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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線上開戶須具備的資格？  

(1) 本國籍年滿 20 歲自然人。  

(2) 未成年及非本國籍客戶，目前尚未開放，請臨櫃辦理。統一證券全省營業

據點  

2. 線上開戶需準備什麼證件？  

(1) 本人身分證。  

(2) 健保卡或駕照。  

(3) 銀行存摺正本（使用數位銀行之客戶需提供虛擬存摺影像或開戶證明文件

之影像）。  

3. 什麼是交割銀行帳戶？  

交割銀行帳戶為買賣股票撥款的專款專用銀行帳戶。  

4. 如何線上開立交割銀行帳戶? 

請於統一證券線上開戶步驟 4 銀行存摺上傳關卡，點選「一般銀行交割戶」-

「立即線上開戶」，即可連結中國信託網站開立好證點數位存款帳戶 (台幣/外

幣 )，省去臨櫃等候時間。  

開戶成功後，中國信託會以簡訊與電子郵件通知您開戶成功，請進入統一證券

線上開戶頁面，依下列步驟上傳銀行帳號完成交割銀行綁定作業：  

統一證券線上開戶→「繼續前次作業」→銀行存摺上傳→點選證券或複委託交

割銀行帳號。  

5. 什麼是分戶帳 (適用於數位帳戶、統 e 金帳戶 )？  

本公司經客戶同意留存交割款項於交割專戶者，本公司將按每一個客戶分別設

置分戶帳客戶專屬之虛擬帳號。客戶經與本公司約定之客戶本人名下的銀行帳

戶匯款至分戶帳辦理交割，無須另外開立證券款項劃撥帳戶，目前配合 23 家

eACH 銀行 (入金帳戶最多可約定 9 家、出金 1 家 )。  

 

 

 

 

 

 

https://www.pscnet.com.tw/pscnetStock/menuFunction.do?main_id=38c4fe9cdd00000055f26b4f6e7bb5cf&sub_id=38c4febd43000000c86cbddbf8e747b8&function_id=02_function_40
https://www.pscnet.com.tw/pscnetStock/menuFunction.do?main_id=38c4fe9cdd00000055f26b4f6e7bb5cf&sub_id=38c4febd43000000c86cbddbf8e747b8&function_id=02_function_40
https://vchat.pscnet.com.tw/mOpenNew/eOpen/#/main/home
https://vchat.pscnet.com.tw/mOpenNew/eOpen/#/main/home
https://vchat.pscnet.com.tw/mOpenNew/eOpen/#/main/home
https://vchat.pscnet.com.tw/mOpenNew/eOpen/#/main/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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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請問線上開戶作業流程為何？  

點我進入統一證券線上開戶  (支援電腦/行動設備 ) 

(1) 開戶基本資料填寫 /證件上傳  

上傳相關證件及手持身份證照片並詳實填寫個人相關資料。  

(2) 文件簽署  

 

文件名稱 
舊戶加開 

複委託+信託 信託 複委託 

複委託/財富管理信託線上開戶同意書 V V V 

財富管理信託開戶契約 V V  

委託買賣國內外有價證券開戶契約 V  V 

W-8BEN 受益人身分證明書 V  V 

註：舊戶加開信託，須上傳財力證明資料，台幣存摺為必填，外幣存摺為選填 

(3) 客戶投資能力及風險屬性問卷  

填寫 KYC 風險屬性評估問卷並確認風險評估等級。  

(4) 銀行存摺上傳  

A. 選擇「一般銀行交割戶」  

I. 已開立證券交割戶  

 上傳交割銀行存摺（除中信/台新，各分公司另增加 1-3 間銀

行/分行）。  

 複委託戶可上傳中信 /國泰/台新 (台外幣帳戶擇一 )。  

II. 未開立證券交割戶 (新開戶適用 ) 

文件名稱 
新開 

證券 證券+複委託 

線上開戶徵信表 V V 

線上開戶同意書 V V 

證券及 OTC 委託買賣契約 V  

委託買賣國內外有價證券開戶契約  V 

W-8BEN 受益人身分證明書  V 

註：以分戶帳交割需另簽署： 

1. 證券商交割專戶留存客戶款項契約書 

2. 客戶交割專戶分戶帳約定申請書 

V V 

https://vchat.pscnet.com.tw/mOpenNew/eOpen/#/main/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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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統一證券線上開戶網頁步驟 4 銀行存摺上傳關卡，點選「一

