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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 TRADING PLATFORM

鑒於黃金商品在資產配置上具有保值、抵

抗通貨膨漲等優勢，且目前銀行在其營業處所

買賣黃金之業務，與現行興櫃股票透過造市商

報價之議價交易方式相似，為提供證券市場投

資人更多元之投資工具，爰參照興櫃股票交易

機制建置黃金現貨交易平台，造市商透過此平

台進行報價及應買應賣，投資人則利用現有證

券帳戶委託證券商買賣黃金現貨，將黃金現貨

商品納入資產配置。

有關黃金現貨交易之介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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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ex.org.tw/ )查詢。

黃金現貨交易平台

概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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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介紹

一、申請黃金現貨登錄買賣作業

符合資格之銀行，得向櫃買中心申請以該

銀行之名義為黃金現貨登錄及買賣，申請人應

持有所申請登錄買賣之黃金現貨2,000台兩以

上，並應擔任該黃金現貨之造市商，且應受台

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集

保結算所）委任擔任黃金現貨保管機構；另具

有黃金現貨造市能力之興櫃股票推薦證券商得

於黃金現貨登錄買賣6個月後，向櫃買中心申請

加入成為該黃金現貨之造市商，並應持有該黃

金現貨500台兩以上，作為參與報價及應買應賣

之基本造市部位，而經櫃買中心同意中途加入

造市之證券商，應將因應造市需求所持有之黃

金現貨存入黃金現貨保管機構依規定開立之保

管專戶集中保管。

T-5日：
揭露黃金現貨概況開始日

T日 ：
開始買賣

T-8日：
銀行提出登錄申請

3個營業日內
核准登錄

黃金現貨資訊

至少揭露5個營業日
T-8日 T-5日 T 日

◆銀行申請黃金現貨登錄買賣流程圖◆



3

二、交易架構

(一)交易標的

 符合資格之銀行依櫃買中心規定申請登錄，成

色為千分之999.9，且可申請提領實體之黃金。

(二)交易規則

 黃金現貨交易模式是運用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

選系統(但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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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單位為1台兩或其整倍數。1台兩為37.5

公克。

 3.  報價單位：1台錢(即0.1台兩或3.75公克)，申

報買賣升降單位為新台幣0.1元

4.  交易代號：AU****(AU為黃金的化學元素符

號，再加上4位數之阿拉伯數字)，共6碼。

5. 造市商報價義務：

   (1) 造市商的買進與賣出報價間的價差不可超

過賣出報價的5%。

    (2) 最低報價數量為10台兩、報價單位為1台

錢，申報買賣升降單位為新台幣0.1元。

    (3) 交易時點開始前及交易時間內負連續報價

(成交後3分鐘內需重新報價)及雙向報價之

義務(買進報價、賣出報價均應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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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交原則：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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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原則

如下：

 先分配給報價最佳的造市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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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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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一】到價委託單分配成交： 

造市商報價資訊 投資人委託單

造市商
報買價
(每台錢)

數量
(台兩)

報價時間
委賣價
(每台錢)

數量
(台兩)

A   4,170.5 10 9:03:40 4,125.0 25

B   4,140.0 10 9:03:55

C   4,140.0 10 9:05:00

D   4,050.5 10 9:00:01

【成交結果】委託單25台兩全數成交，並以造市商報價為成交價：

①委託單與A造市商成交10台兩，成交價格4,170.5元
②委託單與B造市商成交10台兩，成交價格4,140.0元
③委託單與C造市商成交5台兩，成交價格4,1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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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造市商

執行點選成交時，成交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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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相同時，以

報價時間較早者

優先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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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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進價格為4,000元

的委託單時，當時若有其他委託買進價格為

4,000.1元、4,000.2元⋯的委託單時，這些委

託價格高於4,000元的買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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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到價委託單

委託序號
委賣價
(每台錢)

數量
(台兩)

11  4,290.0 25

12  4,305.0 25

13  4,320.0 10

14  4,335.5 3

15  4,350.0 5

【點選成交結果】系統會自動將報價調整成所點選的未到價委託

單價格，委託單號11~14均成交，成交價為造市商之報價：

委託單號 成交數量(台兩) 成交價(每台錢)

11 25 4,335.5元

12 25 4,335.5元

13 10 4,335.5元

14 3 4,335.5元

造市商點選4,335.5
元之未到價委託單

14，其他價格優於
委託單14之所有委
託單  (共60台兩)應
全數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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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           問答集

