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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優退撫儲金信託平台操作說明 

1 1 

績優退撫儲金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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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系統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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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網址：https://ibank.firstbank.com.tw 

首次登入代號及密碼：依密碼函提供的預設登入代號及密碼登入
。 

 
 

個人網路銀行系統首次登入 

https://ibank.firstbank.com.tw/
https://ibank.firstban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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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登入代號：登入代號須有英文及數字至少8位數。 
 

 

網路登入代號變更 



【僅供參考，請勿外流】 5 

變更登入密碼：登入密碼須有英文及數字至少8位數。 
 

 

網路登入密碼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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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帳密碼(SSL密碼)變更：依密碼函提供的預設SSL密碼變更為自 

                                             行設定的專屬密碼。 
 

 

轉帳密碼(SSL密碼)變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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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帳密碼(SSL密碼)變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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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網址：https://ibank.firstbank.com.tw 

登入代號及密碼：比照第ｅ個網的登入代號及密碼登入。 
 

 

員工儲蓄信託平台登入 

備註：以上為測試畫面，實際網頁內容請以登入系統畫面為準。  

https://ibank.firstbank.com.tw/
https://ibank.firstban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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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入網頁後，點選「員工儲蓄信託」進入儲蓄專區開始信託服務 

 

 

備註：以上為測試畫面，實際網頁內容請以登入系統畫面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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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２.帳戶餘額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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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入網頁後，點選「帳戶總覽」進入「員工福儲」分頁，查詢儲蓄帳戶餘額

。 

 

09396000108 

09395000108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員工儲蓄帳戶總覽查詢 

備註：以上為測試畫面，實際網頁內容請以登入系統畫面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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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儲蓄帳戶總覽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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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３.各項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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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選「員工儲蓄信託」進入福儲專區開始使用專區服務 
 

 

備註：以上為測試畫面，實際網頁內容請以登入系統畫面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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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組合設定】－投資組合查詢1 

 點選「員工儲蓄信託」分頁之投資組合配置比率查詢/服務項目，即
可查詢及重新設定已投資的員工儲蓄信託基金商品標的之狀態。 

備註：以上為測試畫面，實際網頁內容請以登入系統畫面為準。  

投資組合配置比率
查詢/服務



【僅供參考，請勿外流】 16 備註：以上為測試畫面，實際網頁內容請以登入系統畫面為準。  

帳號

 選擇欲查詢員工儲蓄信託帳號，即可查詢投資組合配置。 

 

【投資組合設定】－投資組合查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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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帳戶的投資組合狀況

 可隨時查詢不同帳戶別的投資組合運用狀況。 

 

【投資組合設定】－投資組合查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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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員工儲蓄信託」分頁之基金查詢項目，即可查
詢基金投資損益及交易明細 

 

【信託財產查詢】－投資損益查詢１ 

基金查詢

備註：以上為測試畫面，實際網頁內容請以登入系統畫面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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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欲查詢員工儲蓄信託帳號，即可查詢基金投資損益。 

 

【信託財產查詢】－投資損益查詢２ 

帳號

備註：以上為測試畫面，實際網頁內容請以登入系統畫面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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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財產查詢】－投資損益查詢３ 

 隨時查詢信託資產明細及不同帳戶別的投資損益運用狀況。 

 

查詢帳戶的投資損益狀況

備註：以上為測試畫面，實際網頁內容請以登入系統畫面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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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財產查詢】－投資損益查詢4 

 可查詢信託資產的不同交易明細或選擇投資運用方式。 

 

備註：以上為測試畫面，實際網頁內容請以登入系統畫面為準。  

查詢帳戶的交易明細或選
擇投資運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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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財產查詢】－投資損益查詢5 

備註：以上為測試畫面，實際網頁內容請以登入系統畫面為準。  

查詢個別標的之交易明細

 可查詢信託帳戶內個別標的指定期間之交易明細內容(最長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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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４.各項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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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員工儲蓄信託」分頁之基金交易項目，即可進
行各項申贖轉交易。 

 

備註：以上為測試畫面，實際網頁內容請以登入系統畫面為準。  

1 

點選「基金交易」選項 

【信託財產交易】－申購交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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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選「基金交易」分頁，確認「信託報酬及手續費通知」後，即可進
行申購交易。 

 

２ 

信託報酬及手續費通知書
請務必「打勾」確認 

備註：以上為測試畫面，實際網頁內容請以登入系統畫面為準。  

【信託財產交易】－申購交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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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依投資需求選擇申購的商品類別、商品標的及金額等。 

 

３ 

選擇 帳號、 類別、商
品名稱、金額 等，再點
選 確定 完成申購

備註：以上為測試畫面，實際網頁內容請以登入系統畫面為準。  

【信託財產交易】－申購交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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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小鍵盤輸入交易驗證密碼,完成申購交易。 

 

備註：以上為測試畫面，實際網頁內容請以登入系統畫面為準。  

【信託財產交易】－申購交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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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申購高收益債等配息基金確認「風險預告書」後，即

可完成申購交易。 

備註：以上為測試畫面，實際網頁內容請以登入系統畫面為準。  

【信託財產交易】－申購交易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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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選「贖回申請」分項，依需求選擇贖回的帳號、商品類別、商品
標的。 