般銀行交割戶」-「立即線上開戶」，連結中國信託網站開立好證點

數位存款帳戶 (台幣/外幣 )進行開戶。  

開戶成功後，中國信託會以簡訊與電子郵件通知您開戶成功，請

進入統一證券線上開戶網頁，依下列步驟上傳銀行帳號完成交割

銀行綁定作業：  

統一證券線上開戶網頁→「繼續前次作業」→銀行存摺上傳→點

選證券或複委託交割銀行帳號。  

B. 選擇「統 e 金帳戶」  

上傳 eACH 配合之銀行存摺，後續將由相關人員進行審核事宜。  

(5) 開戶成功將以手機簡訊及電子郵件寄送相關資訊至您開戶時所留存的個人

資料。  

7. 如何進行線上開戶？  

點此處進入線上開戶網頁或進入統一證券官網點選線上開戶 (參考下圖說明 ) 

 

8. 線上開戶收不到驗證碼該如何處理？  

請參考下列說明以利問題排除，若仍無法收到驗證碼，請於交易日

8:00~20:00 洽客服專線 (02)8172-4668#2，將由專人為您服務  

(1) 手機的電信公司提供的通話訊號是否良好 (非網路訊號 )，手機通訊品質不

佳時將影響簡訊接收。  

  

https://vchat.pscnet.com.tw/mOpenNew/eOpen/#/main/home
https://vchat.pscnet.com.tw/mOpenNew/eOpen/#/main/home
https://vchat.pscnet.com.tw/mOpenNew/eOpen/#/main/home
https://www.twnch.org.tw/eACH.html#ACH-6
https://vchat.pscnet.com.tw/mOpenNew/eOpen/#/main/home
https://www.pscnet.com.tw/pscnetStock/index.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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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檢查手機簡訊是否有將統一發送簡訊號設為黑名單或封鎖名單 (可檢查手機

中是否有封鎖 0911 或 0961 之手機號碼 )。  

(3) 與電信業者確認是否有封鎖企業簡訊或廣告簡訊。  

(4) 移除或關閉 Whoscall 等可過濾簡訊的程式。  

9. 上傳證件照與自拍照注意事項？  

類別 證件 項次 審核事項 

證件 

身分證正面 

身分證背面 

健保卡正面 

駕照正面 

1 避免反光 

2 避免遮住證件上的文字 

3 證件照片文字須清晰可見 

4 證件照片盡可能正拍，斜角角度勿過大 

5 證件照盡量滿版，但證件邊框不可裁切 

自拍照 身分證正面 

1 手持身分證正面並橫擺在頭像旁邊勿遮住臉部 

2 頭像五官可辨識、身分證正面需清晰可見 

3 手指勿遮蔽身分證上的文字 

4 頭像須完整拍攝到頭頂至下巴 

5 避免反光 

存摺 銀行存摺封面 

1 存摺上的文字均須清晰可見 

2 存摺照盡量滿版，勿裁切到存摺邊框 

3 存摺需有【帳戶姓名+銀行帳號頁】的完整資訊 

 

10. 基本資料填寫後為何無法按上傳資料？  

請檢查基本資料必填欄位 (欄位前方有標記*)皆須填寫完成，若有未完成資料將

有紅框提醒，完成後即可按「上傳資料」。  

 

11. 上傳圖檔後無任何動作或點下一步沒反應該怎麼辦？  

請清除瀏覽器暫存檔並關閉重啟網頁，或以「無痕 (隱私 )視窗」開啟瀏覽器，

再登入統一證券線上開戶網頁點選「繼續前次作業」，重新上傳圖檔。  

 

12. 線上開戶作業若輸入個人相關資料或上傳證件有誤，該如何完成補

件作業？   

請點選統一證券線上開戶網頁並點選「繼續前次作業」，重新輸入個人相關資料

或上傳證件即可。  

https://vchat.pscnet.com.tw/mOpenNew/eOpen/#/main/home
https://vchat.pscnet.com.tw/mOpenNew/eOpen/#/main/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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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線上開戶申請後，若無法完成所有步驟，需要多久時間內補件? 