一、認識黃金現貨交易平台

Q1投資人透過櫃買中心之黃金現貨交易平台買

賣黃金有什麼好處？

 A1  櫃買中心黃金現貨交易平台的好處包括：

1. 資產配置更多元：

由於黃金具有保值的優勢，因此在多元的投

資工具下，黃金商品是少數可以滿足投資人

分散投資組合風險的避險工具，且預期各國

央行將持續維持低利率政策，黃金在資產配

置中所扮演的角色愈顯重要。

2. 投資黃金更便捷：

證券市場投資人僅須簽署黃金現貨風險預告

書，即可以現有櫃檯買賣帳戶買賣黃金，無

須另洽銀行開立黃金存摺帳戶，且其交易制

度大致與目前興櫃股票相同，給付結算作業

與興櫃股票合併辦理，買進或賣出均為T+2

日交割(雙方同意亦可改為T日交割)，因此透

過本交易平台買賣黃金現貨就和買賣股票一

樣地簡單便捷。

3. 價格更具競爭力：

黃金現貨交易平台之造市商均致力於縮小報

價價差，以降低投資人之交易成本。

4. 免除自行保管風險且成色保證：

透過本交易平台買進之黃金現貨，與上市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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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一樣，均登錄於證券集保存摺中，免

除保管實體黃金的風險與成本，而當投資

人有實體黃金之需求，也可以申請提領。

由於黃金現貨保管機構交付投資人之實體

黃金須具防偽機制及保證書，因此得以確

保黃金成色。

Q2在黃金現貨交易平台買賣之黃金現貨與在銀

行開立黃金存摺所買賣之黃金，有何異同？

 A2  1.  相同處： (1)均為成色千分之999.9之黃金。

                (2)均可申請提領實體黃金。

 2.  差異處：

(1)   最低買進單位及報價單位不同：黃金現貨

交易平台之最低買進單位為1台兩，報價

單位為台錢；新台幣計價黃金存摺之最

低買進單位為1公克，報價單位為公克。

(2)   交易管道不同：黃金現貨之交易可透過任

一證券商總、分公司營業處所下單；黃金

存摺之交易僅限於開立存摺帳戶之銀行。

Q3 投資人於本交易平台買賣黃金現貨時，是否

需要簽署風險預告書？

 A3    是，投資人買賣黃金現貨時應完成相關開戶

程序，但客戶若已開立櫃檯買賣帳戶時，則

毋須重新開戶，但應簽署黃金現貨風險預告

書，始得委託證券經紀商買賣黃金現貨。



8

Q4投資人於本交易平台買賣黃金現貨時可能有

什麼風險？

 A4   投資人在進行買賣黃金現貨時應注意：

1.  市場風險：造市商進行黃金現貨之報價，為

造市商依取得成本加計合理利潤並考量市場

供需情形而定，其價格與銀行、銀樓或其他

黃金商品業者之牌告價可能不同。

2.  國際黃金價格連動性：黃金現貨價格與國

際金價變化之連動性高，價格波動有時可

能較大，投資人應審慎評估自身之風險承

擔能力。

二、買賣黃金現貨

Q1投資人如何買賣黃金現貨?

 A1    投資人可委託開戶的證券經紀商，請營業員

將委託資料輸入櫃買中心「電腦議價點選系

統」，與各該黃金現貨的造市商進行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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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現

貨，建議多多參考造市商的報價。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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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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黃金現貨於櫃買中心登錄買賣時，其交易代號

為何？

 A2      AU****(AU為黃金的化學元素符號，再加上4

位數之阿拉伯數字)，共6碼。

Q3透過本交易平台買賣黃金現貨，最低成交單

位及申報買賣數量是多少？

 A3   1台兩。

Q4透過本交易平台買賣黃金現貨有沒有漲跌幅

度的限制?

 A4   沒有漲跌幅的限制。

Q5於本交易平台買賣黃金現貨可以用信用交易

的方式交易嗎？

 A5   不可以。

Q6透過本交易平台買賣黃金現貨，會不會有委託

價格優於成交價而無法成交的狀況？

 A6     因黃金現貨是由造市商報價驅動成交的議價交

易市場，成交的一方一定是造市商，投資人間

無法相互成交，且造市商之買進及賣出報價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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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存在價差(經營黃金現貨造市業務之必要的作

