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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基金交易平台作業手冊 1.1 版」增修一覽表 

作業項目/交易名稱 頁碼 新增 修訂 刪除 增修訂說明 

第一章通則第一章通則第一章通則第一章通則 

第一節作業環境及安全控管 

一、作業環境 一-1  �  

1.增加證券商以自己名義為投

資人申購境內基金，其款項

收付得透過集保結算所辦理

之說明 

2.因組織調整，修正集保結算

所業務負責之部門名稱 

四、網路異常之處理 一-4  �  
因組織調整，修正集保結算所

業務負責之部門名稱 

第二節使用機構登錄作業  

一、平台使用申請 一-5  �  修改使用機構契約書名稱 

第二章投信公司作業第二章投信公司作業第二章投信公司作業第二章投信公司作業  

第一節基本資料維護作業  

二、境內基金基本資料維

護 
二-5  �  

增加基金保管機構款項帳號輸

入之作業程序 

三、銷售機構維護 二-9  �  增加銷售機構開戶戶名之說明 

四、境內基金申購手續費

分配比率維護 
二-14 �   新增維護手續費分配比率功能 

第二節基本資料查詢作業  

二、境內基金款項匯入帳

號查詢 
二-27 �   新增查詢買回帳號功能 

五、銷售機構帳號資料查

詢 
二-35  �  修正範例 

六、境內基金申購手續費

分配比率查詢 
二-38 �   新增查詢手續費分配比率功能 

第三節申購作業  

三、銀行匯率查詢 二-52  �  修正進入操作交易之路徑 

四、境內基金下單失敗交

易取消 
二-54  �  增加使用項目之說明 

五、境內基金下單回覆 二-58  �  增加取消回覆之說明 

六、境內基金付款明細 二-62 �   
新增查詢申購款項匯款明細功

能 

九、境內基金銷售機構定

期定額申購彙總資料查詢 
二-71  �  增加查詢定期定額資料功能 



 

作業項目/交易名稱 頁碼 新增 修訂 刪除 增修訂說明 

第四節買回作業  

四、境內基金買回/配息匯

入款項查詢 
二-94 �   

新增查詢投信公司買回款匯入

功能 

五、境內基金買回交易確

認更正 
二-96  �  增加使用限制之說明 

第六節收益分配作業 

十一、境內基金配息更正 二-151  �  增加使用限制之說明 

第七節帳務管理作業 

二、投信公司申購手續費

金額查詢 
二-160 �   新增查詢手續費功能 

三、境內基金申購手續費

分配金額查詢 
二-163 �   新增查詢手續費分配資料功能 

第三章銷售機構作業第三章銷售機構作業第三章銷售機構作業第三章銷售機構作業  

第一節基本資料維護作業  

二、客戶基本資料維護 三-6  �  
增加證券商 OSU 及交割分戶

帳業務之說明 

三、網路查詢暨語音查詢

申請 
三-11  �  修改作業說明及範例 

第二節基本資料查詢作業  

二、境內基金款項匯入帳

號查詢 
三-19 �   新增查詢買回帳號功能 

五、銷售機構款項帳號設

定 
三-27  �  增加款項帳號輸入之說明 

六、銷售機構帳號資料查

詢 
三-31  �  修改範例 

九、境內基金申購手續費

分配比率查詢 
三-39 �   

新增查詢申購手續費分配比率

資料功能 

第三節申購作業  

一、境內基金申購申請 三-49  �  

增加本公司辦理款項收付作業

之使用時間集’作業程序，並修

改範例 

五、銀行匯率查詢 三-67  �  修正進入操作交易之路徑 

七、境內基金交易申請資

料 
三-72 �   新增列印客戶交易申請功能 

九、申購匯款銷帳狀況查

詢 
三-78 �   新增查詢投資人匯款狀況功能 



 

作業項目/交易名稱 頁碼 新增 修訂 刪除 增修訂說明 

十、公開募集超額認購調

整 
三-81 �   

新增公開募集超額時調整認購

金額功能 

十二、境內基金定期定額

申購 
三-88 �   新增客戶定期定額申購功能 

十三、境內基金定期定額

申購資料查詢 
三-94 �   

新增查詢客戶定期定額申購資

料功能 

十四、境內基金定期定額

申購資料維護 
三-97 �   

新增維護客戶定期定額申購功

能 

十五、境內基金定期定額

申購資料異動查詢 
三-102 �   

新增查詢客戶定期定額申購異

動資料功能 

十六、境內基金扣款資料

查詢 
三-105 �   

新增查詢客戶扣款結果資料功

能 

十七、境內基金申購交易

資料更正-彙總後 
三-108  �  

新增交易截止後更正申購資料

功能 

第四節核印作業 

一、扣款授權書核印建檔 三-111 �   新增核印建檔功能 

二、扣款授權書核印建檔

資料查詢 
三-120 �   新增查詢核印建檔資料功能 

三、扣款授權書核印資料

查詢 
三-123 �   新增查詢核印結果資料功能 

第五節買回作業  

六、境內基金買回/配息應

付未付款項查詢 
三-142 �   

新增查詢客戶應付未付款項資

料功能 

七、境外基金投資人應付

款項資料彙總查詢 
三-145 �   新增查詢客戶應付款項功能 

第七節收益分配作業  

七、境內基金配息更正查

詢 
三-187  �  修正使用時機之說明 

第八節帳務管理作業  

四、境內基金手續費金額

查詢 
三-199 �   新增查詢申購手續費資料功能 

五、境內基金申購手續費

分配金額查詢 
三-202 �   

新增查詢申購手續費分配資料

功能 

六、應付作業服務費金額

查詢 
三-205 �   新增查詢作業服務費資料功能 

附錄 



 

作業項目/交易名稱 頁碼 新增 修訂 刪除 增修訂說明 

使用機構連線交易一覽表   �  增加款項收付作業之交易 

代使用機構編製報表一覽

表 
  �  增加款項收付作業之報表 



 

 

第一章 通則 ...................................................................................... 一-1 

第一節、 作業環境及安全控管 --------------------------------------- 一-1 

一、 作業環境 ------------------------------------------------------ 一-1 

二、 安全控管作業 ------------------------------------------------ 一-2 

三、 作業時間 ------------------------------------------------------ 一-3 

四、 網路異常之處理 --------------------------------------------- 一-4 

第二節、 使用機構登錄作業 ------------------------------------------ 一-5 

一、 平台使用申請 ------------------------------------------------ 一-5 

二、 帳號資料異動 ------------------------------------------------ 一-8 

三、 使用者密碼變更（SYS050） ----------------------------- 一-9 

四、 系統使用者維護（SYS070） --------------------------- 一-12 

五、 系統使用者查詢（SYS080） --------------------------- 一-17 

第二章 投信事業作業 ....................................................................... 二-1 

第一節、 基本資料維護作業 ------------------------------------------ 二-1 

一、 機構基本資料維護（BAS030） ------------------------- 二-1 

二、 境內基金基本資料維護（DBAS060） ----------------- 二-5 

三、 銷售機構維護（DBAS080） ----------------------------- 二-9 

四、 境內基金申購手續費分配比率維護（DBAS150） 二-14 

五、 境內基金狀態設定（DBAS180） --------------------- 二-18 

六、 境內基金收單資料預約設定（DBAS185） --------- 二-21 

第二節、 基本資料查詢作業 ---------------------------------------- 二-24 

一、 機構資料查詢（BAS031） ----------------------------- 二-24 

二、 境內基金款項匯入帳號查詢（DBAS052） --------- 二-27 

三、 境內基金資料查詢（DBAS061） --------------------- 二-29 

四、 境內基金狀態查詢（DBAS062） --------------------- 二-32 

五、 銷售機構帳號資料查詢（DBAS122） --------------- 二-35 

六、 境內基金申購手續費分配比率查詢（DBAS155） 二-38 



 

七、 境內基金淨值查詢（DBAS160） --------------------- 二-41 

八、 境內基金代碼查詢（DBAS210） --------------------- 二-43 

第三節、 申購作業 ---------------------------------------------------- 二-45 

一、 境內基金銷售機構申購彙總資料查詢（DAPL040）二-45 

二、 境內基金下單資料查詢（DAPL070） --------------- 二-48 

三、 銀行匯率查詢（APL117） ------------------------------ 二-52 

四、 境內基金下單失敗交易取消（DAPL150） --------- 二-54 

五、 境內基金下單回覆（DAPL160） --------------------- 二-58 

六、 境內基金付款明細（DAPL175） --------------------- 二-62 

七、 境內基金申購交易確認（DAPL180） --------------- 二-64 

八、 境內基金申購交易確認資料查詢（DAPL190） --- 二-68 

九、 境內基金銷售機構定期定額申購彙總資料查詢

(DRAP190) -------------------------------------------------- 二-71 

十、 境內基金交易狀況查詢（DAPL240） --------------- 二-74 

十一、 境內基金申購交易確認更正（DAPL961） ------ 二-77 

十二、 境內基金申購交易確認更正查詢（DAPL962） 二-81 

第四節、 買回作業 ---------------------------------------------------- 二-84 

一、 境內基金銷售機構買回彙總資料查詢 

（DRDP025） ---------------------------------------------- 二-84 

二、 境內基金買回交易確認（DRDP070） --------------- 二-87 

三、 境內基金買回交易確認資料查詢（DRDP071） --- 二-91 

四、 境內基金買回／配息匯入款項查詢（DRDP230） 二-94 

五、 境內基金買回交易確認更正（DRDP971） --------- 二-96 

六、 境內基金買回交易確認更正查詢（DRDP972） -- 二-100 

第五節、 轉換作業 --------------------------------------------------- 二-103 

一、 境內基金銷售機構轉換彙總資料查詢 

（DSWH030） -------------------------------------------- 二-103 



 

二、 境內基金轉換交易確認（DSWH040） ------------- 二-106 

三、 境內基金轉換交易確認資料查詢（DSWH050） - 二-110 

四、 境內基金轉換交易確認更正（DSWH941） ------- 二-113 

五、 境內基金轉換交易確認更正查詢（DSWH942） - 二-116 

第六節、 收益分配作業 --------------------------------------------- 二-119 

一、 境內基金收益分配公告資料通知（DASI010） --- 二-119 

二、 境內基金配息資料通知（DASI020） --------------- 二-122 

三、 境內基金配息再投資資料通知（DASI030） ------ 二-126 

四、 境內基金收益分配公告資料查詢（DASI110） --- 二-130 

五、 境內基金配息資料查詢（DASI120） --------------- 二-133 

六、 境內基金配息再投資資料查詢（DASI170） ------ 二-136 

七、 境內基金有權參與收益分配單位數資料查詢 

（DASI190） ---------------------------------------------- 二-139 

八、 境內基金收益分配狀況查詢（DASI200） --------- 二-142 

九、 境內基金配息再投資更正（DASI941） ------------ 二-145 

十、 境內基金配息再投資更正查詢（DASI942） ------ 二-148 

十一、 境內基金配息更正（DASI951） ------------------ 二-151 

十二、 境內基金配息更正查詢（DASI952） ------------ 二-154 

第七節、 帳務管理作業 --------------------------------------------- 二-157 

一、 境內基金異動餘額彙總查詢（DACT421） -------- 二-157 

二、 投信公司申購手續費金額查詢（DACT660） ----- 二-160 

三、 申購手續費分配金額查詢（ACT665） ------------- 二-163 

第三章 銷售機構作業 ....................................................................... 三-1 

第一節、 基本資料維護作業 ------------------------------------------ 三-1 

一、 機構基本資料維護（BAS030） ------------------------- 三-1 

二、 客戶基本資料維護（BAS140） ------------------------- 三-6 

三、 網路查詢暨語音查詢申請（BAS190） -------------- 三-11 

第二節、 基本資料查詢作業 ---------------------------------------- 三-16 



 

一、 機構資料查詢（BAS031） ----------------------------- 三-16 

二、 境內基金款項匯入帳號查詢（DBAS052） --------- 三-19 

三、 境內基金資料查詢（DBAS061） --------------------- 三-21 

四、 境內基金狀態查詢（DBAS062） --------------------- 三-24 

五、 銷售機構款項帳號設定（DBAS120） --------------- 三-27 

六、 銷售機構帳號資料查詢（DBAS122） --------------- 三-31 

七、 客戶基本資料查詢（BAS141） ----------------------- 三-34 

八、 開戶基本資料異常查詢（BAS142） ----------------- 三-37 

九、 境內基金申購手續費分配比率查詢（DBAS155） 三-39 

十、 客戶基本資料異動查詢（BAS144） ----------------- 三-42 

十一、 境內基金淨值查詢（DBAS160） ------------------ 三-45 

十二、 境內基金代碼查詢（DBAS210） ------------------ 三-47 

第三節、 申購作業 ---------------------------------------------------- 三-49 

一、 境內基金申購申請（DAPL010） --------------------- 三-49 

二、 境內基金申購資料查詢（DAPL020） --------------- 三-57 

三、 境內基金申購資料維護（DAPL030） --------------- 三-60 

四、 境內基金下單資料查詢（DAPL071） --------------- 三-63 

五、 銀行匯率查詢（APL117） ------------------------------ 三-67 

六、 境內基金申購單位數分配資料查詢（DAPL220） 三-69 

七、 境內基金交易申請資料（DAPL230） --------------- 三-72 

八、 境內基金交易狀況查詢（DAPL240） --------------- 三-75 

九、 申購匯款銷帳狀況查詢（DAPL280） --------------- 三-78 

十、 公開募集超額認購調整（DAPL510） --------------- 三-81 

十一、 境內基金申購交易確認更正查詢(DAPL962) ---- 三-85 

十二、 境內基金定期定額申購（DRAP010） ------------ 三-88 

十三、 境內基金定期定額申購資料查詢（DRAP015） 三-94 

十四、 境內基金定期定額申購資料維護（DRAP050） 三-97 



 

十五、 境內基金定期定額申購資料異動查詢 

(RAP051） ------------------------------------------------- 三-102 

十六、 境內基金扣款資料查詢（DRAP180） ----------- 三-105 

十七、 境內基金申購交易資料更正－彙總後 

（DAPL016） --------------------------------------------- 三-108 

第四節、 核印作業 --------------------------------------------------- 三-111 

一、 扣款授權書核印建檔（RAP020） ------------------- 三-111 

二、 扣款授權書核印建檔資料查詢（RAP025） ------- 三-120 

三、 扣款授權書核印資料查詢（RAP160） ------------- 三-123 

第五節、 買回作業 --------------------------------------------------- 三-125 

一、 境內基金買回申請（DRDP010） -------------------- 三-125 

二、 境內基金買回資料查詢（DRDP020） -------------- 三-130 

三、 境內基金買回資料維護（DRDP030） -------------- 三-133 

四、 境內基金買回款項預分配查詢（DRDP080） ----- 三-136 

五、 境內基金買回款項分配查詢（DRDP140） -------- 三-139 

六、 境內基金買回／配息應付未付款項查詢 

（DRDP190） --------------------------------------------- 三-142 

七、 境內基金投資人應付款項資料彙總查詢 

（DRDP195） --------------------------------------------- 三-145 

八、 境內基金買回交易確認更正查詢（DRDP972） -- 三-148 

第六節、 轉換作業 --------------------------------------------------- 三-151 

一、 境內基金轉換申請（DSWH010） ------------------- 三-151 

二、 境內基金轉換資料維護（DSWH020） ------------- 三-156 

三、 境內基金轉換資料查詢（DSWH021） ------------- 三-160 

四、 境內基金轉換單位數分配資料查詢 

（DSWH060） -------------------------------------------- 三-163 

五、 境內基金轉換交易確認更正查詢（DSWH942） - 三-166 



 

