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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線上開戶首頁 

使用瀏覽器開啟富邦證券網頁版線上開戶服務網址 

 

二. 開戶相關證件 

進行線上開戶前，請先備妥以下相關證件： 

a. 國民身份證  

b. 有照片之第二證明文件(如健保卡、護照)  

c. 台北富邦銀行存摺或任一銀行存摺  

d. 自然人憑證或晶片金融卡(需自備讀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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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線上開戶作業 
1. 首次開戶，請點選[新開戶]。 

(若已有證券帳戶，欲加開其他業務種類，請點選[舊戶加開])。 

 

1.1 用戶需先安裝 TWCA 套件，請選擇您使用的電腦作業系統，例如[Window 版本]。 

 

  



                                                                                           

富邦證券 Web 線上開戶 eOpen 操作手冊            5/45              

1.2 螢幕下方會出現提醒您安裝 FBSAgentSetupForWindows.exe…的訊息，請點選[執

行]。   

 

1.3 依富邦證券-線上開戶認證精靈步驟，請依序完成安裝。 

1.3.1 若您使用系統管理員權限安裝時，步驟如下： 

請點選[是]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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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點選[安裝]按鈕 

 

請點選[完成]按鈕 

 

1.3.2 若您使用一般權限使用者（且有系統管理員密碼）安裝時，步驟如下： 

請輸入系統管理者的密碼後，按[是]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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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點選[安裝]按鈕 

 

請點選[完成]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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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若您使用一般權限使用者（無系統管理員密碼），安裝時，步驟如下： 

請點選[否]按鈕 

 

請點選[安裝]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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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點選[確認]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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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請點選[是]按鈕 

 

接著會出現下列安裝畫面 

 

請點選[完成]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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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安裝完成後，系統會再跳回選擇作業系統畫面，確認完成 TWCA 套件後， 

請按[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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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系統跳回富邦證券網頁版線上開戶服務系統首頁，再次點選“新開戶” 

 

1.6 勾選我已閱讀並了解，點選[確認]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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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非美國公民或稅務居民身分，請按[否]。 

 

若按[是]，因您是美國公民或稅務居民身分，需臨櫃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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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請輸入「名稱」、「行動電話」、「身份證字號」與「電子信箱」，若欲一併加開複委託，

請勾選”加開複委託(海外股票、境外基金、海外債)選項，確認資料輸入無誤後，按

[開戶去] 

 

1.8 請至您輸入的 E-mail 信箱取得驗證碼，填入驗證碼後，按[確認] 

 

1.9 驗證成功，點選[開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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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您已進行過線上開戶，但尚未完成開戶申請者，請點選[繼續前次作業]， 

並輸入身份證字號，按[繼續開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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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系統會傳送一份驗證碼至郵件信箱(圖一)，請輸入驗證碼，按[確認](圖二)， 

即可繼續進行先前尚未開戶完成的作業。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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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線上開戶作業流程 

第一關 上傳資料 

資料上傳，請點選「立即前往→」 

 

1. 請上傳身份證正、反面，第二證件正面(例如健保卡、駕照等)與簽名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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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時請注意以下要點，示意圖如下。 

甲、 請直向拍攝，並將相片裁切在框框內 

乙、 拍攝時請不要斜拍以避免反光遮住證件文字 

丙、 若不合規將須請您重新上傳補件 

步驟 1. 