業成本)，當投資人委託「買進」成交時，代表

造市商「賣出」黃金現貨給投資人(成交價為造

市商「賣出」報價)；投資人委託「賣出」成交

時，代表造市商向投資人「買進」黃金現貨(成

交價為造市商「買進」報價)，所以投資人參考

成交價時應判斷該筆成交價為投資人「買進」

或「賣出」成交價，本中心網站「首頁>黃金現

貨>當日行情表」供投資大眾參考。

             舉例來說，縱然投資人的委託「買進」價格高於

最近一筆「成交價」，但那可能是其他投資人

委託「賣出」價格，故買賣別不同不適合相互

比較，投資人應該參考造市商對該黃金現貨的

「賣出」報價是否低於自己的「買進」委託價

（或買進報價是否高於賣出委託價），才可提

高成交機會【例三】。

【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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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 4,500.0 4,750.0 5,000.0

成交價 投資人成交買賣別

4,750.0 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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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0.0 5,000.0 002 4,850.0

委託單號0 0 1到價，
成交價格為造市商報

買價4,750.0

未到價委託單

委託單號002委託「買進」
4 , 8 5 0 . 0元，雖比成交價
(4,750.0)高，但此時的成交
價是投資人「賣出」成交

價，買賣別不同不適合相互

比較，且因委託買進價格

(4,850.0)小於造市商報賣價格
(5,000.0)，屬「未到價委託
單」，故不會成交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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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投資人透過銀行黃金存摺所取得之黃金或手邊

持有之實體黃金，可以透過交易平台賣出嗎？

 A7    不可以。由於黃金現貨交易平台尚未導入實體

黃金檢驗機制，因此尚無法受理其他來源之黃

金存入。

Q8黃金現貨終止買賣後，投資人已透過「黃金現

貨交易平台」買進之黃金，將如何處置?

 A8    投資人仍得辦理實體黃金之轉換及提領，但黃

金現貨保管機構得依投資人請求，按當時公平

市價以現金返還。

Q9投資人透過黃金現貨交易平台買賣黃金現貨需

要負擔哪些成本？交易稅的稅率是多少？

 A9    黃金現貨非屬「證券交易法」第6條第1項經主

管機關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故無須繳納證券

交易稅；投資人只須支付證券經紀商手續費，

手續費率則由投資人和證券商自行約定。

Q10黃金現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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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中心的網站，查得每檔

黃金現貨基本概況資料以及黃金現貨轉換及提

領規定。另外黃金現貨之造市商報價資訊的揭

示管道和興櫃股票一樣，因此投資人可以在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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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均價、及各項統

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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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證券經紀商之營業員受託買賣黃金現貨應

注意甚麼事項?

 A11     營業員應詳讀黃金現貨風險預告書，提醒投

資人買賣黃金現貨可能涉及之風險，並注

意各家銀行登錄之黃金現貨有關轉換及提

領規定、實體黃金及所需貼補之費用1等可

能不同。

三、給付結算、申報改帳及違約

Q1透過本交易平台買賣黃金現貨，如何辦理給

付結算？

 A1    與興櫃股票合併，透過集保結算所辦理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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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現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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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現貨改帳申請書甲聯/乙

聯」向櫃買中心申請改帳作業：

                    若改帳方式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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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改帳方式為「更正帳號」或「申報錯帳者」

者：僅須填寫甲聯。

1  此費用包括黃金之熔化、精煉、鑄造、處理、運輸、保
險、保全、庫房、管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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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投資人買賣黃金現貨如發生違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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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4集保存摺是否登載投資人於本交易平台買賣

之黃金現貨？

 A4    是的。與上市、櫃股票一樣，都會登載於證

券集保存摺。

Q5證券商經營黃金現貨買賣業務，是否須與櫃

買中心重新簽約？

 A5     已與櫃買中心簽訂「證券商經營櫃檯買賣有

價證券契約」之證券商無須另行與櫃買中心

簽約即可使用櫃買中心電腦議價點選系統從

事黃金現貨買賣業務。

Q6證券商辦理黃金現貨給付結算作業，須與集

保結算所重新簽約及開戶嗎？

 A6    已與集保結算所簽訂「給付結算契約書」

者，無須再與其重新簽約及開戶，即證券商

辦理黃金現貨之給付結算作業，應共用原

興櫃股票之證券保管劃撥帳戶及款項結算專

戶，俾利與興櫃股票合併完成給付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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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投資人委託證券經紀商下單買賣黃金現貨是

