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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基金】單筆申購資料

◎ 限以受益人本人名義匯款（轉帳）

富達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 外幣款項需全額到付（或發兩通電文 MT103+MT202）

11065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 68 號 11樓
收件部門 富達投信基金事務部
富達客服專線 0800-009911

境內基金單筆交易申購匯款戶名與帳號
基金戶名

匯入銀行

富達傳真專線 0800-076067

幣別

類型

帳戶號碼

富達台灣成長基金專戶

國泰世華銀行，安和分行
(銀行代碼：0130279)

新台幣

累積

<虛擬帳號>
個人：33333+申購人身分證字號後 9 碼
法人：33333+法人統一編號 8 位數字+0

富達卓越領航全球組合基金專戶

國泰世華銀行，安和分行
(銀行代碼：0130279)

新台幣

累積

<虛擬帳號>
個人：81993+申購人身分證字號後 9 碼
法人：81993+法人統一編號 8 位數字+0

新台幣

累積

<虛擬帳號>
個人：81559+申購人身分證字號後 9 碼
法人：81559+0+法人統一編號 8 位數字

新台幣

月配息

<虛擬帳號>
個人：81560+申購人身分證字號後 9 碼
法人：81560+0+法人統一編號 8 位數字

富達亞洲總報酬基金專戶

中國信託銀行，城中分行
(銀行代碼：8220107)

中國信託銀行，城中分行
(銀行代碼：8220107)
CTBC BANK CO., LTD.
CHENGJHONG BRANCH
富達亞洲總報酬基金專戶
FIDELITY (TAIWAN) ASIAN TOTAL
RETURN BOND FUND

富達新興市場潛力企業債券
基金專戶

<虛擬帳號>

美元/人民幣

累積

法人：81559+0+法人統一編號 8 位數字

SWIFT CODE:
CTCBTWTP107
ADDRESS:
1F., No.83, Sec. 1,
Chongcing S. Rd.,
Jhongjhe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0,
Taiwan (R.O.C.)

<虛擬帳號>

美元/人民幣

月配息

FIDELITY (TAIWAN) EMERGING
MARKET CORPORATE DEBT FUND

個人：81560+申購人身分證字號後 9 碼
法人：81560+0+法人統一編號 8 位數字

新台幣

累積

<虛擬帳號>
個人：33475+申購人身分證字號後 9 碼
法人：33475+0+法人統一編號 8 位數字

新台幣

月配息

<虛擬帳號>
個人：33476+申購人身分證字號後 9 碼
法人：33476+0+法人統一編號 8 位數字

兆豐國際商銀，國外部
(銀行代碼：0170077)

兆豐國際商銀，國外部
(銀行代碼：0170077)

富達新興市場潛力企業債券
基金專戶

個人：81559+申購人身分證字號後 9 碼

MEG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ANK CO., LTD.
HEAD OFFICE-FOREIGN DEPT

<虛擬帳號>

美元/人民幣

累積

個人：33477+申購人身分證字號後 9 碼
法人：33477+0+法人統一編號 8 位數字

SWIFT CODE:
ICBCTWTP007
ADDRESS:
No.100, Chi-Lin Rd.,
Taipei City,
Taiwan (R.O.C.)

<虛擬帳號>

美元/人民幣

月配息

個人：33478+申購人身分證字號後 9 碼
法人：33478+0+法人統一編號 8 位數字

Fidelity 富達，Fidelity International，與 Fidelity International 加上其 F 標章為 FIL Limited 之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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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基金單筆交易申購匯款戶名與帳號
基金戶名

富達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專戶

匯入銀行

FIDELITY (TAIWAN) ASIAN HIGH
YIELD FUND

富達全球多重資產收益組合基金
專戶

類型

新台幣

累積

<虛擬帳號>
個人：40878+申購人身分證字號後 9 碼
法人：40878+0+法人統一編號 8 位數字

新台幣

月配息

<虛擬帳號>
個人：40879+申購人身分證字號後 9 碼
法人：40879+0+法人統一編號 8 位數字

第一銀行，營業部分行
(銀行代碼：0070937)

第一銀行，營業部分行
(銀行代碼：0070937)

富達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專戶

幣別

FIRST COMMERCIAL BANK
HEAD OFFICE

帳戶號碼

<虛擬帳號>

美元/
人民幣

累積

個人：09323+00+申購人身分證字號後 9 碼
法人：09323+000+法人統一編號 8 位數字

SWIFT CODE: FCBKTWTPXXX
<虛擬帳號>

ADDRESS:
30 Chungking South Road,
Sec.1, Taipei,Taiwan (R.O.C.)

美元/
人民幣

月配息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營業部分行
(銀行代碼：0060567)

新台幣

累積/
月配息

美元/
人民幣

累積/
月配息

個人：09322+00+申購人身分證字號後 9 碼
法人：09322+000+法人統一編號 8 位數字

<虛擬帳號>
個人：76157+申購人身分證字號後 9 碼
法人：76157+0+法人統一編號 8 位數字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營業部分行
(銀行代碼 : 0060567)
富達全球多重資產收益組合基金
專戶

TAIWAN COOPERATIVE BANK
DEPARTMENT OF BUSINESS

FIDELITY (TAIWAN) MULTI ASSET
INCOME FUND OF FUNDS

SWIFT CODE: TACBTWTP056

<虛擬帳號>

ADDRESS:

個人：990+00+申購人身分證字號後 9 碼
法人：990+000+法人統一編號 8 位數字

No.225, Sec. 2, Chang'an E. Rd.,
Songshan Dist., Taipei City 105,
Taiwan (R.O.C.)

境內基金單筆申購最低申購金額
A 類型
基金名稱

類型

單筆

富達台灣成長基金

累積

新台幣 $10,000

富達卓越領航全球組合基金

累積

新台幣 $10,000

富達亞洲總報酬基金

富達新興市場潛力企業債券基金

富達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

富達全球多重資產收益組合基金

累積

新台幣 $10,000

美元 $300

人民幣 $2,000

月配息

新台幣 $300,000

美元 $10,000

人民幣 $60,000

累積

新台幣 $10,000

美元 $300

人民幣 $2,000

月配息

新台幣 $300,000

美元 $10,000

人民幣 $60,000

累積

新台幣 $10,000

美元 $300

人民幣 $2,000

月配息

新台幣 $300,000

美元 $10,000

人民幣 $60,000

累積

新台幣 $10,000

美元 $300

人民幣 $2,000

月配息

新台幣 $300,000

美元 $10,000

人民幣 $60,000

Fidelity 富達，Fidelity International，與 Fidelity International 加上其 F 標章為 FIL Limited 之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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