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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基金受益憑證
交易平台

為提供國人更為便捷的方式投資基金受

益憑證，乃參酌國外相關市場經驗，櫃買中

心規劃建置以興櫃股票交易平台為基礎之

「開放式基金交易平台」，讓投資人使用現

有之證券交易帳戶及同一本集保存摺即可買

賣不同投信業者發行之基金，以簡化投資人

向各別投信業者開戶之繁瑣手續，另一方面，

也提供基金受益憑證於次級市場流通之管

道，進而達到多元資產配置及擴大投信業者

基金規模之目的。開放式基金受益憑證交易

平台自 103年 10月 27日起正式上線實施，

其後投資人即得以現有之櫃檯買賣帳戶買賣

已登錄掛牌的開放式基金受益憑證。

有關開放式基金受益憑證交易之介紹、

相關規章制度及宣導資料，請至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以下簡稱櫃買中

心 )網站 http://www.gretai.org.tw查詢。



制度介紹

一、基金申請登錄櫃檯買賣作業

投信事業填具「開放式基金受益憑證櫃檯買賣申

請書」並檢附相關文件向櫃買中心申請基金受益

憑證登錄櫃檯買賣，經櫃買中心同意後簽訂「開

放式基金受益憑證櫃檯買賣契約」。

投信事業申請其開放式基金受益憑證登錄為櫃檯

買賣時，每檔基金淨值資產價值須達新臺幣 3億
元以上，且應與一家以上之造市商簽訂「造市契

約」，並由造市商負責報價及應買應賣義務，各

造市商應持有受益憑證 6萬受益權單位以上；
另符合資格之造市商可於該基金登錄交易一個月

後，向櫃買中心申請加入成為該基金之造市商，

並應持有該基金受益憑證 3萬受益權單位以上，
作為參與報價及應買應賣之基本造市部位。

投信事業申請基金登錄櫃檯買賣流程如下圖：

基金成立

已過閉鎖期 3個營業日內 基金資訊至少
揭露 5個營業日

T-8日
投信事業提出登錄申請

T-5日
揭露基金
概況開始日

T日
開始
櫃檯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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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帳戶一本通  買賣基金真輕鬆

二、造市商資格條件

已擔任興櫃股票推薦證券商者即可擔任基金受益

憑證之造市商。

三、交易架構

(一 ) 交易標的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國內開放式股票型基金

受益憑證。

(二 )交易規則
開放式基金受益憑證交易模式是沿用興櫃股票電

腦議價點選系統 (包含系統外議價交易 )，採用
造市商報價驅動之議價交易，造市商為每筆交易

必要之一方，且成交價格為造市商之報價，交易

原則略述如下：

1.交易時間：每營業日上午 9時至下午 3時。
2. 最低成交單位為 1個受益權單位
3. 造市商之報價義務：

(1) 造市商之買賣報價價差不可逾賣出報價之
5％。

(2) 最低報價數量為 2千受益權單位；申報價
格之最低單位為 0.01元。

(3) 造市商於交易時間內須負連續報價義務 (
買價、賣價均應申報 )。

四、成交原則：

(一 ) 到價委託單 (投資人委託買價≧造市商報賣價；
投資人委託賣價≦造市商報買價 ) ：到價委託單
將由本中心電腦系統自動分配給當時報價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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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買進報價或最低賣出報價）的造市商；若

