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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業務處理手冊 
壹、通則 

一、使用機構範圍 

(一)期貨信託事業（包括專營及兼營期貨信託事業之機構，

以下簡稱期信事業） 

(二)擔任期貨信託基金之保管機構（以下簡稱保管機構） 

(三)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期貨公會） 

(四)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以下簡稱主管機關） 

(五)中央銀行(以下簡稱央行) 

二、作業環境 

(一)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集保結算所）

建置之「期信基金資訊觀測站」（網址：

www.fundclear.com.tw），區分期信基金資訊申報平台（以

下簡稱申報平台）、期信基金資訊公告平台（以下簡稱公

告平台）二個作業平台。 

(二)期信事業可透過集保結算所建置之 S.M.A.R.T.連線工

作站進入申報平台或經由網際網路登入「期信基金資

訊觀測站」。 

１、S.M.A.R.T.連線工作站軟硬體設備規格如下： 

（1）PC 硬體 

a.CPU : Pentium 4 - 1.7GH 以上 

b.RAM : 512 MB 以上 

c.硬碟空間 : 1G 以上 

（2）軟體 

a.作業系統 : Windows 2000 SP4 or Windows XP 

SP2（自行安裝） 

b.通訊軟體：VPN Client（集保結算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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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應用軟體：S.M.A.R.T 應用軟體（集保結算所

提供） 

２、經由網際網路登入者，使用機構軟硬體設備如下 

（1）個人電腦 Pentium IV (含)以上 

（2）印表機 

（3）IE 6.0 版以上，連結網際網路使用。 

（4）Adobe Acrobat 7.0 版以上，查詢表單使用。 

（5）須具備臺灣網路認證股份有限公司認證之系

統憑證或與公開資訊觀測站通用之共用憑

證。 

(三)期信事業透過「期信基金資訊觀測站-資訊申報平台」

輸入申報資訊；主管機關及期貨公會可自該平台查詢

或列印各期信基金申報資訊。 

(四)期信事業輸入「期信基金資訊觀測站-資訊申報平台」

之應行公告事項，將由系統自動傳輸至「期信基金資

訊觀測站-資訊公告平台」，提供投資大眾透過網際網

路查詢相關資訊。 

(五)本系統開放時間為每日 7:00～21:00（不含例假日） 

三、安全控管作業 

(一)為確認使用者身份，使用機構以網際網路登入「期信基

金資訊觀測站-資訊申報平台」時，須以使用者代號、

密碼及臺灣網路認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臺網公

司）簽發之證券暨期貨相關單位共用憑證或公開資訊觀

測站申報作業憑證供系統識別身分。 

(二)使用機構初次申請使用本系統時，應向集保結算所先

登錄使用者代號、密碼及臺網憑證代碼(主管機關、央

行及期貨公會免申請憑證)。 

(三)使用機構於本系統自行設定一至數組之一般使用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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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時，應依公司內部控制程序妥善管理使用人員識別

碼及密碼，以維護系統作業安全。 

(四)本系統線上資料傳輸採 SSL 加密機制。 

四、系統使用異常之處理 

(一)使用機構無法正常登入或使用本系統時，應通知集保

結算所共同查明原因。 

(二)屬使用機構電腦設備故障或網際網路線路中斷者，應由

使用機構儘速通知公司電腦人員排除問題；若無法及時

修復者，應洽借他處可連接上網之個人電腦，使用已設

定之使用者代號、密碼及臺網憑證執行相關交易。 

(三)屬集保結算所系統發生異常或網際網路線路中斷者，

由集保結算所儘速排除故障或以備援線路恢復連線

後，通知使用機構執行相關交易。 

五、使用者登入 

(一)期信事業、保管機構可透過集保結算所建置之

S.M.A.R.T.連線工作站直接進入申報平台，亦可透過

網際網路登入申報平台進行申報作業。 

(二)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可透過網際網路登入「期

信基金資訊觀測站-資訊申報平台」查詢或列印各期信

基金申報公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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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使用機構登錄作業 

一、平台使用申請及登入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首次申請使用本系統及登入「期信基金資訊

觀測站-資訊申報平台」時。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保管機構、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機構首次申請使用本系統，須檢具下列申請

書件，加蓋於經濟部登記之公司章及負責人章或

其他登記之法人印鑑，向集保結算所申請使用申

報平台： 

（1）期貨信託基金申報公告資訊系統作業申請書

一份 

（2）期貨信託基金申報暨公告資訊傳輸系統使用

契約書一式二份(主管機關、央行及期貨公會

免簽) 

（3）印鑑卡一式二份(主管機關、央行及期貨公會

免簽) 

（4）營利事業登記證或營業證明文件或法人登記

證書影本(主管機關、央行免附) 

（5）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主管機關、央行及期

貨公會免附) 

２、使用機構之「機構代號」及「授權使用者代號」

編碼原則如下：  

（1）機構代號 

a.專營期貨信託事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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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營者、期貨經理事業申請兼營者、信託業

申請兼營者之機構代號為集保結算所參加人

代號，總共 4 碼數字。 

b.保管機構之機構代號為集保結算所參加人代

號，總共 4 碼數字。 

c.主管機關、央行及期貨公會之機構代號為 J+4

碼數字。 

（2）授權使用者代號 

機構代號+AX 控制卡代碼 

(期信事業及保管機構授權使用者代號為已建

置於 S.M.A.R.T.系統之帳號管理人員 AX 控

制卡代碼(X 代表 0~9)) 

（3）初始密碼 

文數字組合，長度為 8 碼至 12 碼。(期信事

業及保管機構之密碼與 S.M.A.R.T.系統之密

碼相同，無須設定初始密碼。) 

３、使用機構透過網際網路登入「期信基金資訊觀測

站-資訊申報平台」時，須備有憑證，並將憑證識

別代碼填載於「期信基金申報公告資訊系統作業

申請書」，交集保結算所辦理建檔，使用機構已

持有「證券暨期貨相關單位共用憑證」或「公開

資訊觀測站申報作業憑證」者，可使用原憑證；

無憑證者，須依臺網公司規定，填具憑證註冊申

請單並附相關文件，逕向臺網公司申請。（有關

臺網憑證之申請程序及作業表單，請洽臺網公司

或自其網站下載，聯絡電話：02-23708886 分機

137，地址：台北市延平南路 85 號 10 樓，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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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wca.com.tw） 

４、集保結算所接獲使用機構之申請，審核無誤後，

將其機構代號、機構類型、授權使用者代號、使

用者名稱、公司統一編號及臺網憑證識別代碼等

資料輸入「期信基金資訊觀測站 -資訊申報平

台」。 

５、主管機關、央行及期貨公會首次以「授權使用者

代號」、「初始密碼」透過網際網路登入「期信

基金資訊觀測站-資訊申報平台」時，須依系統指

示辦理使用者密碼變更，將「初始密碼」變更為

新密碼後，始得執行相關作業(期信事業及保管機

構之使用者無須變更初始密碼，若需要變更密碼

請至 S.M.A.R.T.系統變更)。 

６、使用機構如為期信事業或保管機構者，可選擇由

網際網路登入「期信基金資訊觀測站」（網址：

www.fundclear.com.tw），亦可由 S.M.A.R.T.系統

連線登入後，選取左方「集保管理作業」下之

「期信基金資訊觀測站-資訊申報平台」或直接於

交易代號鍵入「REX0」以進入申報作業。(登入

畫面詳閱使用者操作手冊壹、登入作業) 

７、使用機構應妥善管理登入「期信基金資訊觀測站-資

訊申報平台」之授權使用者代號及密碼，遇持有人

離職或異動時，應即向集保結算所申請變更。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１、期貨信託基金申報公告資訊系統作業申請書 

２、期貨信託基金申報暨公告資訊傳輸系統使用契約書 
 

http://www.twca.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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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者基本資料維護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辦理「平台使用申請及登入」作業後，新增/

刪除一般使用者時。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保管機構、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１、新增一般使用者時： 

（1）期信事業及保管機構向集保結算所辦理「平

台使用申請及登入」作業後，因業務需要欲

增加申報平台使用者時，得由「授權使用者

代號」持有人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本資

料維護-使用者基本資料維護(BAS040)」選

項新增一般使用者。期信事業及保管機構點

選「查詢已使用代號」以查詢該機構本身之

S.M.A.R.T.系統使用者後，再輸入尚未於本

系統建置之一般使用者代號(非 A 字頭控制

卡)並選取群組，以新增「一般使用者代號」

（登入方式申請為經由 S.M.A.R.T.連線工作

站登入者，所有使用者代號必須先於

S.M.A.R.T.系統建置才可於申報平台新增該

使用者代號，「查詢已使用代號」畫面中，

所屬群組欄位有顯示資料者，則代表該使用

者代號為申報平台使用者。） 

（2）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欲新增申報平台

一般使用者時，得由「授權使用者代號」持

有人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本資料維護-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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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基本資料維護(BAS040)」選項並輸入

「一般使用者代號」(01~99)及群組、使用者

名稱及密碼等資訊後完成新增。（可點選

「查詢已使用代號」查詢該機構已建置之使

用者代號）(若登入方式申請為經由網際網路

登入者亦適用) 

２、刪除一般使用者時： 

（1）期信事業及保管機構欲於申報平台刪除「一

般使用者代號」時，應由「授權使用者代

號」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本資料維護-使

用者基本資料維護(BAS040)」選項及輸入該

使用者代號後，將該使用者代號列出並按刪

除鍵刪除，一旦系統刪除該使用者代號後，

該使用者將無法登入申報平台。(該使用者代

號仍存於 S.M.A.R.T.系統，若要真正刪除該

使用者代號，則請依照 S.M.A.R.T.系統作業

程序刪除。) 

（2）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於本系統操作

「基本資料維護-使用者基本資料維護

(BAS040)」，並輸入欲刪除之「一般使用者

代號」確認後，即可以刪除鍵刪除該使用

者。(若登入方式申請為經由網際網路登入者

亦適用) 

３、一般使用者異動時： 

（1）期信事業及保管機構遇「一般使用者代號」

持有人異動時，應由「授權使用者代號」持

有人於 S.M.A.R.T.系統變更使用者基本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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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名稱及密碼。 

（2）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於本系統操作

「基本資料維護-使用者基本資料維護

(BAS040)」，輸入欲變更之「一般使用者代

號」後，應變更使用者名稱及密碼即完成異

動作業。(若登入方式申請為經由網際網路登

入者亦適用) 

４、一般使用者新增作業之群組設定僅可選擇「一般

使用者」選項，且代號僅可為 01~99。(不可設定

A 字頭之使用者代號)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10

三、基本資料變更 

(一)使用時機 

１、使用機構因解散、停業、營業移轉、併購、歇業

等事由，致無需辦理期信基金申報公告作業時。 

２、使用機構新增/註銷授權使用者時。 

３、使用機構新增/廢止臺網憑證、臺網憑證毀損（遺

失）、臺網憑證換（補）發。 

４、使用機構變更留存印鑑。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保管機構、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機構有（一）使用時機所列事項（變更印鑑

者除外），欲註銷或變更原登錄資料時，應填寫

「期貨信託基金申報公告資訊系統作業申請書」

簽蓋原留印鑑，連同相關文件向集保結算所提出

申請。 

２、使用機構申請變更印鑑者，應填寫「期貨信託事

業更換印鑑申請書」及新印鑑卡一式二份。(使用

機構若因變更公司章或負責人章，致申請變更印

鑑者，應檢附公司變更登記表影本提出申請。) 

３、集保結算所接獲使用機構之申請，審核無誤後，

登入「期信基金資訊觀測站-資訊申報平台」，將

相關資料輸入本系統。 

４、使用機構辦理臺網憑證增購/廢止、憑證毀損（遺

失）/換（補）發、密碼遺忘/重置、密碼鎖卡/解

鎖等作業時，須依臺網公司規定，填具憑證廢止

申請單或 IC 卡解鎖申請單並附相關文件，逕向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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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公司申請。（有關臺網憑證之申請程序及作業

表單，請洽臺網公司或自其網站下載，聯絡電

話：02-23708886 分機 137，地址：台北市延平南

路 85 號 10 樓，網址：www.twca.com.tw）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１、期貨信託基金申報公告資訊系統作業申請書 

２、期貨信託事業更換印鑑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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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用者密碼變更 

(一)使用時機 

「授權使用者代號」或「一般使用者代號」持有人變

更密碼或密碼遺忘時。 

(二)使用機構 

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者密碼變更 

「授權使用者代號」或「一般使用者代號」之持

有人欲變更密碼時，得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

本資料維護-使用者密碼變更(BAS050)」選項，輸

入舊密碼及新密碼後辦理密碼變更。(若登入方式

申請為經由網際網路登入者亦適用) 

２、使用者密碼遺忘 

（1）「授權使用者代號」持有人遺忘密碼時，由

使用機構填具「期貨信託基金申報公告資訊

系統作業申請書」向集保結算所申請重設密

碼，再由持有人登入申報平台，依系統指示

辦理密碼變更，將該重設之密碼變更為新密

碼。(若登入方式申請為經由網際網路登入者

亦適用) 

（2）「一般使用者代號」持有人遺忘密碼時，需

由「授權使用者代號」持有人登入申報平

台，點選「基本資料維護-使用者基本資料維

護(BAS040)」選項，重新設定該「一般使用

者代號」之使用者密碼。(若登入方式申請為

經由網際網路登入者亦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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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期信事業及保管機構之「授權使用者代號」或

「一般使用者代號」持有人變更密碼或密碼遺

忘，請至 S.M.A.R.T.系統進行操作，操作完成即

可以新密碼進入申報平台。「授權使用者代號」

持有人遺忘密碼時，由使用機構填具「集保存託

系統連線作業申請書」向集保結算所申請重設密

碼，「一般使用者代號」持有人遺忘密碼時，需

由「授權使用者代號」持有人登入 S.M.A.R.T.系

統進行密碼重置操作後，即可使用。 

４、期信事業及保管機構透過網際網路登入時，若密

碼輸入錯誤超過四次(不含四次)，帳號將被 ＂鎖

定(Lock)＂，並請於 S.M.A.R.T.系統進行密碼重新

設定。 

(四)作業表單及參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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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金登錄及變更 

(一)使用時機 

１、期信事業申請期貨信託基金之募集或成立時，經

主管機關核准後辦理。 

２、基金登錄有異動時。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作業程序 

１、期信事業申請期貨信託基金之募集，經主管機關

核准後，須填寫「期貨信託基金申請書」簽蓋原

留印鑑，註明期信事業相關資訊及期貨信託基金

登錄代碼、基金名稱、募集核准日期、基金募集

對象、保管機構…等資料，並檢附主管機關核准

函影本，向集保結算所申請期貨信託基金登錄作

業。 

２、期信事業如於期信基金正式成立並經主管機關核

准後，仍須填寫「期貨信託基金申請書」簽蓋原

留印鑑，並檢附主管機關核准函影本，向集保結

算所申請登錄期貨信託基金正式成立。 

３、期信事業如遇期信基金有終止、清算、合併等情

形時，應須填寫「期貨信託基金申請書」簽蓋原

留印鑑，並檢附主管機關核准函影本，向集保結

算所申請變更期貨信託基金登錄。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期貨信託基金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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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基本資料申報作業 

一、期信事業基本資料維護 

(一)使用時機 

期信事業完成「平台使用申請及登入」作業後，機構

基本資料新增或異動時使用。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進入申報平台後，點選「基本資料維護-

期信事業基本資料維護(BAS010)」選項，將機構

基本資料以單筆輸入方式輸入本系統。 

２、機構基本資料有異動時，應登入申報平台，點選

「 基 本 資 料 維 護 - 期 信 事 業 基 本 資 料 維 護

(BAS010)」選項，將機構基本資料辦理更新。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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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管機構基本資料維護 

(一)使用時機 

保管機構完成「平台使用申請及登入」作業後，機構

基本資料新增或異動時使用。 

(二)使用機構 

保管機構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進入申報平台後，點選「基本資料維護-

保管機構基本資料維護(BAS030)」選項，將機構

基本資料以單筆輸入方式輸入本系統。 

２、機構基本資料有異動時，應登入申報平台，點選

「 基 本 資 料 維 護 - 保 管 機 構 基 本 資 料 維 護

(BAS030)」選項，將機構基本資料辦理更新。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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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銷售機構基本資料維護 

(一)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基本資料新增或異動時使用。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作業程序 

１、期信事業執行本項作業前，應先確認該銷售機構

代號已存在於申報平台，並操作「基金資訊申報

作業-銷售機構異動(FUN130)」作業，才可進行銷

售機構基本資料維護。如其銷售機構代號經查詢

「代碼查詢」後確認未存在於申報平台時，期信

事業應檢附「期貨信託基金申請書」向集保結算

所申請新增機構代號。 

２、期信事業於期貨信託基金核准募集後公告銷售機

構時，應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本資料維護-銷

售機構基本資料維護(BAS020)」選項，將銷售機

構基本資料以單筆輸入方式輸入本系統。 

３、機構基本資料有異動時，期信事業應登入申報平

台，點選「基本資料維護-銷售機構基本資料維護

(BAS020)」選項，將機構基本資料辦理更新。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期貨信託基金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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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碼查詢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本系統相關代碼資料。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保管機構、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本資料維護-代

碼查詢 (BAS060)」選項，計有「機構代號」、

「基金代號及基金登錄代碼」、「基金類型」、

「投資地區」、「投資標的」、「幣別代碼」、

「交易所代碼」、「標的契約代碼」、「法規代

碼」及「基金月報檢查表審查項目」等項目可查

詢本系統相關代碼資料。 

２、使用機構如發現有相關代碼資料尚未登載於本系

統，應先填寫「期貨信託基金申請書」簽蓋原留

印鑑，註明新增之代碼等資料，向集保結算所申

請相關代碼維護作業。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期貨信託基金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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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期信事業資訊申報作業 

一、財務報告書 

(一)使用時機 

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事業管理規則」第 20 條之規

定，編製年度財務報告並辦理公告時。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作業程序 

１、期信事業於每會計年度終了後三個月內辦理年度

財務報告公告時，應登入申報平台，點選「期信

事業資訊申報作業-財務報告書(FUR010)」選項，

選擇上傳資料年度後，將年度財務報告上傳至本

系統。 

２、為利稽核年度財務報告之傳輸，年度財務報告一

經上傳至本系統將無法修改或刪除，僅能以重新

上傳同一年度之年度財務報告進行更正。 

３、期信事業可於本作業查詢各年份之所有上傳檔案

及異動時間。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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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監事資訊申報 

(一)使用時機 

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事業管理規則」第 9 條之規定

辦理申報後，由期貨公會彙報時。 

(二)使用機構 

期貨公會 

(三)作業程序 

１、期信事業依規定辦理董監事資訊申報後，由期貨

公會登入申報平台，點選「期信事業資訊申報作

業-董監事申報(FUR030)」選項，將董監事資訊以

單筆輸入或檔案上傳方式輸入至本系統。 

２、可於本作業點選期信事業查詢其董監事資訊之上

傳資料結果。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期信事業董監事資訊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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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訊息申報 

(一)使用時機 

１、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事業管理規則」第 10 條之

規定，辦理申報並公告有關重大影響受益人權益

之事項時。 

２、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事業管理規則」第 25 條第

5 項之規定，公告有關期信事業辦理借款之事

項。 

３、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事業管理規則」第 38 條第

4 項之規定，公告有關期信事業承受或移轉之事

項。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作業程序 

１、期信事業依規定辦理公司訊息申報及公告時，應

登入申報平台，點選「期信事業資訊申報作業-公

司訊息申報(FUR040)」選項，選擇訊息類別，輸

入申報人資料、事實發生日及訊息內容後，預覽

無誤即可存檔至本系統。 

２、辦理訊息申報時，若有相關附件亦可上傳至本系

統。 

３、為保障投資人權益，公告訊息於預覽確認後即無

法修改或刪除，如需更正，應另行公告更正訊息

說明。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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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基金資訊申報作業 

一、基金基本資料 

(一)使用時機 

１、期信事業申請期貨信託基金之募集時，經主管機

關核准募集後辦理。 

２、基金基本資料有異動時。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作業程序 

１、期信事業申請期貨信託基金之募集，經主管機關

核准後，須填寫「期貨信託基金申請書」簽蓋原

留印鑑，註明期信事業相關資訊及期貨信託基金

登錄代碼、基金名稱、募集核准日期、基金募集

對象、保管機構…等資料，並檢附主管機關核准

函影本，向集保結算所申請期貨信託基金登錄作

業。 

２、期信事業完成上述１之作業程序辦理登錄作業

後，應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金資訊申報作業-

基金基本資料(FUN010)」選項，以單筆輸入或檔

案上傳方式將基金基本資料輸入本系統。 

３、期貨信託基金募集成立後，期信事業須填寫「期

貨信託基金申請書」簽蓋原留印鑑，註明基金成

立日並檢附主管機關核准成立函影本，向集保結

算所申請並控管上傳。 

４、期貨信託基金基本資料有異動時，期信事業須填

寫「期貨信託基金申請書」簽蓋原留印鑑，並檢

附相關主管機關變更核准函文或說明文件，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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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結算所申請開放基金上傳控管後，再登入申報

平台進行基金基本資料異動更新。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１、期貨信託基金申請書 

２、基金基本資料檔案上傳格式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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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金淨值 

(一)使用時機 

１、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基金管理辦法」第 77 條之

規定，公告前一營業日基金淨值。 

２、基金淨值有異動時。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作業程序 

１、期信事業依規定於每一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基

金淨值時，應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金資訊申

報作業-基金淨值(FUN020)」選項，將基金名稱、

淨值日期、基金淨資產及單位淨值等資料，以單

筆輸入或檔案上傳方式輸入本系統。如為外幣計

價之基金，其淨值應增加申報該外幣與台幣之折

算匯率及折算後之新台幣基金淨資產及單位淨

值。 

２、基金淨值若有異動時，應依上述１之作業程序將

關資料輸入本系統。如遇有更動(或刪除)淨值之

情形時，申報及公告平台之最新消息部分將顯示

「XX 期信事業之 XX 基金，於 XX 日期將原 XX

日期之基金淨值更正為 XX.XX(或刪除)」。 

３、期信事業可於本作業查詢各旗下基金之淨值資

料。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基金淨值檔案上傳格式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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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金月報 

(一)使用時機 

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基金管理辦法」第 81 條之規

定，每月終了後 10 日內申報每一期貨信託基金月報。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作業程序 

１、期信事業依規定於每月終了後 10 日內申報每一期

貨信託基金月報時，應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

金資訊申報作業-基金月報(FUN030)」選項，選擇

上傳之基金名稱、資料月份後將月報上傳至本系

統。 

２、需修改或刪除原上傳之資料時，可先查詢原上傳

之資料，再勾選欲更動之資料後進行修改或刪

除。 

３、未及於每月終了後 10 日內申報基金月報者，或於

每月 10 日後欲重新申報基金月報者，期信事業須

填寫「期貨信託基金申請書」簽蓋原留印鑑，向

集保結算所申請開放上傳作業後，再依１之作業

程序上傳至本系統。 

４、期信事業可於本作業查詢各月份之上傳檔案及異

動時間。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期貨信託基金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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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金月報檢查表 

(一)使用時機 

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基金管理辦法」第 81 條之規

定，每月終了後 10 日內申報每一期貨信託基金月報檢

查表。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作業程序 

１、期信事業依規定於每月終了後 10 日內申報每一期

貨信託基金月報檢查表時，應登入申報平台，點

選 「 基 金 資 訊 申 報 作 業 - 基 金 月 報 檢 查 表

(FUN170) 」 選 項 或 「 彙 總 申 報 作 業

(APLALL)」，以檔案上傳方式輸入本系統，另可

於特別敘明事項鍵入文字，存檔至本系統；申報

完成後，可點選列印(PDF)功能查詢報表。 

２、需修改或刪除原上傳之資料時，可先查詢原上傳

之資料，再勾選欲更動之資料後進行修改或刪

除。 

３、本作業之各項審查項目皆必須申報，若備註欄位

顯示*時則代表尚未申報完成，期信事業須針對尚

未申報之審查項目進行檔案上傳，最新審查項目

請參考「代碼查詢」。 

４、當保管機構就某筆之基金月報檢查表覆核完成

後，期信事業則無法上傳或修改該筆之月報檢查

表資料，必須請保管機構解除覆核才可進行重新

上傳或修改作業。 

５、未及於每月終了後 10 日內申報基金月報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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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或於每月 10 日後欲重新申報基金月報檢查表

者，期信事業須填寫「期貨信託基金申請書」簽

蓋原留印鑑，向集保結算所申請開放上傳作業

後，再依１之作業程序上傳至本系統。 

６、期信事業可於本作業查詢各月份之上傳檔案及異

動時間，亦可查詢保管機構是否已經覆核完成。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基金月報檢查表檔案上傳格式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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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金銷售資訊 

(一)使用時機 

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事業管理規則」第 37 條之規

定，每月 10 日以前申報上月份經營期貨信託相關業務

表冊時。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作業程序 

１、期信事業於每月終了後 10 日內申報每一期貨信託

基金銷售資訊時，應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金

資訊申報作業-基金銷售資訊(FUN040)」選項，將

基金名稱、統計月份、基金規模、受益權單位

數、申購/買回/定期定額扣款金額、人數及筆數與

通路銷售金額等資訊，以單筆輸入或檔案上傳方

式輸入本系統。 

２、需修改或刪除原上傳之資料時，可先查詢原上傳

之資料，再勾選欲更動之資料後進行修改或刪

除。 

３、未及於每月終了後 10 日內申報基金銷售資訊者，

或於每月 10 日後欲重新申報基金銷售資訊者，期

信事業須填寫「期貨信託基金申請書」簽蓋原留

印鑑，向集保結算所申請開放上傳作業後，再依

１之作業程序上傳至本系統。 

４、期信事業可於本作業查詢各月份之上傳資料及異

動時間。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基金銷售資訊檔案上傳格式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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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基金受益人資訊 

(一)使用時機 

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事業管理規則」第 37 條之規

定，每月 10 日以前申報上月份經營期貨信託相關業務

表冊時。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作業程序 

１、期信事業於每月終了後 10 日內申報每一期貨信託

基金受益人資訊時，應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

金資訊申報作業-基金受益人資訊(FUN050)」選

項，將基金名稱、統計月份、基金受益人國別/類

別代號、月底金額、月底受益人數及月平均金額

等資訊，以單筆輸入或檔案上傳方式輸入本系

統。 

２、需修改或刪除原上傳之資料時，可先查詢原上傳之

資料，再勾選欲更動之資料後進行修改或刪除。 

３、未及於每月終了後 10 日內申報基金受益人資訊

者，或於每月 10 日後欲重新申報基金受益人資訊

者，期信事業須填寫「期貨信託基金申請書」簽

蓋原留印鑑，向集保結算所申請開放上傳作業

後，再依１之作業程序上傳至本系統。 

４、期信事業可於本作業查詢各月份之上傳資料。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基金受益人資訊檔案上傳格式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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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基金投資資訊 

(一)使用時機 

１、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事業管理規則」第 37 條之

規定，每月 10 日以前申報上月份經營期貨信託相

關業務表冊時。 

２、期信事業應於每月終了後 10 日內申報每一期貨信

託基金投資標的/投資地區比率、基金持有標的明

細資料、基金持有期貨契約資料、法規限定比率

明細資料等表冊。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作業程序 

１、期信事業於每月終了後 10 日內申報每一期貨信託

基金投資標的/投資地區比率、基金持有標的明細

資料、基金持有期貨契約資料、法規限定比率明細

資料時，應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金資訊申報作

業-基金投資資訊(FUN060)」選項或「彙總申報作

業(APLALL)」，以檔案上傳方式輸入本系統。 

２、需修改或刪除原上傳之資料時，可先查詢原上傳之

資料，再勾選欲更動之資料後進行修改或刪除。 

３、未及於每月終了後 10 日內申報基金投資資訊者，

或於每月 10 日後欲重新申報基金投資資訊者，期

信事業須填寫「期貨信託基金申請書」簽蓋原留

印鑑，向集保結算所申請開放上傳作業後，再依

１之作業程序上傳至本系統。 

４、期信事業可於本作業查詢各月份之上傳資料。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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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基金投資標的/投資地區比率檔案上傳格式説明 

２、基金持有標的明細資料檔案上傳格式説明 

３、基金持有期貨契約資料檔案上傳格式説明 

４、法規限定比率明細資料檔案上傳格式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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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基金支付費用資訊 

(一)使用時機 

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事業管理規則」第 37 條之規

定，每月 10 日以前申報上月份經營期貨信託相關業務

表冊時。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作業程序 

１、期信事業於每月終了後 10 日內申報每一期貨信託

基金支付費用資訊時，應登入申報平台，點選

「 基 金 資 訊 申 報 作 業 - 基 金 支 付 費 用 資 訊

(FUN070)」選項，將基金名稱、統計月份、手續

費、經理費、交易稅、其他費用、績效報酬及保

管費等資訊，以單筆輸入或檔案上傳方式輸入本

系統。 

２、需修改或刪除原上傳之資料時，可先查詢原上傳之

資料，再勾選欲更動之資料後進行修改或刪除。 

３、未及於每月終了後 10 日內申報基金支付費用資訊

者，或於每月 10 日後欲重新申報基金支付費用資

訊者，期信事業須填寫「期貨信託基金申請書」

簽蓋原留印鑑，向集保結算所申請開放上傳作業

後，再依１之作業程序上傳至本系統。 

４、期信事業可於本作業查詢各月份之上傳資料。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基金支付費用資訊檔案上傳格式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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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基金非營業日 

(一)使用時機 

１、期信事業申報每一期貨信託基金之休假日時。 

２、依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之金管證七字第

09600726863 號函規定，占期貨信託基金淨資產

價值一定比例或主要投資國之休假日情形，應於

一週前辦理申報。另占期貨信託基金淨資產價值

一定比例或主要投資國之最新國家別及其休假日

情形，應辦理公告訊息公告。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作業程序 

１、期信事業申報每一期貨信託基金之休假日時，應

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金資訊申報作業-基金非

營業日(FUN080)」選項，以檔案上傳方式輸入至

本系統或於本作業之查詢畫面點選即可。 

２、欲清除已鍵入之基金之休假日資料時，得選擇清

除鍵刪除已鍵入之資料或選擇檔案上傳之刪除資

訊。 

３、期信事業可於本作業查詢各基金之休假日。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基金非營業日檔案上傳格式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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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基金財務報告書 

(一)使用時機 

１、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基金管理辦法」第 81 條之

規定，每會計年度終了後二個月內申報每一期貨

信託基金年度財務報告時。 

２、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事業管理規則」第 29 條第

2 項規定辦理。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作業程序 

１、期信事業依規定於每會計年度終了後二個月內申

報每一期貨信託基金年度財務報告時，應登入申

報平台，點選「基金資訊申報作業-基金財務報告

書(FUN090)」選項，選擇上傳之基金名稱、資料

年份後將財務報告上傳至本系統。 

２、為利稽核基金年度財務報告之傳輸，基金年度財

務報告一經上傳至本系統將無法修改或刪除，僅

能以重新上傳同一年度之基金年度財務報告進行

更正。 

３、期信事業可於本作業查詢各基金之所有上傳檔案

及異動時間。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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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基金追加募集 

(一)使用時機 

期信事業申請追加募集期貨信託基金，經主管機關核

准後申報相關資料時。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作業程序 

１、期信事業申請追加募集期貨信託基金，經主管機

關核准後，應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金資訊申

報作業-基金追加募集(FUN100)」選項，將追加次

別、追加日期、追加額度、匯入匯率、單位數、

追加後可發行額度等資訊，以單筆輸入或檔案上

傳方式輸入至本系統。 

２、需修改或刪除原上傳之資料時，可先查詢原上傳

之資料，再勾選欲更動之資料後進行修改或刪

除。 

３、期信事業可於本作業查詢各基金之上傳資料及異

動時間。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基金追加募集檔案上傳格式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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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基金公開說明書 

(一)使用時機 

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事業募集期貨信託基金公開說

明書應行記載事項準則」第 27 條之規定申報每一期貨

信託基金公開說明書，更新或修正時亦同。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作業程序 

１、期信事業依規定申報基金公開說明書時，應登入

申報平台，點選「基金資訊申報作業-基金公開說

明書(FUN110)」選項，選擇上傳之基金名稱、資

料月份後將基金公開說明書上傳至本系統。 

２、為利稽核基金公開說明書之傳輸，基金公開說明

書一經上傳至本系統將無法修改或刪除，僅能以

重新上傳同一年度之基金公開說明書進行更正。 

３、期信事業可於本作業查詢各基金之所有上傳檔案

及異動時間。 

４、公告平台所列報之基金公開說明書為該期信事業

上傳之最近一個版本。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37

十三、期貨信託契約 

(一)使用時機 

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基金管理辦法」第 58 條之規定

申報每一期貨信託基金之期貨信託契約，更新或修正

時亦同。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作業程序 

１、期信事業依規定申報基金期貨信託契約時，應登

入申報平台，點選「基金資訊申報作業-期貨信託

契約(FUN150)」選項，選擇上傳之基金名稱、資

料月份後將基金期貨信託契約上傳至本系統。 

２、為利稽核基金期貨信託契約之傳輸，基金期貨信

託契約一經上傳至本系統將無法修改或刪除，僅

能以重新上傳同一月份之基金期貨信託契約進行

更正。 

３、期信事業可於本作業查詢各基金之所有上傳檔案

及異動時間。 

４、公告平台所列報之基金期貨信託契約為該期信事

業上傳之最近一個版本。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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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銷售文件 

(一)使用時機 

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基金管理辦法」第 58 條之規定

申報每一期貨信託基金之有關銷售之文件，更新或修

正時亦同。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作業程序 

１、期信事業依規定申報基金銷售文件時，應登入申

報平台，點選「基金資訊申報作業 -銷售文件

(FUN160)」選項，選擇上傳之基金名稱、資料月

份、銷售文件序號後將基金銷售文件上傳至本系

統。 

２、為利稽核基金銷售文件之傳輸，基金銷售文件一

經上傳至本系統將無法修改或刪除，僅能以重新

上傳同一月份及銷售文件序號之基金銷售文件進

行更正。 

３、期信事業可於本作業查詢各基金之所有上傳檔案

及異動時間。 

４、公告平台所列報之基金銷售文件為該期信事業上

傳之各序號最近一個版本。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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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基金訊息申報 

(一)使用時機 

１、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事業管理規則」第 38 條第

4 項之規定，公告有關期貨信託基金承受或移轉

之事項。 

２、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基金管理辦法」第 35 條之

規定，公告有關銷售機構終止辦理期貨信託基金

銷售業務之事項。 

３、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基金管理辦法」第 73 條之

規定，公告保管機構之承受、移轉或更換之事

項。  

４、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基金管理辦法」第 82 條之

規定，公告有關期貨信託契約內容變更之事項。 

５、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基金管理辦法」第 83 條之

規定，公告有關期貨信託契約終止之事項。 

６、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基金管理辦法」第 84 條之

規定，公告有關期貨信託基金清算及分配方式之

事項。 

７、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基金管理辦法」第 89 條之

規定，公告有關期貨信託基金合併之事項。 

８、期信事業有期貨信託基金募集公告、受益人大會

開會通知、全權委託其他專業機構之相關事項、

基金休假日公告或其他訊息等事項須公告時。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作業程序 

１、期信事業依規定辦理基金訊息申報及公告時，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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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金資訊申報作業-基金訊

息申報(FUN120)」選項，選擇基金名稱及訊息類

別，輸入申報人資料、事實發生日及訊息內容

後，預覽無誤即可存檔至本系統。 

２、辦理訊息申報時，若有相關附件亦可上傳至本系

統。 

３、為保障投資人權益，公告訊息於預覽確認後即無

法修改或刪除，如需更正，應另行公告更正訊息

說明。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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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六、銷售機構異動 

(一)使用時機 

期信事業辦理基金銷售機構新增及變動時。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作業程序 

１、期信事業辦理新增基金銷售機構時，應登入申報平

台，點選「基金資訊申報作業 -銷售機構異動

(FUN130)」選項後，選擇「全新機構」、「新增

銷售機構」或「新增基金」選項，將基金名稱、銷

售機構代號、生效日期及簽約狀態、契約起迄日等

資料，以單筆輸入或檔案上傳方式輸入至本系統。 

２、當期信事業要增加一新基金銷售時，應選取「新

增銷售機構」作業；若期信事業與銷售機構已建

立某檔基金之銷售關係後，可選取「新增基金」

作業進行其他基金之銷售機構新增；若欲新增之

機構從未銷售過該期信事業之任何基金，則選取

「全新機構」進行新增。 

３、「新增基金」之銷售機構異動作業方式係由原來

與該期信事業有關之銷售機構中選取欲新增之機

構，再點選須新增之基金及鍵入資料即完成異

動。 

４、「新增銷售機構」之銷售機構異動作業方式係由

原來與該期信事業有關之銷售基金中選取欲新增

之基金，再點選須新增之銷售機構及鍵入資料即

完成異動。 

５、「全新機構」之銷售機構異動作業方式係選取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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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之單一基金及全新之銷售機構後，再將生效

日期及簽約狀態、契約起迄日等資料鍵入後即完

成。 

６、期信事業欲新增之銷售機構代號尚未登載於本系

統時，應先填寫「期貨信託基金申請書」簽蓋原

留印鑑，註明欲新增之銷售機構等資料，向集保

結算所申請該銷售機構代碼登錄作業。 

７、期信事業可於本作業查詢各基金銷售機構之上傳

資料。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期貨信託基金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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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保管機構覆核作業 

(一)使用時機 

保管機構於期信事業申報月報檢查表後，依月報檢查

表格式覆核期信事業是否依規定辦理相關作業。 

(二)使用機構 

保管機構 

(三)作業程序 

１、保管機構依規定辦理覆核作業時，應登入申報平

台，點選「基金資訊申報作業-保管機構覆核作業

(FUN180)」選項，選擇期信事業、基金名稱及資

料月份後，將列出已上傳基金月報檢查表之名

單，勾選某筆進入查詢明細即可進行覆核作業，

瀏覽期信事業所申報之基金月報檢查表，逐一項

目勾選符合與否(全部 default 在符合)，確認無誤

後於「月報檢查表覆核完成」勾選後儲存，即完

成該基金月報檢查表覆核作業，另可於其他特別

敘明事項鍵入文字，存檔至本系統。保管機構覆

核完成後，可點選列印(PDF)功能查詢報表。 

２、未及於每月終了後 10 日內完成基金月報檢查表覆

核者，或於每月 10 日後欲重新覆核(含修改或解

除覆核)者，保管機構須填寫「期貨信託基金申請

書」簽蓋原留印鑑，向集保結算所申請開放控管

作業後，再依１之作業程序進行覆核作業。 

３、當保管機構欲解除覆核時，應於同一畫面之「月

報檢查表覆核完成」解除勾選後儲存即可。 

４、當保管機構欲修改某審查項目之覆核結果時，應

於同一畫面勾選或解除勾選欲更動項目之覆核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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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後進行儲存即完成修改。 

５、當系統顯示期信事業尚未申報完成時，請保管機

構先向期信事業確認，若保管機構已覆核完成，

期信事業則無法重新上傳、修改或刪除該筆基金

月報檢查表資料。 

６、當期信事業欲重新申報月報檢查表時(保管機構已

覆核完成時)，應請保管機構將原基金月報檢查表

解除覆核後(依 3 之作業程序操作)，再由期信事

業重新上傳，並由保管機構就新上傳之月報檢查

表重新覆核。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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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彙總申報作業 

