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TCC入金方法】 2023 BTCC 最全入金教學
原文: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crypto-basics/btcc-deposit-teaching

目前 BTCC 有兩種入金方式，一種是用信用卡買幣，另一種是從其他錢包轉幣到 BTCC。使用信用卡買幣
雖然方便，不過手續費相對也比較高，所以除了刷卡買幣外，這裡建議您選擇從其他錢包入金到 BTCC。

本文將教您如何使用信用卡買幣，以及從兩大台灣交易所 MAX、ACE 和全球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所幣安
入金到 BTCC 的具體操作方法。

 

使用信用卡買幣

如果你想在 BTCC 交易所使用信用卡買幣，只要在 App 首頁上點選「快捷買幣」，設定要購買的 USDT
數量、支付幣種後，在下方選擇你要透過哪個方式刷卡買幣（如：LINE Pay、BTCC
Pay、Visa/MasterCard、moonpay），參考價格會預設會由低到高排列，最後在下一頁依序輸入信用卡
資訊即可完成刷卡買幣。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crypto-basics/btcc-futures-contract-trading-guide?utm_source=GW_SEO&utm_medium=apdf&utm_campaign=apdf_banner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crypto-basics/btcc-deposit-teaching


BTCC入金

 

下載Android版 下載iOS版

從台灣交易所 MAX 入金到 BTCC

1.透過 MAX 入金的好處

MAX 交易所是台灣成立的加密貨幣交易所，透過 MAX 交易所入金的好處主要有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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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使用新台幣

透過 MAX，用戶使用新台幣直接入金，不用轉化為其他的加密貨幣。

（2）省手續費

如果有刷卡買幣過的朋友們應該知道，當用信用卡買幣時銀行抽的手續費很高(不是BTCC抽的手續費，要
澄清一下)，但透過台灣交易所，可以直接從銀行扣款，手續費相對低廉

（3）MAX 提 USDT 至 BTCC 免手續費

轉幣 USDT 入金至 BTCC 支援 TRC-20、ERC20、OMIN 三種地址，而目前MAX轉USDT至TRC-20的地
址是免手續費的.

2.從 MAX 轉幣入金到 BTCC 的詳細步驟

步驟 1 ： 打開BTCC，點選首頁的「充幣」



步驟 2 ： 選擇USDT



步驟 3 ：選擇「鏈」的種類

BTCC 支持充值 USDT-TRC20、USDT-ERC20 和 USDT-omni三種鏈

建議從 MAX 提幣選 USDT-TRC20 到 BTCC，目前免手續費

 � 注意：選擇對的鏈很重要，選擇錯誤可能會造成資金損失



步驟 4 ： 點選「複製地址」，複製 BTCC 帳戶的錢包地址



步驟 5 ：進入 MAX 交易所首頁



步驟 6 ：點選「錢包」， 會看到之前已經購買好的 USDT 數量



步驟 7 ： 點選「USDT」，點選「發送」



步驟 8 ： 進入發送頁面



步驟 9 ： 點選「選擇提領地址」，並點選右上角的「+」，新增 BTCC 收幣地址



步驟 10 ： 按照下圖填寫提領地址



步驟 11 ：接著會需要進行驗證，驗證完成後就可以看到新增的 BTCC 錢包地址



步驟 12 ：選擇地址後即可輸入想轉入 BTCC 的數量(最少 50U )



步驟 13 ：確認後資訊後需再次進行驗證



步驟 14 ：接著就可以看到剛剛提領的數量待審核的畫面



審核時間取決於 MAX 的速度，快的話可能1、2分鐘，太久的話可能是太多人在提幣造成塞車，可以咨詢
MAX 的客服。審核完畢後就可以等著BTCC通知入帳囉！

 

從台灣交易所 ACE 入金到 BTCC

1.使用 ACE 入金的原因

使用台灣交易所的好處就在於可以使用台幣轉帳直接購買虛擬貨幣，輕鬆省下刷卡所產生的手續費。並且
目前 ACE 交易所入金至 BTCC 透過 TRC-20 的地址也是免手續費的。



2.從 ACE 轉幣入金到 BTCC 的詳細步驟

步驟 1 ：打開 BTCC，點選首頁的「充幣」

步驟 2 ： 選擇 USDT



步驟 3 ： 選擇「鏈」的種類

BTCC 支持充值 USDT-TRC20、USDT-ERC20 和 USDT-omni三種鏈

建議從ACE提幣選 USDT-TRC20 到 BTCC，目前免手續費

 � 注意：選擇對的鏈很重要，選擇錯誤可能會造成資金損失



步驟 4 ：點選「複製地址」，複製BTCC帳戶的錢包地址



步驟 5 ：打開 ACE 交易所首頁



步驟 6 ： 點選「錢包」， 會看到目前有的資產



步驟 7 ：點選「提幣」，進入提幣畫面



步驟 8 ：完成填寫(可參照下圖)



步驟 9 ： 填寫「密碼」與「驗證碼」



步驟 10 ： 即可看到提領申請成功



接下來就是等待提領成功啦！

提領的速度取決於ACE交易所的審核速度，若等待時間過長，可向 ACE的客服詢問。

 



下載Android版 下載iOS版

從幣安交易所入金到 BTCC

1.使用幣安入金的原因

擁有幣安（Binance）的帳戶，不僅可以輕鬆入金至 BTCC ，填寫表單並在 BTCC 官方 LINE 帳戶回傳幣
安帳戶截圖還可以獲得 10 USDT 帳戶。該贈金可用於折抵手續費，省下一筆手續費。

2.從幣安入金到 BTCC 的詳細步驟

步驟 1 ：打開 BTCC，點選首頁的「充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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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 ：選擇想要充入的幣種 (這裡以 USDT 為例)



步驟 3 ：選擇「鏈」的種類

BTCC 支持充值 USDT-TRC20、USDT-ERC20 和 USDT-omni三種鏈，建議從幣安提幣選 USDT-TRC20
到 BTCC

 � 注意：選擇對的鏈很重要，選擇錯誤可能會造成資金損失



步驟 4 ： 點選「複製地址」，複製 BTCC 帳戶的錢包地址



步驟 5 ：開啟 Binance 帳戶，點選「資金」、點選「提現」



步驟 6 ：點選 USDT，點選「透過加密網路傳送」



步驟 7 ：在地址貼上剛剛於 BTCC 複製的錢包地址



步驟 8 ： 點選「主網類型」，選擇與剛剛在 BTCC 上選擇 TRC20



步驟 9 ：從 Binance 轉幣至 BTCC 需 1 USDT 的手續費

（無論轉多少幣都需要 1 USDT，因此建議一次可以轉多一點會比較划算）



步驟 10 ： 按下「提現」，完成 Binance 後續的驗證，即可等待 USDT 入帳至 BTCC

若在 BTCC 入金上有其他問題，也可透過 BTCC 線上客服或官方 LINE 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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