有兩家以上報價價格相同，則優先分配給報價時

間較早的造市商，在造市商的報價數量範圍內，

由本中心電腦系統輔助成交【例一】。

【成交結果】委託單 5000單位全數成交：
1 委託單與 A造市商成交 2000單位，成交價格

27.8元
2 委託單與 B造市商成交 2000單位，成交價格

27.6元
3 委託單與 C造市商成交 1000單位，成交價格

27.6元
(二 ) 未到價的委託單（投資人委託買價 < 造市

商報賣價；投資人委託賣價 > 造市商報買
價）：造市商無成交義務，惟如造市商有成

交意願，可藉由更改報價或點選方式成交。

造市商點選未到價委託單時，成交原則如下：

造市商報價資訊 投資人委託單

造市商 報買價 數量 報價時間 委賣價 數量

A 27.8 2000 9:03:40 27.5 5000

B 27.6 2000 9:03:55

C 27.6 2000 9:05:00

D 27 2000 9:00:01

【例一】到價委託單分配成交 

2000 9:00:01

委託單先與報價最佳的 A造市商成
交後，再與 B、C造市商成交，因 B、
C報價相同，故委託單先分配給報價
較早的 B造市商成交，成交後剩餘數
量再分配給C造市商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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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帳戶一本通  買賣基金真輕鬆

1. 視同報價變更：造市商點選未到價的委託單
時，系統會自動將報價調整成所點選的未到價

委託單價格，調整後的報價仍受最大價差（買

賣報價價差不得逾報賣價之 5％）及最低報價
數量之規範。

2. 須遵守較優委託價格優先成交之原則，不可有
價格較優的未到價委託單卻無法成交之情形：

造市商點選當時若有其他未到價委託單的價格

優於其所點選的委託單價格者，造市商也應全

數成交這些價格較好的未到價委託單﹝即委託

賣出（或買進）價格低於（或高於）造市商

所點選的賣出（或買進）價格者，該等價格

較優之委託單亦應全數成交，例如造市商點

選某筆委託賣出價格為 28.9元的委託單時，
當時若有其他委託賣出價格為 28.6元、28.7
元、28.8元⋯的委託單時，這些委託價格低
於 28.9元的賣單，也應全數成交【例二】。

【例二】點選「未到價委託單」時不可有價格較優的

未到價委託單卻無法成交之情形：

造市商報價資訊 投資人委託單

造市商 報買價 數量 報價時間 委賣價 數量

A 27.8 2000 9:03:40 27.5 5000

B 27.6 2000 9:03:55

C 27.6 2000 9:05:00

D 27 2000 9: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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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結果】

  委託單號 11~14均成交，成交價為造市商之報價：

成交資訊

委託單號 成交價 成交數量

11 28.9元
(以點選的價格視
為造市商報價，

故 成 交 價 皆 為

28.9元 )

5000

12 5000

13 2000

14 500

造市商報價資訊 投資人委託單

造市商報買價 數量 報價時間 委託單號 委賣價 數量

A 27.8 2000 9:03:40 11 28 5000

28.9 12 28.7 5000

13 28.8  2000

14 28.9 500

15 29 1000
A造市點選 28.9元之未
到價委賣單視同其把報

價調整成 28.9元

6

造市商報價資訊 投資人委託單

造市商 報買價 數量 報價時間
委託

序號
委賣價 數量

A 27.8 2000 9:03:40 11 28.6 5000

12 28.7 5000

13 28.8 2000

14 28.9 500

15 29 1000

A造市商點選委賣價 28.9
元之未到價委託單，其他

優於 28.9元之未到價委託
單 (共 12,000單位 )亦應
全數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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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營業處所議價交易 (系統外議價交易 )：
      同興櫃股票，系統外議價交易規定如下表：

交易對象
交易數量或

金額之規定
成交價之規定

造市商與經紀商

交易數量 10萬
受益權單位或金

額 500萬元以上
成交價與當時

造市商報價差

距不得逾 10%
【案例1】 【案
例 2】；如為
一買一賣之中

介交易，成交

價須介於造市

商報買價與報

賣價間 【案例
3】

造市商與經紀商

之錯帳專戶
無

造市商與其他造

市商

無，但須遵循其

內部作業辦法規

定辦理

造市商與欲中途

加入造市之自營

商

3萬受益權單位
以上

【案例 1】
若造市商 A為買方，此時成交價格不可超過報買價
（9.5元）之 10％，即成交價格須介於 8.55元及
10.45元之間。﹝ 9.5*（1-10％）= 8.55；9.5*（1+10
％）=10.45﹞。
【案例 2】
若造市商 A為賣方，此時成交價格不可超過報賣價
（10元）之 10％，即成交價格須介於 9元及 11元
之間。﹝ 10*（1-10％）=9；10*（1+10％）=11﹞。
【案例 3】
若投資人甲與造市商 A洽定，由投資人甲賣給造市
商A，A再轉賣給另一投資人乙，此交易屬中介交易，
甲與 A的成交價及 A與乙的成交價都必須介於報買
價（9.5元）及報賣價（10元）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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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集