(一)使用時機 

期信事業彙總基金申報檔案資料上傳。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作業程序 

１、期信事業可將所有申報檔案資料，依上傳檔案規格

彙總於單一檔案即可上傳申報，辦理彙總申報作業

時，應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彙總申報作業

(APLALL)」選項後，將申報檔案上傳至本系統。 

２、期信事業可於各申報作業查詢上傳資料及異動日

期。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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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期信事業資訊查詢作業 

一、期信事業基本資料查詢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信事業基本資料時。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期信事業資訊查詢作

業-期信事業基本資料查詢(QRT010)」選項後，得以

「機構類別及機構名稱」或「統一編號」查詢條件，

查詢機構基本資料及各機構銷售之基金名稱、基金登

錄代碼等資料。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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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銷售機構基本資料查詢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銷售機構基本資料時。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期信事業資訊查詢作

業-銷售機構基本資料查詢(QRT020)」選項後，得以

「機構類別及機構名稱」或「統一編號」查詢條件，

查詢機構基本資料及各機構銷售之基金名稱、基金登

錄代碼等資料。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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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管機構基本資料查詢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保管機構基本資料時。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保管機構、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期信事業資訊查詢作

業-保管機構基本資料查詢(QRT030)」選項後，得以

「機構名稱」或「統一編號」查詢條件，查詢機構基

本資料及各機構保管之基金名稱、基金登錄代碼等資

料。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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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財務報告書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信事業財務報告。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期信事業資訊查詢作

業-財務報告書(QRT040)」選項後，選擇「期信事業」

及「資料年份」後，得依展開之期信事業財務報告清

單點選下載財務報告資料。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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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董監事資訊查詢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信事業董監事資訊。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期信事業資訊查

詢作業-董監事資訊查詢(QRT060)」選項後，選擇

「期信事業」後，查詢董監事資訊。 

２、各期信事業僅得查詢該公司之董監事資訊。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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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公司訊息查詢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信事業之公司公告訊息內容。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期信事業資訊查

詢作業-公司訊息查詢(QRT070)」選項後，選擇

「期信事業」、「訊息類別」及「期間」(申報期

間或事實發生期間擇一選擇)後，查詢或列印公司

訊息內容。 

２、各期信事業僅得查詢該公司之公司訊息。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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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基金資訊查詢作業 

一、基金基本資料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貨信託基金基本資料。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金資訊查詢作

業-基金基本資料(QRF010)」選項後，選擇「期信

事業」及「基金名稱」後，查詢期貨信託基金基

本資料，或辦理基金基本資料之檔案下載。 

２、各期信事業僅得查詢該公司之基金基本資料。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基金基本資料檔案下載格式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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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金淨值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貨信託基金淨值資料。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保管機構、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金資訊查詢作

業-基金淨值(QRF020)」選項後，選擇「期信事

業」、「基金名稱」及「淨值期間」後，查詢期

貨信託基金淨值資料，或辦理基金淨值之檔案下

載。 

２、各期信事業僅得查詢該公司之基金淨值。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基金淨值資料檔案下載格式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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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金月報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貨信託基金月報資料。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保管機構、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金資訊查詢作

業-基金月報(QRF030)」選項後，選擇「期信事

業」、「基金名稱」及「資料月份」後，查詢期

貨信託基金月報資料。 

２、各期信事業僅得查詢該公司之基金月報。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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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金月報檢查表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貨信託基金月報檢查表，並可查詢保

管機構覆核情形、時間及期貨公會審查情形、時間。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保管機構、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金資訊查詢作

業-基金月報檢查表(QRF180)」選項後，選擇「期

信事業」、「基金名稱」及「資料月份」後，查

詢期貨信託基金月報檢查表資料。 

２、可查詢各筆基金月報檢查表之保管機構覆核情

形、時間及期貨公會審查情形、時間。 

３、點選某筆瀏覽「月報檢查表」，可查詢明細資

料，並可列印 PDF 報表。 

４、各期信事業僅得查詢該公司之基金月報檢查表。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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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金銷售資訊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貨信託基金申報之基金銷售資訊。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金資訊查詢作

業-基金銷售資訊(QRF040)」選項後，選擇「期信

事業」、「基金名稱」及「資料月份」後，查詢

期貨信託基金之基金銷售資訊。 

２、各期信事業僅得查詢該公司之基金銷售資訊。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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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基金受益人資訊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貨信託基金申報之基金受益人資訊。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金資訊查詢作

業-基金受益人資訊(QRF050)」選項後，選擇「期

信事業」、「基金名稱」及「資料月份」後，查

詢期貨信託基金之基金受益人資訊。 

２、各期信事業僅得查詢該公司之基金受益人資訊。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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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基金投資資訊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貨信託基金申報之投資標的/投資地區

比率、基金持有標的明細資料、基金持有期貨契約資

料、法規限定比率明細資料。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金資訊查詢作

業-基金投資資訊(QRF060)」選項，點選「投資標

的/投資地區比率」、「基金持有標的明細」、

「基金持有期貨契約資料」或「法規限定比率明

細資料」等資料項目後，選擇「期信事業」、

「基金名稱」及「資料月份」後，查詢期貨信託

基金之基金投資資訊。 

２、各期信事業僅得查詢該公司之基金投資資訊。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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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基金支付費用資訊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貨信託基金申報之基金支付費用資

訊。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金資訊查詢作

業-基金支付費用資訊(QRF070)」選項後，選擇

「期信事業」、「基金名稱」及「資料月份」

後，查詢期貨信託基金之基金支付費用資訊。 

２、各期信事業僅得查詢該公司之基金支付費用資

訊。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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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基金非營業日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貨信託基金之非營業日資訊。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金資訊查詢作

業-基金非營業日(QRF080)」選項後，選擇「期信

事業」、「基金名稱」及「年份」後，查詢期貨

信託基金之基金非營業日資訊。 

２、各期信事業僅得查詢該公司之基金非營業日資

訊。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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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基金財務報告書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貨信託基金之財務報告。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金資訊查詢作

業-基金財務報告書(QRF090)」選項後，選擇「期

信事業」、「基金名稱」及「資料年份」後，查

詢期貨信託基金之基金財務報告。 

２、各期信事業僅得查詢該公司之基金財務報告書。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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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基金追加募集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貨信託基金之基金追加募集資料。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金資訊查詢作

業-基金追加募集(QRF100)」選項後，選擇「期信

事業」及「基金名稱」後，查詢期貨信託基金之

基金追加募集資料。 

２、各期信事業僅得查詢該公司之基金追加募集資

料。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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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基金公開說明書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貨信託基金之基金公開說明書。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金資訊查詢作

業-基金公開說明書(QRF110)」選項後，選擇「期

信事業」、「基金名稱」及「資料月份」後，查

詢期貨信託基金之基金公開說明書資料。 

２、各期信事業僅得查詢該公司之基金公開說明書。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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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期貨信託契約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貨信託基金之基金期貨信託契約。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金資訊查詢作

業-期貨信託契約(QRF160)」選項後，選擇「期信

事業」、「基金名稱」及「資料月份」後，查詢

期貨信託基金之期貨信託契約資料。 

２、各期信事業僅得查詢該公司之基金期貨信託契

約。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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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銷售文件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貨信託基金之基金銷售文件。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金資訊查詢作

業-銷售文件(QRF170)」選項後，選擇「期信事

業」、「基金名稱」、「銷售文件序號」及「資

料月份」後，查詢期貨信託基金之基金銷售文件

資料。 

２、各期信事業僅得查詢該公司之基金銷售文件。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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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基金訊息查詢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貨信託基金之基金公告訊息。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金資訊查詢作

業-基金訊息查詢(QRF120)」選項後，選擇「期信

事業」、「基金名稱」、「訊息類別」及「期

間」(申報期間或事實發生期間擇一選擇)後，查

詢或列印基金訊息內容。 

２、各期信事業僅得查詢該公司之基金訊息。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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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六、銷售機構資料查詢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貨信託基金銷售機構資料。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金資訊查詢作

業-銷售機構資料查詢(QRF130)」選項後，選擇

「期信事業」及「基金名稱」，查詢期貨信託基

金之銷售機構。 

２、各期信事業僅得查詢該公司之銷售機構資訊。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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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申報作業查詢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各項申報作業應申報而未申報情形。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及保管機構。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金資訊查詢作

業-申報作業查詢(QRF140)」選項後，選擇「期信

事業」或「基金名稱」，查詢期信事業或期貨信

託基金之各項申報作業應申報而未申報情形，另

亦可透過本作業查詢期貨信託基金之「投資地區

超限」及「投資標的超限」情形。 

２、各項申報作業之查詢如下： 

（1）每日申報項目—基金淨值：依期貨信託基金

管理辦法第 77 條，期信事業應於每一營業

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期貨信託基金之淨值，如

該日無淨值者，請先於「基金非營業日

(FUN080)」中鍵入資料。使用本作業查詢可

列出每檔基金淨值之應申報未申報日期，如

逾期後補申報亦將列出補申報之日期。 

（2）每月申報項目—業務表冊項目、基金月報檢

查表、保管機構覆核作業、投資地區超限、

投資標的超限：依相關法令每月 10 日前應

申報而未申報之項目，或有基金投資地區或

投資標的之申報合計超過 100%時，將可查

詢列出，該項查詢可於每月項下複選查詢。 

（3）每年申報項目—期信事業財務報告、期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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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基金財務報告書：依「期貨信託事業管理

規則」第 20 條、「期貨信託基金管理辦

法」第 81 條規定，期信事業應於每會計年

度終了後三個月內及期貨信託基金應於每會

計年度終了後二個月內辦理年度財務報告之

申報公告，本項查詢可列出應申報未申報日

期，如逾期後補申報亦將列出補申報之日

期。 

３、各期信事業僅得查詢該公司之基金申報作業情

形。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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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傳檔異常查詢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申報檔案傳檔異常資料。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及期貨公會。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金資訊查詢作

業-傳檔異常查詢(QRF150)」選項後，得以「基金

基本資料上傳」、「基金淨值上傳」、「銷售彙總

資訊上傳」、「基金受益人資訊上傳」、「基金投

資標的/投資地區比率上傳」、「基金持有標的明

細資料上傳」、「基金持有期貨契約資料上傳」、

「法規限定比率明細資料上傳」、「基金支付費用

資訊上傳」、「基金非營業日上傳」、「基金追加

募集上傳」、「銷售機構異動上傳」、「月報檢查

表申報上傳」及「期信事業董監事資訊上傳」(期

貨公會適用)等傳檔異常交易類型，選擇上傳期間

後，查詢申報檔案傳檔異常資料。 

２、各期信事業僅得查詢該公司之傳檔異常情形。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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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日誌檔查詢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各項申報作業之操作相關記錄。 

(二)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保管機構及期貨公會。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系統資訊維護-日

誌檔查詢(SYS090)」選項後，選擇「查詢期間」及

「程式名稱」後，即可查詢該作業之使用者操作相

關記錄。 

２、各使用機構僅得查詢該公司之操作相關記錄情形。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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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公會基金月報審查表查詢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公會之基金月報審查表相關資訊。 

(二)使用機構 

期貨公會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金資訊查詢作

業-公會基金月報審查表查詢(QRF190)」選項後，

選擇「期信事業」、「基金名稱」及「資料月份」

後，查詢期貨信託基金月報審查表資料。 

２、可查詢各筆基金月報審查表之審查情形、時間。 

３、點選某筆瀏覽「基金月報審查表」，可列印 PDF

報表。另可點選 QRF190 查詢結果畫面右下方之列

印(PDF)按鈕，將畫面顯示的所有基金月報審查表

依序印出。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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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市場管理資訊查詢 

一、機構資訊統計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信事業及期貨信託基金統計情形。 

(二)使用機構 

期貨公會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市場管理資訊查詢-機

構資訊統計(TOT010)」選項後，得依「募集對象」及

「資料月份」等查詢條件，查詢或列印期信事業及期貨

信託基金統計情形。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五)其它說明 

使用機構得依基金募集對象分類不同分別查詢各機構資

訊及發行基金數，並能查詢全市場及對不特定人募集之

基金之總銷售機構家數(已生效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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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金募集統計查詢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貨信託基金之募集統計資料。 

(二)使用機構 

期貨公會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市場管理資訊查詢-基

金募集統計(TOT020)」選項後，選擇「期信事業」、

「募集對象」、「募集型態」、「基金類型」、「計價

幣別」、「投資區域」、「投資地區」、「投資標

的」、「表格呈現方式」、「統計方式」及「資料月

份」等查詢條件，查詢或列印「基金募集明細表」、

「基金募集彙總表」、「市場統計表」及「傘型基金明

細表」，查詢期貨信託基金規模、受益人數及傘型基金

等統計資訊。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五)其它說明 

１、使用機構於查詢募集統計資訊時，得以多重複選方

式查詢符合選項條件之基金後，依明細或彙總表形

式將查詢內容呈現，並由統計方式決定表格呈現之

排序或彙總方式之選擇。 

２、市場統計表係統一彙整全市場以基金類型為分類方

式之基金支數、規模與受益人數之統計，使用機構

得藉由市場統計表查詢截至目前最新之市場基金類

型概況。 

３、使用機構得以傘型基金明細表查詢各期信事業旗下

傘型基金之名稱及隸屬該基金之子基金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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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金銷售統計查詢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貨信託基金之銷售統計資料。 

(二)使用機構 

期貨公會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市場管理資訊查詢-基

金銷售統計(TOT030)」選項後，選擇「期信事業」、

「募集對象」、「募集型態」、「基金類型」、「計價

幣別」、「投資區域」、「投資地區」、「投資標

的」、「表格呈現方式」、「統計方式」及「資料月

份」等查詢條件，查詢或列印「基金銷售明細表」、

「基金銷售彙總表」及「支付費用明細表」，查詢期貨

信託基金申購、買回及定期定額扣款等統計資訊。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五)其它說明 

１、使用機構於查詢銷售統計資訊時，得以多重複選方

式查詢符合選項條件之基金後，依明細或彙總表形

式將查詢內容呈現，並由統計方式決定表格呈現之

排序或彙總方式之選擇。 

２、使用機構得以基金支付費用明細表查詢各期信事業

旗下各基金之手續費、交易稅、經理費、保管費、

投資報酬費用及其他費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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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金受益人分類統計查詢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貨信託基金之受益人分類統計資料。 

(二)使用機構 

期貨公會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市場管理資訊查詢-基

金受益人分類統計(TOT040)」選項後，選擇「期信事

業」、「募集對象」、「基金名稱」及「資料月份」等

查詢條件，查詢或列印「基金受益人分類統計表」，查

詢期貨信託基金各受益人類別之人數、月底金額或月平

均金額等統計資訊。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77

五、申報作業控管查詢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信事業之各項申報作業應申報而未申報情

形，及投資範圍是否符合相關法規訂定比例等資料。 

(二)使用機構 

期貨公會及主管機關。 

(三)作業程序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市場管理資訊查詢-申

報作業控管(TOT050)」選項後，選擇「申報作業控管

查詢(TOT051)」，查詢期信事業或期貨信託基金之各

項申報作業應申報而未申報情形；選擇「異常比例控

管查詢(TOT052)」，查詢期信事業或期貨信託基金之

投資範圍是否符合相關法規訂定比例情形；選擇「異

常控管彙整表(TOT053)」，透過異常控管種類「異常

作業控管」及「異常比率控管」選項，可查詢特定期

間之期信事業或期貨信託基金各項申報作業應申報而

未申報情形及投資範圍是否符合相關法規訂定比例情

形。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五)其它說明 

目前異常比例控管查詢得以期信事業申報資料之月份

或從事申報作業之時間擇一查詢，查詢結果將呈現期

信事業或期信基金違反相關法規之申報比率及法規條

號與資料期間，並於投資簡要說明中列出實際申報違

反法令之投資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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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公會維護作業 

一、公會基金月報審查作業 

(一)使用時機 

期貨公會進行期貨信託基金月報檢查表之審查作業時 

(二)使用機構 

期貨公會 

(三)作業程序 

１、期貨公會欲進行審查作業時，應登入申報平台，

點選「公會維護作業 -公會基金月報審查作業

(FUN190)」選項後，選擇「期信事業」、「基金

名稱」及「資料月份」後，將列出已上傳基金月

報檢查表之名單，勾選某筆進入查詢明細即可進

行審查作業。另點選月報檢查表欄位之瀏覽，將

另開視窗顯示基金月報檢查表之 PDF 檔案。 

２、期貨公會於審查表查詢明細中，可逐一項目勾選

正常/異常與否(全部 default 在正常)，亦可勾選單

一項目進行備註輸入，確認無誤後於「月報審查

表審查完成」處勾選並儲存，即完成該基金之審

查作業，另可於其他特別敘明事項及本公會審查

意見暨覆核簽查之欄位處鍵入文字，存檔至本系

統。 

３、期貨公會審查完成該月份基金月報檢查表後，期

信業者不得再上傳申報、修改、刪除該月份基金

月報檢查表之各項資料，保管機構亦不得覆核該

月份基金月報檢查表。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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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會訊息傳輸 

(一)使用時機 

期貨公會發佈訊息於申報平台或公告平台時。 

(二)使用機構 

期貨公會 

(三)作業程序 

期貨公會使用者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公會維護作業-

公會訊息傳輸(MSG010)」選項後，輸入申報人姓名、

申報人職稱、聯絡電話、訊息日期、標題、訊息內容

後，並點選發佈平台及消息置頂欄位後，預覽無誤即

可存檔至本系統，若有相關附件亦可上傳至本系統。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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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會訊息查詢 

(一)使用時機 

期貨公會查詢所有已發佈之訊息內容或修改時。 

(二)使用機構 

期貨公會 

(三)作業程序 

１、期貨公會使用者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公會維護

作業-公會訊息查詢(MSG020)」選項後，選擇訊

息期間後，查詢公會訊息相關資訊。 

２、需修改或刪除原發佈之訊息時，可勾選該筆訊息

資料後進行修改或刪除。 

(四)作業表單或參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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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使用者操作手冊 
壹、登入作業 

一、使用者登入作業(Login)–透過網際網路登入 

(一)作業畫面 
圖 Login-1 (資訊申報平台網際網路登入畫面) 

 

 

 

 

 

 

 

 

 

 

 

 

 

 

 

 

(二)目的 

使用者透過網際網路登入期信基金資訊申報平台進行

申報或查詢作業 

(三)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保管機構、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

機關等使用者 

(四)操作說明 

使用者登入作業(Login)-透過網際網路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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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使用者登入作業畫面請參考，圖 Login-1(資訊申

報平台網際網路登入畫面) 

（1）使用者登入作業畫面請參考，圖 Login-1(資

訊申報平台網際網路登入畫面) 

（2）請輸入使用者代號 

（3） 請輸入使用者密碼 

（4） 按登入按鈕後，輸入安全憑證密碼後，使用

者帳號密碼驗證成功即登入期信申報平台，

圖 Login-2 (使用者登入成功畫面)；驗證失

敗即顯示錯誤訊息，圖 Login-3(使用者登入

失敗畫面)。 
圖 Login-2 (使用者登入成功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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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意事項 

依登入使用者所使用權限不同，導致使用者操作選單

有所差異，另使用者累積錯誤次數達四次，該登入作

業即鎖住不可登入，需待授權使用者或集保重新設定

密碼方可重新登入。

圖 Login-3 (使用者登入失敗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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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者登入作業(Login)–透過 S.M.A.R.T 系統登入 

(一)作業畫面 
圖 Login-4 (S.M.A.R.T 系統登入畫面) 

 
(二)目的 

使用者透過 S.M.A.R.T 系統登入期信基金資訊申報平

台進行申報或查詢作業。  

(三)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及保管機構等使用者 

(四)操作說明 

使用者登入作業(Login)-透過 S.M.A.R.T 系統登入 

１、使 用 者 登 入 作 業 畫 面 請 參 考 ， 圖 Login-4  

(S.M.A.R.T 系統登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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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輸入參加人代號(共 4 碼數字) 

（2） 請輸入使用者代號 

（3） 請輸入使用者密碼 

（4） 按簽到按鈕後，使用者帳號密碼驗證成功後

即登入 S.M.A.R.T 系統。 

（5） 選取左方「集保管理作業」下之「期信基金

資訊申報平台」或直接於交易代號鍵入

「REX0」以進入申報平台，請參考圖

Login-5(S.M.A.R.T 系統登入申報平台操作畫

面)。 
圖 Login-5 (S.M.A.R.T 系統登入申報平台操作畫面) 

(五)注意事項 

使用者密碼操作累積錯誤次數達四次，該登入作業即

鎖住不可登入，需待授權使用者重新設定密碼方可重

新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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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本資料維護 

一、期信事業基本資料維護(BAS010) 

(一)作業畫面 
圖 BAS010-1 (期信事業基本資料維護)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期信事業基本資料維護(BAS010)，維護

期信事業機構基本資料相關資訊。 

(三)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 

(四)操作說明 

期信事業基本資料維護(BAS010)資料維護區 

１、資料維護區請參考，圖 BAS010-1 (期信事業基本

資料維護) 

（1）系統依登入之使用者代號，顯示該機構代號

及機構類型，其它欄位由使用者輸入資料或

修改，正確無誤後按存檔按鈕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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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料顯示欄位如下： 

機構代號(由系統自動帶入) 

機構類型(由系統自動帶入) 

機構類別(由系統自動帶入) 

公司名稱(由系統自動帶入) 

資本額(百萬元)(必輸欄位) 

聯絡電話(必輸欄位) 

負責人(必輸欄位) 

統一編號(由系統自動帶入) 

通訊地址(必輸欄位) 

公司網址(非必輸欄位) 

公司 E-Mail(非必輸欄位) 

（3） 按重新輸入鈕，系統將各欄位還原初始值或

清空白，使用者重新輸入資料。 

(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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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銷售機構基本資料維護(BAS020) 

(一)作業畫面 
圖 BAS020-1 (銷售機構基本資料維護)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銷售機構基本資料維護(BAS020)，維護

銷售機構基本資料相關資訊。 

(三)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 

(四)操作說明 

銷售機構基本資料維護(BAS020)分為銷售機構選擇

區、資料維護區 

１、銷售機構選擇區請參考，圖 BAS020-1 (銷售機構

基本資料維護) 

（1） 請選擇銷售構機構。 

（2）按確定按鈕，依上述所選機構維護銷售機構

基本資料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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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資料維護區請參考，圖 BAS020-1 (銷售機構基本

資料維護) 

（1）依畫面欄位指示輸入資料或修改，正確無誤

後按存檔鈕存檔。 

（2） 資料顯示欄位如下： 

機構代號(由系統自動帶入) 

機構類型(由系統自動帶入) 

機構類別(由系統自動帶入) 

公司名稱(由系統自動帶入) 

資本額(百萬元)(必輸欄位) 

聯絡電話(必輸欄位) 

負責人(必輸欄位) 

統一編號(由系統自動帶入) 

通訊地址(必輸欄位) 

公司網址(非必輸欄位) 

公司 E-Mail(非必輸欄位) 

（3）按重新輸入鈕，系統將各欄位還原初始值或

清空白，使用者重新輸入資料。 

(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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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管機構基本資料維護(BAS030) 

(一)作業畫面 
圖 BAS030-1 (保管機構基本資料維護)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保管機構基本資料維護(BAS030)，維護

保管機構基本資料相關資訊。 

(三)適用對象 

保管機構 

(四)操作說明 

保管機構基本資料維護(BAS030)資料維護區 

１、資料維護區請參考，圖 BAS030-1 (保管機構基本

資料維護)。 

（1） 系統依登入之使用者代號，顯示該機構代號

及機構類型，其他欄位由使用者輸入資料或

修改，正確無誤後按存檔按鈕存檔。 

（2） 資料顯示欄位如下： 

機構代號(由系統自動帶入) 

機構類型(由系統自動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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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類別(由系統自動帶入) 

公司名稱(由系統自動帶入) 

資本額(百萬元)(必輸欄位) 

聯絡電話(必輸欄位) 

負責人(必輸欄位) 

統一編號(由系統自動帶入) 

通訊地址(必輸欄位) 

公司網址(非必輸欄位) 

公司 E-Mail(非必輸欄位) 

（3） 按重新輸入鈕，系統將各欄位還原初始值或

清空白，使用者重新輸入資料。 

(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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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用者基本資料維護(BAS040) 

(一)作業畫面 
圖 BAS040-1 (使用者基本資料維護) 

(二)目的 

授權使用者可透過使用者基本資料維護(BAS040)作新增/

修改及刪除一般使用者代號及查詢使用者代號等功能。 

(三)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保管機構、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等使用者 

(四)操作說明 

使用者基本資料維護(BAS040)分為新增、刪除及異動等

作業(圖 BAS040-1) 

１、新增一般使用者作業 

（1） 由期信事業及保管機構之授權使用者輸入欲

新增之一般使用者代號。(登入方式申請為經

由 S.M.A.R.T.連線工作站登入者，所有使用

者代號必須先於 S.M.A.R.T 系統建置才可於

申報平台新增該使用者代號。) 

（2） 按確定後，系統自動代出該使用者名稱，再

選取群組-「一般使用者」按確定後即完成新



 93

增作業。 

（3） 點選「查詢已使用者代號」，可查詢本身之

S.M.A.R.T 系統使用者，且畫面中所屬群組

欄位有顯示資料者，則代表該使用者代號為

申報平台使用者。(請參考圖 BAS040-2 查詢

已使用代號)。 

（4） 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之授權使用者輸

入欲新增之一般使用者代號(01~99)及群組、

使用者名稱及密碼等資訊後完成新增。(可點

選「查詢已使用代號」查詢已建置之使用者

代號，請參考圖 BAS040-2)。(若登入方式申

請為經由網際網路登入者亦適用) 

２、刪除一般使用者作業 

（1） 由期信事業及保管機構之授權使用者輸入欲

刪除之一般使用者代號。 

（2） 按確定後，系統自動帶出該使用者資料，再

按刪除鍵即完成刪除，一旦系統刪除該使用

者代號後，該使用者將無法登入申報平台。

(該使用者代號仍存於 S.M.A.R.T 系統，若要

真正刪除該使用者代號，則請依照

S.M.A.R.T 系統作業程序刪除。) 

（3） 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之授權使用者輸

入欲刪除之「一般使用者代號」後，即可以

刪除鍵刪除該使用者。(若登入方式申請為經

由網際網路登入者亦適用) 

３、一般使用者異動作業 

（1） 期信事業及保管機構遇「一般使用者代號」

持有人異動時，應由「授權使用者代號」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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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於 S.M.A.R.T 系統變更使用者基本資

料、名稱及密碼。 

（2） 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之授權使用者輸

入欲變更之「一般使用者代號」後，變更使

用者名稱及密碼即完成異動作業。(若登入方

式申請為經由網際網路登入者亦適用) 
圖 BAS040-2 (查詢已使用帳號) 

(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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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使用者密碼變更(BAS050) 

(一)作業畫面 
圖 BAS050-1 (使用者密碼變更)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使用者密碼變更(BAS050)作密碼變更設定 

(三)適用對象 

期貨公會、央行、主管機關等使用者 

(四)操作說明 

使用者密碼變更(BAS050)資料維護區 

１、資料維護區請參考，圖 BAS050-1 (使用者密碼變更) 

（1） 系統依登入之使用者代號，顯示該使用者代

號，供使用者做密碼變更設定，按確定按鈕存

檔。(若登入方式申請為經由網際網路登入者亦適用) 

（2）顯示欄位如下： 

舊密碼 

新密碼 

密碼確認 

(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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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代碼查詢(BAS060) 

(一)作業畫面 
圖 BAS060-1 (代碼查詢)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代碼查詢(BAS060)，可查詢機構代號、基金代

號及基金登錄代碼、基金類型、投資地區、投資標的、幣別

代碼、交易所代碼、標的契約代碼、法規代碼資料等相關資

訊。 

(三)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保管機構、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 

(四)操作說明 

１、代碼查詢(BAS060)，請參考 BAS060-1(代碼查詢) 

（1）請選擇參數類型 

（2） 按查詢按鈕，依上述所選參數類型顯示相關

資訊。 

２、資料顯示說明如下： 

（1） 機構代號查詢結果顯示欄位，圖 BAS060-2 

(機構代號查詢) 

機構代號、機構名稱 

（2） 基金代號及基金登錄代碼查詢結果顯示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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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圖 BAS060-3 (基金代號及基金登錄代碼) 

基金代號、基金登錄代碼、基金名稱 

（3） 基金類型查詢結果顯示欄位，圖 BAS060-4 

(基金類型查詢) 

參數代碼、參數名稱 

（4）投資地區查詢結果顯示欄位，圖 BAS060-5 

(投資地區查詢) 

參數代碼、參數名稱 

（5）投資標的查詢結果顯示欄位，圖 BAS060-6 

(投資標的查詢) 

參數代碼、參數名稱 

（6）幣別代碼查詢結果顯示欄位，圖 BAS060-7 

(幣別代碼查詢) 

參數代碼、參數名稱 

（7） 交易所代碼查詢結果顯示欄位，圖 BAS060-8 

(交易所代碼查詢) 

交易所代碼、顯示順序、交易所中文名稱、

交易所英文名稱、交易所簡稱 

（8） 標的契約查詢結果顯示欄位，圖 BAS060-9 

(標的契約查詢) 

交易所代碼、顯示順序、Exchange、簡稱、

契約名稱、Contract、期貨/期權/選擇權、類

型、標的契約代碼 

（9） 法規代碼查詢結果顯示欄位，圖 BAS060-10 

(法規代碼查詢) 

申報主體、法規代碼、顯示順序、法規條

號、申報檔須填寫之商品或機構名稱、邏

輯、值 1、值 2、法規簡要說明、法規簡稱 

３、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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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出。 
圖 BAS060-2 (機構代號查詢) 

 
圖 BAS060-3 (基金代號及基金登錄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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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AS060-4 (基金類型) 

圖 BAS060-5 (投資地區) 

 

圖 BAS060-6 (投資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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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AS060-8 (交易所代碼) 

 

圖 BAS060-7 (幣別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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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AS060-9 (標的契約代碼) 

 
圖 BAS060-10 (法規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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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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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期信事業資訊申報作業 

一、期信事業財務報告書(FUR010) 

(一)作業畫面 
圖 FUR010-1 (期信事業財務報告書上傳檔案申報)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期信事業財務報告書項目(FUR010)，選擇

年度、及要上傳之檔案，將檔案上傳申報。 

(三)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 

(四)操作說明 

期信事業財務報告書(FUR010)分為上傳檔案區、查詢區 

１、上傳檔案區請參考，圖 FUR010-1 (上傳檔案申報) 

（1） 請選擇上傳資料年度 

（2） 請選擇瀏覽按鈕將要上傳之檔案加入 

（3）按上傳按鈕，可上傳要申報資料，完成後顯

示上傳成功。 

２、查詢區請參考，圖 FUR010-2 (期信事業財務報告

書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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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查詢結果顯示表格欄位如下 

資料年份、異動時間、文件下載 

（2）按瀏覽，可將上傳之文件下載。 

（3） 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 

（4）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

出。 
圖 FUR010-2 (期信事業財務報告書資料查詢結果) 

(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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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信事業董監事資訊(FUR030) 

(一)作業畫面 
圖 FUR030-1 (期信事業董監事資訊-單筆輸入) 

 
圖 FUR030-1-1 (期信事業董監事資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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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期信事業董監事資訊項目(FUR030)，依

期信事業、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等條件，進行單筆申

報或由 CSV 上傳檔案相關資訊。 

(三)適用對象 

期貨公會 

(四)操作說明 

期信事業董監事資訊(FUR030)分為上傳檔案申報、單

筆輸入申報、查詢區。 

１、上傳檔案申報區請參考，圖 FUR030-1-1(期信事

業董監事資訊 CSV 申報)。 

（1）請選擇瀏覽按鈕選擇要上傳之 CSV 檔案(檔

案格式依集保上下傳檔案規格) 

（2）請按下上傳鈕，如檔案無誤，則顯示上傳檔

案成功，若不成功，則顯示上傳異常，請至

<<基金資訊查詢作業-傳檔異常查詢>>! 

２、單筆輸入區請參考，圖 FUR030-1 (單筆輸入申報) 

（1）請選擇期信事業，並輸入身分證字號或統一

編號，按確定後如有資料會出現在下方期信

事業董監事畫面，欄位有人員性質、國藉、

職稱、姓名、郵遞區號、居所/法人所在地、

持有股數。 

（2） 輸入完後按存檔，將可將資料儲存，如需再

新增另一筆資料，請按重新輸入按鈕，即可

新增下一筆資料。 

３、查詢區請參考，圖 FUR030-2(期信事業董監事資

訊查詢畫面) 

（1） 查詢結果顯示表格欄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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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信事業、申報日期、人員性質、國籍、姓

名、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持有股數、職

稱、郵遞區號、居住/法人所在地 

（2）只可勾選一筆，按修改可修改此筆資料內

容。 

（3） 可勾選多筆，按刪除可刪除勾選之資料。 

（4）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 

（5）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

出。 
圖 FUR030-2 (期信事業董監事資訊畫面) 

４、修改區請參考，圖 FUR030-3(期信事業董監事資

訊查詢畫面) 

（1） 可修改欄位如下：人員性質、國籍、姓名、

郵遞區號、居住/法人所在地、持有股數 

（2） 修改以上欄位後，按儲存即完成修改此筆資

料。 
圖 FUR030-3 (期信事業董監事資訊畫面) 

(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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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訊息申報(FUR040) 

(一)作業畫面 
圖 FUR040-1 (單筆訊息申報)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公司訊息申報(FUR040)，依訊息類別、

申報人姓名、申報人職稱、聯絡電話、事實發生日、

訊息內容、附件上傳等申報公司訊息。 

(三)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 

(四)操作說明 

公司訊息申報(FUR040)分為單筆輸入申報區、資料預

覽儲存區 

１、單筆輸入申報區請參考，圖 QRF040-1(公司訊息申報)

請選擇訊息類別 

（1） 請輸入申報人姓名 

（2） 請輸入申報人職稱(非必輸) 

（3） 請輸入聯絡電話(非必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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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輸入事實發生日 

（5） 請輸入訊息內容 

（6） 請輸入附件(非必輸) 

（7） 按預覽會將資料開窗顯示 

２、資料預覽儲存區請參考，圖 FUR040-2 (公司訊息

申報預覽畫面) 

（1） 資料預覽顯示畫面欄位如下： 

期信事業、事實發生日、申報日期、申報

人、職稱、聯絡電話、訊息類別、訊息內

容、附件上傳瀏覽(有附件才顯示) 

（2）按儲存按鈕，將資料儲存 

（3） 按修改，則可返回圖 FUR040-1 修改資料 
圖 FUR040-2 (公司訊息申報預覽畫面) 

(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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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基金資訊申報作業 

一、基金基本資料(FUN010) 

(一)作業畫面 
圖 FUN010-1 (基金基本資料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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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金基本資料維護(FUN010)，申報所屬

期信基金基本資料。 

(三)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 

(四)操作說明 

基金基本資料 (FUN010)分為基金基本資料上傳檔案

申報、單筆輸入申報 

１、基金基本資料上傳檔案申報 

（1） 點選基金基本資料上傳檔案申報可連結至彙

總申報作業(APLALL)，請參考圖 FUN010-2 

(彙總申報作業) 

（2） 按瀏覽選擇要上傳的檔案(檔案格式依集保上

下傳檔案規格) 

（3） 按上傳鍵完成上傳，如檔案無誤，則顯示上

傳檔案成功，若不成功，則顯示上傳異常，

請至<<基金資訊查詢作業-傳檔異常查詢>>! 

２、單筆輸入申報 

（1） 輸入基金登錄代碼 

（2） 按確定即可輸入基金基本資料 

（3） 基金類型若選擇組合型基金且投資型態選擇

投資國外時，組合型投資方式為必選欄位。 

（4） 基金基本資料若有受控管，基金資料將無法

修改。 

（5） 輸入完畢按存檔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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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FUN010-2 (彙總申報作業) 

 

(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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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金淨值(FUN020) 

(一)作業畫面 
圖 FUN020-1 (基金淨值維護)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金淨值申報(FUN020)，申報所屬期信

基金淨值。 

(三)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 

(四)操作說明 

基金淨值(FUN020)分為基金淨值上傳申報、基金淨值

單筆申報、基金淨值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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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基金淨值上傳檔案申報 

（1）點選基金淨值上傳檔案申報可連結至彙總申

報作業(APLALL)，請參考圖 FUN020-2 (彙

總申報作業) 

（2） 按瀏覽選擇要上傳的檔案(檔案格式依集保上

下傳檔案規格) 

（3） 按上傳鍵完成上傳，如檔案無誤，則顯示上

傳檔案成功，若不成功，則顯示上傳異常，

請至<<基金資訊查詢作業-傳檔異常查詢>>! 

２、基金淨值單筆申報 

（1）選取基金名稱 

（2） 選取淨值日期 

（3）按確定即可輸入基金淨值資料 

（4） 輸入完畢按存檔按鈕 

３、基金淨值查詢請參考，圖 FUN020-3 (基金淨值查詢結

果)，圖 FUN020-4 (基金淨值列印)，圖 FUN020-5 (基

金淨值修改) 

（1） 選取基金名稱 

（2） 選取淨值日期 

（3） 按確定即出現查詢結果 

（4）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 

（5）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

出 

（6）按修改可修改該日淨值資料 

（7）按刪除可刪除該日淨值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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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FUN020-2 (彙總申報作業) 

 

 
圖 FUN020-3 (基金淨值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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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意事項 

無

圖 FUN020-4 (基金淨值列印) 

圖 FUN020-5 (基金淨值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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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金月報(FUN030) 

(一)作業畫面 
圖 FUN030-1 (基金月報查詢)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金月報申報(FUN030)，申報所屬期信

基金月報。 

(三)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 

(四)操作說明 

基金月報 (FUN030)分為上傳檔案申報、月報查詢 

１、基金月報上傳案申報 

（1）請選擇上傳資料月份 

（2）請選擇基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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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瀏覽選擇要上傳的檔案 

（4） 按上傳按鈕，可上傳要申報的資料，完成後

顯示上傳成功。 

２、月報查詢請參考，圖 FUN020-2 (基金月報查詢結

果)，圖 FUN030-3 (列印)，圖 FUN030-4 (修改畫面) 

（1） 選取基金名稱 

（2） 選取資料月份範圍 

（3） 按查詢即出現查詢結果 

（4） 按瀏覽可下載該月報文件 

（5） 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 

（6）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

出。 

（7） 選取某筆按修改可重新上傳該筆月報資料 

（8） 選取某筆或多筆按刪除可刪除所選取之月報

資料。 
圖 FUN030-2 (基金月報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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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FUN030-3 (列印) 

 
圖 FUN030-4 (修改畫面) 

(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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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金月報檢查表(FUN170) 

(一)作業畫面 
圖 FUN170-1 (基金月報檢查表申報)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金月報檢查表(FUN170)，申報所屬期

信基金月報檢查表相關資訊。 

(三)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 

(四)操作說明 

基金月報檢查表申報(FUN170)分為基金月報檢查表上

傳檔案申報、基金月報檢查表查詢、基金月報檢查表

明細查詢。 

１、基金月報檢查表上傳檔案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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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選基金月報檢查表上傳檔案申報可連結至

彙總申報作業(APLALL)，請參考，圖 

FUN170-2 (彙總申報作業) 

（2）按瀏覽選擇要上傳的檔案(檔案規格依集保上

下傳檔案規格) 

（3）按上傳鍵完成上傳，如檔案無誤，則顯示上

傳檔案成功，若不成功，則顯示上傳異常，

請至<<基金資訊查詢作業-傳檔異常查詢>>! 