否須與證券經紀商重新簽約？

 A7    已開立櫃檯買賣帳戶並與證券經紀商簽訂開

戶契約之投資人，於簽署「黃金現貨風險預

告書」後，即可下單買賣黃金現貨，無須另

行與經紀商簽約。

四、提領實體黃金

Q1客戶如何申請將集保帳戶內登載之黃金現貨

轉換為實體黃金？

 A1    攜帶證券存摺，並填具「實體黃金提領作業

申請書」向往來證券商申請，至黃金現貨保

管機構繳交轉換為實體黃金之手續費後，由

黃金現貨保管機構交付實體黃金予客戶。

Q2客戶向往來證券商申請提領實體黃金時點？

 A2    每營業日下午3點前向往來證券商申請。

Q3客戶申請提領實體黃金之單位為何？

 A3    原則與交易單位相同，為1台兩或台兩之倍

數，惟黃金現貨保管機構如訂有最小提領單

位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Q4客戶如何取得黃金現貨保管機構辦理實體黃

金提領之相關規定？

 A4    黃金現貨交易平台目前計有兩檔黃金現貨商

品「臺銀金（代號：AU9901）」及「一銀

金（代號：AU9902）」登錄買賣，分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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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銀行以及第一銀行申請登錄，並分別受

集保結算所委任擔任黃金現貨保管機構，故

有關實體黃金提領之相關規定，請至各該黃

金現貨保管機構之網站查詢。臺灣銀行網址

為：http://www.bot.com.tw，第一銀行網址

為：https://www.firstbank.com.tw，爾後如

有其他黃金現貨保管機構加入，請至該行網

站查詢相關資料。

Q5客戶至黃金現貨保管機構提領實體黃金需攜

帶之文件？

 A5    檢具身分證、第二身分證明文件（如健保

卡、駕照）及「實體黃金提領作業申請書」

第三聯。

Q6客戶如何向黃金現貨保管機構繳交提領實體

黃金之費用？

 A6    於黃金現貨保管機構櫃檯提領實體黃金時繳

交，費用係依黃金現貨保管機構規定。

Q7客戶向往來證券商申請後，何時可取得實體

黃金？

 A7     集保結算所會於申請日之次一營業日通知黃

金現貨保管機構，黃金現貨保管機構目前就

當月15日(含)以前申請者，自當月25日起可

領取，於當月15日後申請，自次月10日起可

領取，惟實際領取時間仍依黃金現貨保管機

構網站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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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客戶於黃金現貨保管機構提領實體黃金後，

可否回存集保帳戶？

 A8    不可以。

Q9客戶申請後，如未依黃金現貨保管機構規定

時限內提領，如何辦理後續作業？

 A9    黃金現貨保管機構會通知集保結算所，再由

集保結算所將原申請提領之黃金部位重新撥

入客戶之集保帳戶，惟黃金現貨保管機構可

能會收取相關費用。

五、黃金現貨相關運用

Q1
 投資人透過櫃買中心之黃金現貨交易平台買

賣黃金現貨除了賺取價差，所購入之黃金現

貨還有什麼用途？

 A1     可做為：

 1. 融資融券抵繳擔保品。

 2.  證券商辦理證券業務借貸款項之融通標的

及擔保品。

 3.  證券商辦理「不限用途款項借貸」之擔保

品。

 4.  新台幣計價黃金期貨暨選擇權契約到期交

割2。

2  新台幣計價黃金期貨暨選擇權契約到期時，如有期貨買
方交易人提出申請將到期期貨部位轉為於本交易平台登
錄買賣之黃金現貨，期貨賣方交易人得以持有之黃金現
貨進行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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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投資人除了透過黃金現貨交易平台買賣黃金現

貨，還可以透過何種管道參與黃金現貨相關的

投資？

 A2    有鑑於黃金現貨投資門檻較高，本中心推出黃
金現貨認購(售)權證，黃金現貨權證是以在本交

易平台登錄買賣之黃金現貨作為連結標的，藉

由權證具槓桿效果的特性，讓小資族也能有機

會利用較低投資金額，參與黃金現貨的投資。

黃金現貨權證商品特色

1. 與國際金價波動高度連結

        因追蹤標的為黃金現貨，不會有正逆價差現

象，亦無需考量轉倉成本，且無需支付保管

經理費、指數授權費等費用，與國際金價波

動連結度高。

2. 投資門檻低

         因權證本身即為槓桿商品，投資門檻相對黃

金現貨低上許多，小額投資即可參與黃金相

關投資。

3. 即時得知標的價格

        投資人可輕易在本中心網站查詢黃金現貨的即

時價格，相較於國際黃金價格更容易取得，

且亦無匯率換算的問題。

4. 操作靈活

        投資人可因應對黃金現貨價格走勢的看法，作

多或作空，操作更為靈活。

5. 可轉換現貨

         投資人如果有黃金現貨需求，還可履約轉換成

黃金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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