 

４ 

選擇 帳號、 類別、商
品名稱 等，再點選 查
詢

【信託財產交易】－贖回交易１ 

備註：以上為測試畫面，實際網頁內容請以登入系統畫面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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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需求選擇贖回方式完成贖回作業。 

 

５ 

確認贖回標的資料，選擇 贖
回方式 ，再點選 繼續  ，
再以 網路轉帳密碼 完成贖
回作業

【信託財產交易】－贖回交易２ 

備註：以上為測試畫面，實際網頁內容請以登入系統畫面為準。  



【僅供參考，請勿外流】 31 

 用小鍵盤輸入交易驗證密碼,完成贖回交易。 

 

備註：以上為測試畫面，實際網頁內容請以登入系統畫面為準。  

【信託財產交易】－贖回交易3 

６ 
７ 



【僅供參考，請勿外流】 32 

 點選「轉換申請」分項，依需求選擇轉換的帳號、商品類別、商品標
的。 

 

【信託財產交易】－轉換交易1 

備註：以上為測試畫面，實際網頁內容請以登入系統畫面為準。  

１ 

選擇 轉換的帳號、基金 
類別、商品名稱 等，查 
詢欲轉換之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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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需求選擇要轉換的商品標的及轉換部位，再用小鍵盤輸入交易驗證
密碼,完成轉換交易。 

 

 

選擇 轉換商品名稱、轉換
部位 等，確認轉換標的資
料，點選 繼續  ，再以
網路轉帳密碼 完成轉換

作業。

【信託財產交易】－轉換交易2 

備註：以上為測試畫面，實際網頁內容請以登入系統畫面為準。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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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５.投資組合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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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組合設定】－投資組合變更1 

 點選「員工儲蓄信託」分頁之投資組合配置比率查詢/服務項目，即
可查詢及重新設定已投資的員工儲蓄信託基金商品標的之狀態。 

備註：以上為測試畫面，實際網頁內容請以登入系統畫面為準。  

投資組合配置比率
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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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組合設定】－投資組合變更２ 

備註：以上為測試畫面，實際網頁內容請以登入系統畫面為準。  

投資組合配置  帳
號 新增/異動

 在學校規定時間內，依投資需求變更不同帳戶別的投資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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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組合設定】－投資組合變更３ 

備註：以上為測試畫面，實際網頁內容請以登入系統畫面為準。  

 風險預告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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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投資組合  類別
、商品名稱、投資比率

確定
投資組合

【投資組合設定】－投資組合變更４ 

 可依投資需求變更投資組合的商品配置比率、商品標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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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通路報酬揭露資訊，
請務必 打勾 確認

 基金通路報酬揭露資訊確認。 

 

【投資組合設定】－投資組合變更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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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收益債風險預告資訊，
請務必 打勾 確認

 高收益債風險預告確認。 

 

【投資組合設定】－投資組合變更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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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網路轉帳密碼 完成
變更投資組合配置，請務
必用 小鍵盤 輸入確認

 依網路銀行自設轉帳密碼完成投資組合的變更。 

 

【投資組合設定】－投資組合變更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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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６. 商品淨值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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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商品淨值查詢】－查詢１ 

點選「員工儲蓄信託」分頁之信託商品淨值查詢項目 

備註：以上為測試畫面，實際網頁內容請以登入系統畫面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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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想查詢之「信託商品」查詢商品近一個月的淨值 

【信託商品淨值查詢】－查詢２ 

備註：以上為測試畫面，實際網頁內容請以登入系統畫面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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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7. 風險屬性(KYC)查詢/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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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屬性(KYC) 查詢/變更】－1 

點選「個人化服務」分頁之KYC評估作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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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屬性(KYC) 查詢/變更】－2 

點選「線上KYC最新問卷內容查詢」選項可查詢已填過之KYC

問卷內容。 

點選「線上KYC最新問卷內容查
詢」選項查詢原有問卷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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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需要變更風險屬性則點選「變更KYC資料」選項進行變更作業。 

【風險屬性(KYC) 查詢/變更】－3 

點選「變更KYC資料」選項變更
原有風險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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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屬性(KYC) 查詢/變更】－4 

確認基本資料是否需要更新，再
重新填寫KYC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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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新KYC問卷後確認新風險類型。

【風險屬性(KYC) 查詢/變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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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網路平台操作問題或帳務問題， 

請洽本行服務專線，將有專人為您服務， 

謝謝！！ 

備註：以上為測試畫面，實際網頁內容請以登入系統畫面為準，第一銀行
保有變更或修改操作說明之權利，敬請以本行公告之最新版本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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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或交易風險警語】 

信託財產之管理運用並非絕無風險，本公司除盡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外，不負責全權決定運用信託財產為有價證券投資資金或證券
相關商品交易之盈虧，亦不保證最低之收益。 

信託資金經運用於存款以外之標的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聲明】 

本文件提供之資料及其內容僅供參考，並不構成要約、招攬或邀請、宣傳、誘使、或其他任何建議或推薦。本文件及其內容均屬本行

所有。有關資料不得以其他方式轉載、分發或傳送予任何其他人士，或以任何方式納入另一文件或其他材料中以作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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