  一、認識開放式基金受益憑證交易平台

Q1. 投資人透過櫃買中心之開放式基金受益交易平
台買賣基金有什麼好處？

A1：一般投資人而言，利用櫃買中心的開放式基金
受益憑證交易平台是一種非常方便的管道，它

的好處包括：

1. 投資基金受益憑證更便捷：投資人使用現有
證券帳戶即可下單買賣不同投信事業所發行

之國內基金受益憑證，省卻投資人須分別洽

銷售銀行開立信託帳戶或是向個別投信事業

開戶之手續，給付結算作業也和興櫃股票合

併辦理，買賣基金受益憑證就和買賣股票一

樣地簡單便捷。

2. 透過基金交易平台交易，投資人可依基金受
益憑證造市商之報價議價成交，無需待基金

淨值於當天下午或隔一營業日公布後才得知

申贖價格。

3. 操作靈活：除了可以透過次級市場買賣之外，
還可以在初級市場辦理申購和贖回，且開放

式基金交易平台之交易，不管是買進或賣出

均為 T+2日交割 (雙方同意亦可改為 T日交
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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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帳戶一本通  買賣基金真輕鬆

Q2. 投資人於開放式基金受益憑證交易平台買賣
基金時，是否需要簽署風險預告書？

A2：投資人初次於「開放式基金受益憑證交易平
台」買賣基金受益憑證不須簽署風險預告書，

但應先開立櫃檯買賣帳戶。

Q3. 投資人於開放式基金受益憑證交易平台買賣
基金時有什麼風險？

A3：投資風險是投資人在進行投資決策之前最需
要注意的課題，其投資風險主要來自於：

1. 市場風險：造市商進行開放式基金受益憑
證之報價除了會參考基金的淨值而變動

外，也會受到市場買賣供需的情況所影響，

所以，基金的交易價格可能出現低於、高

於或等於其淨值的情況。

2. 證券信託投資契約終止的風險：當證券投
資信託契約所規定的其他終止情事發生，

以及基金經理公司或保管機構發生解散、

停業、歇業或其他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

理辦法第 79條規定的法定終止事由等，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將被終止並進行基金清算

程序，而基金受益憑證也會終止櫃檯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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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在櫃買中心買賣之開放式基金受益憑證與在投
信事業申贖的基金，有什麼不同？

A4：投資人透過櫃買中心交易平台取得的基金受益
憑證與向投信事業申贖的基金就同樣的標的，

投資人的權利義務均相同，但投資人向投信事

業申贖是以每受益權單位「基金淨值」為成交

價，申購需立即支付全額費用，贖回款項則於

申請日後 2至 3個營業日才能取得；而於平台
中買賣是以當時「造市商的報價」為成交價，

且以 T+2日為交割期 (交易雙方同意時，可改
為 T日逐筆交割 )。

   二、買賣開放式基金受益憑證

Q1. 櫃買中心開放式基金受益交易平台上線後，投
資人如何買賣開放式基金受益憑證？

A1：投資人只要在任一證券商開立櫃檯買賣帳戶，
就可以買賣開放式基金受益憑證。已經開戶的

投資人使用現有的證券交易帳戶、集保帳戶和

銀行交割帳戶就能夠交易，不需要另外開戶。

投資人可藉由以下兩種方式買賣開放式基金受

益憑證： 
1. 委託證券經紀商透過櫃買中心「電腦議價點
選系統」議價 :

 投資人可委託開戶的證券經紀商，請營業員
將委託資料輸入「電腦議價點選系統」，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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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該基金受益憑證的造市商進行議價。如果