２、基金月報檢查表查詢請參考，圖 FUN170-1 (基金

月報檢查表申報) 

（1） 選取基金名稱 

（2）選取資料月份 

（3）按查詢即於下方顯示查詢結果 

（4）按圖 FUN170-1 畫面下方之列印(PDF)按

鈕，可將畫面表格中的基金月報檢查表轉成

PDF 檔依序列印。 

（5）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

出。 

（6）選取某筆按查詢明細按鈕，可查詢、修改或

刪除該月份基金月報檢查表明細資料。 

（7） 畫面表格欄位說明： 

a.覆核完成及覆核時間係指該基金之保管機構

是否完成覆核作業。 

b.備註欄位有＊顯示，代表該基金月報檢查表

之審查項目仍有部份項目尚未申報。 

３、基金月報檢查表明細查詢 

（1）期信事業對該份基金月報檢查表有特別敘明

事項時，可於該欄位填入文字後，按儲存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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鈕即可。 

（2）選取某筆審查項目按修改按鈕，可修改該項

之申報資料。 

（3）選取某筆審查項目按刪除按鈕，可刪除該項

之申報資料。 

（4） 按列印 PDF 按鈕，可將該月份基金月報檢查

表轉成 PDF 檔列印。 

（5）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畫面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出。 
圖 FUN170-2 (彙總申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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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意事項 

１、保管機構覆核完成該月份基金月報檢查表後，期

信業者不得再上傳申報、修改、刪除該月份基金

月報檢查表之各項資料。 

２、期貨公會審查完成該月份基金月報檢查表後，期

信業者不得再上傳申報、修改、刪除該月份基金

月報檢查表之各項資料。 

３、申報月份經上傳控管後，期信業者不得再上傳申

報、修改、刪除該月份基金月報檢查表之各項資

料，若需重新上傳申報時，請再填具相關表單向

集保結算所申請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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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金銷售彙總資訊(FUN040) 

(一)作業畫面 
圖 FUN040-1 (基金銷售彙總資訊)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金銷售彙總資訊(FUN040)，申報所屬

期信基金銷售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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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 

(四)操作說明 

基金銷售彙總資訊(FUN040)分為基金銷售資訊上傳申

報、基金銷售資訊單筆申報、基金銷售資訊查詢 

１、基金銷售資訊上傳申報 

（1） 點選基金銷售資訊上傳申報可連結至彙總申

報作業(APLALL)，請參考，圖 FUN040-2 

(彙總申報作業) 

（2） 按瀏覽選擇要上傳的檔案(檔案格式依集保上

下傳檔案規格) 

（3） 按上傳鍵完成上傳，如檔案無誤，則顯示上

傳檔案成功，若不成功，則顯示上傳異常，

請至<<基金資訊查詢作業-傳檔異常查詢>>! 

２、基金銷售資訊單筆申報 

（1）選取統計月份 

（2）選取基金名稱 

（3）按確定即可輸入基金銷售資訊相關資料 

（4）輸入完畢按存檔按鈕 

３、基金銷售資訊查詢請參考，圖 FUN040-3 (基金銷

售資訊查詢 )、圖  FUN040-4 (基金銷售資訊列

印)、圖 FUN040-5 (基金銷售資訊修改) 

（1）選取基金名稱 

（2）選取統計年月 

（3）按確定即出現查詢結果 

（4） 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 

（5）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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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選取某筆按修改可修改該月份基金銷售資訊

相關資料。 

（7） 選取某筆或多筆按刪除可刪除選取月份之申

報資料。 
圖 FUN040-2 (彙總申報作業) 

 

 
 

圖 FUN040-3 (基金銷售資訊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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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意事項 

無

圖 FUN040-4 (基金銷售資訊列印) 

圖 FUN040-5 (基金銷售資訊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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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基金受益人資訊(FUN050) 

(一)作業畫面 
圖 FUN050-1 (基金受益人資訊)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金受益人資訊(FUN050)，申報所屬期

信基金受益人資訊。 

(三)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 

(四)操作說明 

基金受益人資訊(FUN050)分為基金受益人資訊上傳檔

案申報、基金受益人資訊單筆申報、基金受益人資訊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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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基金受益人資訊上傳檔案申報 

（1） 點選基金受益人資訊上傳檔案申報可連結至

彙總申報作業(APLALL)，請參考圖 

FUN050-2 (彙總申報作業)。 

（2） 按瀏覽選擇要上傳的檔案(檔案格式依集保上

下傳檔案規格) 

（3）按上傳鍵完成上傳，如檔案無誤，則顯示上

傳檔案成功，若不成功，則顯示上傳異常，

請至<<基金資訊查詢作業-傳檔異常查詢>>! 

２、基金受益人資訊單筆申報 

（1） 選取統計月份 

（2） 選取基金名稱 

（3） 選取統計申報基礎 

（4） 選取受益人國別代號 

（5）選取受益人類別代號 

（6）按確定即可輸入基金受益人資訊 

（7）輸入完畢按存檔按鈕 

３、基金受益人資訊查詢請參考，圖 FUN050-3 (基金

受益人資訊查詢)，圖 FUN050-4 (基金受益人資

訊列印)，圖 FUN050-5 (基金受益人資訊修改) 

（1）選取基金名稱 

（2） 選取資料月份 

（3）按確定即出現查詢結果 

（4） 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 

（5）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

出。 

（6） 選取某筆按修改可修改該筆相關資料 

（7） 選取某筆或多筆按刪除可刪除該筆相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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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FUN050-2 (彙總申報作業) 

 
 

 
 

圖 FUN050-3 (基金受益人資訊查詢結果) 



 131

 
 

圖 FUN050-5 (基金受益人資訊修改) 

(五)注意事項 

無

圖 FUN050-4 (基金受益人資訊列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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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基金投資資訊(FUN060) 

(一)作業畫面 
圖 FUN060-1 (基金投資資訊)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金投資資訊(FUN060)，申報所屬期信基金

投資標的/投資地區比率、基金持有標的明細、基金持有期

貨契約資料、法規限定比率明細資料等相關資訊。  

(三)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 

(四)操作說明 

基金投資資訊(FUN060)分為基金投資標的/投資地區比率上

傳檔案申報、基金投資資訊查詢 

１、基金投資資訊等上傳檔案申報 

（1）點選基金投資標的/投資地區比率上傳檔案申

報可連結至彙總申報作業(APLALL)，請參

考圖 FUN020-2 (彙總申報作業) 

（2）按瀏覽選擇要上傳的檔案(檔案格式依集保上

下傳檔案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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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上傳鍵完成上傳，如檔案無誤，則顯示上

傳檔案成功，若不成功，則顯示上傳異常，

請至<<基金資訊查詢作業-傳檔異常查詢>>! 

２、基金投資資訊查詢請參考，圖 FUN060-3 (基金投

資資訊查詢 )，圖  FUN060-4 (基金投資資訊列

印)，圖 FUN060-5 (基金投資資訊修改) 

（1）基金投資標的/投資地區比率上傳查詢 

a.投資資訊請選擇基金投資標的/投資地區比率

上傳 

b.請選擇基金名稱 

c.輸入資料月份 

d.按查詢按鈕即出現查詢結果 

e.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 

f.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

出。 

g.選取某筆按修改可修改該筆基金投資標的/投

資地區比率資料 

h.選取某筆或多筆按刪除可刪除該筆基金投資

標的/投資地區比率資料 

（2）基金持有標的明細資料上傳查詢 

a.投資資訊請選擇基金持有標的明細資料上傳 

b.請選擇基金名稱 

c.輸入資料月份 

d.按查詢按鈕即出現查詢結果 

e.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 

f.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

出。 

g.選取某筆按修改可修改該筆基金持有標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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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資料 

h.選取某筆或多筆按刪除可刪除該筆基金持有

標的明細資料  

（3）基金持有期貨契約資料上傳 

a.投資資訊請選擇基金持有期貨契約資料上傳 

b.請選擇基金名稱 

c.輸入資料月份 

d.按查詢按鈕即出現查詢結果 

e.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 

f.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

出。 

g.選取某筆按修改可修改該筆基金持有期貨契

約資料 

h.選取某筆或多筆按刪除可刪除該筆基金持有

期貨契約資料 

（4）法規限定比率明細資料上傳 

a.投資資訊請選擇法規限定比率明細資料上傳 

b.請選擇基金名稱 

c.輸入資料月份 

d.按查詢按鈕即出現查詢結果 

e.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 

f.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出。 

g.選取某筆按修改可修改該法規限定比率明細

資料 

h.選取某筆或多筆按刪除可刪除該法規限定比

率明細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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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FUN060-2 (彙總申報作業) 

 

 
圖 FUN060-3 (基金投資資訊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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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意事項 

無

圖 FUN060-4 (基金投資資訊列印) 

圖 FUN060-5 (基金投資資訊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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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基金支付費用資訊(FUN070) 

(一)作業畫面 
圖 FUN070-1 (基金支付費用資訊)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金支付費用資訊(FUN070)，申報所屬期信

基金支付費用相關資訊。 

(三)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 

(四)操作說明 

基金支付費用資訊(FUN070)分為基金支付費用資訊上傳檔

案申報、基金支付費用資訊單筆申報、基金支付費用資訊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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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基金支付費用資訊上傳檔案申報 

（1） 點選基金支付費用資訊上傳檔案申報可連結

至彙總申報作業(APLALL)，請參考，圖 

FUN070-2 (彙總申報作業) 

（2）按瀏覽選擇要上傳的檔案(檔案格式依集保上

下傳檔案規格) 

（3） 按上傳鍵完成上傳，如檔案無誤，則顯示上

傳檔案成功，若不成功，則顯示上傳異常，

請至<<基金資訊查詢作業-傳檔異常查詢>>! 

２、基金支付費用資訊單筆申報 

（1）選取統計月份 

（2）選取基金名稱 

（3）按確定即可輸入基金支付費用等相關資訊 

（4）輸入完畢按存檔按鈕 

３、基金支付費用資訊查詢請參考，圖 FUN070-3 (基

金支付費用資訊查詢結果)、圖 FUN070-4 (基金

支付費用資訊列印)、圖 FUN070-5 (基金支付費

用資訊修改) 

（1） 選取基金名稱 

（2）選取統計月份 

（3）按確定即出現查詢結果 

（4）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 

（5）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

出。 

（6）選取某筆按修改可修改該月份基金支付費用

資訊 

（7）選取某筆或多筆按刪除可刪除該月份基金支

付費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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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FUN070-2 (彙總申報作業) 

 

 
 

 
 
 

圖 FUN070-3 (基金支付費用資訊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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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意事項 

無

圖 FUN070-4 (基金支付費用資訊列印) 

圖 FUN070-5 (基金支付費用資訊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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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基金非營業日(FUN080) 

(一)作業畫面 
圖 FUN080-1 (基金非營業日)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金非營業日申報(FUN080)，依基金名稱、

年份等條件，申報基金非營業日相關資訊。  

(三)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 

(四)操作說明 

基金非營業日申報(FUN080)分為基金非營業日上傳檔案申

報、基金非營業日查詢/修改區 

１、基金非營業日上傳檔案申報，圖 FUN080-1 (基金

非營業日) 

（1）點選基金非營業日上傳檔申報可連結至彙總

申報作業(APLALL) 

（2）按瀏覽選擇要上傳的檔案(檔案格式依集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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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傳檔案規格) 

（3）按上傳鍵完成上傳，如檔案無誤，則顯示上

傳檔案成功，若不成功，則顯示上傳異常，

請至<<基金資訊查詢作業-傳檔異常查詢>>! 

２、基金非營業日查詢/修改區請參考，圖 FUN080-2 

(基金非營業日查詢結果) 

（1）請選擇基金名稱、查詢年份 

（2）查詢結果以年曆方式顯示，亦可於畫面上進

行新增或修改。 

（3）點選月曆上的日期一下為非營業日、二下為

營業日 

（4） 按儲存設定按鈕，將修改之資料儲存。 

（5）按重新查詢設定按鈕，返回查詢區重新查詢 

（6）按列印畫面按鈕，顯示列印畫面(圖 

FUN080-3) 

（7）按清除按鈕，將回復為初始設定結果，並按

儲存設定按鈕，則完全清除輸入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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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FUN080-2 (基金非營業日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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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FUN080-3 (基金非營業日列印畫面) 

 

(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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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基金財務報告書(FUN090) 

(一)作業畫面 
圖 FUN090-1 (基金財務報告書)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金財務報告書項目(FUN090)進行申報、查

詢基金財務報告書。申報時依上傳資料年份、基金名稱等

相關資訊申報；查詢時依基金名稱、資料年份等資訊查詢 

(三)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 

(四)操作說明 

基金財務報告書(FUN090)分為上傳檔案區、查詢結果顯示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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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上傳檔案區請參考，圖 FUN090-1 (基金財務報告

書) 

（1）基金財務報告書上傳部份 

a.請選擇上傳資料年份 

b.請選擇基金名稱 

c.請按瀏覽按鈕將要上傳之檔案加入 

d.按上傳按鈕，可上傳要申報資料，完成後顯

示上傳成功。 

（2）基金財務報告書查詢條件輸入部份 

a.請選擇基金名稱 

b.請選擇資料年份(起) 

c.請選擇資料年份(迄) 

d.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基金財務報

告書相關資訊。 

２、查詢結果顯示區請參考，圖 FUN090-2 (基金財務

報告書查詢結果) 

（1）查詢結果顯示表格欄位如下：資料年份、基

金名稱、異動時間、文件下載 

（2）按瀏覽可將上傳之文件下載開啟或儲存 

（3）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圖 FUN090-3) 

（4） 按重新查詢按鈕，關閉此頁面。 

（5）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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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FUN090-2 (基金財務報告書查詢結果) 

 
 

圖 FUN090-3 (基金財務報告書列印) 

(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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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基金追加募集(FUN100) 

(一)作業畫面 
圖 FUN100-1 (基金追加募集)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金追加募集(FUN100)進行申報所屬期信基金

追加募集相關資訊 

(三)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 

(四)操作說明 

基金追加募集(FUN100)分為基金追加募集上傳檔案申報、單

筆申報、基金追加募集資訊查詢 

１、上傳檔案申報區請參考，圖 FUN100-1 (基金追加

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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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選基金追加募集上傳檔案申報可連結至彙

總申報作業(APLALL) 

（2）按瀏覽選擇要上傳的檔案(檔案格式依上下傳

檔案規格) 

（3） 按上傳鍵完成上傳，如檔案無誤，則顯示上

傳檔案成功，若不成功，則顯示上傳異常，

請至<<基金資訊查詢作業-傳檔異常查詢>>! 

２、基金追加募集單筆申報 

（1） 請選擇基金名稱 

（2）請選擇追加次別 

（3）按確定即可輸入該次追加募集相關資訊 

（4）輸入完畢按存檔按鈕即可 

３、基金追加募集資訊查詢請參考圖 FUN100-2(基金

追加募集查詢結果)，圖 FUN100-3(基金追加募集

修改)，圖 FUN100-4 (基金追加募集列印) 

（1）選取基金名稱 

（2）選擇資料期間 

（3）按查詢即出現查詢結果 

（4）勾選任一筆記錄，按修改按鈕，可修改該筆

相關資料。 

（5） 勾選任一筆或多筆記錄，按刪除按鈕，即刪

除所勾選的記錄。 

（6）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 

（7）按重新查詢按鈕，關閉此頁面。 

（8）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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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FUN100-2 (基金追加募集查詢結果) 

 

(五)注意事項 

無

圖 FUN100-3 (基金追加募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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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基金公開說明書(FUN110) 

(一)作業畫面 
圖 FUN110-1 (基金公開說明書)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金公開說明書(FUN110)進行申報、查詢及修

改基金公開書說明書。申報時依上傳資料月份、基金名稱等

相關資訊申報；查詢時，依基金名稱、資料月份等資訊查

詢。 

(三)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 

(四)操作說明 

基金公開說明書(FUN110)分為上傳檔案區、查詢結果顯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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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上傳檔案區請參考，圖 FUN110-1(基金公開說明

書) 

（1）基金公開說明書上傳部份 

a.請選擇上傳資料月份 

b.請選擇基金名稱 

c.按瀏覽按鈕將要上傳之檔案加入 

d.按上傳按鈕，可上傳要申報資料，完成後顯

示上傳成功。 

（2）基金公開說明書查詢條件輸入部份 

a.請選擇基金名稱 

b.請選擇資料月份(起年) 

c.請選擇資料月份(起月) 

d.請選擇資料月份(迄年) 

e.請選擇資料月份(迄月) 

f.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基金公開說

明書相關資訊。 

２、查詢結果顯示區請參考，圖 FUN110-2 (基金公開

說明書查詢結果) 

（1） 查詢結果顯示表格欄位如下： 

資料月份、基金名稱、異動時間，文件下載 

（2） 按瀏覽可將上傳之文件下載 

（3）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圖 FUN110-3) 

（4）按重新查詢按鈕，關閉此頁面 

（5）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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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FUN110-3 (基金公開說明書查詢結果) 

 

(五)注意事項 

無

圖  FUN110-3 (基金公開說明書列印) 



 154

十三、期貨信託契約(FUN150) 

(一)作業畫面 
圖 FUN150-1 (期貨信託契約)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期貨信託契約(FUN150)進行申報、查詢

期貨信託契約。申報時依上傳資料月份、基金名稱等

相關資訊申報；查詢時，依基金名稱、資料月份等資

訊查詢。 

(三)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等使用

者。 

(四) 操作說明 

期貨信託契約(FUN150)分為上傳檔案申報區、查詢結

果顯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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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上傳檔案申報區請參考，圖 FUN150-1 (期貨信託

契約) 

（1） 期貨信託契約上傳部份 

a.請選擇上傳資料月份(年) 

b.請選擇上傳資料月份(月) 

c.請選擇基金名稱 

d.按瀏覽按鈕將要上傳之檔案加入 

e.按上傳按鈕，可依上述條件申報期貨信託契

約相關資訊。 

（2） 期貨信託契約查詢條件輸入部份 

a.請選擇基金名稱 

b.請選擇資料月份(起年) 

c.請選擇資料月份(起月) 

d.請選擇資料月份(迄年) 

e.請選擇資料月份(迄月) 

f.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期貨信託契

約相關資訊。 

２、查詢結果顯示區請參考，圖 FUN150-2 (期貨信託

契約查詢結果) 

（1） 查詢結果顯示表格欄位如下：資料月份、基

金名稱、異動時間、文件下載 

（2） 按瀏覽可將上傳之文件下載開啟或儲存 

（3） 按列印畫面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圖 

FUN150-3) 

（4） 按重新查詢按鈕，關閉此頁面。 

（5）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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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FUN150-2 (期貨信託契約查詢結果) 

 
 

圖 FUN150-3 (期貨信託契約列印) 

 

(五) 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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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銷售文件(FUN160) 

(一)作業畫面 
圖 FUN160-1 (銷售文件)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銷售文件(FUN160)進行申報、查詢銷售

文件。申報時依上傳資料月份、銷售文件序號、基金

名稱等相關資訊申報；查詢時，依基金名稱、銷售文

件序號、資料月份等資訊查詢。  

(三) 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 

(四) 操作說明 

銷售文件(FUN160)分為上傳檔案申報區、查詢結果顯

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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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上傳檔案申報區請參考，圖 FUN160-1 (銷售文件) 

（1） 銷售文件上傳部份 

a.請選擇上傳資料月份(年) 

b.請選擇上傳資料月份(月) 

c.請選擇銷售文件序號 

d.請選擇基金名稱 

e.按瀏覽按鈕將要上傳之檔案加入 

f. 按上傳按鈕，可依上述條件申報銷售文件相

關資訊。 

（2） 銷售文件查詢條件輸入部份 

a.請選擇基金名稱 

b.請選擇銷售文件序號 

c.請選擇資料月份(起年) 

d.請選擇資料月份(起月) 

e.請選擇資料月份(迄年) 

f.請選擇資料月份(迄月) 

g.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銷售文件相

關資訊。 

２、查詢結果顯示區請參考，圖 FUN160-2 (銷售文件

查詢結果) 

（1） 查詢結果顯示欄位如下：資料月份、基金名

稱、銷售文件序號、異動時間、文件下載 

（2） 按瀏覽可將上傳之文件下載開啟或儲存。 

（3） 按列印畫面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圖 

FUN160-3) 

（4） 按重新查詢按鈕，關閉此頁面。 

（5）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

出。 



 159

 
圖 FUN160-2 (銷售文件查詢結果) 

 
圖 FUN160-3 (銷售文件列印) 

 

(五) 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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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基金訊息申報(FUN120) 

(一)作業畫面 
圖 FUN120-1 (基金訊息申報)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金訊息申報(FUN120)進行申報及預覽結果。

申報時，依基金名稱、訊息類別、申報人姓名、申報人職

稱、聯絡電話、事實發生日、訊息內容、附件上傳等相關資

訊申報；預覽結果時，顯示使用者申報基金訊息內容。  

(三)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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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操作說明 

基金訊息申報(FUN120)分為基金訊息單筆輸入申報

區、申報內容預覽區 

１、基金訊息申報區請參考，圖 FUN120-1 (基金訊息

申報) 

（1）請選擇基金名稱 

（2）請選擇訊息類別 

（3）請輸入申報人姓名 

（4） 請輸入申報人職稱(非必輸) 

（5） 請輸入聯絡電話(非必輸) 

（6） 請輸入事實發生日 

（7）請輸入訊息內容 

（8）請輸入附件上傳(非必輸) 

（9）按預覽按鈕，可依上述條件預覽基金訊息申

報相關資訊。 

（10）按清除按鈕，即清除所有輸入內容。 

２、申報內容預覽區請參考，圖 FUN120-2 (基金訊息

申報預覽畫面) 

（1）申報內容預覽畫面欄位如下： 

期信事業、基金名稱、事實發生日、申報人

姓名、申報人職稱、聯絡電話、訊息類別、

附件上傳瀏覽(有附件才顯示) 

（2）按儲存按鈕，儲存基金訊息申報內容 

（3） 按修改按鈕，則可返回圖 FUN120-1(基金訊

息申報)修改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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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FUN120-2 (基金訊息申報預覽) 

 

(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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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六、銷售機構異動(FUN130) 

(一)作業畫面 
圖 FUN130-1 (銷售機構異動)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銷售機構異動(FUN130)進行銷售機構新

增及異動。 

(三)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 

(四)操作說明 

銷售機構異動(FUN130)分為銷售機構異動上傳檔案申

報區、單筆/多筆輸入申報區、查詢區 

１、上傳檔案申報區，圖 FUN130-1 (銷售機構異動) 

（1） 點選銷售機構異動上傳檔案申報可連結至彙

總申報作業(APLALL) 

（2）按瀏覽選擇要上傳的檔案(檔案格式依集保上

下傳檔案規格) 

（3）按上傳鍵完成上傳，如檔案無誤，則顯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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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檔案成功，若不成功，則顯示上傳異常，

請至<<基金資訊查詢作業-傳檔異常查詢>>! 

２、單筆/多筆輸入申報區 

（1）全新機構申報作業(圖 FUN130-2) 

a.點選全新機構項目進行新增全新銷售機構作業 

b.請選擇欲新增之單一基金名稱及全新之銷售

機構後，再輸入生效日期、異動類別、簽約

狀態，契約起日、契約迄日等資訊。 

c.按儲存按鈕即完成 

d.按重新輸入按鈕，則清除輸入內容 

e.按取消按鈕，則取消輸入作業，返回前一頁 

（2） 新增銷售機構作業(圖 FUN130-3) 

a.點選新增銷售機構項目進行期信基金新增銷

售機構作業 

b.請先選擇欲新增銷售機構之期信基金後，下方

表格即列出尚未銷售該基金之銷售機構名單。 

c.選取卻新增之銷售機構、輸入生效日期、簽

約狀態、契約起日、契約迄日等資訊。 

d.按儲存按鈕即完成 

e.按重新輸入按鈕，則清除輸入內容。 

f. 按回上一頁按鈕，則返回前一頁畫面。 

（3） 新增基金作業(圖 FUN130-4) 

a.點選新增基金項目進行銷售機構新增銷售基

金作業 

b.請先選擇欲新增基金之銷售機構後，下方表

格即列出該銷售機構尚未銷售之基金名單。 

c.選取欲新增銷售之基金、輸入生效日期、簽

約狀態、契約起日、契約迄日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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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按儲存按鈕即完成 

e.按重新輸入按鈕，則清除輸入內容。 

f.按回上一頁按鈕，則返回前一頁畫面。 

３、銷售機構資訊查詢，請參考圖 FUN130-5 

（1） 選取基金名稱、銷售機構、異動類別、簽約

狀態等必輸查詢條件(生效日期、契約起日、

契約迄日為非必輸查詢條件) 

（2）按查詢即出現查詢結果 

（3） 勾選任一筆記錄按修改按鈕，可修改該筆相

關資料(圖 FUN130-6)。 

（4）勾選任一筆或多筆記錄按刪除按鈕，可刪除

所勾選的記錄。 

（5） 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圖 FUN130-7)。 

（6）按重新查詢按鈕，關閉此畫面。 

（7）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

出。 
圖 FUN130-2 (全新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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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FUN130-4 (新增基金) 

 
圖 FUN130-5 (銷售機構異動查詢結果) 

圖 FUN130-3 (新增銷售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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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FUN130-6 (銷售機構異動修改) 

 
圖 FUN130-7 (銷售機構異動列印) 

(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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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保管機構覆核作業(FUN180) 

(一)作業畫面 
圖 FUN180-1 (保管機構覆核作業) 

(二)目的 

保管機構使用者可透過保管機構覆核作業(FUN180)，

覆核所保管的基金月報檢查表。 

(三)適用對象 

保管機構 

(四)操作說明 

保管機構覆核作業(FUN180)分為基金月報檢查表查

詢、基金月報檢查表覆核作業及明細查詢。 

１、基金月報檢查表查詢請參考，圖 FUN180-1 (保管

機構覆核作業) 

（1） 選取基金名稱 

（2）選取資料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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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查詢即於下方列出由該保管機構保管且期

信事業已上傳基金月報檢查表之名單。表格

欄位之覆核完成及覆核時間係指保管機構之

覆核作業是否完成。 

（4）按列印(PDF)按鈕，將畫面表格顯示的基金

月報檢查表轉成 PDF 檔依序列印。 

（5）按下載表格按鈕，將畫面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出。 

（6）選取某筆按查詢明細按鈕，可進行覆核或查

詢該月份基金月報檢查表明細資料。 

２、基金月報檢查表覆核作業及明細查詢 

（1） 保管機構對該份基金月報檢查表有特別敘明

事項時，可於該欄位填入文字後，按儲存即

可。 

（2） 各審查項目之覆核結果將預先顯示「符

合」，若有不符合之情形，請點選該項之覆

核狀態　(即變更成□)，按儲存即可，修改

時亦同。 

（3） 各審查項目確認無誤欲完成覆核作業時，請

勾選上方之「月報檢查表覆核完成」□後，

並按儲存才會完成覆核作業。 

（4） 按列印 PDF 按鈕，可將該月份基金月報檢查

表轉成 PDF 檔列印。 

（5）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畫面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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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意事項 

１、期貨公會審查完成該月份基金月報檢查表後，保

管機構不得覆核該月份基金月報檢查表。 

２、申報月份經上傳控管後，保管機構不得覆核該月

份基金月報檢查表，若需重新覆核(含修改或解除

覆核者)時，請再填具相關表單向集保結算所申請

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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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彙總申報作業 

一、彙總申報作業(APLALL) 

(一)作業畫面 
圖 APLALL-1 (彙總申報作業)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彙總申報作業(APLALL)，上傳 CSV 檔

案申報各項資訊，或透過表單上的超連結，導向各項

PDF 申報的表單，進行 PDF 檔案申報。  

(三)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



 172

(四)操作說明 

彙總申報作業(APLALL)  

１、彙總申報作業請參考，圖 APLALL -1 (彙總申報

作業) 

（1）按瀏覽按鈕將要上傳之檔案加入 

（2） 按上傳按鈕，可上傳要申報資料，完成後顯

示上傳申報檔案完成。 

（3） 或按下表單上的超連結，導向各項 PDF 申報

的表單；圖 2 (APLALL -2)為按下表單上的

期信事業財務報告書，連結至期信事業財務

報告書申報區。 
 

圖 APLALL-2 (期信事業財務報告書) 

 

(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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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期信事業資訊查詢作業 

一、期信事業基本資料(QRT010) 

(一)作業畫面 
圖 QRT010-1 (期信事業基本資料查詢)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期信事業基本資料查詢(QRT010)，依機

構類別、機構名稱、統一編號等條件，查詢期信事業

基本資料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等使用

者。 

(四) 操作說明 

期信事業基本資料查詢(QRT010)分為查詢區、資料顯

示區 

１、查詢區請參考，圖 QRT010-1 (期信事業基本資料

查詢) 

（1） 請選擇機構類別、機構名稱 

（2） 或請輸入統一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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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期信事業基

本資料相關資訊。 

２、資料顯示區請參考，圖 QRT010-1 (期信事業基本

資料查詢) 

（1）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2）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圖 QRT010-2)。 

（3）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

出。 

（4）點選欄位銷售基金─基金資料可查詢期信事

業旗下所有期信基金一覽表(圖 QRT010-3) 

 

(五)注意事項 

無

圖 QRT010-2 (期信事業基本資料查詢結果列印畫面) 

圖 QRT010-3 (銷售基金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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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銷售機構基本資料(QRT020) 

(一)作業畫面 
圖 QRT020-1 (銷售機構基本資料查詢)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銷售機構基本資料查詢(QRT020)，依機

構類別、機構名稱、統一編號等條件，查詢銷售機構

基本資料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等使用

者。 

(四)操作說明 

銷售機構基本資料查詢(QRT020)分為查詢區、資料顯

示區 

１、查詢區請參考，圖 QRT020-1 (銷售機構基本資料

查詢) 

（1） 請選擇機構類別、機構名稱 

（2） 或請輸入統一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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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銷售機構基

本資料相關資訊。 

２、資料顯示區請參考，圖 QRT020-1 (銷售機構基本

資料查詢)。 

（1）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2）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圖 QRT020-2) 

（3）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

出 

（4）點選欄位銷售基金─基金資料，可查詢銷售

機構銷售基金一覽表(圖 QRT020-3)。 

圖 QRT020-2 (銷售機構基本資料查詢結果列印畫面) 

 
圖 QRT020-3 (銷售基金查詢結果) 

(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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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管機構基本資料(QRT030) 

(一)作業畫面 
圖 QRT030-1 (保管機構基本資料查詢)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保管機構基本資料查詢(QRT030)，依機

構名稱、統一編號等條件，查詢保管機構基本資料相

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保管機構、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

機關等使用者。 

(四) 操作說明 

保管機構基本資料查詢(QRT030)分為查詢區、資料顯

示區 

１、查詢區請參考，圖 QRT030-1 (保管機構基本資料

查詢)。 

（1） 請選擇機構名稱 

（2）或輸入統一編號 

（3）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保管機構基

本資料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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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資料顯示區請參考，圖 QRT030-1 (保管機構基本

資料查詢)。 

（1）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2）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圖 QRT030-2) 

（3）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

出 

（4） 點選欄位保管基金─基金資料，可查詢保管

機構保管基金一覽表(圖 QRT030-3)。 
圖 QRT030-2 (保管機構基本資料查詢結果列印畫面) 

 
圖 QRT030-3 (保管基金查詢畫面) 

(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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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財務報告書(QRT040) 

(一)作業畫面 
圖 QRT040-1 (財務報告書查詢)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財務報告書查詢(QRT040)，依期信事

業、資料年份等條件，查詢財務報告書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等使用

者。 

(四) 操作說明 

財務報告書查詢(QRT040)分為查詢區、資料顯示區 

１、查詢區請參考，圖 QRT040-1 (財務報告書查詢) 

（1）請選擇期信事業 

（2） 輸入資料年份 

（3）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財務報告書

相關資訊。 

２、資料顯示區請參考，圖 QRT040-1 (財務報告書查

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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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2）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圖 QRT040-

2)。 

（3）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

出。 

（4）按瀏覽按鈕，可將文件開啟或儲存。 
圖 QRT040-2 (財務報告書查詢結果列印畫面) 

(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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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董監事資訊(QRT060) 

(一)作業畫面 
圖 QRT060-1 (董監事資訊)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董監事資訊(QRT060)，查詢期信事業董

監事等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等使用

者。 

(四) 操作說明 

董監事資訊查詢(QRT060)分為查詢區、資料顯示區 

１、查詢區請參考，圖 QRT060-1 (董監事資訊查詢) 

（1） 請選擇期信事業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

查詢董監事資訊相關資料。 

２、資料顯示區請參考，圖 QRT060-1 (董監事資訊查

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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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2）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圖 QRT060-2) 

（3）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

出。 
 

圖 QRT060-2 (董監事資訊查詢結果列印畫面) 

(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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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公司訊息(QRT070) 

(一)作業畫面 
圖 QRT070-1 (公司訊息查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公司訊息查詢(QRT070)，依期信事業、

訊息類別、申報期間、事實發生期間等條件，查詢期

信事業申報之公司訊息等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等使用

者。 

(四) 操作說明 

公司訊息資訊查詢(QRT070)分為查詢區、資料顯示區 

１、查詢區請參考，圖 QRT070-1 (公司訊息資訊查詢) 

（1） 請選擇期信事業 

（2） 請選擇訊息類別 

（3） 輸入申報期間或事實發生期間(二擇一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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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公司訊息相

關資料。 

２、資料顯示區請參考，圖 QRT070-1 (公司訊息查詢) 

（1）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2） 按列印按鈕，將查詢結果資料印出(圖 

QRT070-2)。 

（3）按瀏覽按鈕，可將文件開啟或儲存(有附件才

顯示)。 

圖 QRT070-2 (公司訊息查詢結果列印畫面) 

(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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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基金資訊查詢作業 

一、基金基本資料(QRF010) 

(一)作業畫面 
圖 QRF010-1 (基金基本資料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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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金基本資料查詢(QRF010)，依期信事

業、基金名稱等條件，查詢基金基本資料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等使用

者。 

(四) 操作說明 

基金基本資料查詢(QRF010)分為查詢區、資料顯示區 

１、查詢區請參考，圖 QRF010-1 (基金基本資料查詢) 

（1）請選擇期信事業 

（2）請選擇基金名稱 

（3）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基金基本資

料相關資訊。 

（4）按下載按鈕，可將基金基本資料轉成 CSV

格式下載(檔案格式依集保上下傳檔案規格) 

２、資料顯示區請參考，圖 QRF010-1 (基金基本資料

查詢)。 

（1）查詢結果顯示欄位如下： 

期信事業名稱、基金中文名稱、基金中文簡

稱、基金英文名稱、基金英文簡稱、基金前

一名稱、基金登錄代碼、基金代號、募集對

象、基金類型、組合型投資方式、募集型

態、投資型態、基金成立日、基金成立日單

位淨值、基金成立日受益權單位數、基金清

算日期、基金型態、投資區域、計價幣別、

原始可發行單位數、原始可發行額度、原始

匯入匯率、申購手續費率、買回手續費率、

轉換手續費率、委託代銷、基金管理費率、



 187

基金保管費率、基金績效門檻、基金績效報

酬、國內保管機構、國外保管機構、國外存

託機構、保證機構、基金狀態、淨值資料提

供週期、基金經理人 ID 1、基金經理人 ID 

2、基金經理人 ID 3、基金經理人 ID 4、基

金經理人 ID 5、基金經理人姓名 1、基金經

理人姓名 2、基金經理人姓名 3、基金經理

人姓名 4、基金經理人姓名 5、投資地區、

投資標的、基金收益分配規定、基金改型規

定、核准日期、合併日期、終止日期。 

（2）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圖 QRF010-2) 
圖 QRF010-2 (基金基本資料查詢結果列印畫面) 

(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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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金淨值(QRF020) 

(一)作業畫面 
圖 QRF020-1 (基金淨值查詢)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金淨值查詢(QRF020)，依期信事業、

基金名稱、淨值日期等條件，查詢基金淨值相關資

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等使用

者。 

(四) 操作說明 

基金淨值查詢(QRF020)分為查詢區、資料顯示區 

１、查詢區請參考，圖 QRF020-1 (基金淨值查詢) 

（1） 請選擇期信事業 

（2） 請選擇基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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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基金淨值相

關資訊。 

（4） 按下載按鈕，將依上述查詢條件之結果轉成

CSV 格式下載(檔案格式依集保上下傳檔案

規格)。 

２、資料顯示區請參考，圖 QRF020-1 (基金淨值查詢) 

（1）查詢結果顯示欄位如下： 

基金名稱、淨值日期、基金淨資產、單位淨

值(NAV)、匯率換算、換算成新台幣之基金

淨資產、換算成新台幣之單位淨值、申報日

期 

（2）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圖 QRF020-2 ) 

（3）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

出。 
圖 QRF020-2 (基金淨值查詢結果列印畫面) 

(五)注意事項 

無



 190

三、基金月報(QRF030) 

(一)作業畫面 
圖 QRF030-1 (基金月報查詢)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金月報查詢(QRF030)，依期信事業、

基金名稱、資料月份等條件，查詢基金月報相關資

訊。 

(三)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等使用

者。 

(四)操作說明 

基金月報查詢(QRF030)分為查詢區、資料顯示區 

１、查詢區請參考，圖 QRF030-1 (基金月報查詢) 

（1） 請選擇期信事業 

（2）請選擇基金名稱 

（3） 輸入資料月份 

（4）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基金月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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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訊。 

２、資料顯示區請參考，圖 QRF030-1 (基金月報查詢) 

（1）查詢結果顯示欄位如下： 

期信事業、基金登錄代碼、基金名稱、資料

月份、異動時間、文件下載 

（2）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圖 QRF030-2 ) 

（3）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

出。 

（4） 按文件下載─瀏覽，可將檔案開啟或儲存。 
圖 QRF030-2 (基金月報查詢結果列印畫面) 

(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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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金月報檢查表(QRF180) 

(一)作業畫面 
圖 QRF180-1 (基金月報檢查表查詢)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金月報檢查表查詢(QRF180)，依期信

事業、基金名稱、資料月份等條件，查詢基金月報檢

查表相關資訊。 

(三)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等使用

者 

(四)操作說明 

基金月報檢查表查詢(QRF180)分為查詢區、資料顯示區 

１、基金月報檢查表查詢區，請參考，圖 QRF180-1 

(基金月報檢查表查詢) 

（1）請選擇期信事業 

（2）請選擇基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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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選擇資料月份 

（4）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基金月報檢

查表相關資料。 

（5）點選畫面上的月報檢查表-瀏覽，將可查詢該

筆基金月報檢查表明細資料。 

２、資料顯示區請參考，圖 QRF180-1(基金月報檢查

表查詢) 

（1）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2）按圖 QRF180-1 畫面下方之列印(PDF)按

鈕，可將畫面表格中的基金月報檢查表轉成

PDF 檔依序列印。 

（3）按下載表格按鈕，將畫面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出。 

(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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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金銷售資訊(QRF040) 