1. 點選對焦並拍攝 

2. 拍攝時請不要斜拍、及避免反光遮住證件文字 

步驟 2. 請將相片裁切在框框內 

  

步驟 3. 請將相片裁切在框框內，點選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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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傳完證件後，請依序往下填寫個人基本資料。特別提醒部分欄位填寫注意事項如下，

最後點選網頁最下方的[上傳資料]即完成第一關作業。 

 英文姓名：請填寫護照或信用卡上的英文姓名。 

 戶籍地址：請與身分證上『住址』欄位一致，里、鄰等欄位請務必填寫。 

 是否有台北富邦銀行帳戶：請選擇[是]或[否]，再依系統提示訊息回覆系統提問。

(圖一)(圖二) 

 基本資料最下方”若您為富邦集團之客戶，請填寫以下資料：左欄位服務人員

eMail”欄位，請填寫富邦業務人員的 eMail(圖二)，如果 eMail 的格式不是 

@fubon.com 或 @life.fubon.com 兩種格式則會跳出提示訊息視窗，請依其提

醒文字完成基本資料填寫。 



                                                                                           

富邦證券 Web 線上開戶 eOpen 操作手冊            20/45              

 

圖一 

 

 

 

 



                                                                                           

富邦證券 Web 線上開戶 eOpen 操作手冊            21/45              

圖二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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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關 身分認證 

身分認證，請點選「立即前往→」 

 

1. 請將讀卡機接上電腦，選擇欲使用自然人憑證或晶片金融卡的驗證的方式後， 

插入欲驗證的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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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驗證完成，系統回覆“您已通過身分驗證”，請點選下方的[繼續開戶作業] 

 

第三關 憑證申請 

憑證申請，請點選「立即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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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產出憑證] 

 

2. 憑證產出成功，按[確認] 

 

  



                                                                                           

富邦證券 Web 線上開戶 eOpen 操作手冊            25/45              

第四關 文件簽署 

文件簽署，請點選「立即前往→」 

 

1. 線上開戶同意書，請點選“客戶簽署聯”文字下方的[展開閱讀] (圖ㄧ)， 

可拖曳垂直卷軸往下閱讀同意書內容後，再點選"下一步"(圖二)。 

(圖ㄧ)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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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客戶自填徵信資料表，請垂直卷軸往下拉，依序親填徵信資料完成， 

再點選"下一步"，尚有選項未勾選，即會顯示「尚有選項未勾選」。 

 

  

請拖曳垂直卷軸往下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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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全部勾選完畢，即會顯示「下一步」 

 

  



                                                                                           

富邦證券 Web 線上開戶 eOpen 操作手冊            28/45              

3. 受託買賣國內及國外有價證券開戶契約，請點選 [展開閱讀]，將垂直卷軸往下閱讀完

契約內容後，點選"下一步"即完成此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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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關 交割銀行 

上傳交割銀行資料，進入交割銀行步驟，請點選「立即前往→」 

 

本作業可以依照是否已有北富銀帳戶，分別選擇不同的方式進行證券劃撥交割帳戶之設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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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您已有北富銀帳戶：可以選擇「快速約定證券劃撥交割帳戶」，請點選[確認]  

 

 

1.1 顯示「提醒您，銀行帳戶一經約定，將無法再由線上變更。後續如需變更，請至

分公司辦理變更」提示訊息，請點選[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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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請填入欲設定之銀行及銀行帳號，請點選[下一步]。 

 

 

1.3 閱讀同意 eDDA 約定證券交割銀行同意書，請點選[下一步]，即可完成證券交割

帳戶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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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尚未有北富銀帳戶： 

2.1 請勾選「約定本人他家銀行帳戶匯款至富邦證券虛擬帳戶辦理交割」，請點選[確認]。 

 

2.2 顯示「提醒您，銀行帳戶一經約定，將無法再由線上變更。後續如需變更，請至分公

司辦理變更。」提示訊息，請點選[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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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約定銀行帳號設定，請輸入約定銀行與帳號後，點選[下ㄧ步]。 

 

 

2.4 請簽署「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證券商交割專戶留存客戶款項契約」，請點選「展

開閱讀」閱讀完契約內容後，點選「我同意」即完成第五關「交割銀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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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線上開戶申請完成 

作業 1. 開戶資料審核中 

完成上述開戶資料申請者，畫面下方會出現"開戶資料審核中"，因審核需要些時間，敬請

等侯。 

 

