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和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申購申請書 

Subscription Form 
 

康和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基金總代理 

地址：110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176 號 9 樓 
網址：https://funds.concords.com.tw 

請於傳真後再來電確認： 
電話：(02)2761-1518 
傳真：(02)2761-0702 

 
 

申購 

申請日期:西元__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請在填寫前，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本申請書正反面之注意事項及其他聲明)  

受益人戶名 (中文)                          戶      號:                                      
(請同護照英文姓名) 

(英文)                          
Surname 姓/ Given Name 名 

電  話:(  )                                傳真號碼:(    )                                  

聯絡人:                                             聯絡人電話:(  )                                

 
《申購指示》（※本人若未填手續費之欄位,則視為同意手續費自申購價金內扣除，實際申購金額即為申購價金扣減手續費後之餘額） 

扣款方式 基 金代 號   
( I S I N  C O D E )  基 金名 稱  交易 

幣別 申購價金(1) 費率 ※手續費(2) 申購總價金(3)=(1)+(2) 

□匯款  

□指定扣款 
      %        

□匯款  

□指定扣款 
    %   

□匯款  

□指定扣款 
    %   

□匯款  

□指定扣款 
    %   

匯入: □華南 □兆豐 □台新 □永豐 □第一 □中國信託 □台北富邦 □國泰世華 □彰化 
勾選匯款者，請務必填選集保主要銀行專戶以下資料: 

    款項自         銀行             分行  

**為保障客戶交易之明確性，投資人之申購款項為本人匯出或由本人帳戶匯出。 

**依集保規定，客戶如僅約定台幣為買回帳戶，即申購時僅能以台幣申購基金；如約定外幣為買回帳戶，則申購時應以基金原幣為之。 

 
 
 
 
 
 
 
 
 
 

 

客戶群組 

 

投資顧問 

 

活動代號 

 

收件／銷售

機構簽章 

 

主管 
 

覆核 
 

經辦 
 

 

身分證或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受益人於康和投顧開戶之原留簽章 
※本公司總代理境外系列基金之「通路報酬揭露」資訊，投資人可參閱本公司網站：http://funds.concords.com.tw/ 
※本人已審慎評估本身之財務狀況與風險承受能力，確認知悉本次申購基金 類型之風險，並已詳閱交易注意事項。 
※本人已取得並詳閱康和投顧交付或於銷售機構取得或應本人要求所提供之公開說明書，並確認本申請書之交易內容無誤。 
 
 

 

 

 

 1 未滿 20 歲未成年之受益人請加蓋法定代理人印鑑 
 2.法人請使用與該公司變更登記事項卡相同或被授權之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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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購 

【申購注意事項】 
※單筆匯款申購款項係以虛擬帳號匯入集保結算所指定之金融機構帳戶，匯款資料如下: 

收件時間： 
指定扣款 臨櫃/傳真收件截止時間每營業日 將下午1:30 止 本申購書傳真或臨櫃予本公司。 

匯款方式 臨櫃/傳真收件截止時間每營業日 將下午2:30 止 本申購書和匯款證明傳真或臨櫃予本公司。 

在截止時間前，並經電話確認無誤後生效。如逾時傳真，則順延至次一營業日辦理，以次一營業日為申購日。

1. 扣款截止時間: 

本申請

書所稱之營業日為基金市場、台灣營業日，如其中任一地休市，所有交易日均順延至次一營業日，淨值也以次一營業

日為準。  

指定扣款：於申購日下午 2:00 止前，申購款項(含手續費)存入集保指定扣款帳戶。扣款申請之申購單當日，只限當
日有效，次日亦不會再自動扣款。扣款行無法於客戶申購當日完成扣款作業，即取消該筆申購資料。客
戶辦理扣款帳戶變更時，其新扣款帳戶尚未完成核印前，本公司仍以原扣款帳號辦理扣款作業。  

匯款方式：於申購日下午 3:00 止前，
對於單筆匯款申購款項未能於申購日依集保結算所規定時間前匯達者，集保結算所將於次一營業日辦理相關申購作業。 

申購款項(含手續費)匯達集保結算所款項收付專戶。 

以上經集保結算所確認之款項與申購資料相符者，計入當日申購數額，且以申購手續完成日之基金淨值計算您所申
購之單位數。 

2. 受益人與匯款人/扣款人須為同一人，若不相同，本公司可拒絕該筆申購，並將款項退還予匯款人，以匯款方式相關
匯費由客戶自行負擔。 

3. 受益人同意如所申購之發行金額超過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所核准之相關限制，本公司得拒絕接受申購，並
無息退還上述申購價款。 

4. 康和投顧總代理之境外系列基金，股份將只以登記型式發行而無受益憑證，並以寄發交易對帳單取代。 
5. 本申請書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系列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投資人須知、境外基金開戶暨交易同意書、康和投顧其他業

務規定及相關金融業務慣例辦理。 
6. 本申請書如有塗改，應於塗改處加蓋原留印鑑。 
若您的傳真紙是”感熱紙”，因感熱紙保存不易，本公司將無法受理，請務必先影印後再填寫，以維護您的權益。 

匯款戶名 (中文 ) 匯款戶名 (英文 ) 

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Depository and Clearing Corporation 

台幣匯款銀行  匯款帳號  外幣匯款銀行  

華南商業銀行復興分行 931 +統一編號11碼 Hua Nan Commercial Bank Ltd. Fuhsing Branch, 
Taipei,Taiwan(Swift Code: HNBKTWTP127)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台北復興分行 679 +統一編號11碼 MEG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ank Co.,LTD. Taipei 
Fusing Branch, Taipei,Taiwan (Swift Code: ICBCTWTP008)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建北分行 915 +統一編號11碼 Taishin International Bank, Taiwan 
(Swift Code: TSIBTWTP) 

永豐商業銀行世貿分行 582 +統一編號11碼 Bank Sinopac 
(Swift Code: SINOTWTP) 

第一商業銀行民權分行 963 +統一編號11碼 First Commercial Bank, Taipei,Taiwan  
(Swift Code:FCBKTWTP)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營業部 757 +統一編號11碼 Chinatrust Commercial Bank ,Taipei,Taiwan 
(Swift Code: CTCBTWTP) 

台北富邦銀行安和分行 158 +統一編號11碼 Taipei Fubon Commercial Bank LTD, Taipei 
( Swift Code: TPBKTWTP715)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民權分行 897+統一編號11碼 Cathay United Bank,Minchuan Branch,Taipei,Taiwan 
( Swift Code: UWCBTWTP019) 

彰化銀行民生分行 918＋統一編號11碼 CHANG HWA COMMERCIAL BANK Min-Sheng Branch 
( Swift Code:CCBCTWTP523) 

匯款 
帳號 
說明 

銀行別帳號+統一編號11碼 
1.本國人

2.
：身分證字號英文字母轉為數字2碼(A為01，B為02依此類推)＋數字9碼   

華僑及外國人：統一證號英文字母第1 碼轉為數字2 碼(A為01，B為02依此類推) ＋英文字母第2碼轉為數字1 碼
(A為3，B為4，C為5，D為6)＋數字8碼  

3.法人：000＋營利事業統一編號8碼 


	Taiwan Depository and Clearing Corpo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