第七節、 收益分配作業 --------------------------------------------- 三-169 

一、 境內基金收益分配公告資料查詢（DASI110） --- 三-169 

二、 境內基金配息款項預分配查詢（DASI130） ------ 三-172 

三、 境內基金配息款項分配查詢（DASI150） --------- 三-175 

四、 境內基金配息再投資單位數分配資料查詢 

（DASI180） ---------------------------------------------- 三-178 

五、 境內基金收益分配狀況查詢（DASI200） --------- 三-181 

六、 境內基金配息再投資更正查詢（DASI942） ------ 三-184 

七、 境內基金配息更正查詢（DASI952） --------------- 三-187 

第八節、 帳務管理作業 --------------------------------------------- 三-190 

一、 境內基金異動餘額查詢（DACT420） -------------- 三-190 

二、 境內基金客戶交易明細查詢（DACT430） -------- 三-193 

三、 境內基金客戶帳戶餘額查詢（DACT440） -------- 三-196 

四、 境內基金手續費金額查詢（DACT662） ----------- 三-199 

五、 境內基金申購手續費分配金額查詢 

（DACT665） --------------------------------------------- 三-202 

六、 境內基金應付作業服務費金額查詢 

（DACT680） --------------------------------------------- 三-205 

第四章 檔案上傳下載作業 ............................................................... 四-1 

第一節、 上傳下載區 --------------------------------------------------- 四-1 

一、 檔案資料上傳（DFUD010） ----------------------------- 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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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通則 

第一節、作業環境及安全控管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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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之基金資訊觀測站－基金交易平台（

以下稱交易平台）。 

(二)配合主管機關於 2016 年 4 月 26 日開放證券商得以

自己名義為客戶申購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稱境內

基金)，其款項收付作業得透過集保結算所辦理，故

整合原「境內基金交易資訊傳輸暨款項收付作業平

台」，於「基金資訊觀測站－交易平台」下，區分

為「交易平台-資料管理」、「交易平台-境內基金」

及「交易平台-境內基金」三項作業項目。 

(三)使用機構軟硬體設備 

(四)個人電腦 Pentium III（含）以上。 

１、印表機。 

２、IE7.0（含）版以上，用以連結網際網路。 

３、Adobe Acrobat 6.0 （含）版以上，查詢表單使

用。 

(五)使用機構使用交易平台辦理機構、基金等基本資料

維護及以自己名義為客戶向投信公司申購、買回、

轉換、收益分配及清算等事項之境內基金相關作業

時，須透過網際網路連結至交易平台（網址： 

https://trade.fundclear.com.tw）辦理。 

(六)交易平台開放時間為每日 8:30～17:30（國定假日及

例假日暫停服務），系統服務專線 02-27195805 轉

516 或 517、業務服務專線 02-27195805 轉 407、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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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494。 

二、安全控管作業 

(一)資訊安全管理 

１、為強化作業安全管理，使用機構須備有臺灣網

路認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臺網公司）認證

之境內基金系統電子憑證、股市公開資訊觀測

站申報作業憑證或證券暨期貨相關單位共用憑

證，並向集保結算所登錄使用機構識別碼及臺

網電子憑證代碼；登入交易平台時，須輸入使

用者代號、密碼以及臺網憑證密碼後始得執行

交易。 

２、使用機構首次登入交易平台時，須將系統登錄

之初始密碼辦理變更後始能操作交易；日後如

有需要，可依內部控制程序變更密碼，並應妥

善管理使用機構識別碼及密碼，以維護系統安

全。 

３、使用人員登入交易平台，執行交易，於操作交

易結束後或暫時離開電腦處理他務，應執行簽

退交易，以免遭人誤用。 

４、交易平台線上資料傳輸採 SSL 加密機制。 

５、為維持系統安全為維持系統安全為維持系統安全為維持系統安全、、、、資料正確資料正確資料正確資料正確，，，，請勿重覆開啟網請勿重覆開啟網請勿重覆開啟網請勿重覆開啟網

頁交易視窗頁交易視窗頁交易視窗頁交易視窗，，，，避免網頁瀏覽避免網頁瀏覽避免網頁瀏覽避免網頁瀏覽器出現錯誤器出現錯誤器出現錯誤器出現錯誤。。。。 

(二)人員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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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經辦業務人員使用資訊設備或處理資訊業務者

，應依相關法令課予機密維護責任，並規範所

屬員工工作權責及作業內容，儘可能簽署書面

約定，以明責任。 

２、對可存取交易平台作業機密性與敏感性資訊之

人員，於任務指派前應經適當的安全評估程序

，並應加強工作評估及考核。 

３、經辦業務人員離職或職務異動時，應立即取消

或變更原職務業務之各項資訊資源使用權限。 

４、經辦業務人員應具備相關業務規定之資格。 

５、同一業務人員不得同時登錄主管及經辦作業。 

三、作業時間 

除因天然災害台北市政府宣布停止上班及農曆春節前一

日之作業時間另行調整外，交易平台作業時間為每日

8:30 至 17:30，系統於 15:30 進行結帳作業，所有交易資

料之申請皆需於結帳前完成，並於 16:00 前完成當日下單

彙總表之編製。系統之作業狀況於交易平台之左上角以

系統狀態方式揭示，提供給使用機構參考。相關之系統

狀態及其說明詳如下表： 

狀態 說明 

交易中 
表示系統尚未結帳，可執行各項申購、

買回、轉換…交易之申請 

交易截止 
表示系統已進行結帳，不受理各項申購

、買回、轉換…交易之申請 

下單資料彙總完成 
表示當日之下單彙總表已編製完成，投

信公司可以開始進行下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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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網路異常之處理 

(一)使用機構因電腦設備故障或網際網路線路中斷，無

法連結至交易平台辦理客戶申購、買回、轉換或向

投信公司下單等作業時，應電話聯絡集保結算所基

金暨國際部基金業務組（電話:02-27195805，分機

407、491 或 494），並儘速通知公司電腦人員排除

問題；若無法及時修復者，應持臺網公司憑證晶片

卡（或金鑰媒體），洽借他處可連接上網之個人電

腦或至集保結算所借用電腦設備後，登入交易平台

，使用已設定之使用者代號、密碼及臺網憑證密碼

執行相關交易。 

(二)使用機構因集保結算所網際網路線路中斷，無法連

結至交易平台辦理交易資訊傳輸作業時，應電話聯

絡集保結算所基金暨國際部基金業務組（電話:02-

27195805，分機 407、491 或 494），待集保結算所

通知以備援線路恢復連線，即可登入交易平台執行

相關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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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使用機構登錄作業 

一、平台使用申請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首次申請使用交易平台系統時。 

(二)使用機構 

投信公司、銷售機構。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機構首次申請使用集保結算所交易平台時

，須檢具下列書件，向集保結算所申請登錄「

授權使用者代號」及「初始密碼」辦理境內基

金交易資訊傳輸作業： 

(１)境內基金交易平台使用契約書（投信事業

專用）。 

(２)境內基金交易平台使用契約書（銷售機構

專用）。 

(３)印鑑卡一式二份。 

(４)基金交易平台作業申請書。 

(５)公司登記證明文件首頁影本（申報平台已

提供者免附）。 

２、使用機構之分公司，欲申請使用集保結算所交

易平台時，須備有臺網電子憑證，並填具「基

金交易平台作業申請書」，由總公司向本公司

申請；如分公司接受客戶申購、買回及轉換等

相關作業時，由總公司彙整下單，無需使用交

易平台者，可填具「銷售機構分公司清單」，

向集保結算所申請分公司之機構代碼。 

３、使用機構於設定「機構代碼」、「授權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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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及「初始密碼」時，其編碼方式如下： 

(１)機構代碼 

1、投信、投顧及兼營投顧業務者之機構

代碼依照申報公告平台之總公司機構

代碼5位+分公司流水編號（4位）。 

2、證券商之機構代碼為Ｋ＋證券商總公

司代碼＋4碼證券商代碼。 

(２)授權使用者代號 

S（權限別）＋機構代碼（5 位）+分公司流

水編號（4 位）＋流水編號（2 位）。 

(３)初始密碼 

文數字組合，長度為 8 碼。 

４、使用機構已持有股市公開資訊觀測站申報作業

憑證或證券暨期貨相關單位共用憑證者，可使

用原憑證；無者，須依臺網公司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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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台北市延平南路 85 號 10 樓

，網址：www.twca.com.tw） 

５、集保結算所接獲使用機構之申請，審核無誤後

，將其機構代碼、授權使用者代號、初始密碼

、使用者名稱及臺網電子憑證識別代碼等資料

輸入交易平台。 

６、使用機構首次以「授權使用者代號」、「初始

密碼」及臺網憑證密碼登入交易平台時，須依

系統指示辦理使用者密碼變更，將「初始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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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為新密碼後，始得執行相關作業。 

７、使用機構應妥善管理登入交易平台之使用者密

碼，遇使用者代號持有人離職或異動時，應即

予以變更。 

(四)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１、境內基金交易平台使用契約書（投信事業專用

） 

２、境內基金交易平台使用契約書（銷售機構專用

） 

３、印鑑卡 

４、基金交易平台作業申請書 

５、銷售機構分公司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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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帳號資料異動 

(一)使用時機 

１、使用機構新增／註銷授權使用者、授權使用者

更名、授權使用者密碼遺忘申請重置時。 

２、使用機構因解散、停業、合併或營業讓與、終

止等事由，且使用機構所屬之客戶並無境內基

金庫存餘額，致無需使用交易平台辦理相關作

業時。 

３、使用機構新增／廢止臺網憑證時。 

(二)使用機構 

投信公司、銷售機構。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機構有(一)使用時機所述情事時，應填具「

基金交易平台作業申請書」，加蓋留存印鑑後

，向集保結算所提出申請。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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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臺網憑證之申請程序及作業表單有關臺網憑證之申請程序及作業表單有關臺網憑證之申請程序及作業表單，，，，請洽請洽請洽請洽

臺網公司或自其網站下載臺網公司或自其網站下載臺網公司或自其網站下載臺網公司或自其網站下載，，，，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02-

23708886，，，，地址地址地址地址：：：：台北市延平南路台北市延平南路台北市延平南路台北市延平南路 85 號號號號 10 樓樓樓樓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www.twca.com.tw）））） 

(四)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基金交易平台作業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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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者密碼變更（SYS050） 

(一)使用時機 

１、「授權使用者代號」持有人變更密碼時使用。 

２、「一般使用者代號」持有人變更密碼時使用。 

(二)使用機構 

投信公司、銷售機構。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者密碼變更 

使用機構完成帳號申請後，「授權使用者代號

」或「一般使用者代號」之持有人（以下簡稱

：授權人員、使用人員）初次登入交易平台，

進入『交易平台-資料管理』之『權限管理－使

用者密碼變更（SYS050）』交易，授權人員或

使用人員輸入舊密碼及新密碼辦理密碼變更後

，始得登入交易平台辦理相關作業。 

２、使用者密碼遺忘 

授權人員遺忘密碼時，需由使用機構重新向集

保結算所設定初始密碼，再由授權人員自行登

入交易平台，依系統指示辦理密碼變更。 

３、授權人員得選擇『交易平台-資料管理』後，點

選網頁上方『權限管理－系統使用者查詢（

SYS080）』交易，查詢系統使用者相關資料。 

(四)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授權人員(帳號 SC9001000001)登入基金交

易平台變更使用者密碼。 

 

１、授權人員透過網際網路登入集保結算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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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基金資訊觀測站」，點選「基金作業服

務」項下「基金交易平台」。 

２、輸入「授權使用者代號」SC9001000001 、「授

權使用者密碼」XXXXXXXX。 

３、輸入臺網公司電子憑證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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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進入交易平台，出現「資料管理」、「境內基

金、「境內基金」三個作業項目。 

５、選擇『資料管理』，進入後點選網頁上方『權

限管理－使用者密碼變更（SYS050）』交易，

輸入舊密碼及新密碼後，辦理密碼變更。 

(五)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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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統使用者維護（SYS070） 

(一)使用時機 

１、使用機構向集保結算所完成「授權使用者代號

」登錄作業後，因業務需要欲自行新增／刪除

「一般使用者代號」時使用。 

２、「一般使用者代號」使用人員密碼遺忘重設時

使用。 

(二)使用機構 

投信公司、銷售機構。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機構之授權人員選擇『交易平台-資料管理

』後，點選網頁上方『權限管理－系統使用者

維護（SYS070）』交易，點選「新增」，進入

網頁對話視窗。 

２、輸入「使用者代號」2 碼（自行編製）、「使用

者名稱」、「密碼」，並依使用者作業角色及

權限選擇「角色」欄位資料。 

３、前揭資料儲存成功後，點選「查詢」，系統自

行帶出使用者資料。 

４、勾選「使用者代號」後，點選「權限設定」，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５、勾選使用者不可執行（排除）之作業；如使用

者另有作業需求，亦可點選「功能名稱」，進

入交易項目，逐一選擇不可執行（排除）之交

易。 

６、使用人員異動時，應即由授權人員點選網頁上

方『權限管理－系統使用者維護（SYS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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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註銷或重新設定該「一般使用者代號」

資料。 

７、使用機構得點選『權限管理－系統使用者查詢

（SYS080）』交易，查詢已設定之使用者人員

相關資料。 

８、使用機構於設定「一般使用者代號」時，其編

碼方式如下： 

T（權限別）＋機構代碼（5 位）＋分公司流水

編號（4 位）＋流水編號（2 位） 

９、境內基金投信公司兼銷售機構者，應分別設立

投信公司一般使用者及銷售機構一般使用者人

員。 

１０、一般使用人員登入後，可點選右上方資料管

理、境內基金或境內基金，變更作業項目。 

(四)作業範例 

大吉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大吉投信

；機構代碼 C90010000）與集保結算所完成簽約及連

線申請作業後，新增該公司主管張吉利、經辦李小

美作業人員使用集保結算所交易平台，並設定其作

業權限，其使用人員資料如下： 

使用者代號：TC9001000005 

使用者名稱：張吉利 

角色：投信公司－主管 

業務：基本資料、申購、買回、轉換、收益分配、

帳務作業及覆核作業 

密碼：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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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代號：TC9001000006 