投資人的委託價格達到造市商的報價價格範

圍（到價委託單），本中心電腦系統會將委

託單分配給報價最佳的造市商，由本中心電

腦系統輔助成交；若委託價未達造市商的報

價價格範圍 (未到價委託單 )，造市商則無
成交義務（可以點選，但不強制）。因此，

投資人如果想儘快買到（或賣出）開放式基

金受益憑證，建議多多參考造市商的報價。

也就是，投資人決定委託「買進」的價格之

前，應先參考造市商的「賣出」報價；投資

人決定委託「賣出」的價格之前，應先參考

造市商的「買進」報價，才能提高成交機會。

2. 委託證券經紀商與造市商進行營業處所議價
交易 (系統外議價 ):

 每筆交易數量在 10萬受益權單位以上或金
額 500萬元以上者，可委託經紀商與造市商
進行系統外議價交易，但成交價格不可超過

當時造市商報價之 10％，若是一買一賣的中
介交易，成交價格則須介於當時造市商的報

買價與報賣價之間。

Q2. 開放式基金受益憑證於櫃買中心登錄交易時，
其受益憑證代號為何？

A2：沿用基金成立時，依「中華民國證券市場編
碼原則」給予之受益憑證代號為基金於交易

平台上交易時之交易代號 (共 6位文數字：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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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投資人透過交易平台買賣基金受益憑證 ,最低
成交單位是多少？

A3： 1個受益權單位。

Q4. 投資人透過交易平台買賣基金受益憑證有沒有
漲跌幅度的限制？

A4：沒有漲跌幅的限制。

Q5. 投資人於開放式基金受益憑證交易平台買賣受
益憑證可以用融資融券的方式交易嗎？

A5：不可以。

Q6. 透過開放式基金受益憑證交易平台買賣基金，
會不會有委託價格優於成交價而無法成交的狀

況？

A6：開放式基金受益證交易平台屬於議價交易的市
場，以「委託價」及「成交價」相互比較並不

適當，舉例來說，縱然市場上的成交價格比委

託買進之價格低，但那可能是造市商的申報「買

進」價格（即投資人之「賣出」價格），投資

人應該參考造市商對該基金受益憑證的賣出報

價是否低於買進委託價（或買進報價是否高於

賣出委託價）【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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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三】委託價格優於成交價，但不會成交：

投資人委託單 造市商報價資訊

委託單號     委託賣價 報買價 報賣價

10

 001             9
9.5

成交資訊

成交買賣別 成交價

投資人賣出成交價 9.5

造市商報價資訊 投資人委託單

報買價 報賣價 委託單號     委託買價

10

9.5
 002            9.7

委託單號 001到
價，成交價格為

造市商報買價9.5

 002            9.7

有另一委託單號 002，委託
買進 9.7元，此時投資人賣
出成交價 (9.5)比委託買進價
格 (9.7)低，但仍不會成交，
因委託買進價格 (9.7)小於報
賣價格 (10)，屬「未到價委
託單」(委託買進價格 <報賣
價格 )

未到價委託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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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 投資人已經向投信事業申購取得基金受益憑證
或先前已持有基金受益憑證，可以透過交易平

台賣出嗎？

A7：可以的，投資人已開立櫃檯買賣帳戶者，可向
投信事業申請或由證券經紀商代收相關文件轉

送投信事業後，將所持有的開放式基金受益憑

證由投信事業登錄專戶中撥轉至投資人證券帳

戶中，即可透過交易平台賣出。

Q8. 開放式基金受益憑證終止櫃檯買賣後，投資人
已透過「開放式基金受益憑證交易平台」買進

之受益憑證，將如何處置？

A8：投資人可向證券經紀商申請將其證券帳戶中之
基金受益憑證撥轉至投信事業登錄專戶中，即

可向投信事業提出買回請求。倘投資人尚未與

投信事業完成開戶者，則須與投信事業依現行

規定簽訂開戶契約及辦理買回申請；另相關開

戶程序，投資人可直接向投信事業申請或委請

證券經紀商代收相關開戶文件轉送投信事業辦

理。

Q9. 投資人透過開放式基金受益憑證交易平台買賣
基金需要負擔哪些成本？交易稅的稅率是多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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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與買賣股票的交易成本一樣，包括手續費和證
券交易稅。投資人買進和賣出基金受益憑證都