線上開戶申請資料保留 45 天，請於 45 日內完成資料補件，若超過 45 天我們

將刪除您的資料，屆時若您需要開戶，請重新申請。  

14. 開戶程序未完成即更換手機號碼，如何繼續申請？  

系統識別為身份證字號+手機機碼，故無法再接續申請，請重新開戶。  

15. 系統步驟燈號的意義為何？  

已完成之開戶作業，該步驟會顯示為綠底白色漏斗圖示；未完成作業則顯示藍

底白色箭頭圖示；尚未執行之作業則顯示灰底三個白點圖示。  

 

16. 什麼狀況才算是完成開戶？  

完成線上開戶所有步驟後，會立即收到本公司簡訊通知，請靜待通知。  

17. 開戶成功或失敗會簡訊通知嗎？  

開戶成功、資料需進行補件、開戶作業尚未完成，皆提供簡訊通知，相關疑問

請洽客服中心 (02)8172-4668#2。  

18. 線上開戶成功何時會收到 OTP 電子密碼函？  

開戶審查作業完成後，您於公司開戶時留存之手機及信箱皆會收到「開戶成功

暨密碼通知函」，請於 30 日內儘速開啟並依步驟取得交易帳號與首次登入密

碼，包含網路、語音及憑證密碼。  

※提醒您，密碼連結無法重覆開啟，開啟成功後即失效，若取得之密碼未留存

或信件超過 30 日未開啟 (逾期 )，請帳戶本人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健保卡

或駕照、本人印鑑就近至本公司營業據點辦理密碼補發。  

19. 完成開戶流程後，什麼時候可以開始交易？  

請您開啟「密碼通知函」後，登入本公司交易系統變更電子交易密碼，並完成

憑證申請，即可開始交易，下單相關疑問請洽客服中心 (02)8172-4668#2。  

20. 線上開戶 OTP 電子密碼函有使用期限嗎？  

電子密碼函自寄發日起算 30 日內有效，僅能開啟一次，逾期請臨櫃補發。  

https://www.pscnet.com.tw/pscnetStock/menuFunction.do?main_id=38c4fe9cdd00000055f26b4f6e7bb5cf&sub_id=38c4febd43000000c86cbddbf8e747b8&function_id=02_function_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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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請問線上開戶單日買賣最高額度為何？  

初始交易額度設定為 50 萬，如有調高交易額度之需求，須本人持雙證件正本

親臨所屬開戶分公司完成當場簽章之補正程序後，再提出額度調整申請，並經

徵信審核作業完成後始得適用，相關疑問請洽開戶分公司所屬營業員。  

 

22. 舊戶加開信託或複委託資格條件？  

須為證券電子戶，具備網路密碼，於本券商開戶時有留存手機號碼，即可進行

線上舊戶加開信託或複委託。  

※每位客戶於本公司僅能開立一戶信託與複委託帳戶。  

 

23. 舊戶加開複委託或信託出現「無法取得手機號碼」？  

可能原因為您於本券商開戶時未留存手機號碼，請先新增手機號碼：  

(1) 手機  

登入 e 指發統一專區E 服務變更基本資料。  

(2) 電腦  

I. 登入 e 統金→E 服務變更基本資料。  

II. 以金贏島登入交易 /帳務統合 e 網 E 服務變更基本資料。  

(3) 臨櫃辦理  

請本人親洽本公司營業據點申請資料變更。  

 

24. 舊戶加開信託或複委託出現「無可開戶業種，請洽客服或臨櫃辦

理」？  

可能原因為您已開立過複委託或信託，若未開立過仍出現此訊息，請洽客服專

線 (02)8172-4668#2，將由專人為您服務。  

 

 

 

 

 

 

 

 

 

 

https://www.pscnet.com.tw/pscnetStock/menuFunction.do?main_id=38c4fe9cdd00000055f26b4f6e7bb5cf&sub_id=38c4febd43000000c86cbddbf8e747b8&function_id=02_function_40
https://h5trade.pscnet.com.tw/PSCWeb/WebLogin.aspx
https://www.pscnet.com.tw/pscnetStock/menuFunction.do?main_id=38c4fe9cdd00000055f26b4f6e7bb5cf&sub_id=38c4febd43000000c86cbddbf8e747b8&function_id=02_function_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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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舊戶加開複委託填寫 W8BEN 文件出現錯誤訊息「取得英文地址發

生錯誤 :[0057]介接系統回傳錯誤」該怎麼辦？  

主要原因為地址翻譯使用郵局 3+3 程式串接進行自動翻譯，在基本資料留存

的中文地址於郵局資料庫存無法完全比對或不符規格的情形發生，可透過基本

資料變更後再重新簽署 W8BEN 文件，或部份較特殊地址需透過郵局網頁進行

手動翻譯，將英文地址複制再貼文 W8BEN 文件中。  

    

 

26. 舊戶加開複委託填寫英文姓名可接受符號或空格嗎？  

英文姓名可接受空格，但不可輸入符號。  

 

27. 證券戶加開信託，郵局帳號可作為出入金或授扣帳戶嗎？  

郵局帳號可作為出入金銀行帳號，但不可作為授扣帳號。  

 