使用者名稱：李小美 

角色：投信公司－經辦 

業務：基本資料、申購、買回、轉換、收益分配、

帳務作業及上傳下載作業 

密碼：XXXXXXXX 

 

１、授權人員點選網頁上方『權限管理－系統使用

者維護（SYS070）』交易，點選「新增」，進

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輸入張吉利資料，並於「主管覆核權限」欄位

打勾，給予覆核之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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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點選「查詢」，系統自行帶出使用者資料，勾

選「使用者代號」後，點選「權限設定」，進

入網頁對話視窗，勾選排除上傳下載作業，表

示張吉利不得執行檔案傳輸作業。 

４、依前項作業程序新增李小美資料。 

５、授權人員得點選『權限管理－系統使用者查詢

（SYS080）』交易，輸入使用者代號，點選「

查詢」，查詢相關資料。 

(五)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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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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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系統使用者查詢（SYS080） 

(一)使用時機 

授權人員查詢系統使用人員相關資料時使用。 

(二)使用機構 

投信公司、銷售機構。 

(三)作業程序 

授權人員選擇『交易平台-資料管理』後，點選網頁

上方『權限管理－系統使用者查詢（SYS080）』交

易，點選「查詢」，系統自行帶出使用人員相關資

料。 

(四)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授權人員新增使用人員張吉利及李小美後

，查詢使用人員相關資料。 

 

１、授權人員點選網頁上方『權限管理－系統使用

者查詢（SYS080）』交易，點選「查詢」，系

統自行帶出使用人員資料。 

２、點選「列印」，列印「使用者權限一覽表」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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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使用人員權限相關資料。 

(五)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使用者權限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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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投信事業作業 

第一節、基本資料維護作業 

一、機構基本資料維護（BAS030） 

(一)使用時機 

機構基本資料新增或異動時使用。 

(二)使用時間 

交易平台開放時間。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選擇『交易平台-資料管理』後，點選

網頁上方『共用基本資料－機構基本資料維護

（BAS030）』交易，點選「查詢」，系統自行

帶出機構資料。 

２、勾選「機構代碼」，再點選「維護」，進入基

本資料維護畫面。 

３、點選「匯入機構資料」，系統自行帶出與申報

平台相同之資料，另依畫面欄位指示輸入交易

平台應建置之機構基本資料。 

４、點選「匯入機構資料」，如出現「申報平台查

無此機構」文字時，系統將會開放所有欄位，

使用人員須自行輸入所有欄位資料。 

５、勾選分公司機構代碼，再點選「維護」，進入

基本資料維護畫面，依前項作業程序逐一輸入

分公司基本資料（分公司申請使用交易平台者

，可自行新增維護機構基本資料）。 

６、前揭資料儲存成功後，使用人員得點選「列印

」，查詢或列印「機構基本資料查詢表」，核

對公司之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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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申報平台之資料異動時，應登入申報平台辦理

更新後，再登入交易平台點選「匯入機構資料

」，匯入成功後點選「儲存」，系統自動更新

資料。 

８、交易平台之資料異動時，點選「查詢」，系統

自行帶出機構資料後，勾選機構代碼，再點選

「維護」，更新機構資料。 

９、機構之銀行款項帳號異動時，須經主管覆核，

方可執行。 

１０、使用人員得點選『共用基本資料－機構資料

查詢（BAS031）』交易，查詢或列印機構之基

本資料。 

(四)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機構代碼 C90010000）與集保結算所完成

簽約及連線申請作業後，將大吉投信之基本資料輸

入交易平台。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共用基本資料－機構

基本資料維護（BAS030）』交易，進入網頁對

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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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點選「查詢」，系統自行帶出機構資料後，勾

選「機構代碼」C90010000，再點選「維護」，

進入基本資料維護畫面。 

３、點選「匯入機構資料」，系統自行帶出與申報

平台相同之資料，另依畫面欄位指示輸入交易

平台應建置之機構基本資料（紅色線框為必輸

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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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依前項作業程序，輸入分公司之基本資料。 

５、點選「列印」，查詢或列印「機構基本資料查

詢表」，核對公司之基本資料。 

６、使用人員得點選網頁上方『共用基本資料－機

構資料查詢（BAS031）』交易，查詢機構之相

關資料。 

(五)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機構基本資料查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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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境內基金基本資料維護（DBAS060） 

(一)使用時機 

境內基金基本資料新增或異動時使用。 

(二)使用時間 

１、首次輸入為交易平台開放時間。 

２、開始銷售之境內基金，僅得於 16：00 以後辦理

維護作業。 

(三)使用限制 

１、使用人員須於基金公開募集或開始銷售前一營

業日建置完成基本資料。 

２、每一基金一天只有一個收單時間。 

３、基金公開募集期間或基金收單時間變更，請於

變更生效日前，操作「境內基金收單資料預約

設定」交易。 

(四)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境內

基金基本資料維護（DBAS060）』交易，進入

網頁對話視窗。 

２、點選「新增」後，依畫面欄位指示輸入交易平

台應建置之基金基本資料，「基金代碼」、「

募集期間」、「基金種類」、「淨值小數位數

」、「單位數小數位數」、「定期定額基金」

、「保管機構款項帳號」、「申購收單時間」

「買回/轉換收單時間」等資料，請務必確認後

輸入。（（（（交易平台建置之資料交易平台建置之資料交易平台建置之資料交易平台建置之資料，，，，請務必詳實輸請務必詳實輸請務必詳實輸請務必詳實輸

入入入入，，，，俾利後續作業之計算處理俾利後續作業之計算處理俾利後續作業之計算處理俾利後續作業之計算處理））））。 

３、「保管機構款項帳號」欄位輸入基金保管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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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銀行專戶資料，以利集保結算所辦理申購款

項匯出。 

４、台幣計價之基金如可接受定期定額申購，相關

申購金額設定於「定期定額最低申購金額(計價

幣別)」及「定期定額申購級距金額(計價幣別)

」欄位輸入。 

５、交易平台之資料異動時，該基金於交易平台尚

無交易資料時，得隨時點選「查詢」，系統自

行帶出基金資料後，勾選「基金代碼」，再點

選「維護」，更新基金資料。 

６、前揭資料儲存成功後，使用人員得點選『境內

基金資料查詢（DBAS061）』交易，查詢或列

印境內基金之基本資料。 

７、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上傳（DFUD010）』交易，依照檔案規

格說明，將基金基本資料上傳交易平台。 

８、使用人員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下載（DFUD020）』交易，查詢基金基

本資料。 

(五)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發行基金資料如下： 

基金名稱 基金下單代碼 

大吉股票基金美元 23474232 

大吉債券型基金累積型台幣  23474232A 

大吉貨幣型基金配息型台幣  23474232B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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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基本資料維護（DBAS060）』交易，進入

網頁對話視窗。 

２、點選「新增」，依欄位指示逐一輸入境內基金

基本資料，輸入完成點選「「儲存」（紅色線

框為必輸欄位）。 

３、依前項作業程序，輸入其他基金之基本資料。 

４、使用人員得點選網頁上方『境內基金資料查詢

（DBAS061）』交易，查詢或列印境內基金之

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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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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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銷售機構維護（DBAS080） 

(一)使用時機 

１、投信公司簽約之銷售機構（使用交易平台者）

新增或維護時使用。 

２、投信公司輸入銷售機構銷售關係後，建置銷售

機構於投信公司之開戶帳號時使用。 

(二)使用時間 

交易平台開放時間。 

(三)作業說明 

１、開戶帳號係指銷售機構於投信公司開戶之帳號

，銷售機構如有特別需求，得於投信公司開立

二個以上之帳戶。 

２、銷售機構向投信事業辦理開戶時銷售機構向投信事業辦理開戶時銷售機構向投信事業辦理開戶時銷售機構向投信事業辦理開戶時，，，，應開設能表應開設能表應開設能表應開設能表

彰為該銷售機構彰為該銷售機構彰為該銷售機構彰為該銷售機構受託申購基金專戶受託申購基金專戶受託申購基金專戶受託申購基金專戶之戶名之戶名之戶名之戶名。。。。 

(四)使用限制 

１、投信公司執行本作業前，應先完成『境內基金

基本資料維護』交易建檔作業。 

２、如銷售機構已有交易資料後，投信公司若要變

更開戶帳戶，則須通知集保結算所。 

(五)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銷售

機構維護（DBAS080）』交易，進入網頁對話

視窗。 

２、點選「新增」，選擇「銷售機構代碼」，系統

自行帶出投信公司可供銷售之所有基金資料，

，再逐一勾選該銷售機構可代理募集及銷售之

基金代碼，或勾選「序號」前之空白欄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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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全部基金均可募集及銷售。 

３、前揭資料儲存成功後，點選「查詢」，系統自

行帶出銷售機構資料後，勾選「銷售機構代碼

」，點選「開戶帳號設定」，進入設定開戶帳

號設定畫面。 

４、點選「新增」，依欄位指示輸入「戶名」、「

開戶帳號」及「顯示順序」等資料。 

５、銷售機構銷售基金資料如有異動時，點選「查

詢」，系統自行帶出銷售機構資料後，勾選銷

售機構代碼，再點選「維護」，更新銷售基金

資料。 

６、銷售機構開戶帳戶如有異動時，若交易平台尚

無任何交易資料時，點選「查詢」，系統自行

帶出銷售機構資料後，勾選「銷售機構代碼」

，點選「開戶帳號設定」，刪除原設定資料，

再新增更新資料。如於交易平台已有交易資料

，則通知集保結算所辦理。 

７、前揭資料儲存成功後，使用人員得點選網頁上

方『基本資料維護－機構資料查詢（BAS031）

』交易，查詢或列印投信公司之銷售機構及其

代理銷售之境內基金等資料。 

(六)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機構代碼 C90010000）與 K11 銷售機構

（機構代碼 K00110000）簽訂代理募集及銷售境內基

金，K11 銷售機構銷售境內基金資料如下： 

 K11 銷售機構                基金代碼 

 大吉股票基金美元            23474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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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吉債券型基金累積型台幣    23474232A  

大吉貨幣型基金配息型台幣    23474232B 

大吉全球基金                25836914 

大吉生化基金                25836914A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銷售

機構維護（DBAS080）』交易，進入網頁對話

視窗。 

２、點選 「新增」， 選擇「 銷售機 構代碼」

K00110000，系統自行帶出大吉投信代理之所有

基金資料，勾選 K11 銷售機構可銷售之基金代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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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儲存後，點選「查詢」，勾選銷售機構代碼

K00110000，點選「開戶帳戶設定」，再點選「

新增」。 

４、輸入 K11 公司之戶名：K11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K11-654，顯示順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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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使用人員得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銷

售機構帳號資料查詢（DBAS122）』交易，查

詢或列印大吉投信之銷售機構及其銷售之境內

基金等資料。 

(七)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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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境內基金申購手續費分配比率維護（DBAS150）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與銷售機構間境內基金申購手續費之分配

比率方式新增或維護時使用。 

(二)使用時間 

交易平台開放時間。 

(三)使用限制 

１、投信公司執行本作業前，應先完成『境內基金

基本資料維護』交易及『銷售機構維護』交易

建檔作業。 

２、為提升投信公司與銷售機構間申購手續費分配

金額之即時性，使用人員維護分配比率資料，

自辦理維護之當月生效。 

３、投信公司設定拆帳方式為「固定費率」時，銷

售機構辦理客戶單筆申購、公開募集及定期定

額申請時，系統將會檢核銷售機構輸入之手續

費率是否大於等於投信公司設定之固定費率。 

４、投信公司若未操作本交易，集保結算所每月底

彙總銷售機構申購手續費金額匯予銷售機構。 

(四)作業說明 

１、按比率分配：表示投信公司依照銷售機構向客

戶收取之手續費，按分配比率收取手續費。 

２、固定費率：表示投信公司依照申購金額，按分

配比率收取手續費。 

３、申購類別：單筆申購、公開募集。 

(五)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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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申購手續費分配比率維護（DBAS150）』

交易，點選「新增」，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輸入「銷售機構代碼」，點選「日期區間」、

「申購類別」、並於「適用拆帳方式及比率之

基金」欄位選擇適用該項分配比率之基金。 

３、儲存後，勾選「機構代號／名稱」，點選「維

護拆帳方式」，輸入基金手續費拆帳方式及分

配比率。 

４、境內基金申購手續費分配比率異動時，點選「

查詢」，系統自行帶出銷售機構資料後，勾選

「機構代號／名稱」，再點選「維護」或「維

護拆帳方式」，更新手續費分配比率資料。 

５、前揭資料儲存成功後，使用人員得點選網頁上

方『基本資料維護－境內基金申購手續費分配

比率查詢－（DBAS155）』交易，查詢或列印

與銷售機構間手續費之分配比率資料。 

(六)作業範例 

大發投信（機構代碼 A00990000）與 K11 銷售機構

（機構代碼 K00110000）簽訂銷售契約，其與 K11

銷售機構銷售境內基金之申購手續費按比率分配，

投信公司 10%，銷售機構 90%。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境內

基金申購手續費分配比率維護（DBAS150）』

交易，點選「新增」，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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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銷售機構代碼」K00110000 

點選日期區間：一般期間 

申購類別：單筆申購 

適用拆帳方式及比率之基金：全部基金  

３、儲存後，勾選「機構代號／名稱」K00110000，

點選「維護拆帳方式」，輸入下列資料： 

基金之拆帳方式：按比例分配 

單筆申購：投信公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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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境內基金申購手續費分配比率異動時，點選「

查詢」，系統自行帶出銷售機構資料後，勾選

「機構代號／名稱」，再點選「維護」或「維

護拆帳方式」，更新手續費分配比率資料。 

５、使用人員得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申購手

續費分配比率查詢（DBAS155）』交易，查詢

或列印與銷售機構間之分配比率資料。 

(七)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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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境內基金狀態設定（DBAS180）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所代理之境內基金，遇有暫停申購、暫停

買回、暫停轉出／轉入、暫停定期定額申購、終止

等情形時使用。 

(二)使用時間 

交易平台開放時間。 

(三)使用限制 

１、為維護境內基金狀態之正確，遇有使用時機所

述情形時，須於基準日前執行本交易。 

２、限制項目係指該基金遇有前述情形時，基金是

否接受客戶辦理單筆申購、定期定額申購、買

回及轉換交易中之轉出、轉入項目。 

３、該基金如為清算或合併之情事，請於清算合併

作業辦理。 

(四)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境內

基金狀態設定（DBAS180）』交易，進入網頁

對話視窗。 

２、點選「新增」，選擇「基金別」、「狀態」、

「限制項目」及「基準日」，輸入起迄日期（

迄日未輸入表示該狀態為永久狀態）。 

３、基金如遇清算或合併情形，系統於基準日後自

動改變基金狀態，故使用人員切勿自行變更基

金狀態，因基金狀態如選擇「終止」，則無法

再進行任何異動作業，故使用人員須審慎辦理

或洽集保結算所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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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前揭資料儲存成功後，使用人員得點選『境內