必須支付證券經紀商一定的手續費，手續費的

費率可以由投資人和證券商在 1.425‰以內自

行約定；證券交易稅只有在賣出基金時課徵，

目前受益憑證的證券交易稅稅率是 1‰。

Q10. 開放式基金受益憑證的基本資料和價格資訊要
怎麼取得？

A10：投資人除了可以從櫃檯買賣中心的網站和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網站查詢基本資料之外，還可以

從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網站「首頁 (http:// www.sitca.org.tw)>統
計資料 >境內基金各項資料 >明細資料」的選
項下，查得每檔基金基本資料、單位淨值等資

料。另外開放式基金受益憑證之造市商報價資

訊的揭示管道和興櫃股票一樣，投資人可以在

櫃買中心的網站查得當時造市商的報價價格及

數量、最近一筆成交資訊、前日每受益權單位

實際淨值、前日均價、每受益權單位預估淨值
(註 )及各項統計資訊。

(註 ) 櫃買中心以超連結方式連結至投信公司網站揭示

開放式基金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預估淨資產

價值，此預估淨值僅為參考資訊，非成交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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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給付結算、申報改帳及違約

Q1. 透過交易平台買賣基金受益憑證，如何辦理給
付結算？

A1：與興櫃股票合併，透過集中保管結算所辦理給
付結算，原則採 T+2日餘額交割；如果買賣雙
方同意，也可以改為 T日逐筆交割。

Q2. 開放式基金受益憑證是否可申請改帳作業？

A2：與興櫃股票相同，證券商於交易當日下午 3時
30分前填寫「開放式基金受益憑證改帳申請書
甲聯 /乙聯」向本中心申請改帳作業：
1. 改帳方式為「取消交易」、「更改價格或數
量」者：須取得交易相對方同意，並由提出

申請改帳的一方填寫改帳申請書甲聯；配合

改帳的一方填寫改帳申請書乙聯。

2. 改帳方式為「更正帳號」或「申報錯帳者」
者：僅須填寫甲聯。

Q3. 投資人買賣開放式基金受益憑證如發生違約，
應如何處理？

A3：參照興櫃股票現行管理機制，即委託人發生違
約時，證券經紀商應代予完成給付結算，故不

致因此影響交易相對方之權益。前項情形，證

券經紀商應立即以書面通知櫃買中心，同時副

知該違約客戶後，由證券經紀商向客戶追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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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集保存摺是否登載投資人於開放式基金交易平
台買賣之受益憑證？

A4：是的。投資人透過櫃買中心交易之基金受益憑
證之餘額，與上市、櫃股票一樣，都會登載於

證券集保存摺。

Q5. 證券商辦理開放式基金受益憑證給付結算作
業，需與集中保管結算所重新簽約及開戶嗎？

A5：為辦理開放式基金受益憑證給付結算作業，集
中保管結算所將與原已簽訂「櫃檯買賣興櫃股

票給付結算契約書」之證券商辦理換約作業；

證券商已辦理興櫃股票給付結算者，應共用

原興櫃股票之證券保管劃撥帳戶及款項結算專

戶，俾利開放式受益憑證與興櫃股票合併完成

給付結算。

17



開放式

基金受益憑證
交易平台

開放式

基金受益憑證
交易平台 證

券
帳
戶
一
本
通

   

買
賣
基
金
真
輕
鬆

使用證券帳戶買賣 投資管道更便利

採造市商報價制度 交易價格更即時

正式開跑

103.10.27
正式開跑

103.10.27

www.tpex.org.tw
Tel:(02)2366-6100

www.tdcc.com.tw
Tel:(02)2719-5805

刊物編號11-1030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