(一)作業畫面 
圖 QRF040-1 (基金銷售資訊查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金銷售資訊查詢(QRF040)，依期信事

業、基金名稱、資料月份等條件，查詢基金銷售資訊

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等使用

者。 

(四) 操作說明 

基金銷售資訊查詢(QRF040)分為查詢區、資料顯示區 

１、查詢區請參考，圖 QRF040-1 (基金銷售資訊查詢) 

（1） 請選擇期信事業 

（2） 請選擇基金名稱 

（3）輸入資料月份 

（4）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基金銷售資

訊相關資訊。 

２、資料顯示區請參考，圖 QRF040-2 (基金銷售資訊

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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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詢結果顯示欄位如下： 

a.銷售金額項目 

基金登錄代碼、基金名稱、基金規模、受益

權單位數、單位淨值、總受益人數、自然人

受益人數、法人受益人數、本月申購總金

額、本月買回總金額、本月申購總筆數、本

月買回總筆數、本月申購總人數、本月買回

總人數 

b.定期定額項目 

基金登錄代碼、基金名稱、定期定額扣款筆

數、定期定額扣款人數、定期定額扣款金額 

c.通路銷售項目 

基金登錄代碼、基金名稱、通路銷售金額(直

銷)、通路銷售金額(期貨商)、通路銷售金額

(期顧)、通路銷售金額(銀行)、通路銷售金額

(信託業)、通路銷售金額(證券商)、通路銷售

金額(投顧)、通路銷售金額(其他) 

（2）按列印按鈕，將畫面表格資料資料印出。 

（3）按下載表格按鈕，將畫面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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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QRF040-2 (基金銷售資訊查詢結果) 

 銷售金額項目 

 
 

圖 QRF040-2 (基金銷售資訊查詢結果) 

 定期定額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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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意事項 

無

圖 QRF040-2 (基金銷售資訊查詢結果) 

 通路銷售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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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基金受益人資訊(QRF050) 

(一)作業畫面 
圖 QRF050-1 (基金受益人資訊查詢)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金受益人資訊查詢(QRF050)，依期信

事業、基金名稱、資料月份等條件，查詢基金受益人

資訊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等使用

者。 

(四) 操作說明 

基金受益人資訊查詢(QRF050)分為查詢區、資料顯示區 

１、查詢區請參考，圖 QRF050-1 (基金受益人資訊查

詢) 
 



 199

（1）請選擇期信事業 

（2） 請選擇基金名稱 

（3） 輸入資料月份 

（4）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基金受益人

資訊相關資料。 

２、資料顯示區請參考，圖 QRF050-1 (基金受益人資

訊查詢)。 

（1） 查詢結果顯示欄位如下： 

期信事業、基金登錄代碼、基金名稱、受益

人國別代號、受益人類別代號、金額、受益

人數、月平均金額 

（2）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圖 QRF050-2) 

（3）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

出。 
 

圖 QRF050-2 (基金受益人資訊查詢結果列印畫面) 

(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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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基金投資資訊(QRF060) 

(一)作業畫面 
圖 QRF060-1 (基金投資資訊)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金投資資訊(QRF060)，查詢基金投資

標的/投資地區比率、基金持有標的明細、基金持有期

貨契約資料、法規限定比率明細資料等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等使用

者。 

(四) 操作說明 

基金投資資訊查詢，請先選擇要查詢之項目，請參考

圖 QRF060-1 (基金投資資訊查詢)。 

１、基金投資標的/投資地區比率項目 

（1） 查詢區請參考，圖 QRF060-2 (基金投資標

的/投資地區比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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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請選擇期信事業 

b.請選擇基金名稱 

c.輸入資料月份 

d.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基金投資標

的/投資地區比率查詢相關資料。 

e.按回上一頁按鈕，即可查詢基金投資資訊其

他項目。 

（2） 資料顯示區請參考，圖 QRF060-2 (基金投

資標的/投資地區比率查詢)。 

a.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b.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 

c.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出 
圖 QRF060-2 (基金投資標的/投資地區比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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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基金持有標的明細項目 

（1） 查詢區請參考，圖 QRF060-3 (基金持有標

的明細查詢)。 

a.請選擇期信事業 

b.請選擇基金名稱 

c.輸入資料月份 

d.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基金持有標

的明細相關資料。 

e.按回上一頁按鈕，即可查詢基金投資資訊其

他項目。 

（2）資料顯示區請參考，圖 QRF060-3 (基金持有

標的明細查詢)。 

a.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b.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 

c.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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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基金持有期貨契約資料項目 

（1） 查詢區請參考，圖 QRF060-4 (基金持有期

貨契約查詢)。 

a.請選擇期信事業 

b.請選擇基金名稱 

c.輸入資料月份 

d.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基金持有期

貨契約相關資料。 

e.按回上一頁按鈕，即可查詢基金投資資訊其

他項目。 

（2）資料顯示區請參考，圖 QRF060-4 (基金持有

期貨契約查詢)。 

a.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b.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 

c.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出

圖 QRF060-3 (基金持有標的明細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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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法規限定比率明細資料 

（1） 查詢區請參考，圖 QRF060-5 (法規限定比

率明細查詢)。 

a.請選擇申報主體 

b.請選擇法規代碼 

c.請選擇期信事業 

d.請選擇基金名稱 

e.輸入資料月份 

f.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法規限定比

率明細相關資料。 

g.按回上一頁按鈕，即可查詢基金投資資訊其

他項目。 

（2） 資料顯示區請參考，圖 QRF060-5 (法規限

定比率明細查詢)。

圖 QRF060-4 (基金持有期貨契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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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b.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 

c.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出 
 

(五)注意事項 

無

圖 QRF060-5 (法規限定比率明細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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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基金支付費用資訊(QRF070) 

(一)作業畫面 
圖 QRF070-1 (基金支付費用資訊查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金支付費用資訊查詢(QRF070)，依期

信事業、基金名稱、資料月份等條件，查詢基金支付

費用資訊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等使用

者。 

(四) 操作說明 

基金支付費用資訊查詢(QRF070)分為查詢區、資料顯

示區 

１、查詢區請參考，圖 QRF070-1 (基金支付費用資訊

查詢)。 

（1） 請選擇期信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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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選擇基金名稱 

（3） 輸入資料月份 

（4）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基金支付費

用資訊相關資料。 

２、資料顯示區請參考，圖 QRF070-1 (基金支付費用

資訊查詢)。 

（1） 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2）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圖 QRF070-2) 

（3）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

出。 
 

圖 QRF070-2 (基金支付費用資訊查詢結果列印畫面) 

(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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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基金非營業日(QRF080) 

(一)作業畫面 
圖 QRF080-1 (基金非營業日查詢)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金非營業日查詢(QRF080)，依期信事

業、基金名稱、資料年份等條件，查詢基金非營業日

相關資訊。 

(三)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等使用

者。 

(四)操作說明 

基金非營業日查詢(QRF080)分為查詢區、資料顯示區 

１、查詢區請參考，圖 QRF080-1 (基金非營業日查詢) 

（1） 請選擇期信事業 

（2） 請選擇基金名稱 

（3） 輸入資料年份 

（4）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基金非營業

日相關資料。 

２、資料顯示區請參考，圖 QRF080-2 (基金非營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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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結果)。 

（1） 查詢結果以年曆方式顯示 

（2） 按列印按鈕，將畫面資料印出。 

（3） 按重新查詢，將關閉此畫面返回查詢區。 
圖 QRF080-2 (基金非營業日查詢結果) 

(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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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基金財務報告書(QRF090) 

(一)作業畫面 
圖 QRF090-1 (基金財務報告書查詢)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金財務報告書查詢(QRF090)，依期信

事業、基金名稱、資料年份等條件，查詢基金財務報

告書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等使用

者。 

(四) 操作說明 

基金財務報告書查詢(QRF090)分為查詢區、資料顯示

區 

１、查詢區請參考，圖 QRF090-1(基金財務報告書查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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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選擇期信事業 

（2） 請選擇基金名稱 

（3） 輸入資料年份 

（4）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基金財務報

告書相關資料。 

２、資料顯示區請參考，圖 QRF090-1 (基金財務報告

書查詢)。 

（1）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2）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圖 QRF090-2) 

（3）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

出 

（4）按文件下載─瀏覽，可將檔案開啟或儲存。 
圖 QRF090-2 (基金財務報告書查詢結果列印畫面) 

(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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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基金追加募集(QRF100) 

(一)作業畫面 
圖 QRF100-1 (基金追加募集查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金追加募集查詢(QRF100)，依期信事

業、基金名稱等條件，查詢基金追加募集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等使用

者。 

(四) 操作說明 

基金追加募集查詢(QRF100)分為查詢區、資料顯示區 

１、查詢區請參考，圖 QRF100-1 (基金追加募集查詢) 

（1） 請選擇期信事業 

（2） 請選擇基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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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基金追加募

集相關資料。 

２、資料顯示區請參考，圖 QRF100-1 (基金追加募集

查詢)。 

（1）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2）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圖 QRF100-2) 

（3）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

出 
圖 QRF100-2 (基金追加募集查詢結果列印畫面) 

(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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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基金公開說明書(QRF110) 

(一)作業畫面 
圖 QRF110-1 (基金公開說明書查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金公開說明書查詢(QRF110)，依期信

事業、基金名稱、資料月份等條件，查詢基金公開說

明書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等使用

者。 

(四) 操作說明 

基金公開說明書查詢(QRF110)分為查詢區、資料顯示

區 

１、查詢區請參考，圖 QRF110-1 (基金公開說明書查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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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選擇期信事業 

（2） 請選擇基金名稱 

（3） 請選擇資料月份 

（4）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基金公開說

明書相關資料。 

２、資料顯示區請參考，圖 QRF110-1 (基金公開說明

書查詢)。 

（1） 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2）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圖 QRF110-2) 

（3）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

出 

（4） 按文件下載─瀏覽，可將檔案開啟或儲存。 
圖 QRF110-2 (基金公開說明書查詢結果列印畫面) 

(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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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期貨信託契約(QRF160) 

(一)作業畫面 
圖 QRF160-1 (期貨信託契約查詢)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期貨信託契約查詢(QRF160)，依期信事

業、基金名稱、資料月份等條件，查詢期貨信託契約

相關資訊。  

(三)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等使用

者 

(四)操作說明 

期貨信託契約查詢(QRF160)分為查詢區、資料顯示區 

１、查詢區請參考，圖 QRF160-1 (期貨信託契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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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選擇期信事業 

（2）請選擇基金名稱 

（3）請選擇資料月份(起年) 

（4）請選擇資料月份(起月) 

（5）請選擇資料月份(迄年) 

（6） 請選擇資料月份(迄月) 

（7）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期貨信託契

約相關資料。 

２、資料顯示區請參考，圖 QRF160-1 (期貨信託契約

查詢) 

（1） 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2）按列印按鈕，將畫面表格資料印出(QRF160-

2 期貨信託契約查詢列印畫面) 

（3）按下載表格按鈕，將畫面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出。 

（4）按文件下載-瀏覽，可將檔案開啟或儲存。 
圖 QRF160-2 (期貨信託契約查詢列印畫面) 

(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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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銷售文件(QRF170) 

(一)作業畫面 
圖 QRF170-1 (銷售文件查詢)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銷售文件查詢(QRF170)，依期信事業、

基金名稱、銷售文件序號、資料月份等條件，查詢銷

售文件相關資訊。 

(三)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等使用

者 

(四)操作說明 

銷售文件查詢(QRF170)分為查詢區、資料顯示區 

１、查詢區請參考，圖 QRF170-1 (銷售文件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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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選擇期信事業 

（2） 請選擇基金名稱 

（3） 請選擇銷售文件序號 

（4） 請選擇資料月份(起年) 

（5） 請選擇資料月份(起月) 

（6） 請選擇資料月份(迄年) 

（7） 請選擇資料月份(迄月) 

（8）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銷售文件相

關資料。 

２、資料顯示區請參考，圖 QRF170-1 (銷售文件查詢) 

（1） 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2） 按列印按鈕，將畫面表格資料印出(QRF170-

2 銷售文件查詢列印畫面) 

（3）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畫面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出。 

（4）按文件下載-瀏覽，可將檔案開啟或儲存。 
圖 QRF170-2 (銷售文件查詢列印畫面) 

(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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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基金訊息查詢(QRF120) 

(一)作業畫面 
圖 QRF120-1 (基金訊息查詢)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金訊息查詢(QRF120)，依期信事業、

基金名稱、訊息類別、申報期間、事實發生期間等條

件，查詢基金訊息相關資訊。 

(三)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等使用

者。 

(四)操作說明 

基金訊息查詢(QRF120)分為查詢區、資料顯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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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查詢區請參考，圖 QRF120-1 (基金訊息查詢) 

（1） 請選擇期信事業 

（2） 請選擇基金名稱 

（3） 請選擇訊息類別 

（4） 申報期間、事實發生期間，二擇一輸入 

（5）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基金訊息相

關資料。 

２、資料顯示區請參考，圖 QRF120-1 (基金訊息查詢) 

（1） 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2）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圖 QRF120-2) 

（3） 按瀏覽按鈕，可將文件開啟或儲存(有附件才

顯示)。 
圖 QRF120-2 (基金訊息查詢結果列印畫面) 

(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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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六、銷售機構資料查詢(QRF130) 

(一)作業畫面 
圖 QRF130-1 (銷售機構資料查詢)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銷售機構資料查詢(QRF130)，依期信事

業、基金名稱等條件，查詢期信基金之銷售機構資料

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等使用

者。 

(四) 操作說明 

銷售機構資料查詢(QRF130)分為查詢區、資料顯示區 

１、查詢區請參考，圖 QRF130-1 (銷售機構資料查詢) 

（1） 請選擇期信事業 

（2） 請選擇基金名稱 

（3）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期信基金之

銷售機構資料相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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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資料顯示區請參考，圖 QRF130-1 (銷售機構資料

查詢)。 

（1） 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2）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圖 QRF130-2) 

（3）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

出。 
圖 QRF130-2 (銷售機構資料查詢結果列印畫面) 

(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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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申報作業控管查詢(QRF140) 

(一)作業畫面 
圖 QRF140-1 (申報作業控管查詢)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申報作業控管查詢(QRF140)，依期信事

業、基金名稱、每日申報種類、每月申報種類、每年

申報種類、資料期間、月報月份等條件，查詢各項申

報作業應申報而未申報情形。 

(三) 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保管機構 

(四)操作說明 

申報作業控管查詢(QRF140)分為查詢區、資料顯示區 

１、查詢區請參考，圖 QRF140-1 (申報作業控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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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選擇期信事業 

（2） 請選擇基金名稱 

（3） 請選擇每日申報種類 

a.基金淨值 

（4）請選擇每月申報種類(以下項目可單選或複選) 

a.基金月報 

b.基金銷售資訊 

c.基金受益人資訊 

d.基金支付費用資訊 

e.基金投資標的/投資地區比率 

f.基金持有標的明細資料 

g.基金持有期貨契約資料 

h.法規限定比率明細資料 

i. 保管機構覆核作業 

j.投資地區超限 

k.投資標的超限 

l.基金月報檢查表 

（5）請選擇每年申報種類(以下項目可單選或複選) 

a.期信事業財務報告書 

b.基金財務報告書 

（6）請輸入資料期間或月報月份 

（7）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期信事業或

期信基金之各項申報作業應申報而未申報情

形。 

（8） 每日申報種類、每月申報種類及每年申報種

類，擇一選擇查詢。 

２、資料顯示區請參考，圖 QRF140-1 (申報作業控管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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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2）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圖 QRF140-2) 

（3）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

出。 
圖 QRF140-2 (申報作業控管查詢結果列印畫面) 

 

(五) 注意事項 

各項申報作業應申報日期如下： 

１、每日申報種類 

（1） 基金淨值：期信事業每日需申報前一營業日

的基金淨值。 

２、每月申報種類 

（1） 基金月報：每月 10 日，遇假日順延至次一

營業日。 

（2） 基金銷售資訊：每月 10 日，遇假日順延至

次一營業日。 

（3） 基金受益人資訊每月 10 日，遇假日順延至

次一營業日。 

（4） 基金支付費用資訊：每月 10 日，遇假日順

延至次一營業日。 

（5） 基金投資標的/投資地區比率：每月 10 日，

遇假日順延至次一營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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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金持有標的明細資料：每月 10 日，遇假

日順延至次一營業日。 

（7） 基金持有期貨契約資料：每月 10 日，遇假

日順延至次一營業日。 

（8）法規限定比率明細：每月 10 日，遇假日順

延至次一營業日。 

（9） 保管機構覆核作業：每月 10 日，遇假日順

延至次一營業日。 

（10）基金月報檢查表作業：每月 10 日，遇假日

順延至次一營業日。 

（11）投資地區超限及投資標的超限：若申報合

計超過 100%時，亦可查詢列出。 

３、每年申報種類 

（1） 期信事業財務報告書：每年 3/31，遇假日順

延至次一營業日。 

（2） 基金財務報告書：每年 2/28 或 2/29，遇假日

順延至次一營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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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傳檔異常查詢(QRF150) 

(一)作業畫面 
圖 QRF150-1 (傳檔異常查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傳檔異常查詢(QRF150)，依傳檔異常交

易類型、上傳期間等條件，查詢各項申報檔案上傳不

成功之錯誤欄位相關資訊。 

(三)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期貨公會等使用者。 

(四)操作說明 

傳檔異常查詢(QRF150)分為查詢區、資料顯示區 

１、查詢區請參考，圖 QRF150-1 (傳檔異常查詢) 

（1）請選擇傳檔異常交易類型 

a.基金基本資料 

b.基金淨值 

c.基金銷售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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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基金受益人資訊 

e.基金投資標的/投資地區比率 

f. 基金持有標的明細資料 

g.基金持有期貨契約資料 

h.法規限定比率明細資料 

i.基金支付費用資訊 

j.基金非營業日 

k.基金追加募集 

l.銷售機構異動 

m.月報檢查表申報上傳 

n.董監事資訊申報(期貨公會適用) 

（2） 請輸入上傳期間 

（3）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上傳檔案不

成功之錯誤欄位及說明等相關資料。 

２、資料顯示區請參考，圖 QRF150-2(傳檔異常查詢結果) 
（1） 查詢結果顯示欄位如下： 

上傳日期、上傳類別、資料流水編號、錯誤

欄位、錯誤說明 
（2） 按重新查詢即關閉此畫面返回查詢區 

（3） 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 

（4）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

出。 
圖 QRF150-2 (傳檔異常查詢結果) 

(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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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日誌檔(SYS090) 

(一)作業畫面 
圖 SYS90-1 (日誌檔查詢)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日誌檔查詢(SYS090)，輸入查詢期間、

程式名稱等條件，可查詢使用者使用記錄。 

(三)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保管機構及期貨公會。 

(四)操作說明 

點選「系統資訊維護-日誌檔查詢(SYS090)」選項，分

為查詢區、資料顯示區 

１、查詢區請參考，圖 SYS090-1 (日誌檔查詢) 

（1）請輸入查詢日期 

（2） 請選擇程式名稱 

（3） 按查詢按鈕，查詢資料。 

（4）按重新輸入按鈕，清空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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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資料顯示區請參考，圖 SYS090-1 (日誌檔查詢) 

（1） 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圖 SYS090-2) 

（2）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

出。 
圖 SYS090-2 (日誌檔查詢列印畫面) 

 

(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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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公會基金月報審查表查詢(QRF190) 

(一)作業畫面 
圖 QRF190-1 (公會基金月報審查表查詢)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公會基金月報審查表查詢(QRF190)，依

期信事業、基金名稱、資料月份等條件，查詢期貨公

會之基金月報審查表相關資訊。 

(三)適用對象 

集保、期貨公會、主管機關等使用者 

(四)操作說明 

公會基金月報審查表查詢(QRF190)分為查詢區、資料

顯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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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查詢區，請參考，圖 QRF190-1 (公會基金月報審

查表查詢) 

（1） 請選擇期信事業 

（2） 請選擇基金名稱 

（3） 請選擇資料月份 

（4）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期貨公會基

金月報審查表相關資料。 

２、資料顯示區，請參考圖 QRF190-1 (公會基金月報

審查表查詢) 

（1） 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2） 點選畫面表格中的瀏覽，將可查詢該筆公會基

金月報審查表 PDF 檔，請參考圖 QRF190-2  

(公會基金月報審查表 PDF 列印-單月) 

（3） 按圖 QRF190-1 畫面下方之列印(PDF)按鈕，

將畫面表格顯示的公會基金月報審查表轉成

PDF 檔依序列印，請參考，圖 QRF190-3 (公

會基金月報審查表 PDF 列印-全部) 

（4）按下載表格按鈕，將畫面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出。 



 234

圖 QRF190-2 (公會基金月報審查表 PDF 列印-單月) 

 
圖 QRF190-3 (基金月報審查表 PDF 列印-全部) 

(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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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市場管理資訊作業 

一、機構資訊統計(TOT010) 

(一)作業畫面 
圖 TOT010-1 (機構資訊統計查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機構資訊統計查詢(TOT010)，依募集對

象、資料月份等條件，查詢機構資訊統計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貨公會及主管機關等使用者。 

(四)操作說明 

機構資訊統計查詢(TOT010)分為查詢區、資料顯示區 

１、查詢區請參考，圖 TOT 010-1 (機構資訊統計資料

查詢) 

（1） 請選擇募集對象 

a.全部 

b.對不特定人募集 

c.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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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輸入資料月份 

（3）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機構資訊統

計相關資訊。 

２、資料顯示區請參考，圖 TOT010-2 (機構資訊統計

資料查詢結果)。 

（1） 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2） 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 

(五)注意事項 

無

圖 TOT010-2 (機構資訊統計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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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金募集統計(TOT020) 

(一)作業畫面 
圖 TOT020-1 (基金募集統計查詢)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金募集統計查詢(TOT020)，依期信事

業、募集對象、募集型態、基金類型、計價幣別、投

資區域、投資地區、投資標的等條件，查詢基金募集

統計相關資訊，報表有明細表、彙總表、市場統計

表、傘型基金明細表。 

(三)適用對象 

集保、期貨公會及主管機關等使用者。 

(四)操作說明 

基金募集統計查詢(TOT020)有查詢區 

１、查詢區請參考，圖 TOT020-1 (基金募集統計查詢) 

（1）請選擇期信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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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選擇募集對象 

a.全部 

b.對不特定人募集 

c.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 

（3）請選擇募集型態 

a.全部 

b.國內募集 

c.國外募集 

（4）請選擇基金類型 

a.全部 

b.一般型基金 

c.保證型基金 

d.保護型基金 

e.組合型基金 

（5） 請選擇計價幣別 

a.全部 

b.新台幣 

c.美元 

d.歐元 

e.英鎊 

f.日幣 

（6）請選擇投資區域 

a.全部 

b.全球型 

c.3單一國家 

d.區域型 

（7）請選擇投資地區 

a.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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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中華民國 

c.新加坡 

d.馬來西亞 

e.日本 

f. 香港 

g.澳洲 

h.美國 

i.加拿大 

j.巴西 

k.阿根廷 

l.英國 

m. 瑞典 

n.西班牙 

o.南非 

p.歐洲 

q.德國 

r.瑞士 

s.其他 

（8） 請選擇投資標的 

a.全部 

b.外匯期貨或選擇權 

c.利率期貨或選擇權 

d.指數期貨或選擇權 

e.金屬期貨或選擇權 

f.農產品期貨或選擇權 

g.能源期貨或選擇權 

h.其他商品期貨或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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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個股期貨或選擇權 

j.ADR 

k.ETF 

l.股票 

m.債券 

n.期貨信託基金 

o.證投信基金 

p.其他有價證券 

q.其他 

（9）請選擇表格呈現方式 

a.明細表 

b.彙總表 

c.市場統計表 

d.傘型基金明細表 

（10）請選擇統計方式 

a.依期信事業 

b.依基金類型 

c.依計價幣別 

d.依投資區域 

（11）請輸入資料月份 

（12）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基金募集

統計相關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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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表格呈現方式選明細表，統計方式選依期信事

業，圖 TOT020-2 (基金募集明細表依期信事業) 
圖 TOT020-2 (基金募集明細表) 

 

３、表格呈現方式選明細表，統計方式選依基金類

型，圖 TOT020-3 (基金募集明細表依基金類型) 
圖 TOT020-3 (基金募集明細表依基金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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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表格呈現方式選明細表，統計方式選依計價幣

別，圖 TOT020-4 (基金募集明細表依計價幣別) 
圖 TOT020-4 (基金募集明細表依計價幣別) 

 

５、表格呈現方式選明細表，統計方式選依投資區

域，圖 TOT020-5 (基金募集明細表依投資區域) 
圖 TOT020-5 (基金募集明細表依投資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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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表格呈現方式選彙總表，統計方式選依期信事

業，圖 TOT020-6 (基金募集彙總表依期信事業) 
圖 TOT020-6 (基金募集彙總表依期信事業) 

 

７、表格呈現方式選彙總表，統計方式選依基金類

型，圖 TOT020-7 (基金募集彙總表依基金類型) 
圖 TOT020-7 (基金募集彙總表依基金類型) 



 244

８、表格呈現方式選彙總表，統計方式選依計價幣

別，圖 TOT020-8 (基金募集彙總表依計價幣別) 
圖 TOT020-8 (基金募集彙總表依計價幣別) 

 

９、表格呈現方式選彙總表，統計方式選依投資區

域，圖 TOT020-9 (基金募集彙總表依投資區域) 
圖 TOT020-9 (基金募集彙總表依投資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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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表格呈現方式選市場統計表，圖  TOT020-10 

(基金募集市場統計表) 
圖 TOT020-10 (基金募集市場統計表) 

 

１１、表格呈現方式選傘型基金明細表，圖 TOT020-11 

(基金募集傘型基金明細表) 
圖 TOT020-11 (基金募集傘型基金明細表) 

(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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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金銷售統計(TOT030) 

(一)作業畫面 
圖 TOT030-1 (基金銷售統計查詢)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金銷售統計查詢(TOT030)，依期信事

業、募集對象、募集型態、基金類型、計價幣別、投

資區域、投資地區、投資標的、表格呈現方式、統計

方式、資料月份等條件，查詢基金銷售統計相關資

訊，報表有明細表、彙總表、支付費用明細表。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貨公會及主管機關等使用者。 

(四) 操作說明 

基金銷售統計查詢(TOT030)分為查詢區 

１、查詢區請參考，圖 TOT030-1 (基金銷售統計查詢) 

（1） 請選擇期信事業 

（2） 請選擇募集對象 

a.全部 



 247

b.對不特定人募集 

c.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 

（3） 請選擇募集型態 

a.全部 

b.國內募集 

c.國外募集 

（4） 請選擇基金類型 

a.全部 

b.一般型基金 

c.保證型基金 

d.保護型基金 

e.組合型基金 

（5） 請選擇計價幣別 

a.全部 

b.新台幣 

c.美元 

d.歐元 

e.英鎊 

f.日幣 

（6）請選擇投資區域 

a.全部 

b.全球型 

c.單一國家 

d.區域型 

（7） 請選擇投資地區 

a.全部 

b.中華民國 

c.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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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馬來西亞 

e.日本 

f.香港 

g.澳洲 

h.美國 

i.加拿大 

j.巴西 

k.阿根廷 

l.英國 

m. 瑞典 

n.西班牙 

o.南非 

p.歐洲 

q.德國 

r.瑞士 

s.其他 

（8） 請選擇投資標的 

a.全部 

b.外匯期貨或選擇權 

c.利率期貨或選擇權 

d.指數期貨或選擇權 

e.金屬期貨或選擇權 

f.農產品期貨或選擇權 

g.能源期貨或選擇權 

h.其他商品期貨或選擇權 

i.個股期貨或選擇權 

j.A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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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TF 

l.股票 

m.債券 

n.期貨信託基金 

o.證投信基金 

p.其他有價證券 

q.其他 

（9） 請選擇表格呈現方式 

a.明細表 

b.彙總表 

c.支付費用明細表 

（10）請選擇統計方式 

a.依期信事業 

b.依基金類型 

c.依計價幣別 

d.依銷售機構 

e.依投資區域 

（11）請選擇資料月份 

（12）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基金銷售

統計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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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表格呈現方式選明細表，統計方式選依期信事

業，圖 TOT030-2 (基金銷售統計明細表依期信事

業) 
圖 TOT030-2 (基金銷售統計明細表依期信事業) 

 

３、表格呈現方式選明細表，統計方式選依基金類

型，圖 TOT030-3 (基金銷售統計明細表依基金類

型) 
圖 TOT030-3 (基金銷售統計明細表依基金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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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表格呈現方式選明細表，統計方式選依計價幣

別，圖 TOT030-4 (基金銷售統計明細表依計價幣

別) 
圖 TOT030-4 (基金銷售統計明細表依計價幣別) 

 

５、表格呈現方式選明細表，統計方式選依銷售機

構，圖 TOT030-5 (基金銷售統計明細表依銷售機

構) 
圖 TOT030-5 (基金銷售統計明細表依銷售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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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表格呈現方式選明細表，統計方式選依投資區

域，圖 TOT030-6 (基金銷售統計明細表依投資區

域) 
圖 TOT030-6 (基金銷售統計表明細依投資區域) 

７、表格呈現方式選彙總表，統計方式選依期信事

業，圖 TOT030-7 (基金銷售統計彙總表依期信事

業) 
圖 TOT030-7 (基金銷售統計彙總表依期信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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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表格呈現方式選彙總表，統計方式選依基金類

型，圖 TOT030-8 (基金銷售統計彙總表依基金類

型) 
圖 TOT030-8 (基金銷售統計彙總表依基金類型) 

９、表格呈現方式選彙總表，統計方式選依計價幣

別，圖 TOT030-9 (基金銷售統計彙總表依計價幣

別) 
圖 TOT030-9 (基金銷售統計彙總表依計價幣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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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表格呈現方式選彙總表，統計方式選依銷售機

構，圖 TOT030-10 (基金銷售統計彙總表依銷售

機構) 
圖 TOT030-10 (基金銷售統計彙總表依銷售機構) 

 

１１、表格呈現方式選彙總表，統計方式選依投資區

域，圖 TOT030-11 (基金銷售統計彙總表依投資

區域) 
圖 TOT030-11 (基金銷售統計彙總表依投資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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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表格呈現方式選基金支付費用明細表，圖 

TOT030-12 (基金支付費用明細表) 
圖 TOT030-12 (基金支付費用明細表) 

(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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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金受益人分類統計(TOT040) 

(一)作業畫面 
圖 TOT040-1 (基金受益人分類統計查詢) 

 

 

(二)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金受益人分類統計查詢(TOT040)，依

期信事業、募集對象、基金名稱、資料月份，查詢基

金受益人分類統計相關資訊。 

(三)適用對象 

集保、期貨公會及主管機關等使用者。 

(四) 操作說明 

基金受益人分類統計查詢(TOT040)分為查詢區、資料

顯示區 

１、查詢區請參考，圖 TOT040-1 (基金受益人分類統

計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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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選擇期信事業 

（2） 請選擇募集對象 

（3） 請選擇基金名稱 

（4） 輸入資料月份 

（5）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基金受益人

分類統計相關資訊。 

２、資料顯示區請參考，圖 TOT040-2 (基金受益人分

類統計查詢結果)。 

（1） 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2） 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 

（3）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

出。 
圖 TOT040-2 (基金受益人分類統計查詢結果) 

(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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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報作業控管(TOT050) 

(一)作業畫面 
圖 TOT050-1 (申報作業控管)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申報作業控管(TOT050)，查詢申報作業

控管、異常比例控管、異常控管彙總等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貨公會及主管機關等使用者。 

(四)操作說明 

申報作業控管查詢(TOT050-1)分為申報作業控管查

詢、異常比例控管查詢及異常控管彙整表項目。 

１、點選申報作業控管查詢分為查詢區、資料顯示區 

（1） 查詢區請參考，圖 TOT050-2 (申報作業控管

查詢) 

a.請選擇期信事業 

b.請選擇基金名稱 

c.請選擇每日申報種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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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請選擇每月申報種類 

e.請選擇每年申報種類 

f.請選擇資料期間或月報月份 

g.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期信事業或

期信基金之各項申報作業應申報而未申報情

形。 

h.按回上一頁，回到圖 TOT050-1 (申報作業控

管) 
圖 TOT050-2 (申報作業控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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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料顯示區請參考，圖 TOT050-3 (申報作業

控管查詢結果) 

a.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b.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 

c.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

出。 
圖 TOT050-3 (申報作業控管查詢結果) 

 

２、點選異常比例控管分為查詢區、資料顯示區 

（1） 查詢區請參考，圖 TOT050-4 (異常比例控管

查詢) 

a.請選擇法規代碼 

b.請選擇期信事業 

c.請選擇基金名稱 

d.請輸入資料期間或申報期間 

e.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異常比例控

管相關資料。 

f. 按回上一頁，回到圖 TOT050-1 (申報作業控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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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TOT050-4 (異常比例控管查詢結果) 

 

（2） 資料顯示區請參考，圖 TOT050-5 (異常比例

控管查詢結果) 

a.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b.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 

c.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出 
圖 TOT050-5 (異常比例控管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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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點選異常控管彙整表分為查詢區、資料顯示區 

（1）查詢區，請參考，圖 TOT050-6 (異常控管彙

整表查詢) 

a.請選擇期信事業 

b.請選擇基金名稱 

c.請選擇異常控管種類 

d.請選擇異常狀況查詢期間或查詢月份 

e.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異常作業控

管及異常比率控管相關資料 

f.按回上一頁按鈕，回到圖 TOT050-1 (申報作

業控管) 
圖 TOT050-6 (異常控管彙整表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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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料顯示區，請參考，圖 TOT050-6 (異常控

管彙整表查詢) 

a.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b.按列印按鈕，將畫面表格資料印出，請參

考，圖 TOT050-7 (異常控管彙整表列印) 

c.按下載表格按鈕，將畫面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出。 
圖 TOT050-7 (異常控管彙整表列印) 

 

(五)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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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公會維護作業 

一、公會基金月報審查作業(FUN190) 

(一)作業畫面 
圖 FUN190-1 (公會基金月報審查作業) 

(二)目的 

期貨公會使用者可透過公會基金月報審查作業

(FUN190)，審查各基金月報檢查表及完成審查作業。 

(三)適用對象 

期貨公會 

(四)操作說明 

公會基金月報審查作業(FUN190)分為公會基金月報審

查表查詢、公會基金月報審查作業及明細查詢。 

１、公會基金月報審查表查詢請參考，圖 FUN190-1 

(公會基金月報審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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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取期信事業 

（2） 選取基金名稱 

（3） 選取資料月份 

（4） 按查詢即於下方列出期信事業已上傳基金月

報檢查表之名單。 

（5） 點選畫面表格中的瀏覽，可將該筆基金月報

檢查表轉成 PDF 檔顯示。 

（6） 按圖 FUN190-1 畫面下方之列印(PDF)按

鈕，可將畫面表格顯示的基金月報審查表轉

成 PDF 檔依序列印，請參考，圖 FUN190-3 

(公會之基金月報審查表 PDF 列印-全部) 

（7）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畫面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出。 

（8） 選取某筆按查詢明細按鈕，可進行審查或查

詢該月份之基金月報審查表明細資料。 

（9） 畫面表格欄位說明： 

a.覆核完成及覆核時間係指該基金之保管機構

是否完成覆核作業。 

b.審查完成及審查時間係指期貨公會之審查作

業是否完成。 

c.備註欄位有＊顯示，代表該基金月報檢查表

之審查項目仍有部份項目尚未申報。 

２、公會基金月報審查作業及明細查詢請參考，圖 

FUN190-4 (公會之基金月報審查表明細查詢)，圖 

FUN190-5 (公會之基金月報審查表 PDF 列印-單

月)，圖 FUN190-6 (公會之基金月報審查表備註

輸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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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期貨公會可於其他特別敘明事項、本公會審

查意見暨覆核簽查之欄位填入文字後，按儲

存即可。 

（2） 各審查項目之審查結果將預先顯示「正

常」，若有異常之情形，請點選該項之審查

狀態　(即變更成□)，按儲存即可，修改時

亦同。 

（3） 各審查項目確認無誤欲完成審查作業時，請

勾選上方之「月報審查表審查完成」□後(即

變更成　)，並按儲存才會完成審查作業。 

（4） 選取某筆按輸入備註按鈕，可輸入該筆審查

項目之備註資料。 

（5） 按列印 PDF 按鈕，可將該月份基金月報審查

表轉成 PDF 檔列印 

（6）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畫面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出。 
圖 FUN190-3 (公會之基金月報審查表 PDF 列印-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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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FUN190-4 (公會之基金月報審查表明細查詢) 

 
圖 FUN190-5 (公會之基金月報審查表 PDF 列印-單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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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FUN190-6 (公會之基金月報審查表備註輸入畫面) 

(五)注意事項 

期貨公會審查完成該月份基金月報檢查表後，期信業

者不得再上傳申報、修改、刪除該月份基金月報檢查

表之各項資料，保管機構亦不得覆核該月份基金月報

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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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會訊息傳輸(MSG010) 

(一)作業畫面 
圖 MSG010-1 (公會訊息傳輸)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公會訊息傳輸(MSG010)發佈期貨公會訊

息及預覽內容。發佈時，可輸入申報人姓名、申報人

職稱、聯絡電話、訊息日期、標題、訊息內容，發佈

平台、消息置頂、附件上傳等相關訊息資訊；預覽

時，顯示使用者發佈期貨公會訊息內容。 

(三) 適用對象 

期貨公會 

(四) 操作說明 

公會訊息傳輸(MSG010)分為公會訊息傳輸區、公會訊

息內容預覽區 

（1）公會訊息傳輸區請參考，圖 MSG010-1 (公



 270

會訊息傳輸) 

a.請輸入申報人姓名 

b.請輸入申報人職稱(非必輸) 

c.請輸入聯絡電話(非必輸) 

d.訊息日期(系統日期自動帶入) 

e.請輸入標題(非必輸) 

f.請輸入訊息內容(非必輸) 

g.請勾選發佈平台(非必輸) 

h.請選擇消息置頂(非必輸) 

i.請輸入附件上傳(非必輸) 

j.按預覽按鈕，可依上述條件預覽公會訊息內容

相關資訊。 

k.按重新輸入按鈕，即清除所有輸入內容。 

２、公會訊息內容預覽區請參考，圖 MSG010-2 (公會

訊息預覽) 

（1） 預覽結果顯示於另一視窗畫面 

（2）按存檔按鈕，儲存公會訊息內容 

（3）按修改按鈕，則返回公會訊息傳輸區，請參

考圖 MSG010-1 (公會訊息傳輸)。 

（4）按取消按鈕，則返回公會訊息傳輸區，請參

考圖 MSG010-1 (公會訊息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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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意事項 

無

圖 MSG010-2 (公會訊息預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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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會訊息查詢(MSG020) 

(一)作業畫面 
圖 MSG020-1 (公會訊息查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公會訊息查詢(MSG020)，依訊息日期起

迄等相關條件查詢、異動公會訊息內容。 

(三) 適用對象 

期貨公會 

(四)操作說明 

公會訊息查訊(MSG020) 分為訊息查詢區、訊息顯示

區、訊息修改區、訊息內容預覽區 

１、訊息查詢區請參考，圖 MSG020-1(公會訊息查詢) 

（1） 請選擇訊息日期(起) 

（2） 請選擇訊息日期(迄) 