基金資料查詢（DBAS062）』交易，查詢境內

基金之相關資料。 

(五)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之大吉股票基金-美元(基金代碼 23474232)

，因故向主管機關申請自 2015 年 7 月 20 日暫停交

易，並經主管機構核准；該基金暫停交易後，不接

受客戶單筆申購及轉入，惟客戶仍可辦理買回、定

期定額申購及轉出。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境內

基金狀態設定（DBAS180）』交易，進入網頁

對話視窗。 

２、點選「新增」，輸入「基金別」大吉股票基金-

美元、「狀態」正常，「限制項目」點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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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及「轉入」等項目，於「起訖日期」欄位

，輸入基準日起日 2015/07/20，迄日不用輸入（

訖日未輸入表示該狀態為永久狀態）；並於「

說明」欄位說明原因。 

３、輸入完成儲存後，點選「查詢」，系統自行帶

出該基金資料。 

４、使用 人員得 點選『境內 基金狀 態查詢 （

DBAS062）』交易，查詢或列印境內基金之相

關資料。 

(六)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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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境內基金收單資料預約設定（DBAS185）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變更公開募集期間、申購收單時間及買回/

轉換收單時間時使用。 

(二)使用時間 

交易平台開放時間。 

(三)使用限制 

１、 為維護境內基金狀態之正確，遇有使用時機所

述情形時，須於基準日前執行本交易。 

２、 生效日期須大於使用人員操作交易當日(系統日)

。 

(四)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境內

基金收單時間預約設定（DBAS185）』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點選「新增」，選擇「預約變更項目」、「基

金代碼」、「生效日」、「募集期間起日」或

「募集期間迄日」，輸入預約變更資料。 

３、前揭資料儲存成功後，使用人員得點選『境內

基金資料查詢（BAS062）』交易，查詢境內基

金之相關資料。 

(五)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發行之大吉股票型基金 - 美元 (代碼：

23474232)於 2015 年 7 月 8 日將原公開募集期間

2015/07/01-2015/07/31 變更為 2015/07/01-2015/07/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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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境內

基金收單資料預約設定（DBAS185）』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點選「新增」，選擇「預約變更項目」募集期

間起迄日，下拉選擇「基金代碼」23474232，

系統自動顯示「生效日」為操作交易之次一營

業日，及原「公開募集起迄日」。 

３、輸入「募集期間迄日」2015/07/20，點選「儲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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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前揭資料儲存成功後，使用人員得點選「查詢

，查詢或列印預約變更之相關資料。 

(六)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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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基本資料查詢作業 

一、機構資料查詢（BAS031）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查詢交易平台上機構及銷售機構銷售代理

之境內基金資料時使用。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選擇『交易平台-資料管理』後，點選

網頁上方『共用基本資料－機構資料查詢（

BAS031）』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選擇「機構代碼」或輸入「機構名稱」，再點

選「查詢」，系統自行帶出該機構基本資料。 

３、點選「機構代碼」，系統自行帶出該機構基本

資料。 

４、點選「銷售（代理）境內基金」，系統自行帶

出該機構代理銷售之基金資料。 

５、機構狀態若為非「營業」狀態，點選「機構狀

態」，系統自行帶出該機構目前狀態及其基金

銷售機構資料。 

(三)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完成機構資料維護及其銷售機構之相關資

料維護，而銷售機構亦完成基本資料維護作業後，

大吉投信查詢機構基本相關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共用基本資料－機構

資料查詢（BAS031）』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

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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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機構代碼」C90010000，點選「查詢」，

系統自行帶出機構資料。 

３、點選「機構代碼」C90010000，查詢一般基本資

料。（有關機構之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及款項帳

號等資料，請至『共用基本資料-機構基本資料

維護(BAS030)交易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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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點選「銷售（代理）境內基金」，查詢大吉投

信之銷售機構及代理銷售之境內基金資料。 

(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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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境內基金款項匯入帳號查詢（DBAS052） 

(一)使用時機 

１、銷售機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集保結算所辦理時

。 

２、查詢銷售機構向投信公司辦理開戶時，集保結

算所指定之買回款項帳戶資料時使用。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境內

基金款項匯入帳號查詢（DBAS052）』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於「款項匯入帳號」欄位點選「買回」，輸入

「銷售機構代碼」，點選「查詢」，系統自行

帶出買回款項匯入帳號及集保結算所開立之銀

行帳戶相關資料。 

(三)作業範例 

大發投信查詢 K11 銷售機構（機構代碼 K00110000

）向大發投信（機構代碼 A00990000）辦理開戶時

，於大發投信填寫境內基金開戶申請書之買回款項

帳戶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境內

基金款項匯入帳號查詢（DBAS052）』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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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點選「買回」，輸入「銷售機構代碼」K0011

後，點選「查詢」，系統自行帶出買回時集保

結算所規定之匯入款項帳號及銀行帳戶資料。 

(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無 



 

 
二-29

三、境內基金資料查詢（DBAS061）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查詢交易平台上境內基金之資料時使用。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境內

基金資料查詢（DBAS061）』交易，進入網頁

對話視窗。 

２、輸入欲查詢之「投信公司」、「基金種類」、

「基金代碼」、「計價幣別」等資料，點選「

查詢」，系統自行帶出境內基金資料。 

３、點選「基金代碼」，系統自行帶出該境內基金

基本資料。 

４、點選「銷售機構」，系統自行帶出該境內基金

之銷售機構資料。 

５、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下載（DFUD020）』交易，查詢基金基

本資料。 

(三)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完成機構資料維護、銷售機構維護及境內

基金基本資料維護作業後，查詢該公司境內基金相

關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境內

基金資料查詢（DBAS061）』交易，進入網頁

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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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投信公司」C90010000，點選「查詢」，

系統自行帶出境內基金相關資料。 

３、點選「基金代碼」23474232A，查詢大吉債券型

基金累積型台幣之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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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點選「銷售機構」，查詢銷售大吉債券型基金

累積型台幣之銷售機構相關資料。 

(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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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境內基金狀態查詢（DBAS062）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查詢交易平台上境內基金可執行交易之相

關資料時使用。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境內

基金狀態查詢（DBAS062）』交易，進入網頁

對話視窗。 

２、輸入欲查詢之「投信公司」、「基金種類」、

「基金代碼」及「計價幣別」以設定查詢範圍

，點選「查詢」系統自行帶出境內基金資料。 

３、點選「基金代碼」，系統自行帶出該境內基金

基本資料。 

４、勾選「基金代碼」，點選「查詢設定」系統自

行帶出該境內基金之可交易項目。 

(三)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機構代碼 C90010000）完成發行銷售之大

吉股票基金-美元暫停交易之設定後，查詢基金相關

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境內

基金狀態查詢（DBAS062）』交易，近入網頁

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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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投信公司」C90010000，點選「基金代碼

」，出現代理銷售之基金基本資料。 

３、勾選「基金代碼」23474232 後，點選「查詢設

定」系統自行帶出該境內基金之可交易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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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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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銷售機構帳號資料查詢（DBAS122）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查詢其銷售機構開戶帳戶及買回款項帳戶

之相關資料時使用。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銷售

機構帳號資料查詢（DBAS122）』交易，進入

網頁對話視窗。 

２、輸入「銷售機構代碼」，點選「查詢」，系統

自行帶出於銷售機構開戶帳號資料。 

３、點選「買回帳號」，出現留存於投信公司買回

款項帳戶之相關資料。 

４、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三)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查詢於大利投信之開戶帳戶等相關資料

。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銷售

機構帳號資料查詢（DBAS122）』交易，進入

網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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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點選「銷售機構代碼」K00110000，再點選「查詢」

，系統自行帶出帳號相關資料。 

３、點選「買回帳號」，出現 K11 銷售機構留存大利投信

之買回款項帳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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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銷售機構帳號資料查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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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境內基金申購手續費分配比率查詢（DBAS155） 

(一)使用時機 

１、銷售機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集保結算所辦理時

。 

２、投信公司查詢與銷售機構間銷售境內基金申購

手續費之分配比率時使用。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境內

基金申購手續費分配比率查詢（DBAS155）』

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輸入欲查詢之「基金代碼」、「申購類別」及

「日期區間」以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３、點選「查詢」，系統自行帶出查詢之境內基金

分配比率資料。 

４、點選「適用基金」，出現適用該分配比率之基

金。 

(三)作業範例 

大發投信查詢與 K11 銷售機構之大發美金基金（基

金代碼 22102023），其申購手續費分配比率。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境內

基金申購手續費分配比率查詢（DBAS155）』

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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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基金代碼」22102023，點選「查詢」，

系統帶出基金資料。 

 

３、點選「適用基金」，出現適用該分配比率之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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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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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境內基金淨值查詢（DBAS160）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查詢境內基金淨值時使用。 

(二)作業說明 

１、淨值資料，由投信投顧公會提供。 

２、投信公司如變更歷史淨值資料，本系統資料不

予更新。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境內

基金淨值查詢（DBAS160）』交易，進入網頁

對話視窗。 

２、輸入欲查詢之「投信公司代碼」或「基金代碼

」等資料，並輸入欲查詢之「淨值日期」，再

點選「查詢」，系統自行帶出查詢範圍之境內

基金淨值。 

３、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下載 （DFUD020）』交易，查詢基金淨

值。 

(四)作業範例 

X11 投信查詢 2015 年 6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2 日

X1101S1 基金淨值。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基金

淨值資料查詢（DBAS160）』交易，進入網頁

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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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點選「投信公司代碼」X11010000、「基金代碼

」 X1101S1 ， 並 輸 入 淨 值 日 期 2015/06/01-

2015/06/02 ，點選「查詢」，系統自行帶出

X1101S 基金淨值。 

(五)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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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境內基金代碼查詢（DBAS210）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查詢境內基金相關代碼時使用。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境內

基金代碼查詢（DBAS210）』交易，進入網頁

對話視窗。 

２、輸入欲查詢之款項帳戶國別(外幣)、境內基金幣

別、基金種類、款項收付機構及交易狀態之「

代碼」資料，再點選「查詢」，系統自行帶出

查詢資料。 

(三)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查詢幣別代碼。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境內

基金代碼查詢（DBAS210）』交易，進入網頁

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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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選擇「境內基金幣別代碼」，點選「查詢」，

系統自行帶出各幣別代碼資料。 

(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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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申購作業 

一、境內基金銷售機構申購彙總資料查詢（DAPL040）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使用人員依申請日期或申購日期查詢經系

統比對完成並彙總後之銷售機構申購申請資料時，

操作此交易。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銷售機構申購彙總資料查詢（DAPL040）』交

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申購日期」為當日，使用人員

亦可自行輸入「申請日期」、「申購日期」、

「銷售機構代碼」或「基金代碼」及選擇「報

表類別」以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三)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欲查詢 7 月 13 日 K11 銷售機構（機構代碼

K00110000）之申購申請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銷售機構申購彙總資料查詢（DAPL040）』交

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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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申購日期」2015/07/13、「銷售機構代碼

」K00110000 及選擇「報表類別」境內基金銷售

機構申購明細表以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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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銷售機構申購明細表 

境內基金銷售機構申購彙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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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境內基金下單資料查詢（DAPL070）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於 11：00 或 16：00 後查詢或列印經交易

平台彙總後之申購資料。 

(二)使用時間 

上午收單：交易平台開放時間 11：00 後。 

下午收單：交易平台開放時間 16：00 後。 

公開募集：交易平台開放時間 16：00 後。 

(三)查詢項目 

１、申購交易、買回交易及轉換交易。 

２、買回及轉換之短線交易明細相關資料。 

(四)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登入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

基金下單資料查詢（申／贖／轉）（DAPL070

）』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下單日期」為當日，使用人員

亦可自行輸入「下單日期」、「銷售機構代碼

」、「收單時間」及「報表類別」以設定特定

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４、使用人員列印「境內基金下單彙總表」查詢確

認當日銷售機構申購、買回及轉換交易相關資

料。 

５、使用人員另可列印「境內基金短線交易明細表

」查詢短線交易相關資料。 

６、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下載（DFUD020）』交易，查詢下單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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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五)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於 7 月 13 日 16：00 後欲查詢 7 月 13 日其

K11 銷售機構申購基金之全部下單相關資料，另於 7

月 20 日查詢短線交易明細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下單資料查詢（申／贖／轉）（DAPL070）』

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輸入「下單日期」2015/07/13、「銷售機構代碼

」K00110000、「收單時間」全部及選擇「報表

類別」下單彙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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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４、依步驟 2，輸入「下單日期」2015/07/20、「銷

售機構代碼」K00110000、「收單時間」全部及

選擇「報表類別」短線交易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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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下單彙總表 

境內基金短線交易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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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銀行匯率查詢（APL117） 

(一)使用時機 

使用人員欲查詢各幣別申購、買回或配息款項換匯

之買入或賣出匯率時操作此交易。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選擇『交易平台-資料管理』後，點選

『共用基本資料－銀行匯率查詢（APL117）』

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當天日期，使用人員亦可選擇輸

入欲查詢之日期後點選「查詢」，即出現相關

資料。 

３、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４、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下載（DFUD020）』交易，查詢客戶換

匯匯率資料。 

(三)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查詢 6 月 5 日之各幣別換匯匯率。 

 

１、使人員點選『共用基本資料－銀行匯率查詢（

APL117）』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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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日期 6 月 5 日後點選「查詢」即出現各幣

別之買入及賣出匯率。 

３、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銀行匯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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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境內基金下單失敗交易取消（DAPL150）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於銷售機構之某筆交易下單失敗時，操作

此交易以取消該筆交易。 

(二)使用時間 

交易平台開放時間。 

(三)使用項目 

１、款項收付作業由銷售機構辦理：申購交易、買

回交易、轉換交易及公開募集不成立。 

２、款項收付作業由集保結算所辦理：買回交易、

轉換交易。 

(四)使用限制 

１、投信公司尚未辦理交易確認前，方得執行此交

易。 

２、投信公司操作本交易後，系統於次一營業日還

原客戶單位數。 

(五)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下單失敗交易取消（DAPL150）』交易，進入

網頁對話視窗。 

２、使用人員輸入「下單日期」、「銷售機構代碼

」、「下單編號」或「交易類別」以設定特定

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後，點選「查詢」，系統自行帶出查

詢範圍之相關資料。 

４、勾選欲取消下單之該筆交易後點選「下單退回

」，經主管覆核並確定後即完成下單退回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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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使用人員得點選『申購作業-境內基金交易狀況