28. 舊戶加開信託需同時上傳台幣、外幣帳戶嗎？  

不須同時上傳唷！台幣為必填，外幣為選填，若已上傳外幣帳戶，可於線上開

戶介面自行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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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舊戶加開信託需上傳財力證明金額與種類為何？  

(1) 財力證明金額  

上傳一萬元 (含 )以上財力證明，限圖檔格式且小於 5MB。 (檔案超過 5MB

無法進行上傳 ) 

(2) 財力證明文件種類  

銀行存摺封面加近三個月內頁餘額滿一萬元、不動產、統一證券庫存股票

市值 (證券存摺 /集保 e 手掌握 )、統一證券交易對帳單。  

30. 舊戶加開授信業務項目及適格條件？  

授信業務 信用交易 借券 

(證券借貸) 

統 e 貸 

(不限用途借貸) 

T+5 日型借貸 

(款項借貸) 

開戶滿 3 個月  
v v - v 

近 1 年上市櫃股票

成交達 10 筆以上  
v - - v 

近 1 年成交額達

25 萬以上  
v - - v 

31. 在授信開戶的財力證明，我能不能提供別家券商庫存資料或是不動

產證明當做財力？  

授信開戶使用的財力為【統一證券股票庫存】資料，若需提供其它財力證明進

行授信開戶，請洽各分公司辦理。  

32. 舊戶加開授信可以選擇多間分公司同時開戶嗎？  

不行唷 !若有多間分公司，僅能點選一間進行開戶作業。  

33. 我在統一有不同分公司的帳戶，可以信用帳戶與借貸帳戶開在不同

間分公司嗎？  

不行唷！授信為總歸戶的概念，已選擇一家分公司開立信用戶後，其他授信業

務皆只能開在同一間分公司。  

34. 我在 A 分公司已經開信用帳戶，可以在 B 公司也開立信用帳戶嗎？  

不行唷！授信為總歸戶的概念，加開授信業務都只能開立一個帳戶。  

35. 舊戶加開授信業務僅能加開單一項目嗎？  

可單選或複選要加開戶授信業務。  

36. 授信業務項目的需求額度可以自行調整嗎？  

可以唷 !若不符規則會有提示，例如 :額度不可為空、最低額度至少 50 萬、非

50 倍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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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我已有開信用戶 500 萬額度，已使用了 300 萬，可以透過授信開戶

其他業務並調整原有信用額度嗎？  

可以，若您符合其他業務開戶適格條件，可進行其他業務加開，原已開立的信

用戶也可以進行額度調整，但額度設定最低不可低於已使用的額度。  

 

38. 我只想調整原有的授信額度，可以透過授信開戶平台進行調整嗎？  

不行唷！開戶平台主要為「授信開戶」申請，若為單純調整額度需求需臨櫃辦

理。  

 

39. 舊戶加開授信業務，業務資料填寫中的內部人身分是指什麼？  

上市上櫃公司內部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與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  

 

40. 舊戶加開授信業務補件或開戶成功會以簡訊通知？  

補件將以簡訊通知，開戶成功將以簡訊與 Email 通知，Email 會另提供相關額

度資料。  

 

41. 線上開戶相關問題，如何洽詢統一證券客服中心？  

1. 撥打客服專線  

請撥打客服專線 (02)8172-4668#2，服務時間：台股交易日 8:00-20:00。  

2. 線上諮詢客服專員  

統一證券官網點選右下方智能客服  (領航獅 icon)→開始對話→線上諮詢 (如

下圖說明 )，即可線上諮詢客服專員，服務時間：台股交易日 8:00-17:00。  

https://www.pscnet.com.tw/pscnetStock/index.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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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郵寄客服信箱  

請將問題寄至本公司客服信箱 info-center@uni-psg.com，我們將於交易

日 8:00-17:00 盡快回覆您。  

 

4. 線上留言  

請於留言版留下您寶貴的意見，我們將於交易日 8:00-17:00 盡快回覆您。  

mailto:info-center@uni-psg.com
https://www.pscnet.com.tw/pscnetStock/menuFunction.do?main_id=3ad58e233c000000888820f5e5de5fb4&sub_id=3ad58e7f71000000cf1f84575b63e952&function_id=02_function_46
https://www.pscnet.com.tw/pscnetStock/index.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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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scnet.com.tw/pscnetStock/menuFunction.do?main_id=3ad58e233c000000888820f5e5de5fb4&sub_id=3ad58e7f71000000cf1f84575b63e952&function_id=02_function_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