（3）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公會訊息相

關資訊。 

２、訊息顯示區請參考，圖 MSG020-1(公會訊息查詢) 

（1） 查詢結果顯示查詢區下方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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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勾選任一筆訊息，按修改按鈕，可修改該筆

公會訊息資訊，請參考圖 MSG020-2(公會訊

息修改) 

（3） 勾選任一筆或多筆，按刪除按鈕，可刪除所

勾選之公會訊息。 

（4） 按列印按鈕，將表格資料印出，請參考圖

MSG020-3(公會訊息列印)。 

（5）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料轉成 CSV 匯

出。 

３、訊息修改區請參考，圖 MSG020-2(公會訊息修改) 

（1） 請輸入申報人姓名 

（2） 請輸入申報人職稱(非必輸) 

（3） 請輸入聯絡電話(非必輸) 

（4） 訊息日期(系統日期自動帶入) 

（5） 請輸入標題(非必輸) 

（6） 請輸入訊息內容(非必輸) 

（7） 請勾選發佈平台(非必輸) 

（8） 請選擇消息置頂(非必輸) 

（9） 請輸入附件上傳(非必輸) 

（10）按預覽按鈕，可依上述條件預覽公會訊息

內容相關資訊，請參考圖 MSG020-4(公會訊

息預覽) 

（11）按重新輸入按鈕，即清除所有輸入內容。 

（12）按回上一頁按鈕，即返回訊息查詢區，請

參考圖 MSG020-1(公會訊息查詢)。  

４、訊息內容預覽區請參考，圖 MSG020-4 (公會訊息

預覽) 

（1） 預覽結果顯示於另一視窗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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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存檔按鈕，儲存公會訊息內容。 

（3） 按修改按鈕，則返回公會訊息傳輸區，請參

考圖 MSG020-2 (公會訊息修改)。 

（4） 按取消按鈕，則返回公會訊息傳輸區，請參

考圖 MSG020-2 (公會訊息修改)。 
圖 MSG020-2 (公會訊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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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意事項 

無

圖 MSG020-3 (公會訊息列印) 

圖 MSG020-4 (公會訊息預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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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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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期貨信託基金申報公告資訊系統作業申請書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生效日期:    年    月    日 

機構代號 
(參加人代號，註1)  機構類型 

(註 2)  

機構名稱  
公司 

統一編號
 

臺網憑證識別代碼  
授權使用者代號 

（User ID）  □□□□A□  (機構代號 4碼+A+流水編號 1碼)  
此欄僅適用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 

授權使用者代號 
（User ID）  □□□□□□□  (機構代號 5碼)  

登入方式 
（請擇一勾選） □經由網際網路登入    □經由 S.M.A.R.T.連線工作站登入 

使用者密碼 
(Password，註3) 

□□□□□□□□ 
(8碼之文數字組合) 

使用者 
姓名  

申請項目 

(註4) 

1.機構上線 ：□首次申辦  □註銷 

2.授權使用者：□新增      □註銷   □更名   □密碼遺忘重置 

3.臺網憑證 ：□新增      □廢止    

4.其他：                                               

申請機構聯絡人 

姓名  

電話  

集保結算所 

印鑑戳記(註5)： 

 

 

 

 

 

 
核章  

說明： 
註 1：期貨信託事業及基金保管機構之機構代號為集保結算所之參加人代號，請先向集保結算所申請成為集保

結算所參加人。 
註 2：機構類型請填寫專營期貨信託事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申請兼營、期貨經理事業申請兼營、信託業申請

兼營或保管銀行，期貨公會、央行及主管機關免填。 
註 3：登入方式若勾選「經由網際網路登入」者，請設定初始密碼；登入方式若勾選「經由 S.M.A.R.T.連線

工作站登入」者，申請機構授權使用者之密碼與 S.M.A.R.T.系統相同，無須設定初始密碼。  
註 4：申請機構檢附文件如下： 

首次申辦須附公司登記證明文件(例如:公司變更登記表)影本及印鑑卡一式二份。 
申請項目之 2.授權使用者：更名、密碼遺忘重置，僅適用登入方式勾選「經由網際網路登入」機構申請。 

註 5：申請機構於申請書簽蓋之印鑑戳記，首次申辦者，請簽蓋經濟部登記之公司章及負責人章或登記之法人
印鑑；辦理其他事項者請簽蓋留存「印鑑卡」之印鑑。 

附註：申請機構備妥相關書件後，請交至集保結算所業務部基金服務組，地址：台北市復興北路 363 號 3
樓，電話：（02）27195805，分機 407、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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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期貨信託基金申請書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公司名稱  

機 構 代 號  期貨信託事業 

聯絡人姓名  聯絡電話  

請 填 寫 期 貨 信 託 基 金 資 料 於 下 列 欄 位 

基金中文名稱  

基金登錄代碼 
(受益憑證代號6碼) 

 
國內保管機構 

名稱 
 

是否為傘型基金 □是  □否 
基金募集對象 

□對不特定人募集 

□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 傘型基金名稱  

基金類型 □一般型  □保證型  □保護型  □組合型 

投資區域 □全球型  □區域型  □單一國家   

計價幣別 □新台幣  □美元  □歐元  □英鎊  □日幣  □其他   

銷售機構名稱 
公司 

統一編號 
銷售機構代號 

（集保結算所填寫） 

   

   

   

   

申請項目 

1. 基金狀態：□核准募集  □正式成立  □終止  □清算  □合併 

請填入基金狀態之日期(年/月/日)：                  

2. 開放上傳控管權限：□基金基本資料，基金登錄代碼：                 

                  □基金月報等上傳資料，開放年/月：              

3. 變更機構：□變更期貨信託基金之保管機構名稱：                     

          □更換期貨信託事業                    

4. 新增代碼：□新增銷售機構代號    □新增代碼：                     

5. 其他：                                         

註 1：期貨信託事業申請項目 1.及項目 3 時，須附主管機關核

准文件影本或其他證明文件，並於本申請書印鑑戳記欄

簽蓋留存本公司「印鑑卡」之印鑑。 

註 2：首次募集若有委任銷售機構者，或新增銷售機構代號

時，需填寫銷售機構資料，俾供集保結算所設定該等銷

售機構之機構代號；若委任之銷售機構眾多，上揭欄位

不敷填寫，得以另單黏貼或另附明細清單。 

註 3：如有相關代碼資料尚未登載於本系統，請填寫本申請書

並簽蓋原留印鑑，註明新增之參數類型及代碼等資料，

申請相關代碼維護作業。 

註 4：如欲新增交易所代碼或標的契約代碼，請先與集保結算所連繫。

印鑑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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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信託事業/保管機構更換印鑑申請書 

 

（機構代號：          ） 

本公司擬更換留存  貴公司辦理期信基金資訊觀

測站作業之印鑑，併附新印鑑卡，請查收存驗，自啟用

日起舊印鑑同日作廢，敬請查照辦理。 

  此    致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人：                         股份有限公司 

                   （簽蓋留存集保結算所 

之公司及代表人印章）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注意事項： 

1、新印鑑卡申請人簽章欄須簽蓋留存集保結算所之公司及代表人印章，印鑑遺失

或公司名稱、負責人變更者，請簽蓋最新留存經濟部之印鑑，並檢附公司變更

登記表影本（影本須加蓋留存經濟部之印鑑）後，向業務部申請。 

2、金融機構業務單位在經濟部未留存印鑑，申請更換業務單位及負責人印章者，

應檢附總行之公文、業務單位負責人調動派令或其職務證明等任一項辦理。 

 

經辦：                  主管：  


	第一章、  
	第一章、 業務處理手冊 
	壹、 通則 
	一、 使用機構範圍 
	(一) 期貨信託事業（包括專營及兼營期貨信託事業之機構，以下簡稱期信事業） 
	(二) 擔任期貨信託基金之保管機構（以下簡稱保管機構） 
	(三)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期貨公會） 
	(四)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主管機關） 
	(五) 中央銀行(以下簡稱央行) 

	二、 作業環境 
	(一)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集保結算所）建置之「期信基金資訊觀測站」（網址：www.fundclear.com.tw），區分期信基金資訊申報平台（以下簡稱申報平台）、期信基金資訊公告平台（以下簡稱公告平台）二個作業平台。 
	(二) 期信事業可透過集保結算所建置之S.M.A.R.T.連線工作站進入申報平台或經由網際網路登入「期信基金資訊觀測站」。 
	１、 S.M.A.R.T.連線工作站軟硬體設備規格如下： 
	（1） PC硬體 
	a. CPU : Pentium 4 - 1.7GH 以上 
	b. RAM : 512 MB 以上 
	c. 硬碟空間 : 1G 以上 

	（2） 軟體 
	a. 作業系統 : Windows 2000 SP4 or Windows XP SP2（自行安裝） 
	b. 通訊軟體：VPN Client（集保結算所提供） 
	c. 應用軟體：S.M.A.R.T應用軟體（集保結算所提供） 


	２、 經由網際網路登入者，使用機構軟硬體設備如下 
	（1） 個人電腦Pentium IV (含)以上 
	（2） 印表機 
	（3） IE 6.0版以上，連結網際網路使用。 
	（4） Adobe Acrobat 7.0版以上，查詢表單使用。 
	（5） 須具備臺灣網路認證股份有限公司認證之系統憑證或與公開資訊觀測站通用之共用憑證。 


	(三) 期信事業透過「期信基金資訊觀測站-資訊申報平台」輸入申報資訊；主管機關及期貨公會可自該平台查詢或列印各期信基金申報資訊。 
	(四) 期信事業輸入「期信基金資訊觀測站-資訊申報平台」之應行公告事項，將由系統自動傳輸至「期信基金資訊觀測站-資訊公告平台」，提供投資大眾透過網際網路查詢相關資訊。 
	(五) 本系統開放時間為每日7:00～21:00（不含例假日） 

	三、 安全控管作業 
	(一) 為確認使用者身份，使用機構以網際網路登入「期信基金資訊觀測站-資訊申報平台」時，須以使用者代號、密碼及臺灣網路認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臺網公司）簽發之證券暨期貨相關單位共用憑證或公開資訊觀測站申報作業憑證供系統識別身分。 
	(二) 使用機構初次申請使用本系統時，應向集保結算所先登錄使用者代號、密碼及臺網憑證代碼(主管機關、央行及期貨公會免申請憑證)。 
	(三) 使用機構於本系統自行設定一至數組之一般使用者代號時，應依公司內部控制程序妥善管理使用人員識別碼及密碼，以維護系統作業安全。 
	(四) 本系統線上資料傳輸採SSL加密機制。 

	四、 系統使用異常之處理 
	(一) 使用機構無法正常登入或使用本系統時，應通知集保結算所共同查明原因。 
	(二) 屬使用機構電腦設備故障或網際網路線路中斷者，應由使用機構儘速通知公司電腦人員排除問題；若無法及時修復者，應洽借他處可連接上網之個人電腦，使用已設定之使用者代號、密碼及臺網憑證執行相關交易。 
	(三) 屬集保結算所系統發生異常或網際網路線路中斷者，由集保結算所儘速排除故障或以備援線路恢復連線後，通知使用機構執行相關交易。 

	五、 使用者登入 
	(一) 期信事業、保管機構可透過集保結算所建置之S.M.A.R.T.連線工作站直接進入申報平台，亦可透過網際網路登入申報平台進行申報作業。 
	(二) 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可透過網際網路登入「期信基金資訊觀測站-資訊申報平台」查詢或列印各期信基金申報公告資訊。 
	 



	壹、  
	貳、 使用機構登錄作業 
	一、 平台使用申請及登入 
	(一) 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首次申請使用本系統及登入「期信基金資訊觀測站-資訊申報平台」時。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保管機構、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 
	(三) 作業程序 
	１、 使用機構首次申請使用本系統，須檢具下列申請書件，加蓋於經濟部登記之公司章及負責人章或其他登記之法人印鑑，向集保結算所申請使用申報平台： 
	（1） 期貨信託基金申報公告資訊系統作業申請書一份 
	（2） 期貨信託基金申報暨公告資訊傳輸系統使用契約書一式二份(主管機關、央行及期貨公會免簽) 
	（3） 印鑑卡一式二份(主管機關、央行及期貨公會免簽) 
	（4） 營利事業登記證或營業證明文件或法人登記證書影本(主管機關、央行免附) 
	（5）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主管機關、央行及期貨公會免附) 

	２、 使用機構之「機構代號」及「授權使用者代號」編碼原則如下：  
	（1） 機構代號 
	a. 專營期貨信託事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申請兼營者、期貨經理事業申請兼營者、信託業申請兼營者之機構代號為集保結算所參加人代號，總共4碼數字。 
	b. 保管機構之機構代號為集保結算所參加人代號，總共4碼數字。 
	c. 主管機關、央行及期貨公會之機構代號為J+4碼數字。 

	（2） 授權使用者代號 機構代號+AX控制卡代碼 (期信事業及保管機構授權使用者代號為已建置於S.M.A.R.T.系統之帳號管理人員AX控制卡代碼(X 代表 0~9)) 
	（3） 初始密碼 文數字組合，長度為8碼至12碼。(期信事業及保管機構之密碼與S.M.A.R.T.系統之密碼相同，無須設定初始密碼。) 

	３、 使用機構透過網際網路登入「期信基金資訊觀測站-資訊申報平台」時，須備有憑證，並將憑證識別代碼填載於「期信基金申報公告資訊系統作業申請書」，交集保結算所辦理建檔，使用機構已持有「證券暨期貨相關單位共用憑證」或「公開資訊觀測站申報作業憑證」者，可使用原憑證；無憑證者，須依臺網公司規定，填具憑證註冊申請單並附相關文件，逕向臺網公司申請。（有關臺網憑證之申請程序及作業表單，請洽臺網公司或自其網站下載，聯絡電話：02-23708886分機137，地址：台北市延平南路85號10樓，網址：www.twca.com.tw） 
	４、 集保結算所接獲使用機構之申請，審核無誤後，將其機構代號、機構類型、授權使用者代號、使用者名稱、公司統一編號及臺網憑證識別代碼等資料輸入「期信基金資訊觀測站-資訊申報平台」。 
	５、 主管機關、央行及期貨公會首次以「授權使用者代號」、「初始密碼」透過網際網路登入「期信基金資訊觀測站-資訊申報平台」時，須依系統指示辦理使用者密碼變更，將「初始密碼」變更為新密碼後，始得執行相關作業(期信事業及保管機構之使用者無須變更初始密碼，若需要變更密碼請至S.M.A.R.T.系統變更)。 
	６、 使用機構如為期信事業或保管機構者，可選擇由網際網路登入「期信基金資訊觀測站」（網址：www.fundclear.com.tw），亦可由S.M.A.R.T.系統連線登入後，選取左方「集保管理作業」下之「期信基金資訊觀測站-資訊申報平台」或直接於交易代號鍵入「REX0」以進入申報作業。(登入畫面詳閱使用者操作手冊壹、登入作業) 
	７、 使用機構應妥善管理登入「期信基金資訊觀測站-資訊申報平台」之授權使用者代號及密碼，遇持有人離職或異動時，應即向集保結算所申請變更。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１、 期貨信託基金申報公告資訊系統作業申請書 
	２、 期貨信託基金申報暨公告資訊傳輸系統使用契約書 


	一、  
	二、 使用者基本資料維護 
	(一) 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辦理「平台使用申請及登入」作業後，新增/刪除一般使用者時。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保管機構、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 
	(三) 作業程序 
	１、 新增一般使用者時： 
	（1） 期信事業及保管機構向集保結算所辦理「平台使用申請及登入」作業後，因業務需要欲增加申報平台使用者時，得由「授權使用者代號」持有人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本資料維護-使用者基本資料維護(BAS040)」選項新增一般使用者。期信事業及保管機構點選「查詢已使用代號」以查詢該機構本身之S.M.A.R.T.系統使用者後，再輸入尚未於本系統建置之一般使用者代號(非A字頭控制卡)並選取群組，以新增「一般使用者代號」（登入方式申請為經由S.M.A.R.T.連線工作站登入者，所有使用者代號必須先於S.M.A.R.T.系統建置才可於申報平台新增該使用者代號，「查詢已使用代號」畫面中，所屬群組欄位有顯示資料者，則代表該使用者代號為申報平台使用者。） 
	（2） 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欲新增申報平台一般使用者時，得由「授權使用者代號」持有人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本資料維護-使用者基本資料維護(BAS040)」選項並輸入「一般使用者代號」(01~99)及群組、使用者名稱及密碼等資訊後完成新增。（可點選「查詢已使用代號」查詢該機構已建置之使用者代號）(若登入方式申請為經由網際網路登入者亦適用) 

	２、 刪除一般使用者時： 
	（1） 期信事業及保管機構欲於申報平台刪除「一般使用者代號」時，應由「授權使用者代號」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本資料維護-使用者基本資料維護(BAS040)」選項及輸入該使用者代號後，將該使用者代號列出並按刪除鍵刪除，一旦系統刪除該使用者代號後，該使用者將無法登入申報平台。(該使用者代號仍存於S.M.A.R.T.系統，若要真正刪除該使用者代號，則請依照S.M.A.R.T.系統作業程序刪除。) 
	（2） 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於本系統操作「基本資料維護-使用者基本資料維護(BAS040)」，並輸入欲刪除之「一般使用者代號」確認後，即可以刪除鍵刪除該使用者。(若登入方式申請為經由網際網路登入者亦適用) 

	３、 一般使用者異動時： 
	（1） 期信事業及保管機構遇「一般使用者代號」持有人異動時，應由「授權使用者代號」持有人於S.M.A.R.T.系統變更使用者基本資料、名稱及密碼。 
	（2） 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於本系統操作「基本資料維護-使用者基本資料維護(BAS040)」，輸入欲變更之「一般使用者代號」後，應變更使用者名稱及密碼即完成異動作業。(若登入方式申請為經由網際網路登入者亦適用) 

	４、 一般使用者新增作業之群組設定僅可選擇「一般使用者」選項，且代號僅可為01~99。(不可設定A字頭之使用者代號)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三、 基本資料變更 
	(一) 使用時機 
	１、 使用機構因解散、停業、營業移轉、併購、歇業等事由，致無需辦理期信基金申報公告作業時。 
	２、 使用機構新增/註銷授權使用者時。 
	３、 使用機構新增/廢止臺網憑證、臺網憑證毀損（遺失）、臺網憑證換（補）發。 
	４、 使用機構變更留存印鑑。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保管機構、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 
	(三) 作業程序 
	１、 使用機構有（一）使用時機所列事項（變更印鑑者除外），欲註銷或變更原登錄資料時，應填寫「期貨信託基金申報公告資訊系統作業申請書」簽蓋原留印鑑，連同相關文件向集保結算所提出申請。 
	２、 使用機構申請變更印鑑者，應填寫「期貨信託事業更換印鑑申請書」及新印鑑卡一式二份。(使用機構若因變更公司章或負責人章，致申請變更印鑑者，應檢附公司變更登記表影本提出申請。) 
	３、 集保結算所接獲使用機構之申請，審核無誤後，登入「期信基金資訊觀測站-資訊申報平台」，將相關資料輸入本系統。 
	４、 使用機構辦理臺網憑證增購/廢止、憑證毀損（遺失）/換（補）發、密碼遺忘/重置、密碼鎖卡/解鎖等作業時，須依臺網公司規定，填具憑證廢止申請單或IC卡解鎖申請單並附相關文件，逕向臺網公司申請。（有關臺網憑證之申請程序及作業表單，請洽臺網公司或自其網站下載，聯絡電話：02-23708886分機137，地址：台北市延平南路85號10樓，網址：www.twca.com.tw）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１、 期貨信託基金申報公告資訊系統作業申請書 
	２、 期貨信託事業更換印鑑申請書 
	 


	四、 使用者密碼變更 
	(一) 使用時機 「授權使用者代號」或「一般使用者代號」持有人變更密碼或密碼遺忘時。 
	(二) 使用機構 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 
	(三) 作業程序 
	１、 使用者密碼變更 「授權使用者代號」或「一般使用者代號」之持有人欲變更密碼時，得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本資料維護-使用者密碼變更(BAS050)」選項，輸入舊密碼及新密碼後辦理密碼變更。(若登入方式申請為經由網際網路登入者亦適用) 
	２、 使用者密碼遺忘 
	（1） 「授權使用者代號」持有人遺忘密碼時，由使用機構填具「期貨信託基金申報公告資訊系統作業申請書」向集保結算所申請重設密碼，再由持有人登入申報平台，依系統指示辦理密碼變更，將該重設之密碼變更為新密碼。(若登入方式申請為經由網際網路登入者亦適用) 
	（2） 「一般使用者代號」持有人遺忘密碼時，需由「授權使用者代號」持有人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本資料維護-使用者基本資料維護(BAS040)」選項，重新設定該「一般使用者代號」之使用者密碼。(若登入方式申請為經由網際網路登入者亦適用) 

	３、 期信事業及保管機構之「授權使用者代號」或「一般使用者代號」持有人變更密碼或密碼遺忘，請至S.M.A.R.T.系統進行操作，操作完成即可以新密碼進入申報平台。「授權使用者代號」持有人遺忘密碼時，由使用機構填具「集保存託系統連線作業申請書」向集保結算所申請重設密碼，「一般使用者代號」持有人遺忘密碼時，需由「授權使用者代號」持有人登入S.M.A.R.T.系統進行密碼重置操作後，即可使用。 
	４、 期信事業及保管機構透過網際網路登入時，若密碼輸入錯誤超過四次(不含四次)，帳號將被 ”鎖定(Lock)”，並請於S.M.A.R.T.系統進行密碼重新設定。 

	(四) 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無 

	五、 基金登錄及變更 
	(一) 使用時機 
	１、 期信事業申請期貨信託基金之募集或成立時，經主管機關核准後辦理。 
	２、 基金登錄有異動時。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 作業程序 
	１、 期信事業申請期貨信託基金之募集，經主管機關核准後，須填寫「期貨信託基金申請書」簽蓋原留印鑑，註明期信事業相關資訊及期貨信託基金登錄代碼、基金名稱、募集核准日期、基金募集對象、保管機構…等資料，並檢附主管機關核准函影本，向集保結算所申請期貨信託基金登錄作業。 
	２、 期信事業如於期信基金正式成立並經主管機關核准後，仍須填寫「期貨信託基金申請書」簽蓋原留印鑑，並檢附主管機關核准函影本，向集保結算所申請登錄期貨信託基金正式成立。 
	３、 期信事業如遇期信基金有終止、清算、合併等情形時，應須填寫「期貨信託基金申請書」簽蓋原留印鑑，並檢附主管機關核准函影本，向集保結算所申請變更期貨信託基金登錄。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期貨信託基金申請書 
	 



	參、 基本資料申報作業 
	一、 期信事業基本資料維護 
	(一) 使用時機 期信事業完成「平台使用申請及登入」作業後，機構基本資料新增或異動時使用。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 作業程序 
	１、 使用人員進入申報平台後，點選「基本資料維護-期信事業基本資料維護(BAS010)」選項，將機構基本資料以單筆輸入方式輸入本系統。 
	２、  機構基本資料有異動時，應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本資料維護-期信事業基本資料維護(BAS010)」選項，將機構基本資料辦理更新。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二、 保管機構基本資料維護 
	(一) 使用時機 保管機構完成「平台使用申請及登入」作業後，機構基本資料新增或異動時使用。 
	(二) 使用機構 保管機構 
	(三) 作業程序 
	１、 使用人員進入申報平台後，點選「基本資料維護-保管機構基本資料維護(BAS030)」選項，將機構基本資料以單筆輸入方式輸入本系統。 
	２、  機構基本資料有異動時，應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本資料維護-保管機構基本資料維護(BAS030)」選項，將機構基本資料辦理更新。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三、 銷售機構基本資料維護 
	(一) 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基本資料新增或異動時使用。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 作業程序 
	１、 期信事業執行本項作業前，應先確認該銷售機構代號已存在於申報平台，並操作「基金資訊申報作業-銷售機構異動(FUN130)」作業，才可進行銷售機構基本資料維護。如其銷售機構代號經查詢「代碼查詢」後確認未存在於申報平台時，期信事業應檢附「期貨信託基金申請書」向集保結算所申請新增機構代號。 
	２、 期信事業於期貨信託基金核准募集後公告銷售機構時，應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本資料維護-銷售機構基本資料維護(BAS020)」選項，將銷售機構基本資料以單筆輸入方式輸入本系統。 
	３、  機構基本資料有異動時，期信事業應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本資料維護-銷售機構基本資料維護(BAS020)」選項，將機構基本資料辦理更新。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期貨信託基金申請書 

	四、 代碼查詢 
	(一) 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本系統相關代碼資料。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保管機構、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 
	(三) 作業程序 
	１、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本資料維護-代碼查詢(BAS060)」選項，計有「機構代號」、「基金代號及基金登錄代碼」、「基金類型」、「投資地區」、「投資標的」、「幣別代碼」、「交易所代碼」、「標的契約代碼」、「法規代碼」及「基金月報檢查表審查項目」等項目可查詢本系統相關代碼資料。 
	２、 使用機構如發現有相關代碼資料尚未登載於本系統，應先填寫「期貨信託基金申請書」簽蓋原留印鑑，註明新增之代碼等資料，向集保結算所申請相關代碼維護作業。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期貨信託基金申請書 


	肆、 期信事業資訊申報作業 
	一、 財務報告書 
	(一) 使用時機 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20條之規定，編製年度財務報告並辦理公告時。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 作業程序 
	１、 期信事業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辦理年度財務報告公告時，應登入申報平台，點選「期信事業資訊申報作業-財務報告書(FUR010)」選項，選擇上傳資料年度後，將年度財務報告上傳至本系統。 
	２、 為利稽核年度財務報告之傳輸，年度財務報告一經上傳至本系統將無法修改或刪除，僅能以重新上傳同一年度之年度財務報告進行更正。 
	３、 期信事業可於本作業查詢各年份之所有上傳檔案及異動時間。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二、 董監事資訊申報 
	(一) 使用時機 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9條之規定辦理申報後，由期貨公會彙報時。 
	(二) 使用機構 期貨公會 
	(三) 作業程序 
	１、 期信事業依規定辦理董監事資訊申報後，由期貨公會登入申報平台，點選「期信事業資訊申報作業-董監事申報(FUR030)」選項，將董監事資訊以單筆輸入或檔案上傳方式輸入至本系統。 
	２、 可於本作業點選期信事業查詢其董監事資訊之上傳資料結果。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期信事業董監事資訊上傳 

	三、 公司訊息申報 
	(一) 使用時機 
	１、 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10條之規定，辦理申報並公告有關重大影響受益人權益之事項時。 
	２、 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25條第5項之規定，公告有關期信事業辦理借款之事項。 
	３、 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38條第4項之規定，公告有關期信事業承受或移轉之事項。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 作業程序 
	１、 期信事業依規定辦理公司訊息申報及公告時，應登入申報平台，點選「期信事業資訊申報作業-公司訊息申報(FUR040)」選項，選擇訊息類別，輸入申報人資料、事實發生日及訊息內容後，預覽無誤即可存檔至本系統。 
	２、 辦理訊息申報時，若有相關附件亦可上傳至本系統。 
	３、 為保障投資人權益，公告訊息於預覽確認後即無法修改或刪除，如需更正，應另行公告更正訊息說明。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伍、 基金資訊申報作業 
	一、 基金基本資料 
	(一) 使用時機 
	１、 期信事業申請期貨信託基金之募集時，經主管機關核准募集後辦理。 
	２、 基金基本資料有異動時。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 作業程序 
	１、 期信事業申請期貨信託基金之募集，經主管機關核准後，須填寫「期貨信託基金申請書」簽蓋原留印鑑，註明期信事業相關資訊及期貨信託基金登錄代碼、基金名稱、募集核准日期、基金募集對象、保管機構…等資料，並檢附主管機關核准函影本，向集保結算所申請期貨信託基金登錄作業。 
	２、 期信事業完成上述１之作業程序辦理登錄作業後，應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金資訊申報作業-基金基本資料(FUN010)」選項，以單筆輸入或檔案上傳方式將基金基本資料輸入本系統。 
	３、 期貨信託基金募集成立後，期信事業須填寫「期貨信託基金申請書」簽蓋原留印鑑，註明基金成立日並檢附主管機關核准成立函影本，向集保結算所申請並控管上傳。 
	４、 期貨信託基金基本資料有異動時，期信事業須填寫「期貨信託基金申請書」簽蓋原留印鑑，並檢附相關主管機關變更核准函文或說明文件，向集保結算所申請開放基金上傳控管後，再登入申報平台進行基金基本資料異動更新。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１、 期貨信託基金申請書 
	２、 基金基本資料檔案上傳格式説明 


	二、 基金淨值 
	(一) 使用時機 
	１、 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77條之規定，公告前一營業日基金淨值。 
	２、 基金淨值有異動時。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 作業程序 
	１、 期信事業依規定於每一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基金淨值時，應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金資訊申報作業-基金淨值(FUN020)」選項，將基金名稱、淨值日期、基金淨資產及單位淨值等資料，以單筆輸入或檔案上傳方式輸入本系統。如為外幣計價之基金，其淨值應增加申報該外幣與台幣之折算匯率及折算後之新台幣基金淨資產及單位淨值。 
	２、 基金淨值若有異動時，應依上述１之作業程序將關資料輸入本系統。如遇有更動(或刪除)淨值之情形時，申報及公告平台之最新消息部分將顯示「XX期信事業之XX基金，於XX日期將原XX日期之基金淨值更正為XX.XX(或刪除)」。 
	３、 期信事業可於本作業查詢各旗下基金之淨值資料。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基金淨值檔案上傳格式説明 

	三、 基金月報 
	(一) 使用時機 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1條之規定，每月終了後10日內申報每一期貨信託基金月報。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 作業程序 
	１、 期信事業依規定於每月終了後10日內申報每一期貨信託基金月報時，應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金資訊申報作業-基金月報(FUN030)」選項，選擇上傳之基金名稱、資料月份後將月報上傳至本系統。 
	２、 需修改或刪除原上傳之資料時，可先查詢原上傳之資料，再勾選欲更動之資料後進行修改或刪除。 
	３、 未及於每月終了後10日內申報基金月報者，或於每月10日後欲重新申報基金月報者，期信事業須填寫「期貨信託基金申請書」簽蓋原留印鑑，向集保結算所申請開放上傳作業後，再依１之作業程序上傳至本系統。 
	４、 期信事業可於本作業查詢各月份之上傳檔案及異動時間。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期貨信託基金申請書 

	四、 基金月報檢查表 
	(一) 使用時機 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1條之規定，每月終了後10日內申報每一期貨信託基金月報檢查表。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 作業程序 
	１、 期信事業依規定於每月終了後10日內申報每一期貨信託基金月報檢查表時，應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金資訊申報作業-基金月報檢查表(FUN170)」選項或「彙總申報作業(APLALL)」，以檔案上傳方式輸入本系統，另可於特別敘明事項鍵入文字，存檔至本系統；申報完成後，可點選列印(PDF)功能查詢報表。 
	２、 需修改或刪除原上傳之資料時，可先查詢原上傳之資料，再勾選欲更動之資料後進行修改或刪除。 
	３、 本作業之各項審查項目皆必須申報，若備註欄位顯示*時則代表尚未申報完成，期信事業須針對尚未申報之審查項目進行檔案上傳，最新審查項目請參考「代碼查詢」。 
	４、 當保管機構就某筆之基金月報檢查表覆核完成後，期信事業則無法上傳或修改該筆之月報檢查表資料，必須請保管機構解除覆核才可進行重新上傳或修改作業。 
	５、 未及於每月終了後10日內申報基金月報檢查表者，或於每月10日後欲重新申報基金月報檢查表者，期信事業須填寫「期貨信託基金申請書」簽蓋原留印鑑，向集保結算所申請開放上傳作業後，再依１之作業程序上傳至本系統。 
	６、 期信事業可於本作業查詢各月份之上傳檔案及異動時間，亦可查詢保管機構是否已經覆核完成。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基金月報檢查表檔案上傳格式説明 

	五、 基金銷售資訊 
	(一) 使用時機 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37條之規定，每月10日以前申報上月份經營期貨信託相關業務表冊時。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 作業程序 
	１、 期信事業於每月終了後10日內申報每一期貨信託基金銷售資訊時，應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金資訊申報作業-基金銷售資訊(FUN040)」選項，將基金名稱、統計月份、基金規模、受益權單位數、申購/買回/定期定額扣款金額、人數及筆數與通路銷售金額等資訊，以單筆輸入或檔案上傳方式輸入本系統。 
	２、 需修改或刪除原上傳之資料時，可先查詢原上傳之資料，再勾選欲更動之資料後進行修改或刪除。 
	３、 未及於每月終了後10日內申報基金銷售資訊者，或於每月10日後欲重新申報基金銷售資訊者，期信事業須填寫「期貨信託基金申請書」簽蓋原留印鑑，向集保結算所申請開放上傳作業後，再依１之作業程序上傳至本系統。 
	４、 期信事業可於本作業查詢各月份之上傳資料及異動時間。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基金銷售資訊檔案上傳格式説明 

	六、 基金受益人資訊 
	(一) 使用時機 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37條之規定，每月10日以前申報上月份經營期貨信託相關業務表冊時。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 作業程序 
	１、 期信事業於每月終了後10日內申報每一期貨信託基金受益人資訊時，應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金資訊申報作業-基金受益人資訊(FUN050)」選項，將基金名稱、統計月份、基金受益人國別/類別代號、月底金額、月底受益人數及月平均金額等資訊，以單筆輸入或檔案上傳方式輸入本系統。 
	２、 需修改或刪除原上傳之資料時，可先查詢原上傳之資料，再勾選欲更動之資料後進行修改或刪除。 
	３、 未及於每月終了後10日內申報基金受益人資訊者，或於每月10日後欲重新申報基金受益人資訊者，期信事業須填寫「期貨信託基金申請書」簽蓋原留印鑑，向集保結算所申請開放上傳作業後，再依１之作業程序上傳至本系統。 
	４、 期信事業可於本作業查詢各月份之上傳資料。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基金受益人資訊檔案上傳格式説明 

	七、 基金投資資訊 
	(一) 使用時機 
	１、 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37條之規定，每月10日以前申報上月份經營期貨信託相關業務表冊時。 
	２、 期信事業應於每月終了後10日內申報每一期貨信託基金投資標的/投資地區比率、基金持有標的明細資料、基金持有期貨契約資料、法規限定比率明細資料等表冊。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 作業程序 
	１、 期信事業於每月終了後10日內申報每一期貨信託基金投資標的/投資地區比率、基金持有標的明細資料、基金持有期貨契約資料、法規限定比率明細資料時，應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金資訊申報作業-基金投資資訊(FUN060)」選項或「彙總申報作業(APLALL)」，以檔案上傳方式輸入本系統。 
	２、 需修改或刪除原上傳之資料時，可先查詢原上傳之資料，再勾選欲更動之資料後進行修改或刪除。 
	３、 未及於每月終了後10日內申報基金投資資訊者，或於每月10日後欲重新申報基金投資資訊者，期信事業須填寫「期貨信託基金申請書」簽蓋原留印鑑，向集保結算所申請開放上傳作業後，再依１之作業程序上傳至本系統。 
	４、 期信事業可於本作業查詢各月份之上傳資料。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１、 基金投資標的/投資地區比率檔案上傳格式説明 
	２、 基金持有標的明細資料檔案上傳格式説明 
	３、 基金持有期貨契約資料檔案上傳格式説明 
	４、 法規限定比率明細資料檔案上傳格式説明 


	八、 基金支付費用資訊 
	(一) 使用時機 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37條之規定，每月10日以前申報上月份經營期貨信託相關業務表冊時。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 作業程序 
	１、 期信事業於每月終了後10日內申報每一期貨信託基金支付費用資訊時，應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金資訊申報作業-基金支付費用資訊(FUN070)」選項，將基金名稱、統計月份、手續費、經理費、交易稅、其他費用、績效報酬及保管費等資訊，以單筆輸入或檔案上傳方式輸入本系統。 
	２、 需修改或刪除原上傳之資料時，可先查詢原上傳之資料，再勾選欲更動之資料後進行修改或刪除。 
	３、 未及於每月終了後10日內申報基金支付費用資訊者，或於每月10日後欲重新申報基金支付費用資訊者，期信事業須填寫「期貨信託基金申請書」簽蓋原留印鑑，向集保結算所申請開放上傳作業後，再依１之作業程序上傳至本系統。 
	４、 期信事業可於本作業查詢各月份之上傳資料。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基金支付費用資訊檔案上傳格式説明 
	１、  


	九、 基金非營業日 
	(一) 使用時機 
	１、 期信事業申報每一期貨信託基金之休假日時。 
	２、 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之金管證七字第09600726863號函規定，占期貨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一定比例或主要投資國之休假日情形，應於一週前辦理申報。另占期貨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一定比例或主要投資國之最新國家別及其休假日情形，應辦理公告訊息公告。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 作業程序 
	１、 期信事業申報每一期貨信託基金之休假日時，應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金資訊申報作業-基金非營業日(FUN080)」選項，以檔案上傳方式輸入至本系統或於本作業之查詢畫面點選即可。 
	２、 欲清除已鍵入之基金之休假日資料時，得選擇清除鍵刪除已鍵入之資料或選擇檔案上傳之刪除資訊。 
	３、 期信事業可於本作業查詢各基金之休假日。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基金非營業日檔案上傳格式説明 

	十、 基金財務報告書 
	(一) 使用時機 
	１、 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1條之規定，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申報每一期貨信託基金年度財務報告時。 
	２、 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29條第2項規定辦理。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 作業程序 
	１、 期信事業依規定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申報每一期貨信託基金年度財務報告時，應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金資訊申報作業-基金財務報告書(FUN090)」選項，選擇上傳之基金名稱、資料年份後將財務報告上傳至本系統。 
	２、 為利稽核基金年度財務報告之傳輸，基金年度財務報告一經上傳至本系統將無法修改或刪除，僅能以重新上傳同一年度之基金年度財務報告進行更正。 
	３、 期信事業可於本作業查詢各基金之所有上傳檔案及異動時間。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十一、 基金追加募集 
	(一) 使用時機 期信事業申請追加募集期貨信託基金，經主管機關核准後申報相關資料時。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 作業程序 
	１、 期信事業申請追加募集期貨信託基金，經主管機關核准後，應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金資訊申報作業-基金追加募集(FUN100)」選項，將追加次別、追加日期、追加額度、匯入匯率、單位數、追加後可發行額度等資訊，以單筆輸入或檔案上傳方式輸入至本系統。 
	２、 需修改或刪除原上傳之資料時，可先查詢原上傳之資料，再勾選欲更動之資料後進行修改或刪除。 
	３、 期信事業可於本作業查詢各基金之上傳資料及異動時間。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基金追加募集檔案上傳格式説明 