查詢(DAPL240)』交易，查詢下單退回之資料。 

(六)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機構代碼 K00110000）於 7 月 16 日

申購大吉貨幣型基金配息型台幣之交易，因故遭大

吉投信取消該筆下單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下單失敗交易取消（DAPL150）』交易，進入

網頁對話視窗。 

２、輸入「下單日期」2015/07/16、「銷售機構代碼

」K00110000 及「交易類別」一般申購，以設定

特定查詢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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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輸入完成後，點選「查詢」即可帶出相關查詢

資料。 

４、勾選欲取消下單之該筆交易後點選「下單退回

」，確定下單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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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經主管覆核並確定後即完成下單退回作業。 

６、使用人得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交

易狀況查詢(DAPL240)』交易，查詢下單退回之

資料。 

(七)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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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境內基金下單回覆（DAPL160）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使用人員於完成下單作業完成後，操作此

交易以通知集保結算所及銷售機構。 

(二)使用時間 

交易平台開放時間。 

(三)使用項目 

申購交易、買回交易及轉換交易。 

(四)作業說明 

１、當日交易截止下單後，如遇有銷售機構申請重

新辦理申購/買回/轉換交易時，投信公司須重新

辦理「境內基金下單回覆」交易。 

２、投信公司辦理下單回覆之當日，得取消回覆，

交易狀態修正為「已下單」狀態，次一營業日

後即不得辦理取消。 

(五)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下單回覆（DAPL160）』交易，進入網頁對話

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下單日期」為當日，使用人員

亦可自行輸入欲查詢之「下單日期」、「銷售

機構代碼」、「下單編號」、「交易類別」並

點選「狀態」以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後點選「查詢」即出現查詢範圍內之

各筆交易，勾選欲回覆之該筆交易後點選「確

定下單成功」，即完成下單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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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六)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 7 月 13 日於下單完成後，當日回覆下單完

成訊息通知集保結算所。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下單回覆（DAPL160）』交易，進入網頁對話

視窗。 

２、輸入「下單日期」2015/07/13 及「交易類別」全

部後，點選「查詢」後即出現查詢範圍內之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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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勾選欲回覆之該筆交易，點選「確定下單成功

」後，即完成下單回覆。 

４、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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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下單回覆查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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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境內基金付款明細（DAPL175） 

(一)使用時機 

１、銷售機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集保結算所辦理時

。 

２、投信公司提供基金保管機構由集保結算所匯出

銷售機構之申購款項明細時操作此交易。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申購作業－境內基金付款明細

（DAPL175）』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回覆日期」為當日，使用人員

亦可選擇輸入欲查詢之日期及「收單時間」，

點選「列印」，即出現相關資料。 

３、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下載（DFUD020）』交易，查詢申購付

款明細。 

(三)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查詢 3 月 8 日辦理下單回覆，集保結算所

於 3 月 9 日匯至境內基金機構之申購款項明細。 

 

１、使用人員點選『申購作業－境內基金付款明細

（DAPL175）』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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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回覆日期 3 月 8 日後，點選「列印」即產

生查詢報表。 

(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申購付款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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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境內基金申購交易確認（DAPL180）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回覆申購交易確認資料時使用。 

(二)使用時間 

交易平台開放時間至 17：30 內。 

(三)說明 

１、投信公司接獲銷售機構當日下單資料後，須操

作「境內基金下單回覆」交易，方能辦理申購

交易確認作業。 

２、投信公司投信公司投信公司投信公司上午收單之基金上午收單之基金上午收單之基金上午收單之基金，，，，須於銷售機構申購須於銷售機構申購須於銷售機構申購須於銷售機構申購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 17：：：：30 前辦理申購交易確認前辦理申購交易確認前辦理申購交易確認前辦理申購交易確認。 

３、系統於投信公司辦理申購交易確認次一營業日

，紀錄客戶單位數。 

(四)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申購交易確認（DAPL180）』交易，進入網頁

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下單日期」為當日，使用人員

亦可自行輸入「下單日期」、「銷售機構代碼

」、「下單編號」並輸入「狀態」及「申購類

別」以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後點選「查詢」即出現查詢範圍內之

各筆交易。 

４、於各筆交易中輸入「申購單位數」、「淨值日

」及「淨值」等資料，輸入完成後點選「儲存

」即完成申購交易確認。 

５、使用人員若欲於系統執行分配後更改當日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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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交易確認資料，則須填寫「交易確認資料更

正申請書」簽蓋原留印鑑章及取得銷售機構同

意（填寫「交易確認資料更正同意書」簽蓋原

留印鑑章）向集保結算所申請放行後，依前述

步驟重新輸入正確之交易確認資料。 

６、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上傳（DFUD010）』交易，依照檔案規

格說明，將交易確認資料上傳交易平台。 

(五)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於 7 月 15 日回覆 7 月 13 日 K11 銷售機構

申購交易確認資料如下： 

基金名稱 申購單位數 淨值日 淨值 

大吉債券型基金

累積型台幣 
400.00 7 月 13 日 200 

大吉全球基金 213.33 7 月 14 日 150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申購交易確認（DAPL180）』交易，進入網頁

對話視窗。 



 

 
二-66

２、輸入「下單日期」2015/07/13、「狀態」未確認

及「申購類別」全部後，點選「查詢」即出現

查詢範圍內之各筆交易。 

３、選擇「下單編號」或「基金代碼」，輸入「申

購單位數」400、「淨值日」2015/07/13 及「淨

值」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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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依步驟 3 輸入其它交易確認資料，輸入完成，

點選「儲存」並確定後，即完成交易確認資料

輸入。 

(六)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交易確認資料更正申請書 

交易確認資料更正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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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境內基金申購交易確認資料查詢（DAPL190）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於完成申購交易確認資料輸入後，得操作

此交易檢核輸入之資料是否正確。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申購交易確認資料查詢（DAPL190）』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交易確認日期」為當日，使用

人員亦可自行輸入欲查詢之「交易確認日期」

、「下單日期」、「銷售機構代碼」或「基金

代碼」以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三)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於 7 月 15 日回覆 K11 銷售機構（機構代碼

K00110000）7 月 13 日申購之交易確資料後，於當日

查詢其所輸入之交易確認資料是否正確。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申購交易確認資料查詢（DAPL190）』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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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交易確認日期」2015/07/15 及「銷售機構

代碼」K00110000，以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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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申購交易確認資料查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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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境內基金銷售機構定期定額申購彙總資料查詢(DRAP190) 

(一)使用時機 

１、銷售機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集保結算所辦理時

。 

２、投信公司使用人員依扣款日期查詢經系統彙總

後之銷售機構定期定額申請資料時，操作此交

易。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銷售 機構 定期定 額申購 彙總 資料查詢（

DRAP190）』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扣款日期」為當日，使用人員

亦可自行輸入「扣款日期」、「銷售機構代碼

」、「基金代碼」及選擇「報表類別」以設定

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三)作業範例 

金如意投信查詢 K99 銷售機構(機構代碼 K00990000) 

8 月 8 日之定期定額申購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銷售 機構 定期定 額申購 彙總 資料查詢（

DRAP190）』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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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使用人員自行輸入「銷售機構代碼」K00990000

及「扣款日期」8 月 8 日及以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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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定期定額銷售機構申購彙總表 

境內基金定期定額銷售機構申購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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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境內基金交易狀況查詢（DAPL240）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欲查詢境內基金公開募集/申購／買回／轉

換交易進度時，得操作此交易查詢。 

(二)查詢項目 

公開募集、申購交易、買回交易及轉換交易。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交易狀況查詢（DAPL240）』交易，進入網頁

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下單日期」為當日，使用人員

亦可自行輸入欲查詢之「銷售機構代碼」、「

下單日期」，並點選「交易狀態」及「交易類

別」以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四)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查詢 K11 銷售機構（機構代碼 K00110000

）7 月 13 日下單之交易進度。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交易狀況查詢（DAPL240）』交易，進入網頁

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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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銷售機構代碼」K00110000 及「下單日

期」2015/07/13，「交易狀態」及「交易類別」

選擇全部。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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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交易狀況查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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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境內基金申購交易確認更正（DAPL961）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辦理更正非當日輸入之申購交易確認資料

使用。 

(二)使用時間 

交易平台開放時間 16：00 後。 

(三)使用說明 

１、投信公司須先填具申請文件，向集保結算所申

請放行，並於集保結算所放行當日操作本交易

。 

２、本交易限於該筆更正交易之申購淨值日(含)後 88

天內辦理更正。 

３、如銷售機構客戶已將分配之單位數辦理買回，

導致個人單位數餘額不足，集保結算所依投信

公司指示處理扣除至該客戶單位數至 0 為止。 

４、銷售機構客戶得於更正後次一營業日申請買回

更正後之單位數。 

(四)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填寫「交易確認資料更正申請書」簽

蓋原留印鑑章及取得銷售機構同意(填寫「交易

確認資料更正同意書」簽蓋原留印鑑章)，向集

保結算所申請放行。 

２、使用人員接獲集保結算所通知後，點選網頁上

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申購交易確認更正（

DAPL961）』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３、使用人員輸入「申購日期」、「銷售機構代碼

」或「下單編號」後，點選「查詢」，即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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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欲更正之原始資料。 

４、使用人員重新輸入正確資料，點選「儲存」，

經主管覆核後，即更正相關資料。 

(五)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於 8 月 11 日申請更正 K11 銷售機構之 2015

年 7 月 13 日申購大吉貨幣型基金累積型台幣 (基金

代碼 23474232A) 之交易確認資料，更正其淨值、申

購淨值日及申購單位數。 

 淨值 申購淨值日 申購單位數 

更正前 200 7/13 400 

更正後 190 7/14 421.05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申購交易確認更正（DAPL961）』交易，進入

網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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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申購日期」2015/07/13、「銷售機構代碼

」K00110000，點選「查詢」系統即出現該筆交

易確認相關資料。 

３、勾選該筆資料，輸入變更後之交易確認資料，

「淨值」190、「淨值日」215/07/14 及「申購單

位數」421.05，並經主管覆核確認後完成該筆更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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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交易確認資料更正申請書 

交易確認資料更正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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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境內基金申購交易確認更正查詢（DAPL962）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查詢更正後之交易確認資料時使用。 

(二)作業說明 

更正後次一營業日始能查詢庫存餘額變動。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申購交易確認更正查詢（DAPL962）』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交易確認更正日期」為當日，

使用人員亦可輸入欲查詢之「銷售機構代碼」

、「交易確認更正日期」或「基金代碼」以設

定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四)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查詢於 2015 年 8 月 11 日申請更正 K11 銷

售機構申購交易確認之相關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申購交易確認更正查詢（DAPL962）』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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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系統自行帶出「交易確認更正日期」為當日，

輸入「銷售機構代碼」K00110000。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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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申購交易確認更正資料查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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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買回作業 

一、境內基金銷售機構買回彙總資料查詢（DRDP025）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使用人員依申請日期查詢經系統彙總後之

銷售機構買回申請資料時，操作此交易。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買回作業－境內基金

銷售機構買回彙總資料查詢（DRDP025）』交

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申請日期」為當日，使用人員

亦可自行輸入「申請日期」、「銷售機構代碼

」或「基金代碼」及選擇「報表類別」以設定

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三)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查詢 7 月 16 日 K11 銷售機構（機構代碼

K00110000）之買回申請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買回作業－境內基金

銷售機構買回彙總資料查詢（DRDP025）』交

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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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申請日期」2015/07/16、「銷售機構代碼

」K00110000 及選擇「報表類別」境內基金銷售

機構買回明細表，以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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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銷售機構買回明細表 

境內基金銷售機構買回彙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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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境內基金買回交易確認（DRDP070）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回覆買回交易確認資料時使用。 

(二)使用時間 

交易平台開放時間至 17：30 前。 

(三)作業說明 

１、投信公司接獲銷售機構當日下單資料後，須操

作「境內基金下單回覆」交易，方能辦理買回

交易確認作業。 

２、投信公司投信公司投信公司投信公司上午收單之基金上午收單之基金上午收單之基金上午收單之基金，，，，須於銷售機構買回須於銷售機構買回須於銷售機構買回須於銷售機構買回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 17：：：：30 前辦理買回交易確認前辦理買回交易確認前辦理買回交易確認前辦理買回交易確認。。。。 

３、系統於投信公司辦理買回交易確認次一營業日

，扣除客戶單位數。 

４、付款日係指投信公司預估之款項匯款日。 

(四)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買回作業－境內基金

買回交易確認（DRDP070）』交易，進入網頁

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下單日期」為當日，使用人員

亦可自行輸入或點選欲查詢之「下單日期」、

「銷售機構代碼」、「買回下單編號」或選擇

「回覆狀態」以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查詢」即出現查詢範圍內之

交易。 

４、於交易中輸入「基金淨值」、「淨值日」、「

買回金額」、「遞延手續費」、「其他費用」

、「短線交易費用」、「買回給付淨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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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日」等資料，輸入完成後點選「儲存」即

完成買回交易確認。 

５、使用人員若欲於系統執行分配後更改當日輸入

之交易確認資料，則須填寫「交易確認資料更

正申請書」簽蓋原留印鑑章及取得銷售機構同

意（填寫「交易確認資料更正同意書」簽蓋原

留印鑑章）向集保結算所申請放行後，依前述

步驟重新輸入正確之交易確認資料。 

６、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上傳（DFUD010）』交易，依照檔案規

格說明，將交易確認資料上傳交易平台。 

(五)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於 7 月 17 日回覆 7 月 16 日 K11 銷售機構

買回交易確認資料如下： 

基金名稱 淨值 淨值日 買回金額 其他費用 

大吉債券型基

金累積型台幣 
200 7 月 16 日   4,000 0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買回作業－境內基金

買回交易確認（DRDP070）』交易，進入網頁

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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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下單日期」2015/07/16 及「銷售機構代碼

」K00110000 後，點選「查詢」即出現查詢範圍

內之交易。 

３、輸入「基金淨值」200、「淨值日」2015/07/17

、「買回金額」4,000、「遞延手續費」0、「其

他費用」0、「短線交易費用」0、「買回給付

淨額」4,000 及預估「付款日」2015/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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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輸入完成點選「儲存」並確定後，即完成交易

確認資料輸入。 

(六)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交易確認資料更正申請書 

交易確認資料更正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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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境內基金買回交易確認資料查詢（DRDP071）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使用人員於完成買回交易確認資料輸入後

，得操作此交易檢核輸入之資料是否正確。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買回作業－境內基金

買回交易確認資料查詢（DRDP071）』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使用人員自行輸入「買回淨值日期」、「交易