作業 2. 完成線上開戶作業 

1. 若相關資料於審核過程中，需進行補件或審核失敗， 

請按[審核失敗]再次提供相關資料，待資料上傳後，會再次重新進行審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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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待相關關卡審核完成，[開戶成功]後，視窗右上方會出現[文件下載]符號，點選後可進

行 eDDA 綁定(圖一)或分戶帳(圖二)所簽屬的文件下載。 

圖一：eDDA 綁定文件下載清單畫面 

 

 

圖二：分戶帳文件下載清單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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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待富邦證券完成開戶流程後，於登入成功後，畫面會先跳出開戶完成說明視窗，恭禧

您完成線上開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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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舊戶加開]申辦作業流程： 

[舊戶加開]為富邦舊戶申辦電子交易帳戶功能。進行本申請作業，電腦仍需安裝 TWCA 套件，

若未安裝，請參考第 4~11 頁操作說明安裝 TWCA 套件。 

1. 請於首頁選擇[舊戶加開]後，點選”舊戶申辦電子交易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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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出現開戶隱私權聲明，請勾選”我已閱讀並了解”，點選[確認]。 

 

1.2 是否為美國居民或稅務居民身分，若您非美國公民或稅務居民身分，請點選[否]。 

若您是美國公民或稅務居民身分，請按[是]，需請您臨櫃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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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請填寫舊戶加開的申辦資料，輸入中文姓名、行動電話、身分證字號與電子信箱，

點選下方的[申辦去] 。 

 

1.4 系統會發送一封驗證碼至您的電子信箱，請輸入您收到的驗證碼，點選[確認]， 

待出現驗證成功畫面，請點選[申辦去]，即會開啟申辦作業步驟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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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申請作業未完成即離開網頁，請下次開啟富邦網頁版線上開戶服務系統首頁，

點選”繼續前次作業”，輸入身分證字號，再點選[繼續開戶]，系統會再發送一次

驗證碼至您的電子信箱，請輸入系統發送的驗證碼，點選[確認]，即會開啟申辦作

業步驟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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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舊戶加開線上作業 

第一關 資料上傳：本作業流程包含「證件正本」及「開戶資料」。 

請點選”立即前往”。 

 

 證件正本：透過”拍照”或”從相簿選取”，將個人的[身分證正面]、[身分證反

面]、[第二證件正面（如健保卡或駕照）]等資料上傳證件，拍照要點請參考第 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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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資料：請選擇原開戶分公司，輸入交易帳號，上傳資料完成即可。系統會自

動從您既有已開戶的分公司中，篩選出符合申辦電子戶開戶條件的分公司資料供

您選擇。Email 則固定顯示您在[填寫開戶資料]時所填寫的「電子信箱」。 

 若您只在富邦證券開立一個證券帳戶，且該帳戶尚未申請為電子戶。則畫面會

帶出該分公司的開戶縣市與分公司名稱，請您輸入該分公司的交易帳號後進行

上傳。 

 若您曾在同一縣市，開立多個富邦證券帳戶，則畫面會帶出符合開戶條件的多

家開戶分公司名稱供選擇，選擇後，請輸入該分公司的交易帳號後進行上傳。 

 若您曾在多個縣市，開立多個富邦證券帳戶，則請分別選擇符合開戶條件的開

戶縣市及開戶分公司名稱後，輸入該分公司的交易帳號後進行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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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關  身分認證：操作同新開戶，請參考第 22 頁。 

第三關  憑證申請：操作同新開戶，請參考第 23~24 頁。 

第四關  文件簽署：請詳閱”電子式交易同意書”內容後，點選[下一步]上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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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成舊戶加開電子戶作業流程後，請靜待相關單位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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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戶成功後，可於首頁點選”繼續前次作業”，輸入驗證碼，登入系統後，請先閱讀”開

戶完成說明”後點選[確認](圖一)，即可點選右上角的”文件下載”圖示，下載” 電子式

交易線上簽署契約”留存(圖二)。 

圖一：開戶完成說明 

 

圖二：文件下載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