	十二、 基金公開說明書 
	(一) 使用時機 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事業募集期貨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27條之規定申報每一期貨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更新或修正時亦同。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 作業程序 
	１、 期信事業依規定申報基金公開說明書時，應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金資訊申報作業-基金公開說明書(FUN110)」選項，選擇上傳之基金名稱、資料月份後將基金公開說明書上傳至本系統。 
	２、 為利稽核基金公開說明書之傳輸，基金公開說明書一經上傳至本系統將無法修改或刪除，僅能以重新上傳同一年度之基金公開說明書進行更正。 
	３、 期信事業可於本作業查詢各基金之所有上傳檔案及異動時間。 
	４、 公告平台所列報之基金公開說明書為該期信事業上傳之最近一個版本。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十三、 期貨信託契約 
	(一) 使用時機 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58條之規定申報每一期貨信託基金之期貨信託契約，更新或修正時亦同。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 作業程序 
	１、 期信事業依規定申報基金期貨信託契約時，應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金資訊申報作業-期貨信託契約(FUN150)」選項，選擇上傳之基金名稱、資料月份後將基金期貨信託契約上傳至本系統。 
	２、 為利稽核基金期貨信託契約之傳輸，基金期貨信託契約一經上傳至本系統將無法修改或刪除，僅能以重新上傳同一月份之基金期貨信託契約進行更正。 
	３、 期信事業可於本作業查詢各基金之所有上傳檔案及異動時間。 
	４、 公告平台所列報之基金期貨信託契約為該期信事業上傳之最近一個版本。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十四、 銷售文件 
	(一) 使用時機 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58條之規定申報每一期貨信託基金之有關銷售之文件，更新或修正時亦同。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 作業程序 
	１、 期信事業依規定申報基金銷售文件時，應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金資訊申報作業-銷售文件(FUN160)」選項，選擇上傳之基金名稱、資料月份、銷售文件序號後將基金銷售文件上傳至本系統。 
	２、 為利稽核基金銷售文件之傳輸，基金銷售文件一經上傳至本系統將無法修改或刪除，僅能以重新上傳同一月份及銷售文件序號之基金銷售文件進行更正。 
	３、 期信事業可於本作業查詢各基金之所有上傳檔案及異動時間。 
	４、 公告平台所列報之基金銷售文件為該期信事業上傳之各序號最近一個版本。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十五、 基金訊息申報 
	(一) 使用時機 
	１、 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38條第4項之規定，公告有關期貨信託基金承受或移轉之事項。 
	２、 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35條之規定，公告有關銷售機構終止辦理期貨信託基金銷售業務之事項。 
	３、 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73條之規定，公告保管機構之承受、移轉或更換之事項。  
	４、 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2條之規定，公告有關期貨信託契約內容變更之事項。 
	５、 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3條之規定，公告有關期貨信託契約終止之事項。 
	６、 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4條之規定，公告有關期貨信託基金清算及分配方式之事項。 
	７、 期信事業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9條之規定，公告有關期貨信託基金合併之事項。 
	８、 期信事業有期貨信託基金募集公告、受益人大會開會通知、全權委託其他專業機構之相關事項、基金休假日公告或其他訊息等事項須公告時。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 作業程序 
	１、 期信事業依規定辦理基金訊息申報及公告時，應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金資訊申報作業-基金訊息申報(FUN120)」選項，選擇基金名稱及訊息類別，輸入申報人資料、事實發生日及訊息內容後，預覽無誤即可存檔至本系統。 
	２、 辦理訊息申報時，若有相關附件亦可上傳至本系統。 
	３、 為保障投資人權益，公告訊息於預覽確認後即無法修改或刪除，如需更正，應另行公告更正訊息說明。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十六、 銷售機構異動 
	(一) 使用時機 期信事業辦理基金銷售機構新增及變動時。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 作業程序 
	１、 期信事業辦理新增基金銷售機構時，應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金資訊申報作業-銷售機構異動(FUN130)」選項後，選擇「全新機構」、「新增銷售機構」或「新增基金」選項，將基金名稱、銷售機構代號、生效日期及簽約狀態、契約起迄日等資料，以單筆輸入或檔案上傳方式輸入至本系統。 
	２、 當期信事業要增加一新基金銷售時，應選取「新增銷售機構」作業；若期信事業與銷售機構已建立某檔基金之銷售關係後，可選取「新增基金」作業進行其他基金之銷售機構新增；若欲新增之機構從未銷售過該期信事業之任何基金，則選取「全新機構」進行新增。 
	３、 「新增基金」之銷售機構異動作業方式係由原來與該期信事業有關之銷售機構中選取欲新增之機構，再點選須新增之基金及鍵入資料即完成異動。 
	４、 「新增銷售機構」之銷售機構異動作業方式係由原來與該期信事業有關之銷售基金中選取欲新增之基金，再點選須新增之銷售機構及鍵入資料即完成異動。 
	５、 「全新機構」之銷售機構異動作業方式係選取欲新增之單一基金及全新之銷售機構後，再將生效日期及簽約狀態、契約起迄日等資料鍵入後即完成。 
	６、 期信事業欲新增之銷售機構代號尚未登載於本系統時，應先填寫「期貨信託基金申請書」簽蓋原留印鑑，註明欲新增之銷售機構等資料，向集保結算所申請該銷售機構代碼登錄作業。 
	７、 期信事業可於本作業查詢各基金銷售機構之上傳資料。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期貨信託基金申請書 

	十七、 保管機構覆核作業 
	(一) 使用時機 保管機構於期信事業申報月報檢查表後，依月報檢查表格式覆核期信事業是否依規定辦理相關作業。 
	(二) 使用機構 保管機構 
	(三) 作業程序 
	１、 保管機構依規定辦理覆核作業時，應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金資訊申報作業-保管機構覆核作業(FUN180)」選項，選擇期信事業、基金名稱及資料月份後，將列出已上傳基金月報檢查表之名單，勾選某筆進入查詢明細即可進行覆核作業，瀏覽期信事業所申報之基金月報檢查表，逐一項目勾選符合與否(全部default在符合)，確認無誤後於「月報檢查表覆核完成」勾選後儲存，即完成該基金月報檢查表覆核作業，另可於其他特別敘明事項鍵入文字，存檔至本系統。保管機構覆核完成後，可點選列印(PDF)功能查詢報表。 
	２、 未及於每月終了後10日內完成基金月報檢查表覆核者，或於每月10日後欲重新覆核(含修改或解除覆核)者，保管機構須填寫「期貨信託基金申請書」簽蓋原留印鑑，向集保結算所申請開放控管作業後，再依１之作業程序進行覆核作業。 
	３、 當保管機構欲解除覆核時，應於同一畫面之「月報檢查表覆核完成」解除勾選後儲存即可。 
	４、 當保管機構欲修改某審查項目之覆核結果時，應於同一畫面勾選或解除勾選欲更動項目之覆核狀態後進行儲存即完成修改。 
	５、 當系統顯示期信事業尚未申報完成時，請保管機構先向期信事業確認，若保管機構已覆核完成，期信事業則無法重新上傳、修改或刪除該筆基金月報檢查表資料。 
	６、 當期信事業欲重新申報月報檢查表時(保管機構已覆核完成時)，應請保管機構將原基金月報檢查表解除覆核後(依3之作業程序操作)，再由期信事業重新上傳，並由保管機構就新上傳之月報檢查表重新覆核。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十八、 彙總申報作業 
	(一) 使用時機 期信事業彙總基金申報檔案資料上傳。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 
	(三) 作業程序 
	１、 期信事業可將所有申報檔案資料，依上傳檔案規格彙總於單一檔案即可上傳申報，辦理彙總申報作業時，應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彙總申報作業(APLALL)」選項後，將申報檔案上傳至本系統。 
	２、 期信事業可於各申報作業查詢上傳資料及異動日期。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陸、 期信事業資訊查詢作業 
	一、 期信事業基本資料查詢 
	(一) 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信事業基本資料時。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 
	(三) 作業程序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期信事業資訊查詢作業-期信事業基本資料查詢(QRT010)」選項後，得以「機構類別及機構名稱」或「統一編號」查詢條件，查詢機構基本資料及各機構銷售之基金名稱、基金登錄代碼等資料。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二、 銷售機構基本資料查詢 
	(一) 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銷售機構基本資料時。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 
	(三) 作業程序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期信事業資訊查詢作業-銷售機構基本資料查詢(QRT020)」選項後，得以「機構類別及機構名稱」或「統一編號」查詢條件，查詢機構基本資料及各機構銷售之基金名稱、基金登錄代碼等資料。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三、 保管機構基本資料查詢 
	(一) 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保管機構基本資料時。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保管機構、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 
	(三) 作業程序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期信事業資訊查詢作業-保管機構基本資料查詢(QRT030)」選項後，得以「機構名稱」或「統一編號」查詢條件，查詢機構基本資料及各機構保管之基金名稱、基金登錄代碼等資料。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四、 財務報告書 
	(一) 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信事業財務報告。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 
	(三) 作業程序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期信事業資訊查詢作業-財務報告書(QRT040)」選項後，選擇「期信事業」及「資料年份」後，得依展開之期信事業財務報告清單點選下載財務報告資料。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五、 董監事資訊查詢 
	(一) 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信事業董監事資訊。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 
	(三) 作業程序 
	１、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期信事業資訊查詢作業-董監事資訊查詢(QRT060)」選項後，選擇「期信事業」後，查詢董監事資訊。 
	２、 各期信事業僅得查詢該公司之董監事資訊。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六、 公司訊息查詢 
	(一) 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信事業之公司公告訊息內容。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 
	(三) 作業程序 
	１、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期信事業資訊查詢作業-公司訊息查詢(QRT070)」選項後，選擇「期信事業」、「訊息類別」及「期間」(申報期間或事實發生期間擇一選擇)後，查詢或列印公司訊息內容。 
	２、 各期信事業僅得查詢該公司之公司訊息。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柒、 基金資訊查詢作業 
	一、 基金基本資料 
	(一) 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貨信託基金基本資料。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 
	(三) 作業程序 
	１、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金資訊查詢作業-基金基本資料(QRF010)」選項後，選擇「期信事業」及「基金名稱」後，查詢期貨信託基金基本資料，或辦理基金基本資料之檔案下載。 
	２、 各期信事業僅得查詢該公司之基金基本資料。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基金基本資料檔案下載格式説明 

	二、 基金淨值 
	(一) 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貨信託基金淨值資料。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保管機構、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 
	(三) 作業程序 
	１、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金資訊查詢作業-基金淨值(QRF020)」選項後，選擇「期信事業」、「基金名稱」及「淨值期間」後，查詢期貨信託基金淨值資料，或辦理基金淨值之檔案下載。 
	２、 各期信事業僅得查詢該公司之基金淨值。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基金淨值資料檔案下載格式説明 

	三、 基金月報 
	(一) 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貨信託基金月報資料。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保管機構、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 
	(三) 作業程序 
	１、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金資訊查詢作業-基金月報(QRF030)」選項後，選擇「期信事業」、「基金名稱」及「資料月份」後，查詢期貨信託基金月報資料。 
	２、 各期信事業僅得查詢該公司之基金月報。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四、 基金月報檢查表 
	(一) 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貨信託基金月報檢查表，並可查詢保管機構覆核情形、時間及期貨公會審查情形、時間。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保管機構、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 
	(三) 作業程序 
	１、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金資訊查詢作業-基金月報檢查表(QRF180)」選項後，選擇「期信事業」、「基金名稱」及「資料月份」後，查詢期貨信託基金月報檢查表資料。 
	２、 可查詢各筆基金月報檢查表之保管機構覆核情形、時間及期貨公會審查情形、時間。 
	３、 點選某筆瀏覽「月報檢查表」，可查詢明細資料，並可列印PDF報表。 
	４、 各期信事業僅得查詢該公司之基金月報檢查表。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五、 基金銷售資訊 
	(一) 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貨信託基金申報之基金銷售資訊。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 
	(三) 作業程序 
	１、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金資訊查詢作業-基金銷售資訊(QRF040)」選項後，選擇「期信事業」、「基金名稱」及「資料月份」後，查詢期貨信託基金之基金銷售資訊。 
	２、 各期信事業僅得查詢該公司之基金銷售資訊。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六、 基金受益人資訊 
	(一) 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貨信託基金申報之基金受益人資訊。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 
	(三) 作業程序 
	１、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金資訊查詢作業-基金受益人資訊(QRF050)」選項後，選擇「期信事業」、「基金名稱」及「資料月份」後，查詢期貨信託基金之基金受益人資訊。 
	２、 各期信事業僅得查詢該公司之基金受益人資訊。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七、 基金投資資訊 
	(一) 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貨信託基金申報之投資標的/投資地區比率、基金持有標的明細資料、基金持有期貨契約資料、法規限定比率明細資料。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 
	(三) 作業程序 
	１、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金資訊查詢作業-基金投資資訊(QRF060)」選項，點選「投資標的/投資地區比率」、「基金持有標的明細」、「基金持有期貨契約資料」或「法規限定比率明細資料」等資料項目後，選擇「期信事業」、「基金名稱」及「資料月份」後，查詢期貨信託基金之基金投資資訊。 
	２、 各期信事業僅得查詢該公司之基金投資資訊。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八、 基金支付費用資訊 
	(一) 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貨信託基金申報之基金支付費用資訊。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 
	(三) 作業程序 
	１、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金資訊查詢作業-基金支付費用資訊(QRF070)」選項後，選擇「期信事業」、「基金名稱」及「資料月份」後，查詢期貨信託基金之基金支付費用資訊。 
	２、 各期信事業僅得查詢該公司之基金支付費用資訊。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九、 基金非營業日 
	(一) 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貨信託基金之非營業日資訊。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 
	(三) 作業程序 
	１、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金資訊查詢作業-基金非營業日(QRF080)」選項後，選擇「期信事業」、「基金名稱」及「年份」後，查詢期貨信託基金之基金非營業日資訊。 
	２、 各期信事業僅得查詢該公司之基金非營業日資訊。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十、 基金財務報告書 
	(一) 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貨信託基金之財務報告。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 
	(三) 作業程序 
	１、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金資訊查詢作業-基金財務報告書(QRF090)」選項後，選擇「期信事業」、「基金名稱」及「資料年份」後，查詢期貨信託基金之基金財務報告。 
	２、 各期信事業僅得查詢該公司之基金財務報告書。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十一、 基金追加募集 
	(一) 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貨信託基金之基金追加募集資料。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 
	(三) 作業程序 
	１、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金資訊查詢作業-基金追加募集(QRF100)」選項後，選擇「期信事業」及「基金名稱」後，查詢期貨信託基金之基金追加募集資料。 
	２、 各期信事業僅得查詢該公司之基金追加募集資料。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十二、 基金公開說明書 
	(一) 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貨信託基金之基金公開說明書。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 
	(三) 作業程序 
	１、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金資訊查詢作業-基金公開說明書(QRF110)」選項後，選擇「期信事業」、「基金名稱」及「資料月份」後，查詢期貨信託基金之基金公開說明書資料。 
	２、 各期信事業僅得查詢該公司之基金公開說明書。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十三、 期貨信託契約 
	(一) 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貨信託基金之基金期貨信託契約。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 
	(三) 作業程序 
	１、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金資訊查詢作業-期貨信託契約(QRF160)」選項後，選擇「期信事業」、「基金名稱」及「資料月份」後，查詢期貨信託基金之期貨信託契約資料。 
	２、 各期信事業僅得查詢該公司之基金期貨信託契約。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十四、 銷售文件 
	(一) 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貨信託基金之基金銷售文件。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 
	(三) 作業程序 
	１、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金資訊查詢作業-銷售文件(QRF170)」選項後，選擇「期信事業」、「基金名稱」、「銷售文件序號」及「資料月份」後，查詢期貨信託基金之基金銷售文件資料。 
	２、 各期信事業僅得查詢該公司之基金銷售文件。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十五、 基金訊息查詢 
	(一) 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貨信託基金之基金公告訊息。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 
	(三) 作業程序 
	１、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金資訊查詢作業-基金訊息查詢(QRF120)」選項後，選擇「期信事業」、「基金名稱」、「訊息類別」及「期間」(申報期間或事實發生期間擇一選擇)後，查詢或列印基金訊息內容。 
	２、 各期信事業僅得查詢該公司之基金訊息。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十六、 銷售機構資料查詢 
	(一) 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貨信託基金銷售機構資料。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 
	(三) 作業程序 
	１、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金資訊查詢作業-銷售機構資料查詢(QRF130)」選項後，選擇「期信事業」及「基金名稱」，查詢期貨信託基金之銷售機構。 
	２、 各期信事業僅得查詢該公司之銷售機構資訊。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十七、 申報作業查詢 
	(一) 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各項申報作業應申報而未申報情形。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及保管機構。 
	(三) 作業程序 
	１、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金資訊查詢作業-申報作業查詢(QRF140)」選項後，選擇「期信事業」或「基金名稱」，查詢期信事業或期貨信託基金之各項申報作業應申報而未申報情形，另亦可透過本作業查詢期貨信託基金之「投資地區超限」及「投資標的超限」情形。 
	２、 各項申報作業之查詢如下： 
	（1） 每日申報項目—基金淨值：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77條，期信事業應於每一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期貨信託基金之淨值，如該日無淨值者，請先於「基金非營業日(FUN080)」中鍵入資料。使用本作業查詢可列出每檔基金淨值之應申報未申報日期，如逾期後補申報亦將列出補申報之日期。 
	（2） 每月申報項目—業務表冊項目、基金月報檢查表、保管機構覆核作業、投資地區超限、投資標的超限：依相關法令每月10日前應申報而未申報之項目，或有基金投資地區或投資標的之申報合計超過100%時，將可查詢列出，該項查詢可於每月項下複選查詢。 
	（3） 每年申報項目—期信事業財務報告、期貨信託基金財務報告書：依「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20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1條規定，期信事業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及期貨信託基金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辦理年度財務報告之申報公告，本項查詢可列出應申報未申報日期，如逾期後補申報亦將列出補申報之日期。 

	３、 各期信事業僅得查詢該公司之基金申報作業情形。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十八、 傳檔異常查詢 
	(一) 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申報檔案傳檔異常資料。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及期貨公會。 
	(三) 作業程序 
	１、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金資訊查詢作業-傳檔異常查詢(QRF150)」選項後，得以「基金基本資料上傳」、「基金淨值上傳」、「銷售彙總資訊上傳」、「基金受益人資訊上傳」、「基金投資標的/投資地區比率上傳」、「基金持有標的明細資料上傳」、「基金持有期貨契約資料上傳」、「法規限定比率明細資料上傳」、「基金支付費用資訊上傳」、「基金非營業日上傳」、「基金追加募集上傳」、「銷售機構異動上傳」、「月報檢查表申報上傳」及「期信事業董監事資訊上傳」(期貨公會適用)等傳檔異常交易類型，選擇上傳期間後，查詢申報檔案傳檔異常資料。 
	２、 各期信事業僅得查詢該公司之傳檔異常情形。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十九、 日誌檔查詢 
	(一) 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各項申報作業之操作相關記錄。 
	(二) 使用機構 期信事業、保管機構及期貨公會。 
	(三) 作業程序 
	１、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系統資訊維護-日誌檔查詢(SYS090)」選項後，選擇「查詢期間」及「程式名稱」後，即可查詢該作業之使用者操作相關記錄。 
	２、 各使用機構僅得查詢該公司之操作相關記錄情形。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二十、 公會基金月報審查表查詢 
	(一) 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公會之基金月報審查表相關資訊。 
	(二) 使用機構 期貨公會 
	(三) 作業程序 
	１、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基金資訊查詢作業-公會基金月報審查表查詢(QRF190)」選項後，選擇「期信事業」、「基金名稱」及「資料月份」後，查詢期貨信託基金月報審查表資料。 
	２、 可查詢各筆基金月報審查表之審查情形、時間。 
	３、 點選某筆瀏覽「基金月報審查表」，可列印PDF報表。另可點選QRF190查詢結果畫面右下方之列印(PDF)按鈕，將畫面顯示的所有基金月報審查表依序印出。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捌、 市場管理資訊查詢 
	一、 機構資訊統計 
	(一) 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信事業及期貨信託基金統計情形。 
	(二) 使用機構 期貨公會及主管機關。 
	(三) 作業程序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市場管理資訊查詢-機構資訊統計(TOT010)」選項後，得依「募集對象」及「資料月份」等查詢條件，查詢或列印期信事業及期貨信託基金統計情形。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五) 其它說明 使用機構得依基金募集對象分類不同分別查詢各機構資訊及發行基金數，並能查詢全市場及對不特定人募集之基金之總銷售機構家數(已生效部份)。 
	(一)  

	二、 基金募集統計查詢 
	(一) 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貨信託基金之募集統計資料。 
	(二) 使用機構 期貨公會及主管機關。 
	(三) 作業程序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市場管理資訊查詢-基金募集統計(TOT020)」選項後，選擇「期信事業」、「募集對象」、「募集型態」、「基金類型」、「計價幣別」、「投資區域」、「投資地區」、「投資標的」、「表格呈現方式」、「統計方式」及「資料月份」等查詢條件，查詢或列印「基金募集明細表」、「基金募集彙總表」、「市場統計表」及「傘型基金明細表」，查詢期貨信託基金規模、受益人數及傘型基金等統計資訊。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五) 其它說明 
	１、 使用機構於查詢募集統計資訊時，得以多重複選方式查詢符合選項條件之基金後，依明細或彙總表形式將查詢內容呈現，並由統計方式決定表格呈現之排序或彙總方式之選擇。 
	２、 市場統計表係統一彙整全市場以基金類型為分類方式之基金支數、規模與受益人數之統計，使用機構得藉由市場統計表查詢截至目前最新之市場基金類型概況。 
	３、 使用機構得以傘型基金明細表查詢各期信事業旗下傘型基金之名稱及隸屬該基金之子基金明細。 


	三、 基金銷售統計查詢 
	(一) 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貨信託基金之銷售統計資料。 
	(二) 使用機構 期貨公會及主管機關。 
	(三) 作業程序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市場管理資訊查詢-基金銷售統計(TOT030)」選項後，選擇「期信事業」、「募集對象」、「募集型態」、「基金類型」、「計價幣別」、「投資區域」、「投資地區」、「投資標的」、「表格呈現方式」、「統計方式」及「資料月份」等查詢條件，查詢或列印「基金銷售明細表」、「基金銷售彙總表」及「支付費用明細表」，查詢期貨信託基金申購、買回及定期定額扣款等統計資訊。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五) 其它說明 
	１、 使用機構於查詢銷售統計資訊時，得以多重複選方式查詢符合選項條件之基金後，依明細或彙總表形式將查詢內容呈現，並由統計方式決定表格呈現之排序或彙總方式之選擇。 
	２、 使用機構得以基金支付費用明細表查詢各期信事業旗下各基金之手續費、交易稅、經理費、保管費、投資報酬費用及其他費用等。   


	四、 基金受益人分類統計查詢 
	(一) 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貨信託基金之受益人分類統計資料。 
	(二) 使用機構 期貨公會及主管機關。 
	(三) 作業程序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市場管理資訊查詢-基金受益人分類統計(TOT040)」選項後，選擇「期信事業」、「募集對象」、「基金名稱」及「資料月份」等查詢條件，查詢或列印「基金受益人分類統計表」，查詢期貨信託基金各受益人類別之人數、月底金額或月平均金額等統計資訊。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五、 申報作業控管查詢 
	(一) 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查詢期信事業之各項申報作業應申報而未申報情形，及投資範圍是否符合相關法規訂定比例等資料。 
	(二) 使用機構 期貨公會及主管機關。 
	(三) 作業程序 使用機構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市場管理資訊查詢-申報作業控管(TOT050)」選項後，選擇「申報作業控管查詢(TOT051)」，查詢期信事業或期貨信託基金之各項申報作業應申報而未申報情形；選擇「異常比例控管查詢(TOT052)」，查詢期信事業或期貨信託基金之投資範圍是否符合相關法規訂定比例情形；選擇「異常控管彙整表(TOT053)」，透過異常控管種類「異常作業控管」及「異常比率控管」選項，可查詢特定期間之期信事業或期貨信託基金各項申報作業應申報而未申報情形及投資範圍是否符合相關法規訂定比例情形。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五) 其它說明 目前異常比例控管查詢得以期信事業申報資料之月份或從事申報作業之時間擇一查詢，查詢結果將呈現期信事業或期信基金違反相關法規之申報比率及法規條號與資料期間，並於投資簡要說明中列出實際申報違反法令之投資項目。 


	玖、 公會維護作業 
	一、 公會基金月報審查作業 
	(一) 使用時機 期貨公會進行期貨信託基金月報檢查表之審查作業時 
	(二) 使用機構 期貨公會 
	(三) 作業程序 
	１、 期貨公會欲進行審查作業時，應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公會維護作業-公會基金月報審查作業(FUN190)」選項後，選擇「期信事業」、「基金名稱」及「資料月份」後，將列出已上傳基金月報檢查表之名單，勾選某筆進入查詢明細即可進行審查作業。另點選月報檢查表欄位之瀏覽，將另開視窗顯示基金月報檢查表之PDF檔案。 
	２、 期貨公會於審查表查詢明細中，可逐一項目勾選正常/異常與否(全部default在正常)，亦可勾選單一項目進行備註輸入，確認無誤後於「月報審查表審查完成」處勾選並儲存，即完成該基金之審查作業，另可於其他特別敘明事項及本公會審查意見暨覆核簽查之欄位處鍵入文字，存檔至本系統。 
	３、 期貨公會審查完成該月份基金月報檢查表後，期信業者不得再上傳申報、修改、刪除該月份基金月報檢查表之各項資料，保管機構亦不得覆核該月份基金月報檢查表。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二、 公會訊息傳輸 
	(一) 使用時機 期貨公會發佈訊息於申報平台或公告平台時。 
	(二) 使用機構 期貨公會 
	(三) 作業程序 期貨公會使用者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公會維護作業-公會訊息傳輸(MSG010)」選項後，輸入申報人姓名、申報人職稱、聯絡電話、訊息日期、標題、訊息內容後，並點選發佈平台及消息置頂欄位後，預覽無誤即可存檔至本系統，若有相關附件亦可上傳至本系統。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三、 公會訊息查詢 
	(一) 使用時機 期貨公會查詢所有已發佈之訊息內容或修改時。 
	(二) 使用機構 期貨公會 
	(三) 作業程序 
	１、 期貨公會使用者登入申報平台，點選「公會維護作業-公會訊息查詢(MSG020)」選項後，選擇訊息期間後，查詢公會訊息相關資訊。 
	２、 需修改或刪除原發佈之訊息時，可勾選該筆訊息資料後進行修改或刪除。 

	(四) 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第二章、 使用者操作手冊 
	壹、 登入作業 
	一、 使用者登入作業(Login)–透過網際網路登入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透過網際網路登入期信基金資訊申報平台進行申報或查詢作業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保管機構、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等使用者 
	(四) 操作說明 使用者登入作業(Login)-透過網際網路登入 
	１、 使用者登入作業畫面請參考，圖Login-1(資訊申報平台網際網路登入畫面) 
	（1） 使用者登入作業畫面請參考，圖Login-1(資訊申報平台網際網路登入畫面) 
	（2） 請輸入使用者代號 
	（3）  請輸入使用者密碼 
	（4）  按登入按鈕後，輸入安全憑證密碼後，使用者帳號密碼驗證成功即登入期信申報平台，圖 Login-2 (使用者登入成功畫面)；驗證失敗即顯示錯誤訊息，圖 Login-3(使用者登入失敗畫面)。


	(五) 注意事項 依登入使用者所使用權限不同，導致使用者操作選單有所差異，另使用者累積錯誤次數達四次，該登入作業即鎖住不可登入，需待授權使用者或集保重新設定密碼方可重新登入。 

	二、 使用者登入作業(Login)–透過S.M.A.R.T系統登入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透過S.M.A.R.T系統登入期信基金資訊申報平台進行申報或查詢作業。  
	(三) 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及保管機構等使用者 
	(四) 操作說明 使用者登入作業(Login)-透過 S.M.A.R.T系統登入 
	１、  使用者登入作業畫面請參考，圖Login-4  (S.M.A.R.T系統登入畫面) 
	（1）  請輸入參加人代號(共4碼數字) 
	（2）  請輸入使用者代號 
	（3）  請輸入使用者密碼 
	（4）  按簽到按鈕後，使用者帳號密碼驗證成功後即登入S.M.A.R.T系統。 
	（5）  選取左方「集保管理作業」下之「期信基金資訊申報平台」或直接於交易代號鍵入「REX0」以進入申報平台，請參考圖Login-5(S.M.A.R.T系統登入申報平台操作畫面)。


	(五)  注意事項 使用者密碼操作累積錯誤次數達四次，該登入作業即鎖住不可登入，需待授權使用者重新設定密碼方可重新登入。 


	貳、  基本資料維護 
	一、  期信事業基本資料維護(BAS01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期信事業基本資料維護(BAS010)，維護期信事業機構基本資料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 
	(四)  操作說明 期信事業基本資料維護(BAS010)資料維護區 
	１、 資料維護區請參考，圖 BAS010-1 (期信事業基本資料維護) 
	（1） 系統依登入之使用者代號，顯示該機構代號及機構類型，其它欄位由使用者輸入資料或修改，正確無誤後按存檔按鈕存檔。 
	（2）  資料顯示欄位如下： 機構代號(由系統自動帶入) 機構類型(由系統自動帶入) 機構類別(由系統自動帶入) 公司名稱(由系統自動帶入) 資本額(百萬元)(必輸欄位) 聯絡電話(必輸欄位) 負責人(必輸欄位) 統一編號(由系統自動帶入) 通訊地址(必輸欄位) 公司網址(非必輸欄位) 公司E-Mail(非必輸欄位) 
	（3）  按重新輸入鈕，系統將各欄位還原初始值或清空白，使用者重新輸入資料。 


	(五) 注意事項 無 

	二、 銷售機構基本資料維護(BAS02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銷售機構基本資料維護(BAS020)，維護銷售機構基本資料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 
	(四)  操作說明 銷售機構基本資料維護(BAS020)分為銷售機構選擇區、資料維護區 
	１、 銷售機構選擇區請參考，圖 BAS020-1 (銷售機構基本資料維護) 
	（1）  請選擇銷售構機構。 
	（2） 按確定按鈕，依上述所選機構維護銷售機構基本資料相關資訊。 

	２、 資料維護區請參考，圖 BAS020-1 (銷售機構基本資料維護) 
	（1） 依畫面欄位指示輸入資料或修改，正確無誤後按存檔鈕存檔。 
	（2）  資料顯示欄位如下： 機構代號(由系統自動帶入) 機構類型(由系統自動帶入) 機構類別(由系統自動帶入) 公司名稱(由系統自動帶入) 資本額(百萬元)(必輸欄位) 聯絡電話(必輸欄位) 負責人(必輸欄位) 統一編號(由系統自動帶入) 通訊地址(必輸欄位) 公司網址(非必輸欄位) 公司E-Mail(非必輸欄位) 
	（3） 按重新輸入鈕，系統將各欄位還原初始值或清空白，使用者重新輸入資料。 


	(五)  注意事項 無 

	三、 保管機構基本資料維護(BAS03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保管機構基本資料維護(BAS030)，維護保管機構基本資料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保管機構 
	(四)  操作說明 保管機構基本資料維護(BAS030)資料維護區 
	１、  資料維護區請參考，圖 BAS030-1 (保管機構基本資料維護)。 
	（1）  系統依登入之使用者代號，顯示該機構代號及機構類型，其他欄位由使用者輸入資料或修改，正確無誤後按存檔按鈕存檔。 
	（2）  資料顯示欄位如下： 機構代號(由系統自動帶入) 機構類型(由系統自動帶入) 機構類別(由系統自動帶入) 公司名稱(由系統自動帶入) 資本額(百萬元)(必輸欄位) 聯絡電話(必輸欄位) 負責人(必輸欄位) 統一編號(由系統自動帶入) 通訊地址(必輸欄位) 公司網址(非必輸欄位) 公司E-Mail(非必輸欄位) 
	（3）  按重新輸入鈕，系統將各欄位還原初始值或清空白，使用者重新輸入資料。 


	(五)  注意事項 無 

	四、 使用者基本資料維護(BAS04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授權使用者可透過使用者基本資料維護(BAS040)作新增/修改及刪除一般使用者代號及查詢使用者代號等功能。 
	(三)  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保管機構、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等使用者 
	(四)  操作說明 使用者基本資料維護(BAS040)分為新增、刪除及異動等作業(圖BAS040-1) 
	１、  新增一般使用者作業 
	（1）  由期信事業及保管機構之授權使用者輸入欲新增之一般使用者代號。(登入方式申請為經由S.M.A.R.T.連線工作站登入者，所有使用者代號必須先於S.M.A.R.T系統建置才可於申報平台新增該使用者代號。) 
	（2）  按確定後，系統自動代出該使用者名稱，再選取群組-「一般使用者」按確定後即完成新增作業。 
	（3）  點選「查詢已使用者代號」，可查詢本身之S.M.A.R.T系統使用者，且畫面中所屬群組欄位有顯示資料者，則代表該使用者代號為申報平台使用者。(請參考圖BAS040-2查詢已使用代號)。 
	（4）  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之授權使用者輸入欲新增之一般使用者代號(01~99)及群組、使用者名稱及密碼等資訊後完成新增。(可點選「查詢已使用代號」查詢已建置之使用者代號，請參考圖BAS040-2)。(若登入方式申請為經由網際網路登入者亦適用) 

	２、 刪除一般使用者作業 
	（1）  由期信事業及保管機構之授權使用者輸入欲刪除之一般使用者代號。 
	（2）  按確定後，系統自動帶出該使用者資料，再按刪除鍵即完成刪除，一旦系統刪除該使用者代號後，該使用者將無法登入申報平台。(該使用者代號仍存於S.M.A.R.T系統，若要真正刪除該使用者代號，則請依照S.M.A.R.T系統作業程序刪除。) 
	（3）  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之授權使用者輸入欲刪除之「一般使用者代號」後，即可以刪除鍵刪除該使用者。(若登入方式申請為經由網際網路登入者亦適用) 

	３、  一般使用者異動作業 
	（1）  期信事業及保管機構遇「一般使用者代號」持有人異動時，應由「授權使用者代號」持有人於S.M.A.R.T系統變更使用者基本資料、名稱及密碼。 
	（2）  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之授權使用者輸入欲變更之「一般使用者代號」後，變更使用者名稱及密碼即完成異動作業。(若登入方式申請為經由網際網路登入者亦適用)


	(五) 注意事項 無 

	五、 使用者密碼變更(BAS05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使用者密碼變更(BAS050)作密碼變更設定 
	(三)  適用對象 期貨公會、央行、主管機關等使用者 
	(四) 操作說明 使用者密碼變更(BAS050)資料維護區 
	１、  資料維護區請參考，圖 BAS050-1 (使用者密碼變更) 
	（1）  系統依登入之使用者代號，顯示該使用者代號，供使用者做密碼變更設定，按確定按鈕存檔。(若登入方式申請為經由網際網路登入者亦適用) 
	（2） 顯示欄位如下： 舊密碼 新密碼 密碼確認 


	(五)  注意事項 無 

	六、 代碼查詢(BAS06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代碼查詢(BAS060)，可查詢機構代號、基金代號及基金登錄代碼、基金類型、投資地區、投資標的、幣別代碼、交易所代碼、標的契約代碼、法規代碼資料等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保管機構、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 
	(四)  操作說明 
	１、 代碼查詢(BAS060)，請參考BAS060-1(代碼查詢) 
	（1） 請選擇參數類型 
	（2）  按查詢按鈕，依上述所選參數類型顯示相關資訊。 

	２、  資料顯示說明如下： 
	（1）  機構代號查詢結果顯示欄位，圖BAS060-2 (機構代號查詢) 機構代號、機構名稱 
	（2）  基金代號及基金登錄代碼查詢結果顯示欄位，圖BAS060-3 (基金代號及基金登錄代碼) 基金代號、基金登錄代碼、基金名稱 
	（3）  基金類型查詢結果顯示欄位，圖BAS060-4 (基金類型查詢) 參數代碼、參數名稱 
	（4） 投資地區查詢結果顯示欄位，圖BAS060-5 (投資地區查詢) 參數代碼、參數名稱 
	（5） 投資標的查詢結果顯示欄位，圖BAS060-6 (投資標的查詢) 參數代碼、參數名稱 
	（6） 幣別代碼查詢結果顯示欄位，圖BAS060-7 (幣別代碼查詢) 參數代碼、參數名稱 
	（7）  交易所代碼查詢結果顯示欄位，圖BAS060-8 (交易所代碼查詢) 交易所代碼、顯示順序、交易所中文名稱、交易所英文名稱、交易所簡稱 
	（8）  標的契約查詢結果顯示欄位，圖BAS060-9 (標的契約查詢) 交易所代碼、顯示順序、Exchange、簡稱、契約名稱、Contract、期貨/期權/選擇權、類型、標的契約代碼 
	（9）  法規代碼查詢結果顯示欄位，圖BAS060-10 (法規代碼查詢) 申報主體、法規代碼、顯示順序、法規條號、申報檔須填寫之商品或機構名稱、邏輯、值1、值2、法規簡要說明、法規簡稱 

	３、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 
	４、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五) 注意事項 無 


	參、  期信事業資訊申報作業 
	一、 期信事業財務報告書(FUR01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期信事業財務報告書項目(FUR010)，選擇年度、及要上傳之檔案，將檔案上傳申報。 
	(三)  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 
	(四)  操作說明 期信事業財務報告書(FUR010)分為上傳檔案區、查詢區 
	１、  上傳檔案區請參考，圖 FUR010-1 (上傳檔案申報) 
	（1）  請選擇上傳資料年度 
	（2）  請選擇瀏覽按鈕將要上傳之檔案加入 
	（3） 按上傳按鈕，可上傳要申報資料，完成後顯示上傳成功。 

	２、 查詢區請參考，圖 FUR010-2 (期信事業財務報告書查詢結果) 
	（1）  查詢結果顯示表格欄位如下 資料年份、異動時間、文件下載 
	（2） 按瀏覽，可將上傳之文件下載。 
	（3）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 
	（4） 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五) 注意事項 無 

	二、  期信事業董監事資訊(FUR03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期信事業董監事資訊項目(FUR030)，依期信事業、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等條件，進行單筆申報或由CSV上傳檔案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期貨公會 
	(四) 操作說明 期信事業董監事資訊(FUR030)分為上傳檔案申報、單筆輸入申報、查詢區。 
	１、 上傳檔案申報區請參考，圖 FUR030-1-1(期信事業董監事資訊CSV申報)。 
	（1） 請選擇瀏覽按鈕選擇要上傳之CSV檔案(檔案格式依集保上下傳檔案規格) 
	（2） 請按下上傳鈕，如檔案無誤，則顯示上傳檔案成功，若不成功，則顯示上傳異常，請至<<基金資訊查詢作業-傳檔異常查詢>>! 