確認日期」、「下單日期」、「銷售機構代碼

」或「基金代碼」以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出現查詢報表。 

(三)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於 7 月 16 日回覆 K11 銷售機構（機構代碼

K00110000）7 月 16 日買回之交易確資料後，於當日

查詢其所輸入之交易確認資料是否正確。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買回作業－境內基金

買回交易確認資料查詢（DRDP071）』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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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交易確認日期」2015/07/16 及「銷售機構

代碼」K00110000 以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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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買回交易確認資料查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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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境內基金買回／配息匯入款項查詢（DRDP230） 

(一)使用時機 

１、銷售機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集保結算所辦理時

。 

２、投信公司查詢基金保管機構買回／配息款項匯

款情形時使用。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買回作業－境內基金

買回／配息匯入款項查詢（DRDP230）』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使用人員輸入「匯款日期」以設定特定查詢範

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帶出相關查詢資

料。 

(三)作業範例 

大發投信(機構代碼 A00990000)查詢 6 月 7 日申購款

項匯至境內基金保管機構之明細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買回作業－境內基金

買回／配息匯入款查詢（DRDP230）』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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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系統自行帶出當日日期，點選「列印」即可產

生相關報表。 

(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買回匯入款項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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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境內基金買回交易確認更正（DRDP971）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辦理更正非當日輸入之買回交易確認資料

使用。 

(二)使用時間 

交易平台開放時間 16：00 後。 

(三)作業說明 

１、投信公司須先填具申請文件，向集保結算所申

請放行，並於集保結算所放行當日操作本交易

。 

２、本交易限於該筆更正交易之買回淨值日(含)後 

88 天內辦理，若該筆買回款項已匯入客戶帳戶

者，則不得辦理更正。 

３、由集保結算所辦理款項收付作業者，僅得於該

款項尚未匯入集保買回專戶且尚未銷帳前辦理

更正。 

(四)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填寫「交易確認資料更正申請書」簽

蓋原留印鑑，並取得銷售機構同意(填寫「交易

確認資料更正同意書」簽蓋原留印鑑)向集保結

算所申請放行。 

２、使用人員接獲集保結算所通知後，點選網頁上

方『買回作業－境內基金買回交易確認更正（

DRDP971）』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３、使用人員輸入「下單日期」、「銷售機構代碼

」或「買回下單編號」後，點選「查詢」，即

可出現欲更正之原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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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勾選欲更正之該筆資料，輸入欲更正之資料後

，點選「儲存」，經主管覆核後，即更正相關

資料。 

(五)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於 8 月 18 日申請更正 K11 銷售機構之

20015 年 7 月 21 日申購大吉債券型基金累積型台幣 

(基金代碼 23474232A) 之交易確認資料，更正其買

回淨值日、買回淨值及買回金額。 

 淨值 買回淨值日 買回金額 

更正前 120 7/21 1,800 

更正後 110 7/22 1,630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買回作業－境內基金

買回交易確認更正（DRDP971）』交易，進入

網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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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下單日期」2015/07/21 或「銷售機構代碼

」K00110000，點選「查詢」，出現該筆資料。 

３、勾選欲更正之該筆資料，輸入變更後之交易確認資料

，「淨值」110、「淨值日」215/07/22 及「買回金額

」1,630，並經主管覆核確認後完成該筆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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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交易確認資料更正申請書 

交易確認資料更正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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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境內基金買回交易確認更正查詢（DRDP972）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查詢更正後之交易確認資料時使用。 

(二)說明 

更正後次一營業日始能查詢庫存餘額變動。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買回作業－境內基金

買回交易確認更正查詢（DRDP972）』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交易確認更正日期」為當日，

使用人員亦可輸入欲查詢之「銷售機構代碼」

、「交易確認更正日期」或「基金代碼」以設

定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四)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查詢 2015 年 8 月 18 日申請更正大吉債券

型基金累積型台幣 (基金代碼 23474232A) 之更正後

之交易確認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買回作業－境內基金

買回交易確認更正查詢（DRDP972）』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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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系統自行帶出「交易確認更正日期」為當日，輸入「

銷售機構代碼」K00110000。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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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買回交易確認更正資料查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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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轉換作業 

一、境內基金銷售機構轉換彙總資料查詢（DSWH030）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使用人員依申請日期查詢經系統彙總後之

銷售機構轉換申請資料時，操作此交易。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轉換作業－境內基金

銷售機構轉換彙總資料查詢（DSWH030）』交

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申請日期」為當日，使用人員

亦可自行輸入「申請日期」、「銷售機構代碼

」、「基金代碼」及選擇「報表類別」以設定

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三)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欲查詢 7 月 20 日 K11 銷售機構（機構代碼

K00110000）之轉換申請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轉換作業－境內基金

銷售機構轉換彙總資料查詢（DSWH030）』交

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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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申請日期」2015/07/20、「銷售機構代碼

」K00110000 及選擇「報表類別」境內基金銷售

機構轉換明細表以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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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銷售機構轉換明細表 

境內基金銷售機構轉換彙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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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境內基金轉換交易確認（DSWH040）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回覆轉換交易確認資料時使用。 

(二)使用時間 

交易平台開放時間至 17：30 內。 

(三)作業說明 

１、投信公司接獲銷售機構當日下單資料後，須操

作「境內基金下單回覆」交易，方能辦理轉換

交易確認作業。 

２、投信公司投信公司投信公司投信公司上午收單之基金上午收單之基金上午收單之基金上午收單之基金，，，，須於銷售機構轉換須於銷售機構轉換須於銷售機構轉換須於銷售機構轉換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 17：：：：30 前辦理前辦理前辦理前辦理轉換轉換轉換轉換交易確認交易確認交易確認交易確認。。。。 

３、系統於投信公司辦理轉換交易確認次一營業日

，紀錄客戶轉入基金單位數及扣除客戶轉出基

金單位數。 

(四)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轉換作業－境內基金

轉換交易確認（DSWH040）』交易，進入網頁

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下單日期」區間，使用人員亦

可自行輸入或點選欲查詢之「下單日期」。 

３、使用人員得點選「銷售機構代碼」、「下單編

號」或輸入「回覆狀態」以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 

４、輸入完成後點選「查詢」即出現查詢範圍內之

交易。 

５、於各筆交易中輸入「轉出入淨值日」、「轉出

入淨值」、「短線交易費用」、「轉出入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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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轉入單位數」等資料，輸入完成後點選

「儲存」即完成轉換交易確認。 

６、使用人員若欲於系統執行分配後更改當日輸入

之交易確認資料，則須填寫「交易確認資料更

正申請書」簽蓋原留印鑑章及取得銷售機構同

意（填寫「交易確認資料更正同意書」簽蓋原

留印鑑章）向集保結算所申請放行後，依前述

步驟重新輸入正確之交易確認資料。 

７、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上傳（DFUD010）』交易，依照檔案規

格說明，將交易確認資料上傳交易平台。 

(五)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於 7 月 21 日回覆 7 月 17 日 K11 銷售機構

轉換交易確認資料如下： 

轉出基金 

轉入基金 

轉出淨值日 

轉入淨值日 

轉出淨值 

轉入淨值 

轉出金額 

轉入金額 

短線交易費用 

轉入單位數 

大吉債券型基

金累積型台幣 
7 月 17 日 200 10,000 0 

大吉全球基金 7 月 24 日 150 10,000 66.67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轉換作業－境內基金

轉換交易確認（DSWH040）』交易，進入網頁

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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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下單日期」2015/07/17、「銷售機構代碼

」K00110000，選擇「狀態」未確認，再點選「

查詢」即出現查詢範圍內之交易。 

３、輸入「轉出淨值日」2015/07/17、「淨值」200

、「短線交易」0、「轉出金額」10,000、「轉

入淨值日」2015/07/24、「轉入淨值」150、「

內扣轉換費」0、「轉入金額」10,000、「轉入

單位數」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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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輸入完成點選「儲存」並確定後，即完成交易

確認資料輸入。 

(六)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交易確認資料更正申請書 

交易確認資料更正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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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境內基金轉換交易確認資料查詢（DSWH050）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使用人員於完成轉換交易確認資料輸入後

，得操作此交易檢核輸入之資料是否正確。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轉換作業－境內基金

轉換交易確認資料查詢（DSWH050）』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交易確認日期」為當日，使用

人員亦可自行輸入「交易確認日期」、「下單

日期」、「銷售機構代碼」或「申請轉換基金

代碼」以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產生查詢報表。 

(三)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於 7 月 21 日回覆 K11 銷售機構（機構代碼

K00110000）7 月 17 日轉換之交易確認資料後，於當

日查詢其所輸入之交易確認資料是否正確。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轉換作業－境內基金

轉換交易確認資料查詢（DSWH050）』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二-111

２、系統自行帶出「交易確認日期」為當日，輸入

「銷售機構代碼」K00110000 以設定特定查詢範

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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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轉換交易確認資料查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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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境內基金轉換交易確認更正（DSWH941）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辦理更正非當日輸入之轉換交易確認資料

使用。 

(二)使用時間 

交易平台開放時間 16：00 後。 

(三)作業說明 

１、投信公司須先填具申請文件，向集保結算所申

請放行，並於集保結算所放行當日操作本交易

。 

２、本交易限於該筆更正交易之轉換淨值日(含)後 88

天內辦理。 

３、如銷售機構客戶已將分配之單位數辦理買回，

導致個人單位數餘額不足，集保結算所依投信

公司指示處理扣除至該客戶單位數至 0 為止。 

４、銷售機構客戶得於更正後次一營業日申請轉換

更正後之單位數。 

(四)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填寫「交易確認資料更正申請書」簽

蓋原留印鑑，並取得銷售機構同意(銷售機構填

寫「交易確認資料更正同意書」並簽蓋原留印

鑑)向集保結算所申請放行。 

２、使用人員接獲集保結算所通知後，點選網頁上

方『轉換作業－境內基金轉換交易確認更正（

DSWH941）』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３、使用人員輸入「下單日期」、「銷售機構代碼

」或「下單編號」後，點選「查詢」，即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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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欲更正之原始資料。 

４、使用人員重新輸入欲更正之資料，點選「儲存

」，經主管覆核後，即更正相關資料。 

(五)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於 8 月 18 日申請更正 K11 銷售機構之

20015 年 7 月 20 日申請大吉股票基金-美元(基金代碼

23474232) 轉 換 至 大 吉 生 化 基 金 ( 基 金 代 碼

25836914A) 之交易確認資料，更正其轉入淨值日、

轉入淨值及買回金額。 

 轉入淨值 轉入淨值日 轉入單位數 

更正前 120 7/20 30 

更正後 110 7/22 31.36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轉換作業－境內基金

轉換交易確認更正（DSWH941）』交易，進入

網頁對話視窗。 

２、輸入「下單日期」2015/07/20、「銷售機構代碼

」K00110000，點選「查詢」系統即出現該筆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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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確認相關資料。 

３、勾選欲更正之該筆資料，重新輸入交易確認資

料後，輸入轉入「淨值」110、「淨值日」

2015/07/22 及「轉入單位數」31.36，點選「儲

存」，經主管覆核確認後完成更正交易。 

(六)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交易確認資料更正申請書 

交易確認資料更正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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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境內基金轉換交易確認更正查詢（DSWH942）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查詢更正後之交易確認資料時使用。 

(二)作業說明 

更正後次一營業日始能查詢庫存餘額變動。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轉換作業－境內基金

轉換交易確認更正查詢（DSWH942）』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交易確認更正日期」為當日，

使用人員亦可輸入欲查詢之「銷售機構代碼」

「交易確認更正日期」或「基金代碼」以設定

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四)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查詢 2015 年 8 月 18 日更正之轉換交易確

認之相關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轉換作業－境內基金

轉換交易確認更正查詢（DSWH942）』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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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系統自行帶出「交易確認更正日期」為當日，

輸入「銷售機構代碼」K00110000。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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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轉換交易確認更正資料查詢表。 

 



 

第六節、收益分配作業 

一、境內基金收益分配公告資料通知（DASI010）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於每年度結束後檢視該年度之收益情況，

決定應分配之收益金額時，將收益分配等相關資料

輸入交易平台時使用。 

(二)使用時間 

交易平台開放時間 

(三)使用限制 

投信公司應於境內基金收益分配基準日五營業日前

執行本交易。 

(四)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收益分配作業－境內

基金收益分配公告資料通知（DASI010）』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點選「新增」，輸入「基金代碼」、「手續費

類型」、「基準日」、「預估發放日」、「除

息日」及「每單位可分配金額」等資料。 

３、收益分配通知異動時，點選「查詢」，系統自

行帶出收益分配資料後，勾選「基金代碼」，

再點選「維護」，更新收益分配通知資料。 

４、前揭資料儲存成功後，使用人員另得點選網頁

上方『收益分配作業－境內基金收益分配公告

資料查詢（DASI110）』交易，查詢或列印收益

分配相關資料。 

５、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上傳（DFUD010）』交易，依照檔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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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說明，將收益分配公告等相關資料上傳交易

平台。 

(五)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代理之大吉債券型基金累積型台幣於

2015/07/21 基準日配息，預估發放日為 2015/07/24，

除息日為 2015/07/22，每單位可分配金額 0.045。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收益分配作業－境內

基金收益分配公告資料通知（DASI010）』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點選「新增」，輸入大吉債券型基金累積型台

幣資料如下： 

基金代碼：23474232A 

手續費類型：前收型 

基準日：2015/07/21 

預估發放日：2015/07/24 

除息日：2015/07/22 

每單位可分配金額：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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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輸入完成點選儲存後，新增資料完成。 

４、使用人員另得點選網頁上方『收益分配作業－

境內基金收益分配公告資料查詢（DASI110）』

交易，查詢或列印查詢或列印收益分配相關資

料。 

(六)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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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境內基金配息資料通知（DASI020）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將配息發放之相關資料，輸入交易平台時

使用。 

(二)使用時間 

交易平台開放時間至 17：30 內。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收益分配作業－境內

基金配息分配資料通知（DASI020）』交易，進

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點選「新增」，輸入「銷售機構代碼」、「基

金代碼」、「手續費類型」、「開戶帳號」、

「收益分配基準日」、「收益分配發放日」、

「有權參與配息單位數」、「每單位可分配金

額」及「收益分配金額」，如手續費為後收型

基金須另輸入客戶帳號。 

３、收益分配資料異動時，點選「查詢」，系統自

行帶出收益分配資料後，勾選「基金代碼」，

再點選「維護」，更新收益分配資料。 

４、該銷售機構收益分配金額未達投信公司規定發

放之金額，改以再申購受益權單位數時，勾選

「配息轉再投資註記」後，輸入「再投資淨值

日」、「再投資淨值」及「配息再投資分配單

位數」等資料。 

５、使用人員若欲於系統執行分配後更改原輸入之

交易確認資料，則須填寫「交易確認資料更正

申請書」簽蓋原留印鑑，並取得銷售機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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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機構填寫「交易確認資料更正同意書」

