必提供匯款單或證明文件予本公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戶號：

3. 若您未簽立『傳真交易授權同意書』，請填寫後將正本寄回台新投信客戶服務
部。
（受益人或銷售機構如需留存本聯，請自行影印，謝謝！）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4. 各基金最低申購金額，請參閱各基金公開說明書，或洽本公司業務人員/客服人
員詢問。

聯絡人：

聯絡電話：

交易時間：逾時經理公司得拒絶收件或以次一營業日為收件日
申購：
國內貨幣市場型基金：請於上午 10：00 前電話告知，並將本申購書於上午 11:00
前(委託扣款上午 11:00 前)傳真至台新投信，並以電話確認。

其他類型基金：每營業日下午 16:30 前(委託扣款下午 16:00 前) 傳真至台新投
信，並以電話確認。
※付款方式選擇委託扣款者，應先辦妥委託扣款授權(經銀行核印建檔成功)。

5. 外幣匯款注意事項︰申購外幣計價基金匯款時請告知匯款行經辦行員必須【當
日匯款及全額到付】
，若於匯款過程中被扣除應收之相關費用，以致於申購總
金額與實際入帳金額不符時，在符合公開說明書最低申購金額下，本公司將依
實際收到之金額為申購總價款，並以實際入帳日為申購生效日。
6. 申購、買回及轉申購，須加蓋受益人原留印鑑，經本公司核印無誤始生效。
7. 「全部買回」係指將受益人在本公司帳戶內截至買回申請日前一營業日之該基
金單位數全部買回。
8. 本人同意買回價金因跨行匯款或開立與限時掛號郵寄支票所產生之費用，得逕
自買回價金中扣減。

買回或轉申購：
全系列基金:每營業日下午 16:30 前傳真至台新投信，並以電話確認。
外幣計價基金限以單位數買回，不接受金額買回。

傳真交易注意事項：客戶傳真本申請書後，務請來電本公司確認，以保障您的相關權益已於當日生效。

★★客服專線請撥 0800-021-666★★

申購

付款方式： □支票/台支

□委託扣款自

銀行

□匯款自
銀行
分行 □ATM/網銀自
銀行
(以匯款/ATM/網銀/存款之方式申購者，請提供匯款單或證明文件)

(1) 申購金額

買回或轉申購

□ 全部買回

(2)手續費(

分行扣款*(限新台幣計價基金)
分行

%）

□ 部分買回：單位數

銀行

分行

(3)申購價金=(1)+(2)

單位；或金額

買 １.匯款帳號(若為傳真交易者，限匯入傳真交易授權同意書所指定之受益人本人帳戶)
回
銀 行
分 行
帳 號
付
款
及
轉 ２ . 轉申購 ( 僅限同幣別計價之基金互轉 )
申
轉入台新
基金，轉入金額 NT$
購
指
右列由台新投信填寫(手續費內扣（ ％）NT$
元，轉申購淨額 NT$
示
３ . □ 以受益人為受款人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支票，以雙掛號方式郵寄至受益人開戶時登記之通訊地址

 本人知悉基金營業日係指依各基金公開說明書/投資說明書所訂之基金營業日，
買回價金以申請買回日之次一營業日淨值計算之。

□存款自

元

金 額

元，
元)。

 如為定期定額扣款申購
者，買回不代表主動終
止，如須終止扣款，請索
取「定期定額授權資料變
更申請書」填寫後正本寄
回。

受益人印鑑欄

 自 103 年 7 月 1 日起，國內基金間之轉申購(貨幣市場型基金除外) 及同一基金
自轉，以該轉申購申請日之次一營業日(T+1)淨值計算轉申購基金所得之單位
數；其餘以買回價金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之當日淨值計算申購之單位數。
本公司保留拒絕接受任何意欲進行短線交易客戶申購的權利，若屬短線交易情況
者，將依基金公開說明書之規定收取短線買回費用，並歸入基金資產。
 本公司部分配息型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且基金的配息可
能由基金的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份，可能導致原始投資
金額減損。由本金支付配息之相關資料已揭露於公司網站，投資人可於基金公開
說明書/投資說明書或本公司網站查閱。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
 本公司各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各基金絕無風險。本公司以往
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各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本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外，不負責各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收益。
核印

銷售機構簽章

核件

(未成年及受輔助宣告之受益人請加蓋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印鑑)
本人申購／轉申購前已取得投信公司或銷售機構交付之(簡式)公開說明書
/投資說明書，並已詳閱並充份了解本申請書注意事項、基金風險預告書及
已充份考慮持有基金不同類股之整體費用率及報酬率，並確定知悉本次申
購之基金類型其風險等級。
業務人員編號
版本：2018 年 11 月

台新投信法人級別基金申購匯款帳號一覽表
新臺幣基金申購匯款帳號：
買回
基金專戶名稱

風險屬性等級

銀行

匯款帳號
付款日

台新 2000 高科技基金專戶

RR5

陽信商銀(108)石牌分行

00242-012039-1

T+3

台新北美收益基金專戶

RR4

兆豐銀行(017)國外部

007-09-14941-0

T+5

台新智慧生活基金專戶

RR4

台灣銀行(004)武昌分行

236-001-23132-6

T+5

台新中証消費服務領先指數基金專戶

RR5

台灣企銀(050)營業部

010-12-264387

T+8

台新優先順位資產抵押高收益債券基金專戶

RR3

台灣銀行(004)武昌分行

236-001-23133-4

T+7

外幣基金申購匯款帳號：

基金專戶名稱

風險
屬性
等級

買回
銀行

SWIFT CODE

幣別

匯款帳號

付款日

台新北美收益基金專戶
Taishin North American Income Trust
Fund

兆豐國外部
Mega International
RR4
Commercial Bank Co., Ltd.
Foreign Dept

ICBCTWTP007

美元

007-53-16529-1

T+5

台新智慧生活基金專戶
Taishin Global Disruptive Innovation
Fund

台灣銀行武昌分行
RR4 BANK OF TAIWAN,
WUCHANG BRANCH

BKTWTWTP236

美元

236-007-15438-8

T+5

台新中証消費服務領先指數基金專戶
台灣企銀營業部
Taishin CSI Leading Consumption and RR5
Taiwan Business Bank
Services Index Fund

MBBTTWTP

美元

010-50-259303

T+8

台新優先順位資產抵押高收益債券基金專
台灣銀行武昌分行
戶
RR3 BANK OF TAIWAN,
Taishin Senior Secured High Yield
WUCHANG BRANCH
Bond Fund

BKTWTWTP236

美元

236-007-15439-6

T+7

註：
1. 投資人須留意外幣匯款到達時點，可能因受款行作業時間而遞延。
2. 申購匯款請填寫申購人 英文名稱 及 身分證字號 或 統一編號，並請銀行務必註明：
「當日匯款」及「全額到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