	２、 單筆輸入區請參考，圖 FUR030-1 (單筆輸入申報) 
	（1） 請選擇期信事業，並輸入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按確定後如有資料會出現在下方期信事業董監事畫面，欄位有人員性質、國藉、職稱、姓名、郵遞區號、居所/法人所在地、持有股數。 
	（2）  輸入完後按存檔，將可將資料儲存，如需再新增另一筆資料，請按重新輸入按鈕，即可新增下一筆資料。 

	３、  查詢區請參考，圖FUR030-2(期信事業董監事資訊查詢畫面) 
	（1）  查詢結果顯示表格欄位如下 期信事業、申報日期、人員性質、國籍、姓名、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持有股數、職稱、郵遞區號、居住/法人所在地 
	（2） 只可勾選一筆，按修改可修改此筆資料內容。 
	（3）  可勾選多筆，按刪除可刪除勾選之資料。 
	（4）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 
	（5）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４、 修改區請參考，圖FUR030-3(期信事業董監事資訊查詢畫面) 
	（1）  可修改欄位如下：人員性質、國籍、姓名、郵遞區號、居住/法人所在地、持有股數 
	（2）  修改以上欄位後，按儲存即完成修改此筆資料。


	(五) 注意事項 無 

	三、 公司訊息申報(FUR04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公司訊息申報(FUR040)，依訊息類別、申報人姓名、申報人職稱、聯絡電話、事實發生日、訊息內容、附件上傳等申報公司訊息。 
	(三) 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 
	(四) 操作說明 公司訊息申報(FUR040)分為單筆輸入申報區、資料預覽儲存區 
	１、  單筆輸入申報區請參考，圖QRF040-1(公司訊息申報) 請選擇訊息類別 
	（1）  請輸入申報人姓名 
	（2）  請輸入申報人職稱(非必輸) 
	（3）  請輸入聯絡電話(非必輸) 
	（4）  請輸入事實發生日 
	（5）  請輸入訊息內容 
	（6）  請輸入附件(非必輸) 
	（7）  按預覽會將資料開窗顯示 

	２、 資料預覽儲存區請參考，圖 FUR040-2 (公司訊息申報預覽畫面) 
	（1）  資料預覽顯示畫面欄位如下： 期信事業、事實發生日、申報日期、申報人、職稱、聯絡電話、訊息類別、訊息內容、附件上傳瀏覽(有附件才顯示) 
	（2） 按儲存按鈕，將資料儲存 
	（3）  按修改，則可返回圖 FUR040-1 修改資料


	(五) 注意事項 無 


	肆、  基金資訊申報作業 
	一、 基金基本資料(FUN01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金基本資料維護(FUN010)，申報所屬期信基金基本資料。 
	(三)  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 
	(四)  操作說明 基金基本資料 (FUN010)分為基金基本資料上傳檔案申報、單筆輸入申報 
	１、  基金基本資料上傳檔案申報 
	（1）  點選基金基本資料上傳檔案申報可連結至彙總申報作業(APLALL)，請參考圖FUN010-2 (彙總申報作業) 
	（2）  按瀏覽選擇要上傳的檔案(檔案格式依集保上下傳檔案規格) 
	（3）  按上傳鍵完成上傳，如檔案無誤，則顯示上傳檔案成功，若不成功，則顯示上傳異常，請至<<基金資訊查詢作業-傳檔異常查詢>>! 

	２、  單筆輸入申報 
	（1）  輸入基金登錄代碼 
	（2）  按確定即可輸入基金基本資料 
	（3）  基金類型若選擇組合型基金且投資型態選擇投資國外時，組合型投資方式為必選欄位。 
	（4）  基金基本資料若有受控管，基金資料將無法修改。 
	（5）  輸入完畢按存檔按鈕 


	(五) 注意事項 無 

	二、  基金淨值(FUN02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金淨值申報(FUN020)，申報所屬期信基金淨值。 
	(三)  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 
	(四) 操作說明 基金淨值(FUN020)分為基金淨值上傳申報、基金淨值單筆申報、基金淨值查詢。 
	１、  基金淨值上傳檔案申報 
	（1） 點選基金淨值上傳檔案申報可連結至彙總申報作業(APLALL)，請參考圖 FUN020-2 (彙總申報作業) 
	（2）  按瀏覽選擇要上傳的檔案(檔案格式依集保上下傳檔案規格) 
	（3）  按上傳鍵完成上傳，如檔案無誤，則顯示上傳檔案成功，若不成功，則顯示上傳異常，請至<<基金資訊查詢作業-傳檔異常查詢>>! 

	２、  基金淨值單筆申報 
	（1） 選取基金名稱 
	（2）  選取淨值日期 
	（3） 按確定即可輸入基金淨值資料 
	（4）  輸入完畢按存檔按鈕 

	３、  基金淨值查詢請參考，圖 FUN020-3 (基金淨值查詢結果)，圖 FUN020-4 (基金淨值列印)，圖 FUN020-5 (基金淨值修改) 
	（1）  選取基金名稱 
	（2）  選取淨值日期 
	（3）  按確定即出現查詢結果 
	（4） 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 
	（5）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6） 按修改可修改該日淨值資料 
	（7） 按刪除可刪除該日淨值資料 


	 
	(五) 注意事項 無 

	三、 基金月報(FUN03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金月報申報(FUN030)，申報所屬期信基金月報。 
	(三)  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 
	(四)  操作說明 基金月報 (FUN030)分為上傳檔案申報、月報查詢 
	１、  基金月報上傳案申報 
	（1） 請選擇上傳資料月份 
	（2） 請選擇基金名稱 
	（3）  按瀏覽選擇要上傳的檔案 
	（4）  按上傳按鈕，可上傳要申報的資料，完成後顯示上傳成功。 

	２、  月報查詢請參考，圖 FUN020-2 (基金月報查詢結果)，圖 FUN030-3 (列印)，圖 FUN030-4 (修改畫面) 
	（1）  選取基金名稱 
	（2）  選取資料月份範圍 
	（3）  按查詢即出現查詢結果 
	（4）  按瀏覽可下載該月報文件 
	（5）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 
	（6）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7）  選取某筆按修改可重新上傳該筆月報資料 
	（8）  選取某筆或多筆按刪除可刪除所選取之月報資料。


	(五) 注意事項 無 

	四、 基金月報檢查表(FUN17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金月報檢查表(FUN170)，申報所屬期信基金月報檢查表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 
	(四)  操作說明 基金月報檢查表申報(FUN170)分為基金月報檢查表上傳檔案申報、基金月報檢查表查詢、基金月報檢查表明細查詢。 
	１、 基金月報檢查表上傳檔案申報 
	（1） 點選基金月報檢查表上傳檔案申報可連結至彙總申報作業(APLALL)，請參考，圖 FUN170-2 (彙總申報作業) 
	（2） 按瀏覽選擇要上傳的檔案(檔案規格依集保上下傳檔案規格) 
	（3） 按上傳鍵完成上傳，如檔案無誤，則顯示上傳檔案成功，若不成功，則顯示上傳異常，請至<<基金資訊查詢作業-傳檔異常查詢>>! 

	２、 基金月報檢查表查詢請參考，圖 FUN170-1 (基金月報檢查表申報) 
	（1）  選取基金名稱 
	（2） 選取資料月份 
	（3） 按查詢即於下方顯示查詢結果 
	（4） 按圖 FUN170-1畫面下方之列印(PDF)按鈕，可將畫面表格中的基金月報檢查表轉成PDF檔依序列印。 
	（5）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6） 選取某筆按查詢明細按鈕，可查詢、修改或刪除該月份基金月報檢查表明細資料。 
	（7）  畫面表格欄位說明： 
	a. 覆核完成及覆核時間係指該基金之保管機構是否完成覆核作業。 
	b.  備註欄位有＊顯示，代表該基金月報檢查表之審查項目仍有部份項目尚未申報。 


	３、 基金月報檢查表明細查詢 
	（1） 期信事業對該份基金月報檢查表有特別敘明事項時，可於該欄位填入文字後，按儲存按鈕即可。 
	（2） 選取某筆審查項目按修改按鈕，可修改該項之申報資料。 
	（3） 選取某筆審查項目按刪除按鈕，可刪除該項之申報資料。 
	（4）  按列印PDF按鈕，可將該月份基金月報檢查表轉成PDF檔列印。 
	（5）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畫面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五)  注意事項 
	１、 保管機構覆核完成該月份基金月報檢查表後，期信業者不得再上傳申報、修改、刪除該月份基金月報檢查表之各項資料。 
	２、  期貨公會審查完成該月份基金月報檢查表後，期信業者不得再上傳申報、修改、刪除該月份基金月報檢查表之各項資料。 
	３、  申報月份經上傳控管後，期信業者不得再上傳申報、修改、刪除該月份基金月報檢查表之各項資料，若需重新上傳申報時，請再填具相關表單向集保結算所申請開放。 


	五、 基金銷售彙總資訊(FUN04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金銷售彙總資訊(FUN040)，申報所屬期信基金銷售資訊。 
	(三)  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 
	(四)  操作說明 基金銷售彙總資訊(FUN040)分為基金銷售資訊上傳申報、基金銷售資訊單筆申報、基金銷售資訊查詢 
	１、  基金銷售資訊上傳申報 
	（1）  點選基金銷售資訊上傳申報可連結至彙總申報作業(APLALL)，請參考，圖 FUN040-2 (彙總申報作業) 
	（2）  按瀏覽選擇要上傳的檔案(檔案格式依集保上下傳檔案規格) 
	（3）  按上傳鍵完成上傳，如檔案無誤，則顯示上傳檔案成功，若不成功，則顯示上傳異常，請至<<基金資訊查詢作業-傳檔異常查詢>>! 

	２、 基金銷售資訊單筆申報 
	（1） 選取統計月份 
	（2） 選取基金名稱 
	（3） 按確定即可輸入基金銷售資訊相關資料 
	（4） 輸入完畢按存檔按鈕 

	３、  基金銷售資訊查詢請參考，圖 FUN040-3 (基金銷售資訊查詢)、圖 FUN040-4 (基金銷售資訊列印)、圖 FUN040-5 (基金銷售資訊修改) 
	（1） 選取基金名稱 
	（2） 選取統計年月 
	（3） 按確定即出現查詢結果 
	（4）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 
	（5）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6）  選取某筆按修改可修改該月份基金銷售資訊相關資料。 
	（7）  選取某筆或多筆按刪除可刪除選取月份之申報資料。


	(五) 注意事項 無 

	六、 基金受益人資訊(FUN05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金受益人資訊(FUN050)，申報所屬期信基金受益人資訊。 
	(三)  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 
	(四) 操作說明 基金受益人資訊(FUN050)分為基金受益人資訊上傳檔案申報、基金受益人資訊單筆申報、基金受益人資訊查詢。 
	１、 基金受益人資訊上傳檔案申報 
	（1）  點選基金受益人資訊上傳檔案申報可連結至彙總申報作業(APLALL)，請參考圖 FUN050-2 (彙總申報作業)。 
	（2）  按瀏覽選擇要上傳的檔案(檔案格式依集保上下傳檔案規格) 
	（3） 按上傳鍵完成上傳，如檔案無誤，則顯示上傳檔案成功，若不成功，則顯示上傳異常，請至<<基金資訊查詢作業-傳檔異常查詢>>! 

	２、  基金受益人資訊單筆申報 
	（1）  選取統計月份 
	（2）  選取基金名稱 
	（3）  選取統計申報基礎 
	（4）  選取受益人國別代號 
	（5） 選取受益人類別代號 
	（6） 按確定即可輸入基金受益人資訊 
	（7） 輸入完畢按存檔按鈕 

	３、 基金受益人資訊查詢請參考，圖 FUN050-3 (基金受益人資訊查詢)，圖 FUN050-4 (基金受益人資訊列印)，圖 FUN050-5 (基金受益人資訊修改) 
	（1） 選取基金名稱 
	（2）  選取資料月份 
	（3） 按確定即出現查詢結果 
	（4）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 
	（5）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6）  選取某筆按修改可修改該筆相關資料 
	（7）  選取某筆或多筆按刪除可刪除該筆相關資料 


	(五) 注意事項 無 

	七、 基金投資資訊(FUN06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金投資資訊(FUN060)，申報所屬期信基金投資標的/投資地區比率、基金持有標的明細、基金持有期貨契約資料、法規限定比率明細資料等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 
	(四)  操作說明 基金投資資訊(FUN060)分為基金投資標的/投資地區比率上傳檔案申報、基金投資資訊查詢 
	１、  基金投資資訊等上傳檔案申報 
	（1） 點選基金投資標的/投資地區比率上傳檔案申報可連結至彙總申報作業(APLALL)，請參考圖 FUN020-2 (彙總申報作業) 
	（2） 按瀏覽選擇要上傳的檔案(檔案格式依集保上下傳檔案規格) 
	（3） 按上傳鍵完成上傳，如檔案無誤，則顯示上傳檔案成功，若不成功，則顯示上傳異常，請至<<基金資訊查詢作業-傳檔異常查詢>>! 

	２、  基金投資資訊查詢請參考，圖 FUN060-3 (基金投資資訊查詢)，圖 FUN060-4 (基金投資資訊列印)，圖 FUN060-5 (基金投資資訊修改) 
	（1） 基金投資標的/投資地區比率上傳查詢 
	a. 投資資訊請選擇基金投資標的/投資地區比率上傳 
	b. 請選擇基金名稱 
	c.  輸入資料月份 
	d.  按查詢按鈕即出現查詢結果 
	e.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 
	f.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g.  選取某筆按修改可修改該筆基金投資標的/投資地區比率資料 
	h.  選取某筆或多筆按刪除可刪除該筆基金投資標的/投資地區比率資料 

	（2） 基金持有標的明細資料上傳查詢 
	a.  投資資訊請選擇基金持有標的明細資料上傳 
	b.  請選擇基金名稱 
	c.  輸入資料月份 
	d.  按查詢按鈕即出現查詢結果 
	e.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 
	f.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g.  選取某筆按修改可修改該筆基金持有標的明細資料 
	h.  選取某筆或多筆按刪除可刪除該筆基金持有標的明細資料  

	（3） 基金持有期貨契約資料上傳 
	a.  投資資訊請選擇基金持有期貨契約資料上傳 
	b.  請選擇基金名稱 
	c.  輸入資料月份 
	d. 按查詢按鈕即出現查詢結果 
	e.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 
	f.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g.  選取某筆按修改可修改該筆基金持有期貨契約資料 
	h.  選取某筆或多筆按刪除可刪除該筆基金持有期貨契約資料 

	（4） 法規限定比率明細資料上傳 
	a.  投資資訊請選擇法規限定比率明細資料上傳 
	b.  請選擇基金名稱 
	c.  輸入資料月份 
	d. 按查詢按鈕即出現查詢結果 
	e.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 
	f.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g. 選取某筆按修改可修改該法規限定比率明細資料 
	h.  選取某筆或多筆按刪除可刪除該法規限定比率明細資料 
	 



	(五) 注意事項 無 

	八、 基金支付費用資訊(FUN07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金支付費用資訊(FUN070)，申報所屬期信基金支付費用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 
	(四) 操作說明 基金支付費用資訊(FUN070)分為基金支付費用資訊上傳檔案申報、基金支付費用資訊單筆申報、基金支付費用資訊查詢。 
	１、  基金支付費用資訊上傳檔案申報 
	（1）  點選基金支付費用資訊上傳檔案申報可連結至彙總申報作業(APLALL)，請參考，圖 FUN070-2 (彙總申報作業) 
	（2） 按瀏覽選擇要上傳的檔案(檔案格式依集保上下傳檔案規格) 
	（3）  按上傳鍵完成上傳，如檔案無誤，則顯示上傳檔案成功，若不成功，則顯示上傳異常，請至<<基金資訊查詢作業-傳檔異常查詢>>! 

	２、  基金支付費用資訊單筆申報 
	（1） 選取統計月份 
	（2） 選取基金名稱 
	（3） 按確定即可輸入基金支付費用等相關資訊 
	（4） 輸入完畢按存檔按鈕 

	３、  基金支付費用資訊查詢請參考，圖 FUN070-3 (基金支付費用資訊查詢結果)、圖 FUN070-4 (基金支付費用資訊列印)、圖 FUN070-5 (基金支付費用資訊修改) 
	（1）  選取基金名稱 
	（2） 選取統計月份 
	（3） 按確定即出現查詢結果 
	（4）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 
	（5）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6） 選取某筆按修改可修改該月份基金支付費用資訊 
	（7） 選取某筆或多筆按刪除可刪除該月份基金支付費用資訊 


	(五) 注意事項 無 

	九、 基金非營業日(FUN08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金非營業日申報(FUN080)，依基金名稱、年份等條件，申報基金非營業日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 
	(四)  操作說明 基金非營業日申報(FUN080)分為基金非營業日上傳檔案申報、基金非營業日查詢/修改區 
	１、  基金非營業日上傳檔案申報，圖 FUN080-1 (基金非營業日) 
	（1） 點選基金非營業日上傳檔申報可連結至彙總申報作業(APLALL) 
	（2） 按瀏覽選擇要上傳的檔案(檔案格式依集保上下傳檔案規格) 
	（3） 按上傳鍵完成上傳，如檔案無誤，則顯示上傳檔案成功，若不成功，則顯示上傳異常，請至<<基金資訊查詢作業-傳檔異常查詢>>! 

	２、  基金非營業日查詢/修改區請參考，圖 FUN080-2 (基金非營業日查詢結果) 
	（1） 請選擇基金名稱、查詢年份 
	（2） 查詢結果以年曆方式顯示，亦可於畫面上進行新增或修改。 
	（3） 點選月曆上的日期一下為非營業日、二下為營業日 
	（4）  按儲存設定按鈕，將修改之資料儲存。 
	（5） 按重新查詢設定按鈕，返回查詢區重新查詢 
	（6） 按列印畫面按鈕，顯示列印畫面(圖 FUN080-3) 
	（7） 按清除按鈕，將回復為初始設定結果，並按儲存設定按鈕，則完全清除輸入資料。 
	（1）  


	(五) 注意事項 無 

	十、 基金財務報告書(FUN09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金財務報告書項目(FUN090)進行申報、查詢基金財務報告書。申報時依上傳資料年份、基金名稱等相關資訊申報；查詢時依基金名稱、資料年份等資訊查詢 
	(三)  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 
	(四) 操作說明 基金財務報告書(FUN090)分為上傳檔案區、查詢結果顯示區 
	１、  上傳檔案區請參考，圖 FUN090-1 (基金財務報告書) 
	（1） 基金財務報告書上傳部份 
	a. 請選擇上傳資料年份 
	b.  請選擇基金名稱 
	c.  請按瀏覽按鈕將要上傳之檔案加入 
	d.  按上傳按鈕，可上傳要申報資料，完成後顯示上傳成功。 

	（2） 基金財務報告書查詢條件輸入部份 
	a.  請選擇基金名稱 
	b.  請選擇資料年份(起) 
	c.  請選擇資料年份(迄) 
	d.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基金財務報告書相關資訊。 


	２、  查詢結果顯示區請參考，圖 FUN090-2 (基金財務報告書查詢結果) 
	（1） 查詢結果顯示表格欄位如下：資料年份、基金名稱、異動時間、文件下載 
	（2） 按瀏覽可將上傳之文件下載開啟或儲存 
	（3）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圖 FUN090-3) 
	（4）  按重新查詢按鈕，關閉此頁面。 
	（5）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五) 注意事項 無 

	十一、  基金追加募集(FUN10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金追加募集(FUN100)進行申報所屬期信基金追加募集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 
	(四)  操作說明 基金追加募集(FUN100)分為基金追加募集上傳檔案申報、單筆申報、基金追加募集資訊查詢 
	１、  上傳檔案申報區請參考，圖 FUN100-1 (基金追加募集) 
	（1） 點選基金追加募集上傳檔案申報可連結至彙總申報作業(APLALL) 
	（2） 按瀏覽選擇要上傳的檔案(檔案格式依上下傳檔案規格) 
	（3）  按上傳鍵完成上傳，如檔案無誤，則顯示上傳檔案成功，若不成功，則顯示上傳異常，請至<<基金資訊查詢作業-傳檔異常查詢>>! 

	２、  基金追加募集單筆申報 
	（1）  請選擇基金名稱 
	（2） 請選擇追加次別 
	（3） 按確定即可輸入該次追加募集相關資訊 
	（4） 輸入完畢按存檔按鈕即可 

	３、  基金追加募集資訊查詢請參考圖FUN100-2(基金追加募集查詢結果)，圖 FUN100-3(基金追加募集修改)，圖FUN100-4 (基金追加募集列印) 
	（1） 選取基金名稱 
	（2） 選擇資料期間 
	（3） 按查詢即出現查詢結果 
	（4） 勾選任一筆記錄，按修改按鈕，可修改該筆相關資料。 
	（5）  勾選任一筆或多筆記錄，按刪除按鈕，即刪除所勾選的記錄。 
	（6）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 
	（7） 按重新查詢按鈕，關閉此頁面。 
	（8）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五) 注意事項 無 

	十二、  基金公開說明書(FUN11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金公開說明書(FUN110)進行申報、查詢及修改基金公開書說明書。申報時依上傳資料月份、基金名稱等相關資訊申報；查詢時，依基金名稱、資料月份等資訊查詢。 
	(三)  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 
	(四)  操作說明 基金公開說明書(FUN110)分為上傳檔案區、查詢結果顯示區 
	１、 上傳檔案區請參考，圖FUN110-1(基金公開說明書) 
	（1） 基金公開說明書上傳部份 
	a.  請選擇上傳資料月份 
	b.  請選擇基金名稱 
	c.  按瀏覽按鈕將要上傳之檔案加入 
	d.  按上傳按鈕，可上傳要申報資料，完成後顯示上傳成功。 

	（2） 基金公開說明書查詢條件輸入部份 
	a.  請選擇基金名稱 
	b. 請選擇資料月份(起年) 
	c. 請選擇資料月份(起月) 
	d.  請選擇資料月份(迄年) 
	e.  請選擇資料月份(迄月) 
	f.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基金公開說明書相關資訊。 


	２、  查詢結果顯示區請參考，圖 FUN110-2 (基金公開說明書查詢結果) 
	（1）  查詢結果顯示表格欄位如下： 資料月份、基金名稱、異動時間，文件下載 
	（2）  按瀏覽可將上傳之文件下載 
	（3）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圖FUN110-3) 
	（4） 按重新查詢按鈕，關閉此頁面 
	（5）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五) 注意事項 無 

	十三、 期貨信託契約(FUN15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期貨信託契約(FUN150)進行申報、查詢期貨信託契約。申報時依上傳資料月份、基金名稱等相關資訊申報；查詢時，依基金名稱、資料月份等資訊查詢。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等使用者。 
	(四)  操作說明 期貨信託契約(FUN150)分為上傳檔案申報區、查詢結果顯示區 
	１、  上傳檔案申報區請參考，圖 FUN150-1 (期貨信託契約) 
	（1）  期貨信託契約上傳部份 
	a.  請選擇上傳資料月份(年) 
	b.  請選擇上傳資料月份(月) 
	c. 請選擇基金名稱 
	d. 按瀏覽按鈕將要上傳之檔案加入 
	e. 按上傳按鈕，可依上述條件申報期貨信託契約相關資訊。 

	（2）  期貨信託契約查詢條件輸入部份 
	a. 請選擇基金名稱 
	b.  請選擇資料月份(起年) 
	c.  請選擇資料月份(起月) 
	d. 請選擇資料月份(迄年) 
	e. 請選擇資料月份(迄月) 
	f.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期貨信託契約相關資訊。 


	２、  查詢結果顯示區請參考，圖 FUN150-2 (期貨信託契約查詢結果) 
	（1）  查詢結果顯示表格欄位如下：資料月份、基金名稱、異動時間、文件下載 
	（2）  按瀏覽可將上傳之文件下載開啟或儲存 
	（3）  按列印畫面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圖 FUN150-3) 
	（4）  按重新查詢按鈕，關閉此頁面。 
	（5）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五)  注意事項 無 

	一、  
	十四、 銷售文件(FUN16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銷售文件(FUN160)進行申報、查詢銷售文件。申報時依上傳資料月份、銷售文件序號、基金名稱等相關資訊申報；查詢時，依基金名稱、銷售文件序號、資料月份等資訊查詢。  
	(三)  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 
	(四)  操作說明 銷售文件(FUN160)分為上傳檔案申報區、查詢結果顯示區 
	１、 上傳檔案申報區請參考，圖 FUN160-1 (銷售文件) 
	（1）  銷售文件上傳部份 
	a. 請選擇上傳資料月份(年) 
	b.  請選擇上傳資料月份(月) 
	c.  請選擇銷售文件序號 
	d.  請選擇基金名稱 
	e.  按瀏覽按鈕將要上傳之檔案加入 
	f.  按上傳按鈕，可依上述條件申報銷售文件相關資訊。 

	（2）  銷售文件查詢條件輸入部份 
	a. 請選擇基金名稱 
	b. 請選擇銷售文件序號 
	c. 請選擇資料月份(起年) 
	d. 請選擇資料月份(起月) 
	e. 請選擇資料月份(迄年) 
	f. 請選擇資料月份(迄月) 
	g.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銷售文件相關資訊。 


	２、  查詢結果顯示區請參考，圖 FUN160-2 (銷售文件查詢結果) 
	（1）  查詢結果顯示欄位如下：資料月份、基金名稱、銷售文件序號、異動時間、文件下載 
	（2）  按瀏覽可將上傳之文件下載開啟或儲存。 
	（3）  按列印畫面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圖 FUN160-3) 
	（4）  按重新查詢按鈕，關閉此頁面。 
	（5）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五)  注意事項 無 

	一、  
	十五、 基金訊息申報(FUN12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金訊息申報(FUN120)進行申報及預覽結果。申報時，依基金名稱、訊息類別、申報人姓名、申報人職稱、聯絡電話、事實發生日、訊息內容、附件上傳等相關資訊申報；預覽結果時，顯示使用者申報基金訊息內容。  
	(三) 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 
	(四)  操作說明 基金訊息申報(FUN120)分為基金訊息單筆輸入申報區、申報內容預覽區 
	１、  基金訊息申報區請參考，圖 FUN120-1 (基金訊息申報) 
	（1） 請選擇基金名稱 
	（2） 請選擇訊息類別 
	（3） 請輸入申報人姓名 
	（4）  請輸入申報人職稱(非必輸) 
	（5）  請輸入聯絡電話(非必輸) 
	（6）  請輸入事實發生日 
	（7） 請輸入訊息內容 
	（8） 請輸入附件上傳(非必輸) 
	（9） 按預覽按鈕，可依上述條件預覽基金訊息申報相關資訊。 
	（10）  按清除按鈕，即清除所有輸入內容。 

	２、  申報內容預覽區請參考，圖 FUN120-2 (基金訊息申報預覽畫面) 
	（1） 申報內容預覽畫面欄位如下： 期信事業、基金名稱、事實發生日、申報人姓名、申報人職稱、聯絡電話、訊息類別、附件上傳瀏覽(有附件才顯示) 
	（2） 按儲存按鈕，儲存基金訊息申報內容 
	（3）  按修改按鈕，則可返回圖 FUN120-1(基金訊息申報)修改資料。 


	(五) 注意事項 無 

	十六、 銷售機構異動(FUN13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銷售機構異動(FUN130)進行銷售機構新增及異動。 
	(三)  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 
	(四) 操作說明 銷售機構異動(FUN130)分為銷售機構異動上傳檔案申報區、單筆/多筆輸入申報區、查詢區 
	１、 上傳檔案申報區，圖 FUN130-1 (銷售機構異動) 
	（1）  點選銷售機構異動上傳檔案申報可連結至彙總申報作業(APLALL) 
	（2） 按瀏覽選擇要上傳的檔案(檔案格式依集保上下傳檔案規格) 
	（3） 按上傳鍵完成上傳，如檔案無誤，則顯示上傳檔案成功，若不成功，則顯示上傳異常，請至<<基金資訊查詢作業-傳檔異常查詢>>! 

	２、  單筆/多筆輸入申報區 
	（1） 全新機構申報作業(圖 FUN130-2) 
	a.  點選全新機構項目進行新增全新銷售機構作業 
	b.  請選擇欲新增之單一基金名稱及全新之銷售機構後，再輸入生效日期、異動類別、簽約狀態，契約起日、契約迄日等資訊。 
	c. 按儲存按鈕即完成 
	d.  按重新輸入按鈕，則清除輸入內容 
	e. 按取消按鈕，則取消輸入作業，返回前一頁 

	（2）  新增銷售機構作業(圖 FUN130-3) 
	a.  點選新增銷售機構項目進行期信基金新增銷售機構作業 
	b.  請先選擇欲新增銷售機構之期信基金後，下方表格即列出尚未銷售該基金之銷售機構名單。 
	c.  選取卻新增之銷售機構、輸入生效日期、簽約狀態、契約起日、契約迄日等資訊。 
	d.  按儲存按鈕即完成 
	e.  按重新輸入按鈕，則清除輸入內容。 
	f.  按回上一頁按鈕，則返回前一頁畫面。 

	（3）  新增基金作業(圖 FUN130-4) 
	a.  點選新增基金項目進行銷售機構新增銷售基金作業 
	b. 請先選擇欲新增基金之銷售機構後，下方表格即列出該銷售機構尚未銷售之基金名單。 
	c. 選取欲新增銷售之基金、輸入生效日期、簽約狀態、契約起日、契約迄日等資訊 
	d. 按儲存按鈕即完成 
	e. 按重新輸入按鈕，則清除輸入內容。 
	f. 按回上一頁按鈕，則返回前一頁畫面。 


	３、  銷售機構資訊查詢，請參考圖 FUN130-5 
	（1）  選取基金名稱、銷售機構、異動類別、簽約狀態等必輸查詢條件(生效日期、契約起日、契約迄日為非必輸查詢條件) 
	（2） 按查詢即出現查詢結果 
	（3）  勾選任一筆記錄按修改按鈕，可修改該筆相關資料(圖 FUN130-6)。 
	（4） 勾選任一筆或多筆記錄按刪除按鈕，可刪除所勾選的記錄。 
	（5）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圖FUN130-7)。 
	（6） 按重新查詢按鈕，關閉此畫面。 
	（7）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五) 注意事項 無 

	十七、 保管機構覆核作業(FUN18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保管機構使用者可透過保管機構覆核作業(FUN180)，覆核所保管的基金月報檢查表。 
	(三)  適用對象 保管機構 
	(四) 操作說明 保管機構覆核作業(FUN180)分為基金月報檢查表查詢、基金月報檢查表覆核作業及明細查詢。 
	１、  基金月報檢查表查詢請參考，圖 FUN180-1 (保管機構覆核作業) 
	（1）  選取基金名稱 
	（2） 選取資料月份 
	（3） 按查詢即於下方列出由該保管機構保管且期信事業已上傳基金月報檢查表之名單。表格欄位之覆核完成及覆核時間係指保管機構之覆核作業是否完成。 
	（4） 按列印(PDF)按鈕，將畫面表格顯示的基金月報檢查表轉成PDF檔依序列印。 
	（5）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畫面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6） 選取某筆按查詢明細按鈕，可進行覆核或查詢該月份基金月報檢查表明細資料。 

	２、  基金月報檢查表覆核作業及明細查詢 
	（1）  保管機構對該份基金月報檢查表有特別敘明事項時，可於該欄位填入文字後，按儲存即可。 
	（2）  各審查項目之覆核結果將預先顯示「符合」，若有不符合之情形，請點選該項之覆核狀態(即變更成□)，按儲存即可，修改時亦同。 
	（3）  各審查項目確認無誤欲完成覆核作業時，請勾選上方之「月報檢查表覆核完成」□後，並按儲存才會完成覆核作業。 
	（4）  按列印PDF按鈕，可將該月份基金月報檢查表轉成PDF檔列印。 
	（5）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畫面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五)  注意事項 
	１、  期貨公會審查完成該月份基金月報檢查表後，保管機構不得覆核該月份基金月報檢查表。 
	２、 申報月份經上傳控管後，保管機構不得覆核該月份基金月報檢查表，若需重新覆核(含修改或解除覆核者)時，請再填具相關表單向集保結算所申請開放。 



	伍、  彙總申報作業 
	一、 彙總申報作業(APLALL)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彙總申報作業(APLALL)，上傳CSV檔案申報各項資訊，或透過表單上的超連結，導向各項PDF申報的表單，進行PDF檔案申報。  
	(三) 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 
	(四) 操作說明 彙總申報作業(APLALL)  
	１、 彙總申報作業請參考，圖 APLALL -1 (彙總申報作業) 
	（1） 按瀏覽按鈕將要上傳之檔案加入 
	（2）  按上傳按鈕，可上傳要申報資料，完成後顯示上傳申報檔案完成。 
	（3）  或按下表單上的超連結，導向各項PDF申報的表單；圖2 (APLALL -2)為按下表單上的期信事業財務報告書，連結至期信事業財務報告書申報區。 


	(五) 注意事項 無 


	陸、  期信事業資訊查詢作業 
	一、  期信事業基本資料(QRT01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期信事業基本資料查詢(QRT010)，依機構類別、機構名稱、統一編號等條件，查詢期信事業基本資料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等使用者。 
	(四)  操作說明 期信事業基本資料查詢(QRT010)分為查詢區、資料顯示區 
	１、 查詢區請參考，圖 QRT010-1 (期信事業基本資料查詢) 
	（1）  請選擇機構類別、機構名稱 
	（2）  或請輸入統一編號 
	（3）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期信事業基本資料相關資訊。 

	２、  資料顯示區請參考，圖 QRT010-1 (期信事業基本資料查詢) 
	（1） 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2） 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圖QRT010-2)。 
	（3）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4） 點選欄位銷售基金─基金資料可查詢期信事業旗下所有期信基金一覽表(圖 QRT010-3)


	(五) 注意事項 無 

	二、 銷售機構基本資料(QRT02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銷售機構基本資料查詢(QRT020)，依機構類別、機構名稱、統一編號等條件，查詢銷售機構基本資料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等使用者。 
	(四) 操作說明 銷售機構基本資料查詢(QRT020)分為查詢區、資料顯示區 
	１、 查詢區請參考，圖 QRT020-1 (銷售機構基本資料查詢) 
	（1）  請選擇機構類別、機構名稱 
	（2）  或請輸入統一編號 
	（3）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銷售機構基本資料相關資訊。 

	２、  資料顯示區請參考，圖 QRT020-1 (銷售機構基本資料查詢)。 
	（1） 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2）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圖 QRT020-2) 
	（3）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4） 點選欄位銷售基金─基金資料，可查詢銷售機構銷售基金一覽表(圖 QRT020-3)。


	(五) 注意事項 無 

	三、 保管機構基本資料(QRT03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保管機構基本資料查詢(QRT030)，依機構名稱、統一編號等條件，查詢保管機構基本資料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保管機構、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等使用者。 
	(四)  操作說明 保管機構基本資料查詢(QRT030)分為查詢區、資料顯示區 
	１、 查詢區請參考，圖 QRT030-1 (保管機構基本資料查詢)。 
	（1）  請選擇機構名稱 
	（2） 或輸入統一編號 
	（3）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保管機構基本資料相關資訊。 

	２、 資料顯示區請參考，圖 QRT030-1 (保管機構基本資料查詢)。 
	（1） 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2）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圖 QRT030-2) 
	（3）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4）  點選欄位保管基金─基金資料，可查詢保管機構保管基金一覽表(圖 QRT030-3)。


	(五) 注意事項 無 

	四、 財務報告書(QRT04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財務報告書查詢(QRT040)，依期信事業、資料年份等條件，查詢財務報告書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等使用者。 
	(四)  操作說明 財務報告書查詢(QRT040)分為查詢區、資料顯示區 
	１、 查詢區請參考，圖 QRT040-1 (財務報告書查詢) 
	（1） 請選擇期信事業 
	（2）  輸入資料年份 
	（3）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財務報告書相關資訊。 

	２、  資料顯示區請參考，圖 QRT040-1 (財務報告書查詢結果)。 
	（1）  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2）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圖QRT040-2)。 
	（3）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4） 按瀏覽按鈕，可將文件開啟或儲存。


	(五) 注意事項 無 

	五、 董監事資訊(QRT06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董監事資訊(QRT060)，查詢期信事業董監事等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等使用者。 
	(四)  操作說明 董監事資訊查詢(QRT060)分為查詢區、資料顯示區 
	１、 查詢區請參考，圖 QRT060-1 (董監事資訊查詢) 
	（1）  請選擇期信事業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董監事資訊相關資料。 

	２、  資料顯示區請參考，圖 QRT060-1 (董監事資訊查詢結果)。 
	（1） 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2）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圖 QRT060-2) 
	（3）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五) 注意事項 無 

	六、 公司訊息(QRT07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公司訊息查詢(QRT070)，依期信事業、訊息類別、申報期間、事實發生期間等條件，查詢期信事業申報之公司訊息等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等使用者。 
	(四)  操作說明 公司訊息資訊查詢(QRT070)分為查詢區、資料顯示區 
	１、 查詢區請參考，圖 QRT070-1 (公司訊息資訊查詢) 
	（1）  請選擇期信事業 
	（2）  請選擇訊息類別 
	（3）  輸入申報期間或事實發生期間(二擇一輸入) 
	（4）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公司訊息相關資料。 

	２、 資料顯示區請參考，圖 QRT070-1 (公司訊息查詢) 
	（1） 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2）  按列印按鈕，將查詢結果資料印出(圖 QRT070-2)。 
	（3） 按瀏覽按鈕，可將文件開啟或儲存(有附件才顯示)。


	(五) 注意事項 無 


	柒、  基金資訊查詢作業 
	一、 基金基本資料(QRF01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金基本資料查詢(QRF010)，依期信事業、基金名稱等條件，查詢基金基本資料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等使用者。 
	(四)  操作說明 基金基本資料查詢(QRF010)分為查詢區、資料顯示區 
	１、  查詢區請參考，圖 QRF010-1 (基金基本資料查詢) 
	（1） 請選擇期信事業 
	（2） 請選擇基金名稱 
	（3）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基金基本資料相關資訊。 
	（4） 按下載按鈕，可將基金基本資料轉成CSV格式下載(檔案格式依集保上下傳檔案規格) 

	２、  資料顯示區請參考，圖 QRF010-1 (基金基本資料查詢)。 
	（1） 查詢結果顯示欄位如下： 期信事業名稱、基金中文名稱、基金中文簡稱、基金英文名稱、基金英文簡稱、基金前一名稱、基金登錄代碼、基金代號、募集對象、基金類型、組合型投資方式、募集型態、投資型態、基金成立日、基金成立日單位淨值、基金成立日受益權單位數、基金清算日期、基金型態、投資區域、計價幣別、原始可發行單位數、原始可發行額度、原始匯入匯率、申購手續費率、買回手續費率、轉換手續費率、委託代銷、基金管理費率、基金保管費率、基金績效門檻、基金績效報酬、國內保管機構、國外保管機構、國外存託機構、保證機構、基金狀態、淨值資料提供週期、基金經理人ID 1、基金經理人ID 2、基金經理人ID 3、基金經理人ID 4、基金經理人ID 5、基金經理人姓名 1、基金經理人姓名 2、基金經理人姓名 3、基金經理人姓名 4、基金經理人姓名 5、投資地區、投資標的、基金收益分配規定、基金改型規定、核准日期、合併日期、終止日期。 
	（2）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圖 QRF010-2)


	(五) 注意事項 無 

	二、  基金淨值(QRF02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金淨值查詢(QRF020)，依期信事業、基金名稱、淨值日期等條件，查詢基金淨值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等使用者。 
	(四)  操作說明 基金淨值查詢(QRF020)分為查詢區、資料顯示區 
	１、 查詢區請參考，圖 QRF020-1 (基金淨值查詢) 
	（1）  請選擇期信事業 
	（2）  請選擇基金名稱 
	（3）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基金淨值相關資訊。 
	（4）  按下載按鈕，將依上述查詢條件之結果轉成CSV格式下載(檔案格式依集保上下傳檔案規格)。 

	２、  資料顯示區請參考，圖 QRF020-1 (基金淨值查詢) 
	（1） 查詢結果顯示欄位如下： 基金名稱、淨值日期、基金淨資產、單位淨值(NAV)、匯率換算、換算成新台幣之基金淨資產、換算成新台幣之單位淨值、申報日期 
	（2）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圖 QRF020-2 ) 
	（3）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五) 注意事項 無 

