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興銀行網路銀行基金服務系統-交易類 1(申購)操作手冊 

 

本文件著作權屬瑞興銀行所有，未經本行同意不得翻印或外流 

 

 

 

 

 
  

  

網路銀行基金服務系統 

--交交易易類類 11((申申購購))操操作作手手冊冊-  

 

 

 

 

 

 

 

 

中華民國一零六年版 



 
瑞興銀行網路銀行基金服務系統-交易類 1(申購)操作手冊 

 

本文件著作權屬瑞興銀行所有，未經本行同意不得翻印或外流 

 

目錄 

壹、 基金服務-交易類 1(申購) ................................................... 1 

一、 基金單筆申購 ......................................................... 1 

二、 基金定期定額申購 .................................................... 10 

貳、 附錄 .................................................................... 18 

表一、申購最低投資額 ..................................................... 18 

表二、最低部份贖回金額限制 ............................................... 19 

表三、最低部份轉換金額限制 ............................................... 20 

 

  



 
瑞興銀行網路銀行基金服務系統-交易類 1(申購)操作手冊 

 

本文件著作權屬瑞興銀行所有，未經本行同意不得翻印或外流 

第 1 頁 

壹、基金服務-交易類 1(申購) 

一、基金單筆申購 

Step1. 上方功能選單點選『基金理財』內的基金申購之「基金單筆申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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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進入「瑞興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風險預告、信託報酬及投資應

注意事項」，確認約定事項後，點選已瞭解並同意進入交易頁面；點選不同意則

返回【瑞興銀行網路銀行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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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進入「基金單筆申購」詢價頁面。點選取消者，則返回【瑞興銀行網路銀行首頁】。 

 

Step4. 選擇「業務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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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5. 選擇「基金管理公司」。 

 

Step6. 選擇「基金名稱」，選擇「基金管理公司」下所屬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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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7. 選擇「基金名稱」後，出現「信託本金」欄位，輸入「信託本金」金額，並確認

已取得公開說明書後，點選下一步。 

 

各類基金最低申購金額請參考表一、申購最低投資額 

Step8. 若當日交易已關帳，則跳出提示訊息。 

點選是(繼續申購)進行下一步。 

點選否(結束申購)停留在原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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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9. 商品適配評估暨投資聲明。點選確認後進行下一步，進行下一步交易。 

點選取消此交易則返回【瑞興銀行網路銀行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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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0. 基金通路報酬揭露。點選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進行下一步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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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1. 設定停損停利。點選下一步。 

 

Step12. 啟動交易頁面。 

點選啟動基金單筆申購交易。 

點選取消基金單筆申購交易 則返回【瑞興銀行網路銀行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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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3. 點選啟動基金單筆申購交易後，顯示「本交易點選確定送出後即無法取消」之

警示訊息框。 

點選確定即顯示交易結果。 

選擇取消則停留在原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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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金定期定額申購 

Step1. 上方功能選單點選『基金理財』內的基金申購之「基金定期定額申購」。 

 



 
瑞興銀行網路銀行基金服務系統-交易類 1(申購)操作手冊 

 

本文件著作權屬瑞興銀行所有，未經本行同意不得翻印或外流 

第 11 頁 

Step2. 進入「瑞興銀行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風險預告、信託報酬及投資應

注意事項」，確認約定事項，點選已瞭解並同意進入交易頁面；點選不同意者則返回【瑞

興銀行網路銀行首頁】。 

 

Step3. 進入「基金定期定額申購」詢價頁面。點選 取消則返回【瑞興銀行網路銀行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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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 選擇「業務別」。 

 

Step5. 選擇「基金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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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6. 選擇「基金名稱」，選擇「基金管理公司」下所屬之基金。 

 

Step7. 選擇「基金名稱」後，出現「信託本金」欄位，輸入「信託本金」金額及勾選「每

月扣款日期」，並確認已取得公開說明書後，點選下一步。 

 

各類基金最低申購金額請參考表一、申購最低投資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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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8. 若當日交易已關帳，則跳出提示訊息。 

點選是(繼續申購)進行下一步。 

點選否(結束申購)停留在原畫面。 

 

Step9. 商品適配評估暨投資聲明。點選確認後進行下一步，進行下一步交易。 

點選取消此交易則返回【瑞興銀行網路銀行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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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0. 基金通路報酬揭露。點選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進行下一步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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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11. 設定停損停利。點選下一步。 

 

Step12.啟動交易頁面。 

點選啟動基金定期定額申購交易。 

點選取消基金定期定額申購交易 則返回【瑞興銀行網路銀行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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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3. 點選啟動基金定期定額申購交易，即顯示「本交易點選確定送出後即無法取消」