簽蓋原留印鑑）向集保結算所申請放行後，更

正該筆交易。 

６、使用人員另得點選網頁上方『收益分配作業－

境內基金配息資料查詢（DASI120）』交易，查

詢或列印境內基金收益分配資料。 

７、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上傳（DFUD010）』交易，依照檔案規

格說明，將配息分配等相關資料上傳交易平台

。 

(四)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通知大吉全球基金配息資料，收益分配基

準日 2015/07/21，K11 銷售機構客戶有權參與配息分

配單位數 286.66 單位，每一單位可分配金額 0.14，

分配金額 40 元，K11 銷售機構向大吉投信公司開戶

之帳號為 K11-654。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收益分配作業－境內

基金配息資料通知（DASI020）』交易，進入網

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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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點選「新增」，輸入資料如下： 

銷售機構代碼：K00110000 

基金代碼：25836914 

開戶帳號：K11-654 

手續費類型：前收型 

收益分配基準日：2015/07/21 

收益分配發放日：2015/07/23 

有權參與配息單位數：286.66 

每單位可分配金額：0.14 

收益分配金額：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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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輸入完成點選「儲存」後，新增資料完成。 

(五)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交易確認資料更正申請書 

交易確認資料更正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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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境內基金配息再投資資料通知（DASI030）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於每年度結束後檢視該年度之收益情況，

決定應分配之收益金額，並於收益分配發放日再申

購基金受益權單位時，將收益分配等相關資料輸入

交易平台時使用。 

(二)使用時間 

交易平台開放時間至 17：30 內。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收益分配作業－境內

基金配息再投資資料通知（DASI030）』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點選「新增」，輸入「銷售機構代碼」、「基

金代碼」、「手續費類型」、「開戶帳號」、

「收益分配基準日」、「有權參與收益分配單

位數」、「每單位可分配金額」、「收益分配

金額」、「再投資淨值日」、「再投資淨值」

及「再投資分配單位數」等資料，如手續費為

後收型基金須另輸入「客戶帳號」。 

３、收益分配資料異動時，點選「查詢」，系統自

行帶出收益分配資料後，勾選基金代碼，再點

選「維護」，更新收益分配資料。 

４、使用人員若欲於系統執行分配後更改當日輸入

之交易確認資料，則須填寫「交易確認資料更

正申請書」簽蓋原留印鑑，並取得銷售機構同

意（銷售機構填寫「交易確認資料更正同意書

」簽蓋原留印鑑）向集保結算所申請放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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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該筆交易。 

５、投信公司點選網頁上方『收益分配作業－境內

基金配息再投資資料查詢（DASI170）』交易，

查詢或列印境內基金收益分配資料。 

６、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上傳（DFUD010）』交易，依照檔案規

格說明，將配息再投資分配等相關資料上傳交

易平台。 

(四)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通知大吉債券型基金累積型台幣配息再投

資資料，收益分配基準日 2015/07/21，K11 銷售機構

客戶有權參與收益分配單位數 336.67 單位，每單位

可分配金額 0.045，收益分配金額 15 元，再投資淨

值日 2006/07/24，再投資日淨值 10，再投資分配單

位數 1.5 單位，K11 銷售機構向大吉投信公司開戶之

帳號為 K11-654。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收益分配作業－境內

基金配息再投資資料通知（DASI030）』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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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點選「新增」，輸入資料如下： 

銷售機構代碼：K00110000 

開戶帳號：K11-654 

基金代碼：23474232A 

收益分配基準日：2015/07/21 

有權參與收益分配單位數：336.67 

每單位可分配金額：0.045 

收益分配金額：15 

再投資淨值日：2015/07/24 

再投資淨值：10 

再投資分配單位數：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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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輸入完成點選儲存後，新增資料完成。 

(五)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交易確認資料更正申請書 

交易確認資料更正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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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境內基金收益分配公告資料查詢（DASI110）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查詢境內基金收益分配基準日及分配比率

等相關資料時使用。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收益分配作業－境內

基金收益分配公告資料查詢（DASI110）』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輸入「投信公司代碼」、「基金代碼」或「收

益分配基準日」，點選「查詢」，系統自行帶

出所查詢之境內基金收益分配相關資料。 

３、輸入完成後，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 

４、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下載（DFUD020）』交易，查詢收益分

配相關資料。 

(三)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查詢境內基金收益分配之相關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收益分配作業－境內

基金收益分配公告資料查詢（DASI110）』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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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投信公司代碼」C90010000、「收益分配

基準日」2015/07/20-2015/07/24，點選「查詢」

，系統自行帶出收益分配相關資料。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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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收益分配公告查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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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境內基金配息資料查詢（DASI120）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查詢境內基金配息分配等相關資料時使用

。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收益分配作業－境內

基金配息資料查詢（DASI120）』交易，進入網

頁對話視窗。 

２、輸入「銷售機構代碼」、「基金代碼」、「交

易確認日」或「收益分配基準日」以設定查詢

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三)作業程序 

大吉投信查詢 K11 銷售機構大吉全球基金配息之相

關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收益分配作業－境內

基金配息資料查詢（DASI120）』交易，進入網

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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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銷售機構代碼」K00110000 及「收益分

配基準日」2015/07/20-2015/07/27。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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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配息資料查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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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境內基金配息再投資資料查詢（DASI170）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查詢境內基金配息再投資等相關資料時使

用。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收益分配作業－境內

基金配息再投資資料查詢（DASI170）』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輸入「銷售機構代碼」、「基金代碼」、「交

易確認日」或「收益分配基準日」等資料，以

設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三)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查詢 K11 銷售機構基金配息再投資之相關

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收益分配作業－境內

基金配息再投資資料查詢（DASI170）』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二-137 

２、輸入「銷售機構代碼」K00110000 及「收益分

配基準日」2015/07/20-2015/07/27。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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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配息再投資資料查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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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境內基金有權參與收益分配單位數資料查詢（DASI190）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查詢境內基金有權參與收益分配單位數明

細資料時使用。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收益分配作業－境內

基金有權參與收益分配單位數資料查詢（

DASI190）』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輸入「銷售機構代碼」、「基金代碼」、「手

續費類型」或「收益分配基準日」等資料，以

設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三)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查詢 K11 銷售機構銷售之基金最近一期有

權參與收益分配單位數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收益分配作業－境內

基金有權參與收益分配單位數資料查詢（

DASI190）』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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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銷售機構代碼」K00110000、「手續費類

型」前收型及「收益分配基準日」2015/07/20-

2015/07/31。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二-141 

(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有權參與收益分配單位數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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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境內基金收益分配狀況查詢（DASI200）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欲查詢收益分配進度時，得操作此交易查詢

。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收益分配作業－境內

基金收益分配狀況查詢（DASI200）』交易，進

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收益分配基準日期」為當日，

使用人員亦可自行輸入欲查詢之「銷售機構代

碼」、「收益分配基準日期」、「基金代碼」

及「交易狀態」以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三)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查詢 K11 銷售機構 7 月 21 日之收益分配進

度。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收益分配作業－境內

基金收益分配狀況查詢（DASI200）』交易，進

入網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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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銷售機構代碼」K00110000、「收益分配

基準日期」2015/07/21 及「交易狀態」選擇全部

。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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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收益分配狀況查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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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境內基金配息再投資更正（DASI941）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辦理更正非當日輸入之配息再投資資料使

用。 

(二)使用時間 

交易平台開放時間 16：00 後。 

(三)作業說明 

１、投信公司須先填具申請文件，向集保結算所申

請放行，並於集保結算所放行當日操作本交易

。 

２、本交易得於基準淨值日(含)後 88 天內辦理。 

３、如銷售機構客戶已將分配之單位數辦理買回，

導致個人單位數餘額不足，集保結算所依投信

公司指示處理扣除至該客戶單位數至 0 為止。 

４、銷售機構客戶得於更正後次一營業日申請買回

更正後之單位數。 

(四)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填寫「交易確認資料更正申請書」簽

蓋原留印鑑，並取得銷售機構同意(銷售機構填

寫「交易確認資料更正同意書」並簽蓋原留印

鑑)向集保結算所申請放行。 

２、使用人員接獲集保結算所通知後，點選網頁上

方『收益分配作業－境內基金配息再投資更正

（DASI941）』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３、輸入「收益分配基準日」、「銷售機構代碼」

、「開戶帳號」及「基金代碼」後，點選「查

詢」，即可出現欲更正之原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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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使用人員重新輸入欲更正之資料，點選「儲存

」，經主管覆核後，即更正相關資料。 

(五)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於 8 月 19 日申請更正大吉債券型基金累積

型台幣(基金代碼 23474232A)，收益分配基準日 2015

年 7 月 21 日之配息再投資資料。 

 每單位可

分配金額 
收益分配金額 再投資單位數 

更正前 0.045 15 1.5 

更正後 0.456 154 15.4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收益分配作業－境內

基金配息再投資更正（DASI941）』交易，進入

網頁對話視窗。 

 

２、輸入「收益分配基準日」2015/07/21 及「銷售機

構代碼」K00110000，點選「查詢」系統即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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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筆配息再投資交易確認相關資料。 

３、勾選欲更正之該筆資料，重新輸入正確資料，

「每單位可分配金額」0.456、「收益分配金額

」154 及「再投資單位數」15.4，點選儲存經主

管覆核後完成更正交易。 

(六)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交易確認資料更正申請書 

交易確認資料更正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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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境內基金配息再投資更正查詢（DASI942）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查詢更正後之交易確認資料時使用。 

(二)作業說明 

更正後次一營業日始能查詢庫存餘額變動。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收益分配作業－境內

基金配息再投資更正查詢（DASI942）』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交易確認更正日期」為當日，

使用人員亦可輸入欲查詢之「銷售機構代碼」

「交易確認更正日期」或「基金代碼」以設定

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帶出相關查詢資

料。 

(四)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查詢 8 月 19 日更正大吉債券型基金累積型

台幣(基金代碼 23474232A)，收益分配基準日 2015

年 7 月 21 日之配息再投資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收益分配作業－境內

基金配息再投資更正查詢（DASI942）』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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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系統自行帶出「交易確認更正日期」為當日，

輸入「銷售機構代碼」K00110000。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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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配息再投資更正資料查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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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境內基金配息更正（DASI951）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辦理更正非當日輸入之配息交易確認資料

使用。 

(二)使用時間 

交易平台開放時間 16：00 後。 

(三)作業說明 

１、投信公司須先填具申請文件，向集保結算所申

請放行，並於集保結算所放行當日操作本交易

。 

２、本交易限於該筆更正交易之買回淨值日(含)後 

88 天內辦理，若該筆買回款項已匯入客戶帳戶

者，則不得辦理更正。 

３、由集保結算所辦理款項者，僅得於該款項尚未

匯入集保買回專戶且尚未銷帳前辦理更正。 

(四)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填寫「交易確認資料更正申請書」簽

蓋原留印鑑，並取得銷售機構同意(銷售機構填

寫「交易確認資料更正同意書」並簽蓋原留印

鑑)向集保結算所申請放行。 

２、使用人員接獲集保結算所通知後，點選網頁上

方『收益分配作業－境內基金配息更正（

DASI951）』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３、使用人員輸入「收益分配基準日」、「銷售機

構代碼」、「開戶帳號」及「基金代碼」後，

點選「查詢」，即可出現欲更正之原始資料。 

４、使用人員重新輸入欲更正之資料，點選「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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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主管覆核後，即更正相關資料。 

(五)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於 8 月 19 日申請更正大吉全球基金(基金代

碼 25836914)，收益分配基準日 2015 年 7 月 21 日之

配息資料。 

 每單位可分配金額 收益分配金額 

更正前 0.14 1.4 

更正後 1.4 401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收益分配作業－境內

基金配息更正（DASI951）』交易，進入網頁對

話視窗。 

２、輸入「收益分配基準日」2015/07/21 及「銷售機

構代碼」K00110000，「開戶帳號」選擇全部，

點選「查詢」系統即出現該筆配息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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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勾選欲更正之該筆資料，重新輸入正確資料，

「每單位可分配金額」1.4 及「收益分配金額」

401，點選儲存經主管覆核後完成更正交易。 

(六)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交易確認資料更正申請書 

交易確認資料更正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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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境內基金配息更正查詢（DASI952）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查詢更正後之通知資料時使用。 

(二)作業說明 

更正後次一營業日始能查詢庫存餘額變動。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收益分配作業－境內

基金配息更正查詢（DASI952）』交易，進入網

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交易確認更正日期」為當日，

使用人員亦可輸入欲查詢之「銷售機構代碼」

、「交易確認更正日期」或「基金代碼」以設

定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四)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查詢 8 月 19 日更正大吉全球基金(基金代碼

25836914)，收益分配基準日 2015 年 7 月 21 日之配

息再投資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收益分配作業－境內

基金配息更正查詢（DASI952）』交易，進入網

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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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系統自行帶出「交易確認更正日期」為當日，

輸入「銷售機構代碼」K00110000。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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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配息更正資料查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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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帳務管理作業 

一、境內基金異動餘額彙總查詢（DACT421） 

(一)使用時機 

投信公司每日作業結束後，查詢當日各銷售機構所

銷售基金之申購、買回、轉換及收益分配等資料異

動後之庫存單位數時使用。 

(二)作業說明 

提供查詢 3 個月內之資料。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帳務作業－境內基金

異動餘額彙總查詢（DACT421）』交易，進入

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餘額基準日期」為當日，使用

人員亦可自行輸入欲查詢之「銷售機構代碼」

、「餘額基準日期」、「基金代碼」及「報表

別」以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４、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下載（DFUD020）』交易，查詢境內基

金異動資料。 

(四)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查詢 K11 銷售機構截至 2015 年 7 月 17 日

境內基金之庫存異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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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帳務作業－境內基金

異動餘額彙總查詢（DACT421）』交易，進入

網頁對話視窗。 

２、輸入「銷售機構代碼」K00110000 及「餘額基

準日期」2015/07/17。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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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異動餘額彙總日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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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信公司申購手續費金額查詢（DACT660） 

(一)使用時機 

１、銷售機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集保結算所辦理時

。 

２、投信公司核對其與銷售機構分拆之前月份申購

手續費金額及明細資料時使用。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於月初點選網頁上方『帳務作業－總

代理申購手續費金額查詢（ACT660）』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日期」為當日，使用人員輸入

「日期」（（（（日期應輸入日期應輸入日期應輸入日期應輸入上上上上月初至月初至月初至月初至上上上上月底之整月月底之整月月底之整月月底之整月

份期間份期間份期間份期間，，，，若輸入其他期間若輸入其他期間若輸入其他期間若輸入其他期間，，，，查詢金額僅係參考查詢金額僅係參考查詢金額僅係參考查詢金額僅係參考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以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三)作業範例 