	三、  基金月報(QRF03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金月報查詢(QRF030)，依期信事業、基金名稱、資料月份等條件，查詢基金月報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等使用者。 
	(四)  操作說明 基金月報查詢(QRF030)分為查詢區、資料顯示區 
	１、  查詢區請參考，圖 QRF030-1 (基金月報查詢) 
	（1）  請選擇期信事業 
	（2） 請選擇基金名稱 
	（3）  輸入資料月份 
	（4）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基金月報相關資訊。 

	２、  資料顯示區請參考，圖 QRF030-1 (基金月報查詢) 
	（1） 查詢結果顯示欄位如下： 期信事業、基金登錄代碼、基金名稱、資料月份、異動時間、文件下載 
	（2）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圖 QRF030-2 ) 
	（3）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4）  按文件下載─瀏覽，可將檔案開啟或儲存。


	(五) 注意事項 無 

	四、 基金月報檢查表(QRF18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金月報檢查表查詢(QRF180)，依期信事業、基金名稱、資料月份等條件，查詢基金月報檢查表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等使用者 
	(四)  操作說明 基金月報檢查表查詢(QRF180)分為查詢區、資料顯示區 
	１、 基金月報檢查表查詢區，請參考，圖 QRF180-1 (基金月報檢查表查詢) 
	（1） 請選擇期信事業 
	（2） 請選擇基金名稱 
	（3）  請選擇資料月份 
	（4）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基金月報檢查表相關資料。 
	（5） 點選畫面上的月報檢查表-瀏覽，將可查詢該筆基金月報檢查表明細資料。 

	２、  資料顯示區請參考，圖QRF180-1(基金月報檢查表查詢) 
	（1） 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2） 按圖 QRF180-1畫面下方之列印(PDF)按鈕，可將畫面表格中的基金月報檢查表轉成PDF檔依序列印。 
	（3）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畫面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五) 注意事項 無 

	五、 基金銷售資訊(QRF04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金銷售資訊查詢(QRF040)，依期信事業、基金名稱、資料月份等條件，查詢基金銷售資訊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等使用者。 
	(四)  操作說明 基金銷售資訊查詢(QRF040)分為查詢區、資料顯示區 
	１、  查詢區請參考，圖 QRF040-1 (基金銷售資訊查詢) 
	（1）  請選擇期信事業 
	（2）  請選擇基金名稱 
	（3） 輸入資料月份 
	（4）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基金銷售資訊相關資訊。 

	２、  資料顯示區請參考，圖 QRF040-2 (基金銷售資訊查詢結果)。 
	（1） 查詢結果顯示欄位如下： 
	a. 銷售金額項目 基金登錄代碼、基金名稱、基金規模、受益權單位數、單位淨值、總受益人數、自然人受益人數、法人受益人數、本月申購總金額、本月買回總金額、本月申購總筆數、本月買回總筆數、本月申購總人數、本月買回總人數 
	b. 定期定額項目 基金登錄代碼、基金名稱、定期定額扣款筆數、定期定額扣款人數、定期定額扣款金額 
	c. 通路銷售項目 基金登錄代碼、基金名稱、通路銷售金額(直銷)、通路銷售金額(期貨商)、通路銷售金額(期顧)、通路銷售金額(銀行)、通路銷售金額(信託業)、通路銷售金額(證券商)、通路銷售金額(投顧)、通路銷售金額(其他) 

	（2） 按列印按鈕，將畫面表格資料資料印出。 
	（3）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畫面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五) 注意事項 無 

	六、 基金受益人資訊(QRF05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金受益人資訊查詢(QRF050)，依期信事業、基金名稱、資料月份等條件，查詢基金受益人資訊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等使用者。 
	(四)  操作說明 基金受益人資訊查詢(QRF050)分為查詢區、資料顯示區 
	１、 查詢區請參考，圖 QRF050-1 (基金受益人資訊查詢) 
	（1） 請選擇期信事業 
	（2）  請選擇基金名稱 
	（3）  輸入資料月份 
	（4）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基金受益人資訊相關資料。 

	２、  資料顯示區請參考，圖 QRF050-1 (基金受益人資訊查詢)。 
	（1）  查詢結果顯示欄位如下： 期信事業、基金登錄代碼、基金名稱、受益人國別代號、受益人類別代號、金額、受益人數、月平均金額 
	（2）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圖 QRF050-2) 
	（3）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五) 注意事項 無 

	七、 基金投資資訊(QRF06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金投資資訊(QRF060)，查詢基金投資標的/投資地區比率、基金持有標的明細、基金持有期貨契約資料、法規限定比率明細資料等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等使用者。 
	(四)  操作說明  基金投資資訊查詢，請先選擇要查詢之項目，請參考圖 QRF060-1 (基金投資資訊查詢)。 
	１、 基金投資標的/投資地區比率項目 
	（1）  查詢區請參考，圖 QRF060-2 (基金投資標的/投資地區比率查詢) 
	a.  請選擇期信事業 
	b.  請選擇基金名稱 
	c.  輸入資料月份 
	d.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基金投資標的/投資地區比率查詢相關資料。 
	e.  按回上一頁按鈕，即可查詢基金投資資訊其他項目。 

	（2）  資料顯示區請參考，圖 QRF060-2 (基金投資標的/投資地區比率查詢)。 
	a.  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b.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 
	c.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２、  基金持有標的明細項目 
	（1）  查詢區請參考，圖 QRF060-3 (基金持有標的明細查詢)。 
	a.  請選擇期信事業 
	b.  請選擇基金名稱 
	c.  輸入資料月份 
	d.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基金持有標的明細相關資料。 
	e. 按回上一頁按鈕，即可查詢基金投資資訊其他項目。 

	（2） 資料顯示區請參考，圖 QRF060-3 (基金持有標的明細查詢)。 
	a.  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b.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 
	c.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３、 基金持有期貨契約資料項目 
	（1）  查詢區請參考，圖 QRF060-4 (基金持有期貨契約查詢)。 
	a. 請選擇期信事業 
	b.  請選擇基金名稱 
	c.  輸入資料月份 
	d.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基金持有期貨契約相關資料。 
	e.  按回上一頁按鈕，即可查詢基金投資資訊其他項目。 

	（2） 資料顯示區請參考，圖 QRF060-4 (基金持有期貨契約查詢)。 
	a. 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b.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 
	c.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４、  法規限定比率明細資料 
	（1）  查詢區請參考，圖 QRF060-5 (法規限定比率明細查詢)。 
	a.  請選擇申報主體 
	b.  請選擇法規代碼 
	c.  請選擇期信事業 
	d.  請選擇基金名稱 
	e. 輸入資料月份 
	f.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法規限定比率明細相關資料。 
	g. 按回上一頁按鈕，即可查詢基金投資資訊其他項目。 

	（2）  資料顯示區請參考，圖 QRF060-5 (法規限定比率明細查詢)。 
	a. 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b.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 
	c.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五) 注意事項 無 

	八、 基金支付費用資訊(QRF07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金支付費用資訊查詢(QRF070)，依期信事業、基金名稱、資料月份等條件，查詢基金支付費用資訊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等使用者。 
	(四)  操作說明 基金支付費用資訊查詢(QRF070)分為查詢區、資料顯示區 
	１、 查詢區請參考，圖 QRF070-1 (基金支付費用資訊查詢)。 
	（1）  請選擇期信事業 
	（2）  請選擇基金名稱 
	（3）  輸入資料月份 
	（4）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基金支付費用資訊相關資料。 

	２、 資料顯示區請參考，圖 QRF070-1 (基金支付費用資訊查詢)。 
	（1）  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2）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圖 QRF070-2) 
	（3）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五) 注意事項 無 

	九、 基金非營業日(QRF08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金非營業日查詢(QRF080)，依期信事業、基金名稱、資料年份等條件，查詢基金非營業日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等使用者。 
	(四)  操作說明 基金非營業日查詢(QRF080)分為查詢區、資料顯示區 
	１、 查詢區請參考，圖 QRF080-1 (基金非營業日查詢) 
	（1）  請選擇期信事業 
	（2）  請選擇基金名稱 
	（3）  輸入資料年份 
	（4）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基金非營業日相關資料。 

	２、  資料顯示區請參考，圖 QRF080-2 (基金非營業日查詢結果)。 
	（1）  查詢結果以年曆方式顯示 
	（2）  按列印按鈕，將畫面資料印出。 
	（3）  按重新查詢，將關閉此畫面返回查詢區。


	(五) 注意事項 無 

	十、 基金財務報告書(QRF09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金財務報告書查詢(QRF090)，依期信事業、基金名稱、資料年份等條件，查詢基金財務報告書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等使用者。 
	(四)  操作說明 基金財務報告書查詢(QRF090)分為查詢區、資料顯示區 
	１、 查詢區請參考，圖QRF090-1(基金財務報告書查詢) 
	（1）  請選擇期信事業 
	（2）  請選擇基金名稱 
	（3）  輸入資料年份 
	（4）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基金財務報告書相關資料。 

	２、  資料顯示區請參考，圖 QRF090-1 (基金財務報告書查詢)。 
	（1） 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2）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圖 QRF090-2) 
	（3）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4） 按文件下載─瀏覽，可將檔案開啟或儲存。


	(五) 注意事項 無 

	十一、 基金追加募集(QRF10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金追加募集查詢(QRF100)，依期信事業、基金名稱等條件，查詢基金追加募集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等使用者。 
	(四)  操作說明 基金追加募集查詢(QRF100)分為查詢區、資料顯示區 
	１、 查詢區請參考，圖 QRF100-1 (基金追加募集查詢) 
	（1）  請選擇期信事業 
	（2）  請選擇基金名稱 
	（3）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基金追加募集相關資料。 

	２、  資料顯示區請參考，圖 QRF100-1 (基金追加募集查詢)。 
	（1） 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2）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圖 QRF100-2) 
	（3）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五) 注意事項 無 

	十二、 基金公開說明書(QRF11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金公開說明書查詢(QRF110)，依期信事業、基金名稱、資料月份等條件，查詢基金公開說明書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等使用者。 
	(四)  操作說明 基金公開說明書查詢(QRF110)分為查詢區、資料顯示區 
	１、 查詢區請參考，圖 QRF110-1 (基金公開說明書查詢)。 
	（1）  請選擇期信事業 
	（2）  請選擇基金名稱 
	（3）  請選擇資料月份 
	（4）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基金公開說明書相關資料。 

	２、  資料顯示區請參考，圖 QRF110-1 (基金公開說明書查詢)。 
	（1）  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2）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圖 QRF110-2) 
	（3）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4）  按文件下載─瀏覽，可將檔案開啟或儲存。


	(五) 注意事項 無 

	十三、  期貨信託契約(QRF16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期貨信託契約查詢(QRF160)，依期信事業、基金名稱、資料月份等條件，查詢期貨信託契約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等使用者 
	(四) 操作說明 期貨信託契約查詢(QRF160)分為查詢區、資料顯示區 
	１、 查詢區請參考，圖 QRF160-1 (期貨信託契約查詢) 
	（1） 請選擇期信事業 
	（2） 請選擇基金名稱 
	（3） 請選擇資料月份(起年) 
	（4） 請選擇資料月份(起月) 
	（5） 請選擇資料月份(迄年) 
	（6）  請選擇資料月份(迄月) 
	（7）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期貨信託契約相關資料。 

	２、 資料顯示區請參考，圖 QRF160-1 (期貨信託契約查詢) 
	（1）  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2） 按列印按鈕，將畫面表格資料印出(QRF160-2期貨信託契約查詢列印畫面) 
	（3）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畫面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4） 按文件下載-瀏覽，可將檔案開啟或儲存。


	(五) 注意事項 無 

	十四、 銷售文件(QRF17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銷售文件查詢(QRF170)，依期信事業、基金名稱、銷售文件序號、資料月份等條件，查詢銷售文件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等使用者 
	(四) 操作說明 銷售文件查詢(QRF170)分為查詢區、資料顯示區 
	１、  查詢區請參考，圖 QRF170-1 (銷售文件查詢) 
	（1）  請選擇期信事業 
	（2）  請選擇基金名稱 
	（3）  請選擇銷售文件序號 
	（4）  請選擇資料月份(起年) 
	（5）  請選擇資料月份(起月) 
	（6）  請選擇資料月份(迄年) 
	（7）  請選擇資料月份(迄月) 
	（8）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銷售文件相關資料。 

	２、  資料顯示區請參考，圖 QRF170-1 (銷售文件查詢) 
	（1）  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2）  按列印按鈕，將畫面表格資料印出(QRF170-2銷售文件查詢列印畫面) 
	（3）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畫面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4） 按文件下載-瀏覽，可將檔案開啟或儲存。


	(五) 注意事項 無 

	十五、 基金訊息查詢(QRF12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金訊息查詢(QRF120)，依期信事業、基金名稱、訊息類別、申報期間、事實發生期間等條件，查詢基金訊息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等使用者。 
	(四)  操作說明 基金訊息查詢(QRF120)分為查詢區、資料顯示區 
	１、  查詢區請參考，圖 QRF120-1 (基金訊息查詢) 
	（1）  請選擇期信事業 
	（2）  請選擇基金名稱 
	（3）  請選擇訊息類別 
	（4）  申報期間、事實發生期間，二擇一輸入 
	（5）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基金訊息相關資料。 

	２、  資料顯示區請參考，圖 QRF120-1 (基金訊息查詢) 
	（1）  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2）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圖 QRF120-2) 
	（3）  按瀏覽按鈕，可將文件開啟或儲存(有附件才顯示)。


	(五) 注意事項 無 

	十六、 銷售機構資料查詢(QRF13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銷售機構資料查詢(QRF130)，依期信事業、基金名稱等條件，查詢期信基金之銷售機構資料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信事業、期貨公會、央行及主管機關等使用者。 
	(四)  操作說明 銷售機構資料查詢(QRF130)分為查詢區、資料顯示區 
	１、 查詢區請參考，圖 QRF130-1 (銷售機構資料查詢) 
	（1）  請選擇期信事業 
	（2）  請選擇基金名稱 
	（3）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期信基金之銷售機構資料相關資料。 

	２、  資料顯示區請參考，圖 QRF130-1 (銷售機構資料查詢)。 
	（1）  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2）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圖 QRF130-2) 
	（3）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五) 注意事項 無 

	十七、 申報作業控管查詢(QRF14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申報作業控管查詢(QRF140)，依期信事業、基金名稱、每日申報種類、每月申報種類、每年申報種類、資料期間、月報月份等條件，查詢各項申報作業應申報而未申報情形。 
	(三)  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保管機構 
	(四)  操作說明 申報作業控管查詢(QRF140)分為查詢區、資料顯示區 
	１、  查詢區請參考，圖 QRF140-1 (申報作業控管查詢) 
	（1） 請選擇期信事業 
	（2）  請選擇基金名稱 
	（3）  請選擇每日申報種類 
	a.  基金淨值 

	（4） 請選擇每月申報種類(以下項目可單選或複選) 
	a.  基金月報 
	b.  基金銷售資訊 
	c.  基金受益人資訊 
	d. 基金支付費用資訊 
	e.  基金投資標的/投資地區比率 
	f. 基金持有標的明細資料 
	g.  基金持有期貨契約資料 
	h.  法規限定比率明細資料 
	i.  保管機構覆核作業 
	j. 投資地區超限 
	k. 投資標的超限 
	l. 基金月報檢查表 

	（5） 請選擇每年申報種類(以下項目可單選或複選) 
	a. 期信事業財務報告書 
	b. 基金財務報告書 

	（6） 請輸入資料期間或月報月份 
	（7）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期信事業或期信基金之各項申報作業應申報而未申報情形。 
	（8）  每日申報種類、每月申報種類及每年申報種類，擇一選擇查詢。 

	２、  資料顯示區請參考，圖 QRF140-1 (申報作業控管查詢) 
	（1）  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2）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圖 QRF140-2) 
	（3）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五)  注意事項 各項申報作業應申報日期如下： 
	１、  每日申報種類 
	（1）  基金淨值：期信事業每日需申報前一營業日的基金淨值。 

	２、  每月申報種類 
	（1）  基金月報：每月10日，遇假日順延至次一營業日。 
	（2）  基金銷售資訊：每月10日，遇假日順延至次一營業日。 
	（3）  基金受益人資訊每月10日，遇假日順延至次一營業日。 
	（4）  基金支付費用資訊：每月10日，遇假日順延至次一營業日。 
	（5）  基金投資標的/投資地區比率：每月10日，遇假日順延至次一營業日。 
	（6）  基金持有標的明細資料：每月10日，遇假日順延至次一營業日。 
	（7）  基金持有期貨契約資料：每月10日，遇假日順延至次一營業日。 
	（8） 法規限定比率明細：每月10日，遇假日順延至次一營業日。 
	（9）  保管機構覆核作業：每月10日，遇假日順延至次一營業日。 
	（10） 基金月報檢查表作業：每月10日，遇假日順延至次一營業日。 
	（11） 投資地區超限及投資標的超限：若申報合計超過100%時，亦可查詢列出。 

	３、  每年申報種類 
	（1）  期信事業財務報告書：每年3/31，遇假日順延至次一營業日。 
	（2）  基金財務報告書：每年2/28或2/29，遇假日順延至次一營業日。 



	十八、 傳檔異常查詢(QRF15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傳檔異常查詢(QRF150)，依傳檔異常交易類型、上傳期間等條件，查詢各項申報檔案上傳不成功之錯誤欄位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期貨公會等使用者。 
	(四)  操作說明 傳檔異常查詢(QRF150)分為查詢區、資料顯示區 
	１、  查詢區請參考，圖 QRF150-1 (傳檔異常查詢) 
	（1） 請選擇傳檔異常交易類型 
	a.  基金基本資料 
	b.  基金淨值 
	c.  基金銷售資訊 
	d.  基金受益人資訊 
	e.  基金投資標的/投資地區比率 
	f.  基金持有標的明細資料 
	g.  基金持有期貨契約資料 
	h.  法規限定比率明細資料 
	i. 基金支付費用資訊 
	j. 基金非營業日 
	k. 基金追加募集 
	l. 銷售機構異動 
	m. 月報檢查表申報上傳 
	n. 董監事資訊申報(期貨公會適用) 

	（2）  請輸入上傳期間 
	（3）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上傳檔案不成功之錯誤欄位及說明等相關資料。 

	２、  資料顯示區請參考，圖QRF150-2(傳檔異常查詢結果) 
	（1）  查詢結果顯示欄位如下： 上傳日期、上傳類別、資料流水編號、錯誤欄位、錯誤說明 
	（2）  按重新查詢即關閉此畫面返回查詢區 
	（3）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 
	（4）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五) 注意事項 無 

	十九、 日誌檔(SYS09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日誌檔查詢(SYS090)，輸入查詢期間、程式名稱等條件，可查詢使用者使用記錄。 
	(三)  適用對象 期信事業、保管機構及期貨公會。 
	(四)  操作說明 點選「系統資訊維護-日誌檔查詢(SYS090)」選項，分為查詢區、資料顯示區 
	１、  查詢區請參考，圖 SYS090-1 (日誌檔查詢) 
	（1） 請輸入查詢日期 
	（2）  請選擇程式名稱 
	（3）  按查詢按鈕，查詢資料。 
	（4） 按重新輸入按鈕，清空欄位。 

	２、  資料顯示區請參考，圖 SYS090-1 (日誌檔查詢) 
	（1）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圖SYS090-2) 
	（2）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五) 注意事項 無 

	二十、 公會基金月報審查表查詢(QRF19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公會基金月報審查表查詢(QRF190)，依期信事業、基金名稱、資料月份等條件，查詢期貨公會之基金月報審查表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貨公會、主管機關等使用者 
	(四) 操作說明 公會基金月報審查表查詢(QRF190)分為查詢區、資料顯示區 
	１、 查詢區，請參考，圖 QRF190-1 (公會基金月報審查表查詢) 
	（1）  請選擇期信事業 
	（2）  請選擇基金名稱 
	（3）  請選擇資料月份 
	（4）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期貨公會基金月報審查表相關資料。 

	２、  資料顯示區，請參考圖 QRF190-1 (公會基金月報審查表查詢) 
	（1）  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2）  點選畫面表格中的瀏覽，將可查詢該筆公會基金月報審查表PDF檔，請參考圖QRF190-2  (公會基金月報審查表PDF列印-單月) 
	（3）  按圖 QRF190-1畫面下方之列印(PDF)按鈕，將畫面表格顯示的公會基金月報審查表轉成PDF檔依序列印，請參考，圖 QRF190-3 (公會基金月報審查表PDF列印-全部) 
	（4）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畫面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五) 注意事項 無 


	捌、  市場管理資訊作業 
	一、 機構資訊統計(TOT01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機構資訊統計查詢(TOT010)，依募集對象、資料月份等條件，查詢機構資訊統計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貨公會及主管機關等使用者。 
	(四)  操作說明 機構資訊統計查詢(TOT010)分為查詢區、資料顯示區 
	１、 查詢區請參考，圖 TOT 010-1 (機構資訊統計資料查詢) 
	（1）  請選擇募集對象 
	a.  全部 
	b.  對不特定人募集 
	c.  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 

	（2）  請輸入資料月份 
	（3）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機構資訊統計相關資訊。 

	２、  資料顯示區請參考，圖 TOT010-2 (機構資訊統計資料查詢結果)。 
	（1）  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2）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


	(五) 注意事項 無 

	二、 基金募集統計(TOT02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金募集統計查詢(TOT020)，依期信事業、募集對象、募集型態、基金類型、計價幣別、投資區域、投資地區、投資標的等條件，查詢基金募集統計相關資訊，報表有明細表、彙總表、市場統計表、傘型基金明細表。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貨公會及主管機關等使用者。 
	(四) 操作說明 基金募集統計查詢(TOT020)有查詢區 
	１、  查詢區請參考，圖 TOT020-1 (基金募集統計查詢) 
	（1） 請選擇期信事業 
	（2） 請選擇募集對象 
	a.  全部 
	b. 對不特定人募集 
	c. 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 

	（3） 請選擇募集型態 
	a. 全部 
	b. 國內募集 
	c.  國外募集 

	（4） 請選擇基金類型 
	a.  全部 
	b.  一般型基金 
	c.  保證型基金 
	d.  保護型基金 
	e.  組合型基金 

	（5）  請選擇計價幣別 
	a.  全部 
	b. 新台幣 
	c.  美元 
	d.  歐元 
	e. 英鎊 
	f. 日幣 

	（6） 請選擇投資區域 
	a. 全部 
	b. 全球型 
	c. 3 單一國家 
	d.  區域型 

	（7） 請選擇投資地區 
	a.  全部 
	b. 中華民國 
	c.  新加坡 
	d.  馬來西亞 
	e. 日本 
	f.  香港 
	g. 澳洲 
	h. 美國 
	i. 加拿大 
	j. 巴西 
	k. 阿根廷 
	l. 英國 
	m.  瑞典 
	n. 西班牙 
	o. 南非 
	p. 歐洲 
	q. 德國 
	r. 瑞士 
	s. 其他 

	（8）  請選擇投資標的 
	a.  全部 
	b.  外匯期貨或選擇權 
	c.  利率期貨或選擇權 
	d.  指數期貨或選擇權 
	e.  金屬期貨或選擇權 
	f. 農產品期貨或選擇權 
	g.  能源期貨或選擇權 
	h. 其他商品期貨或選擇權 
	i. 個股期貨或選擇權 
	j. ADR 
	k.  ETF 
	l. 股票 
	m. 債券 
	n. 期貨信託基金 
	o. 證投信基金 
	p. 其他有價證券 
	q.  其他 

	（9） 請選擇表格呈現方式 
	a.  明細表 
	b. 彙總表 
	c.  市場統計表 
	d.  傘型基金明細表 

	（10）  請選擇統計方式 
	a.  依期信事業 
	b.  依基金類型 
	c.  依計價幣別 
	d.  依投資區域 

	（11）  請輸入資料月份 
	（12）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基金募集統計相關報表。 

	２、  表格呈現方式選明細表，統計方式選依期信事業，圖 TOT020-2 (基金募集明細表依期信事業)
	３、 表格呈現方式選明細表，統計方式選依基金類型，圖 TOT020-3 (基金募集明細表依基金類型)
	４、 表格呈現方式選明細表，統計方式選依計價幣別，圖 TOT020-4 (基金募集明細表依計價幣別)
	５、  表格呈現方式選明細表，統計方式選依投資區域，圖 TOT020-5 (基金募集明細表依投資區域)
	６、  表格呈現方式選彙總表，統計方式選依期信事業，圖 TOT020-6 (基金募集彙總表依期信事業)
	７、 表格呈現方式選彙總表，統計方式選依基金類型，圖 TOT020-7 (基金募集彙總表依基金類型)
	８、  表格呈現方式選彙總表，統計方式選依計價幣別，圖 TOT020-8 (基金募集彙總表依計價幣別)
	９、 表格呈現方式選彙總表，統計方式選依投資區域，圖 TOT020-9 (基金募集彙總表依投資區域)
	１０、 表格呈現方式選市場統計表，圖 TOT020-10 (基金募集市場統計表)
	１１、 表格呈現方式選傘型基金明細表，圖TOT020-11 (基金募集傘型基金明細表)

	(五) 注意事項 無 

	三、  基金銷售統計(TOT03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金銷售統計查詢(TOT030)，依期信事業、募集對象、募集型態、基金類型、計價幣別、投資區域、投資地區、投資標的、表格呈現方式、統計方式、資料月份等條件，查詢基金銷售統計相關資訊，報表有明細表、彙總表、支付費用明細表。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貨公會及主管機關等使用者。 
	(四)  操作說明 基金銷售統計查詢(TOT030)分為查詢區 
	１、  查詢區請參考，圖 TOT030-1 (基金銷售統計查詢) 
	（1）  請選擇期信事業 
	（2）  請選擇募集對象 
	a. 全部 
	b. 對不特定人募集 
	c. 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 

	（3）  請選擇募集型態 
	a.  全部 
	b.  國內募集 
	c.  國外募集 

	（4）  請選擇基金類型 
	a.  全部 
	b.  一般型基金 
	c. 保證型基金 
	d.  保護型基金 
	e.  組合型基金 

	（5）  請選擇計價幣別 
	a. 全部 
	b.  新台幣 
	c.  美元 
	d. 歐元 
	e. 英鎊 
	f. 日幣 

	（6） 請選擇投資區域 
	a.  全部 
	b. 全球型 
	c.  單一國家 
	d.  區域型 

	（7）  請選擇投資地區 
	a. 全部 
	b.  中華民國 
	c. 新加坡 
	d.  馬來西亞 
	e.  日本 
	f. 香港 
	g.  澳洲 
	h. 美國 
	i. 加拿大 
	j. 巴西 
	k.  阿根廷 
	l. 英國 
	m.  瑞典 
	n. 西班牙 
	o.  南非 
	p.  歐洲 
	q. 德國 
	r. 瑞士 
	s. 其他 

	（8）  請選擇投資標的 
	a.  全部 
	b.  外匯期貨或選擇權 
	c.  利率期貨或選擇權 
	d.  指數期貨或選擇權 
	e.  金屬期貨或選擇權 
	f. 農產品期貨或選擇權 
	g.  能源期貨或選擇權 
	h.  其他商品期貨或選擇權 
	i. 個股期貨或選擇權 
	j. ADR 
	k. ETF 
	l. 股票 
	m. 債券 
	n.  期貨信託基金 
	o.  證投信基金 
	p. 其他有價證券 
	q. 其他 

	（9）  請選擇表格呈現方式 
	a.  明細表 
	b.  彙總表 
	c. 支付費用明細表 

	（10）  請選擇統計方式 
	a. 依期信事業 
	b. 依基金類型 
	c. 依計價幣別 
	d.  依銷售機構 
	e.  依投資區域 

	（11）  請選擇資料月份 
	（12）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基金銷售統計相關資訊。 

	２、  表格呈現方式選明細表，統計方式選依期信事業，圖 TOT030-2 (基金銷售統計明細表依期信事業)
	３、 表格呈現方式選明細表，統計方式選依基金類型，圖 TOT030-3 (基金銷售統計明細表依基金類型)
	４、 表格呈現方式選明細表，統計方式選依計價幣別，圖 TOT030-4 (基金銷售統計明細表依計價幣別)
	５、  表格呈現方式選明細表，統計方式選依銷售機構，圖 TOT030-5 (基金銷售統計明細表依銷售機構)
	６、 表格呈現方式選明細表，統計方式選依投資區域，圖 TOT030-6 (基金銷售統計明細表依投資區域)
	７、 表格呈現方式選彙總表，統計方式選依期信事業，圖 TOT030-7 (基金銷售統計彙總表依期信事業)
	８、  表格呈現方式選彙總表，統計方式選依基金類型，圖 TOT030-8 (基金銷售統計彙總表依基金類型)
	９、 表格呈現方式選彙總表，統計方式選依計價幣別，圖 TOT030-9 (基金銷售統計彙總表依計價幣別)
	１０、  表格呈現方式選彙總表，統計方式選依銷售機構，圖 TOT030-10 (基金銷售統計彙總表依銷售機構)
	１１、 表格呈現方式選彙總表，統計方式選依投資區域，圖 TOT030-11 (基金銷售統計彙總表依投資區域)
	１２、 表格呈現方式選基金支付費用明細表，圖 TOT030-12 (基金支付費用明細表)

	(五) 注意事項 無 

	四、 基金受益人分類統計(TOT04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基金受益人分類統計查詢(TOT040)，依期信事業、募集對象、基金名稱、資料月份，查詢基金受益人分類統計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貨公會及主管機關等使用者。 
	(四)  操作說明 基金受益人分類統計查詢(TOT040)分為查詢區、資料顯示區 
	１、  查詢區請參考，圖 TOT040-1 (基金受益人分類統計查詢) 
	（1）  請選擇期信事業 
	（2）  請選擇募集對象 
	（3）  請選擇基金名稱 
	（4）  輸入資料月份 
	（5）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基金受益人分類統計相關資訊。 

	２、  資料顯示區請參考，圖 TOT040-2 (基金受益人分類統計查詢結果)。 
	（1）  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2）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 
	（3）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五) 注意事項 無 

	五、 申報作業控管(TOT05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申報作業控管(TOT050)，查詢申報作業控管、異常比例控管、異常控管彙總等相關資訊。 
	(三)  適用對象 集保、期貨公會及主管機關等使用者。 
	(四)  操作說明 申報作業控管查詢(TOT050-1)分為申報作業控管查詢、異常比例控管查詢及異常控管彙整表項目。 
	１、  點選申報作業控管查詢分為查詢區、資料顯示區 
	（1）  查詢區請參考，圖 TOT050-2 (申報作業控管查詢) 
	a. 請選擇期信事業 
	b. 請選擇基金名稱 
	c.  請選擇每日申報種類 
	d.  請選擇每月申報種類 
	e. 請選擇每年申報種類 
	f. 請選擇資料期間或月報月份 
	g.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期信事業或期信基金之各項申報作業應申報而未申報情形。 
	h. 按回上一頁，回到圖 TOT050-1 (申報作業控管)

	（2）  資料顯示區請參考，圖 TOT050-3 (申報作業控管查詢結果) 
	a.  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b.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 
	c.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２、  點選異常比例控管分為查詢區、資料顯示區 
	（1）  查詢區請參考，圖 TOT050-4 (異常比例控管查詢) 
	a.  請選擇法規代碼 
	b.  請選擇期信事業 
	c.  請選擇基金名稱 
	d.  請輸入資料期間或申報期間 
	e.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異常比例控管相關資料。 
	f.  按回上一頁，回到圖 TOT050-1 (申報作業控管) 

	（2）  資料顯示區請參考，圖 TOT050-5 (異常比例控管查詢結果) 
	a.  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b.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 
	c.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３、  點選異常控管彙整表分為查詢區、資料顯示區 
	（1） 查詢區，請參考，圖 TOT050-6 (異常控管彙整表查詢) 
	a. 請選擇期信事業 
	b.  請選擇基金名稱 
	c.  請選擇異常控管種類 
	d.  請選擇異常狀況查詢期間或查詢月份 
	e.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異常作業控管及異常比率控管相關資料 
	f. 按回上一頁按鈕，回到圖 TOT050-1 (申報作業控管)



	 
	（2） 資料顯示區，請參考，圖 TOT050-6 (異常控管彙整表查詢) 
	a.  查詢結果顯示於查詢區下方畫面 
	b.  按列印按鈕，將畫面表格資料印出，請參考，圖 TOT050-7 (異常控管彙整表列印) 
	c.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畫面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五) 注意事項 無 


	玖、  公會維護作業 
	一、 公會基金月報審查作業(FUN19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期貨公會使用者可透過公會基金月報審查作業(FUN190)，審查各基金月報檢查表及完成審查作業。 
	(三) 適用對象 期貨公會 
	(四) 操作說明 公會基金月報審查作業(FUN190)分為公會基金月報審查表查詢、公會基金月報審查作業及明細查詢。 
	１、 公會基金月報審查表查詢請參考，圖 FUN190-1 (公會基金月報審查作業) 
	（1）  選取期信事業 
	（2）  選取基金名稱 
	（3）  選取資料月份 
	（4）  按查詢即於下方列出期信事業已上傳基金月報檢查表之名單。 
	（5）  點選畫面表格中的瀏覽，可將該筆基金月報檢查表轉成PDF檔顯示。 
	（6）  按圖 FUN190-1畫面下方之列印(PDF)按鈕，可將畫面表格顯示的基金月報審查表轉成PDF檔依序列印，請參考，圖 FUN190-3 (公會之基金月報審查表PDF列印-全部) 
	（7）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畫面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8）  選取某筆按查詢明細按鈕，可進行審查或查詢該月份之基金月報審查表明細資料。 
	（9）  畫面表格欄位說明： 
	a.  覆核完成及覆核時間係指該基金之保管機構是否完成覆核作業。 
	b.  審查完成及審查時間係指期貨公會之審查作業是否完成。 
	c.  備註欄位有＊顯示，代表該基金月報檢查表之審查項目仍有部份項目尚未申報。 


	２、 公會基金月報審查作業及明細查詢請參考，圖 FUN190-4 (公會之基金月報審查表明細查詢)，圖 FUN190-5 (公會之基金月報審查表PDF列印-單月)，圖 FUN190-6 (公會之基金月報審查表備註輸入畫面) 
	（1）  期貨公會可於其他特別敘明事項、本公會審查意見暨覆核簽查之欄位填入文字後，按儲存即可。 
	（2）  各審查項目之審查結果將預先顯示「正常」，若有異常之情形，請點選該項之審查狀態(即變更成□)，按儲存即可，修改時亦同。 
	（3）  各審查項目確認無誤欲完成審查作業時，請勾選上方之「月報審查表審查完成」□後(即變更成)，並按儲存才會完成審查作業。 
	（4）  選取某筆按輸入備註按鈕，可輸入該筆審查項目之備註資料。 
	（5）  按列印PDF按鈕，可將該月份基金月報審查表轉成PDF檔列印 
	（6）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畫面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五) 注意事項  期貨公會審查完成該月份基金月報檢查表後，期信業者不得再上傳申報、修改、刪除該月份基金月報檢查表之各項資料，保管機構亦不得覆核該月份基金月報檢查表。 

	二、 公會訊息傳輸(MSG01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公會訊息傳輸(MSG010)發佈期貨公會訊息及預覽內容。發佈時，可輸入申報人姓名、申報人職稱、聯絡電話、訊息日期、標題、訊息內容，發佈平台、消息置頂、附件上傳等相關訊息資訊；預覽時，顯示使用者發佈期貨公會訊息內容。 
	(三)  適用對象 期貨公會 
	(四)  操作說明 公會訊息傳輸(MSG010)分為公會訊息傳輸區、公會訊息內容預覽區 
	（1） 公會訊息傳輸區請參考，圖 MSG010-1 (公會訊息傳輸) 
	a.  請輸入申報人姓名 
	b.  請輸入申報人職稱(非必輸) 
	c.  請輸入聯絡電話(非必輸) 
	d. 訊息日期(系統日期自動帶入) 
	e.  請輸入標題(非必輸) 
	f. 請輸入訊息內容(非必輸) 
	g. 請勾選發佈平台(非必輸) 
	h.  請選擇消息置頂(非必輸) 
	i. 請輸入附件上傳(非必輸) 
	j. 按預覽按鈕，可依上述條件預覽公會訊息內容相關資訊。 
	k. 按重新輸入按鈕，即清除所有輸入內容。 


	２、  公會訊息內容預覽區請參考，圖 MSG010-2 (公會訊息預覽) 
	（1）  預覽結果顯示於另一視窗畫面 
	（2） 按存檔按鈕，儲存公會訊息內容 
	（3） 按修改按鈕，則返回公會訊息傳輸區，請參考圖 MSG010-1 (公會訊息傳輸)。 
	（4） 按取消按鈕，則返回公會訊息傳輸區，請參考圖 MSG010-1 (公會訊息傳輸)。


	(五) 注意事項 無 

	三、 公會訊息查詢(MSG020) 
	(一)  作業畫面
	(二)  目的 使用者可透過公會訊息查詢(MSG020)，依訊息日期起迄等相關條件查詢、異動公會訊息內容。 
	(三)  適用對象 期貨公會 
	(四)  操作說明 公會訊息查訊(MSG020) 分為訊息查詢區、訊息顯示區、訊息修改區、訊息內容預覽區 
	１、 訊息查詢區請參考，圖 MSG020-1(公會訊息查詢) 
	（1）  請選擇訊息日期(起) 
	（2）  請選擇訊息日期(迄) 
	（3）  按查詢按鈕，可依上述條件查詢公會訊息相關資訊。 

	２、  訊息顯示區請參考，圖 MSG020-1(公會訊息查詢) 
	（1）  查詢結果顯示查詢區下方畫面 
	（2）  勾選任一筆訊息，按修改按鈕，可修改該筆公會訊息資訊，請參考圖MSG020-2(公會訊息修改) 
	（3）  勾選任一筆或多筆，按刪除按鈕，可刪除所勾選之公會訊息。 
	（4）  按列印按鈕，將表格資料印出，請參考圖MSG020-3(公會訊息列印)。 
	（5）  按下載表格按鈕，將表格資料轉成CSV匯出。 

	３、  訊息修改區請參考，圖 MSG020-2(公會訊息修改) 
	（1）  請輸入申報人姓名 
	（2）  請輸入申報人職稱(非必輸) 
	（3）  請輸入聯絡電話(非必輸) 
	（4）  訊息日期(系統日期自動帶入) 
	（5）  請輸入標題(非必輸) 
	（6）  請輸入訊息內容(非必輸) 
	（7）  請勾選發佈平台(非必輸) 
	（8）  請選擇消息置頂(非必輸) 
	（9）  請輸入附件上傳(非必輸) 
	（10）  按預覽按鈕，可依上述條件預覽公會訊息內容相關資訊，請參考圖MSG020-4(公會訊息預覽) 
	（11） 按重新輸入按鈕，即清除所有輸入內容。 
	（12） 按回上一頁按鈕，即返回訊息查詢區，請參考圖MSG020-1(公會訊息查詢)。  

	４、 訊息內容預覽區請參考，圖 MSG020-4 (公會訊息預覽) 
	（1）  預覽結果顯示於另一視窗畫面 
	（2）  按存檔按鈕，儲存公會訊息內容。 
	（3）  按修改按鈕，則返回公會訊息傳輸區，請參考圖 MSG020-2 (公會訊息修改)。 
	（4）  按取消按鈕，則返回公會訊息傳輸區，請參考圖 MSG020-2 (公會訊息修改)。


	(五) 注意事項 無 
	(一)  



	附     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