之警示訊息框。 

點選確定即顯示交易結果。 

選擇取消則停留在原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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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附錄 

表一、申購最低投資額 

新臺幣信託 幣別 代號 單筆投資 定期定額投資 

國內貨幣市場型基金 

新臺幣 NTD 

100,000 元 不開放定期定額投資 

國內新臺幣計價基金(不含貨幣市場型） 10,000 元 每筆 3,000 元 

手續費前收型基金、 

國內外幣計價基金 

※人民幣計價基金不開放新臺幣信託申購 

30,000 元 每筆 3,000 元 

手續費後收型基金 

(如 B、C、V、Y、T 股基金或其他股別基金) 
100,000 元 不開放定期定額投資 

 以「仟元」為增加單位 以「仟元」為增加單位 

外幣信託 幣別 代號 單筆投資 定期定額投資/每筆 

手續費前收型基金、 

國內外幣計價基金 

美元 USD 

1,000 元 100 元 

歐元 EUR 

英磅 GBP 

澳幣 AUD 

紐幣 NZD 

日圓 JPY 100,000 元 10,000 元 

港幣 HKD 10,000 元 1,000 元 

人民幣 CNY 6,000 元 600 元 

 日圓以「仟元」為增加

單位，其餘幣別以「元」

為增加單位。 

日圓以「仟元」為增加單

位，其餘幣別以「元」為

增加單位。 

手續費後收型基金 

(如 B、C、V、Y、T 股基金或其他股別基金) 

美元 USD 3,000 元 

不開放定期定額投資 
歐元 EUR 2,500 元 

澳幣 AUD 3,000 元 

 以「元」為增加單位 

受理時間：每一金融機構營業日上午 9：00～15：00（惟國內貨幣市場型基金至上午 10：30 止），視為當

日交易；逾時和星期例假日則視為次一個金融機構營業日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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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最低部份贖回金額限制 

(單位：元) 

新臺幣信託 

每筆契約編號項下已分配

單位數之庫存信託金額 
最低贖回金額 最低剩餘金額 

單筆 定額 單筆 定額 單筆 定額 

國內貨幣市場型基金 200,000 不開放 100,000 不開放 100,000 不開放 

國內新臺幣計價基金 

(不含貨幣市場型） 
20,000 6,000 10,000 3,000 10,000 3,000 

手續費前收型基金、 

國內外幣計價基金 

※人民幣計價基金不開

放新臺幣信託申購 

60,000 6,000 30,000 3,000 30,000 3,000 

以「仟元」為增加單位。 

外幣信託 
每筆契約編號項下已分配

單位數之庫存信託金額 
最低贖回金額 最低剩餘金額 手續費前收型基金、 

國內外幣計價基金 

幣別 代號 單筆 定額 單筆 定額 單筆 定額 

美元 USD 

2,000 200 1,000 100 1,000 100 

歐元 EUR 

英磅 GBP 

澳幣 AUD 

紐幣 NZD 

日圓 JPY 200,000 20,000 100,000 10,000 100,000 10,000 

港幣 HKD 20,000 2,000 10,000 1,000 10,000 1,000 

人民幣 CNY 12,000 1,200 6,000 600 6,000 600 

日圓以「仟元」為增加單位，其餘幣別以「元」為增加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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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最低部份轉換金額限制 

(單位：元) 

  

新臺幣信託 

每筆契約編號項下已分

配單位數之庫存信託金

額 

最低轉換金額 最低剩餘金額 

單筆 定額 單筆 定額 單筆 定額 

國內新臺幣計價基金 

(不含貨幣市場型) 
20,000 6,000 10,000 3,000 10,000 3,000 

手續費前收型基金、 

國內外幣計價基金 

※人民幣計價基金不開放

新臺幣信託申購 

60,000 6,000 30,000 3,000 30,000 3,000 

以「仟元」為增加單位。 

外幣信託 每筆契約編號項下已分

配單位數之庫存信託金

額 

最低轉換金額 最低剩餘金額 手續費前收型基金、 

國內外幣計價基金 

幣別 代號 單筆 定額 單筆 定額 單筆 定額 

美元 USD 

2,000 200 1,000 100 1,000 100 

歐元 EUR 

英磅 GBP 

澳幣 AUD 

紐幣 NZD 

日圓 JPY 200,000 20,000 100,000 10,000 100,000 10,000 

港幣 HKD 20,000 2,000 10,000 1,000 10,000 1,000 

人民幣 CNY 12,000 1,200 6,000 600 6,000 600 

日圓以「仟元」為增加單位，其餘幣別以「元」為增加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