大發投信查詢 2016 年 6 月份其銷售機構銷售境內基

金之申購手續費金額。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帳務作業－投信公司

申購手續費金額查詢（DACT660）』交易，進

入網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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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日期」2016/06/01-2016/06/31。 

 

３、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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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投信公司申購手續費對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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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購手續費分配金額查詢（ACT665） 

(一)使用時機 

１、銷售機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集保結算所辦理時

。 

２、投信公司核對其發行之境內基金前月份與各銷

售機構分配申購手續費金額及明細資料時使用

。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於月初點選網頁上方『帳務作業－境

內基金申購手續費分配金額查詢（DACT665）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日期」為當日，使用人員輸入

「銷售機構代碼」、「日期」（日期應輸入上

月初至上月底之整月份期間，若輸入其他期間

，查詢金額僅係參考使用）以設定特定查詢範

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４、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下載（DFUD020）』交易，查詢手續費

分配相關資料。 

(三)作業範例 

大發投信於 2016 年 7 月初查詢 2016 年 6 月與 K11

銷售機構申購手續費之分配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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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帳務作業－境內基金

申購手續費分配金額查詢（DACT665）』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輸入「銷售機構代碼」K00110000 及「日期」區間

2016/06/01/-2016/06/30。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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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申購手續費分配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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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銷售機構作業 

第一節、基本資料維護作業 

一、機構基本資料維護（BAS030） 

(一)使用時機 

機構基本資料新增或異動時使用。 

(二)使用時間 

交易平台開放時間。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擇『交易平台-資料管理』後，選

網頁上方『共用基本資料－機構基本資料維護

（BAS030）』交易，點選「查詢」，系統自行

帶出機構資料。 

２、勾選「機構代碼」，再點選「維護」，進入基

本資料維護畫面。 

３、點選「匯入機構資料」，系統自行帶出與申報

平台相同之資料，另依畫面欄位指示輸入交易

平台應建置之機構基本資料。 

４、點選「匯入機構資料」，如出現「申報平台查

無此機構」文字時，系統將會開放所有欄位，

使用人員須自行輸入所有欄位資料。 

５、勾選分公司機構代碼，再點選「維護」，進入

基本資料維護畫面，依前項作業程序逐一輸入

分公司基本資料（分公司申請使用交易平台者

，可自行新增維護機構基本資料）。 

６、前揭資料儲存成功後，使用人員得點選「列印

」欄位，查詢或列印「機構基本資料查詢表」

核對公司之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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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申報平台之資料異動時，應登入申報平台辦理

更新後，再登入交易平台點選「匯入機構資料

」，匯入成功後點選「儲存」，系統自動更新

資料。 

８、交易平台之資料異動時，點選「查詢」，系統

自行帶出機構資料後，勾選機構代碼，再點選

「維護」，更新機構資料。 

９、機構之銀行款項帳號異動時，須經主管覆核，

方可執行。 

１０、使用人員得點選『共用基本資料－機構資料

查詢（BAS031）』交易，查詢或列印機構之基

本資料。 

(四)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機構代碼 K00110000）與集保結算所

完成簽約及連線申請作業後，將 K11 銷售機構、第

一分公司（機構代碼 K00110021）、第二分公司（機

構代碼 K00110022）之基本資料輸入交易平台。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共用基本資料－機構

基本資料維護（BAS030）』交易，進入網頁對

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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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點選「查詢」，系統自行帶出機構資料後，勾

選機構代碼 K00110000，再點選「維護」，進入

基本資料維護畫面。 

３、點選「匯入機構資料」，系統自行帶出與申報

平台相同之資料，另依畫面欄位指示輸入交易

平台應建置之機構基本資料（紅色線框為必輸

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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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依前項作業程序，輸入分公司之基本資料。 

５、點選「列印」，查詢或列印「機構基本資料查

詢表」，核對公司之基本資料。 

６、使用人員得點選網頁上方『共用基本資料－機

構資料查詢（BAS031）』交易，查詢機構之相

關資料。 

(五)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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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基本資料查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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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戶基本資料維護（BAS140） 

(一)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於接受客戶申購境內基金前，新增或維護

客戶基本資料時使用。 

(二)使用時間 

交易平台開放時間。 

(三)作業說明 

１、外幣綜合帳戶係指客戶於金融機構開立之外幣

帳戶為不分幣別之帳戶。 

２、外幣非綜合帳戶係指客戶於金融機構開立之外

幣帳戶依幣別之不同而有多組帳戶。 

３、客戶身份識別碼非屬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統一證號及分戶編號者，由集保結算所統一編

製匯款之虛擬帳號。 

４、證券商辦理 OSU 業務，須於「客戶類別」欄位

選擇「證券商 OSU 專戶」，該類客戶買回/配息

款項匯入證券商指定之銀行專戶。 

５、證券商辦理交割專戶客戶分戶帳業務，須於「

客戶類別」欄位選擇「證券商交割分戶帳戶」

，該類客戶買回/配息款項匯入證券商指定之銀

行專戶。 

６、依客戶申請業務別區分，該客戶可辦理境內基

金、境內基金或境內外基金之業務。 

７、本交易為境內、境外共用交易，故境內基金客

戶如僅有一組中文或英文之客戶姓名時，請於

「客戶姓名(中文)」欄位中輸入。 

８、增加『長戶名』欄位，提供法人分戶、OSU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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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及交割專戶客戶分戶帳等長戶名，建置客戶

第二名稱之需求。 

９、如銷售機構可同時辦理境內及境外業務時如銷售機構可同時辦理境內及境外業務時如銷售機構可同時辦理境內及境外業務時如銷售機構可同時辦理境內及境外業務時，，，，辦辦辦辦

理客戶基本資料新增時理客戶基本資料新增時理客戶基本資料新增時理客戶基本資料新增時，，，，客戶客戶客戶客戶「「「「業務別業務別業務別業務別」」」」欄位欄位欄位欄位

系統自行帶出系統自行帶出系統自行帶出系統自行帶出境內外業務均可執行境內外業務均可執行境內外業務均可執行境內外業務均可執行，，，，如該客戶如該客戶如該客戶如該客戶

只能辦理只能辦理只能辦理只能辦理境內基金境內基金境內基金境內基金或或或或境內基金境內基金境內基金境內基金業務者業務者業務者業務者，，，，經辦人經辦人經辦人經辦人

員須員須員須員須特別取消特別取消特別取消特別取消境內或境外境內或境外境內或境外境內或境外業務註記業務註記業務註記業務註記。。。。 

(四)使用限制 

１、銷售機構如註銷客戶可辦理境內基金業務時，

系統將會檢核客戶是否尚有境內基金在途帳、

庫存單位數及定期定額契約。 

２、銷售機構如註銷客戶可辦理境內基金業務時，

系統將會檢核客戶是否尚有境內基金在途帳及

庫存單位數。 

３、銷售機構如註銷客戶可辦理境內及境外業務時

，系統將會檢核境內及境外資料，客戶均無前

述資料時，方可註銷。 

(五)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選擇『交易平台-資料管理』後，點選

網頁上方『共用基本資料－客戶基本資料維護

（BAS140）』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點選「新增」，輸入客戶帳號流水編號 6 碼（

系統自行帶出檢查碼 1 碼），再依畫面欄位指

示輸入客戶基本資料。 

３、客戶留存之買回款項帳號非屬本國（台灣地區

）之金融機構時，「金融機構代碼」欄位請勿

輸入本國金資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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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客戶基本資料異動時，點選「查詢」，系統自

行帶出客戶資料後，點選「客戶帳號」，系統

自行帶出客戶資料後，更新客戶基本資料。 

５、客戶之身分證字號／營利事業統一編號／統一

證號／稅籍編號或銀行款項帳號異動時，須經

主管覆核後，方可執行。 

６、使用人員得點選『共用基本資料－客戶基本資

料查詢（BAS141）』交易，查詢或列印客戶基

本資料。 

７、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上傳（DFUD010）』交易，依照檔案規

格說明，將客戶基本資料上傳交易平台。 

８、使用人員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下載（DFUD020）』交易，查詢客戶基

本資料。 

(六)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接受客戶王小姐申購境內基金，K11 銷

售機構於申購下單前辦理客戶基本資料建檔。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共用基本資料－客戶

基本資料維護（BAS140）』交易，進入網頁對

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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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點 選 「 新 增 」 ， 輸 入 客 戶 王 小 姐 帳 號

K001100000000518 及其基本資料。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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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使用人員得點選網頁上方『共用基本資料－客

戶基本資料查詢（BAS141）』交易，查詢或列

印客戶基本資料。 

(七)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客戶基本資料查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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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路查詢暨語音查詢申請（BAS190） 

(一)使用時機 

１、銷售機構接受客戶申請使用集保結算所之「集

保帳戶及基金資料查詢系統」查詢基金相關資

料，設定客戶網路密碼或客戶密碼遺忘重設時

使用。 

２、客戶輸入密碼連續四次錯誤該帳號暫停使用，

通知銷售機構重新設定時使用。 

(二)作業說明 

１、集保結算所網路查詢系統開放時間為每日 6：

00~24：00（國定假日及例假日暫停服務），系

統服務專線 02-37897555。 

２、集保帳戶及基金資料查詢系統網址：www. 

tdcc.com.tw。  

３、客戶當日輸入密碼錯誤未超過四次時，可於次

一營業日重新登入，惟若錯誤已達四次或密碼

遺忘，則須通知銷售機構重新設定使用。 

４、網路查詢系統可查詢境內及境外基金相關資料

。 

５、語音系統限查詢境外基金相關資料。 

(三)作業程序 

１、設定密碼或密碼遺忘重設時 

(１)使用人員選擇『交易平台-資料管理』後，

點選網頁上方『共用基本資料－網路查詢

暨語音查詢申請（BAS190）』交易，進入

網頁對話視窗。 

(２)輸入「客戶帳號」、「身分證字號／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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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或「客戶名稱」等資料，點選「查

詢」，系統自行帶出客戶資料。 

(３)勾選「客戶帳號」，點選「維護」，依客

戶需求點選「網路查詢(境內外基金)」，輸

入初始密碼。 

(４)「網路查詢密碼」為 8-12 位文字或文數字

組合。 

２、客戶輸入錯誤遭鎖定重設時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共用基本資料－

網路查詢暨語音查詢申請（BAS190）』交

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輸入「客戶帳號」、「身分證字號／統一

編號」或「客戶名稱」等資料，點選「查

詢」，系統自行帶出客戶資料。 

(３)勾選「客戶帳號」，點選「維護」，將「

網路查詢狀態」欄位從「鎖定」狀態更改

為「正常」狀態後，依客戶需求重新設定

「網路查詢」。 

(四)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客戶陳先生申請使用「集保帳戶及基金

資料查詢系統」之網路查詢密碼。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共用基本資料－網路

查詢暨語音查詢申請（BAS190）』交易，進入

網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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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陳先生帳號 K001100000000521，點選「查

詢」，系統自行帶出客戶資料，勾選「客戶帳

號」後，點選「維護」。 

３、勾選「網路查詢(境內外基金)」輸入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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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輸入完成，點選「儲存」並「確定」後，新增

資料完成。 

５、重新點選「查詢」，確認申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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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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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基本資料查詢作業 

一、機構資料查詢（BAS031） 

(一)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查詢交易平台上機構及其銷售之境內基金

資料時使用。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選擇『交易平台-資料管理』後，點選

網頁上方『共用基本資料－機構資料查詢（

BAS031）』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選擇「機構代碼」或輸入「機構名稱」，再點

選「查詢」，系統自行帶出該機構基本資料。 

３、點選「機構代碼」，系統自行帶出該機構基本

資料。 

４、點選「銷售（代理）境內基金」，系統自行帶

出該機構代理銷售之基金資料。 

５、機構狀態若為非「營業」狀態，點選「機構狀

態」，系統自行帶出該機構目前狀態及其基金

銷售機構資料。 

(三)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完成機構資料維護後，查詢 K11 銷售

機構基本之相關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共用基本資料－機構

資料查詢（BAS031）』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

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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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機構代碼」K00110000，點選「查詢」，

系統自行帶出機構資料。 

３、點選「機構代碼」K00110000，查詢該機構之基

本資料。（有關機構之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及款

項帳號等資料，請至『共用基本資料-機構基本

資料維護(BAS030)』交易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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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點選「銷售（代理）境內基金」，查詢 K11 銷

售機構代理銷售之境內基金資料。 

(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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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境內基金款項匯入帳號查詢（DBAS052） 

(一)使用時機 

１、銷售機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集保結算所辦理時。 

２、查詢銷售機構向投信公司辦理開戶時，集保結算所指

定之買回款項帳戶資料時使用。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境內基金款

項匯入帳號查詢（DBAS052）』交易，進入網頁對話

視窗。 

２、於「款項匯入帳號」欄位點選「買回」，輸入「銷售

機構代碼」，點選「查詢」，系統自行帶出買回款項

匯入帳號及集保結算所開立之銀行帳戶相關資料。 

(三)作業範例 

大發投信查詢 K11 銷售機構（機構代碼 K00110000）向大

發投信（機構代碼 A0099）辦理開戶時，於大發投信填寫

境內基金開戶申請書之買回款項帳戶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境內基金款

項匯入帳號查詢（DBAS052）』交易，進入網頁對話

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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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點選「買回」，輸入「銷售機構代碼」K0011 後，點

選「查詢」，系統自行帶出買回時集保結算所規定之

匯入款項帳號及銀行帳戶資料。 

(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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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境內基金資料查詢（DBAS061） 

(一)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查詢交易平台上境內基金之資料時使用。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境內

基金資料查詢（DBAS061）』交易，進入網頁

對話視窗。 

２、輸入欲查詢之「投信公司」、「基金種類」、

「基金代碼」、「計價幣別」等資料，點選「

查詢」，系統自行帶出境內基金資料。 

３、點選「基金代碼」，系統自行帶出該境內基金

基本資料。 

４、點選「銷售機構」，系統自行帶出該境內基金

之銷售機構資料。 

５、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下載（DFUD020）』交易，查詢基金基

本資料。 

(三)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完成機構資料維護、銷售機構維護及境內

基金基本資料維護作業後，K11 銷售機構查詢大吉投

信境內基金相關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境內

基金資料查詢（DBAS061）』交易，進入網頁

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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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點選「投信公司」大吉投信，點選「查詢」，

系統自行帶出境內基金相關資料。 

３、點選「基金代碼」23474232A，查詢大吉債券型

基金累積型台幣之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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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點選「銷售機構」，查詢銷售大吉債券型基金

累積型台幣之銷售機構相關資料。 

(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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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境內基金狀態查詢（DBAS062） 

(一)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查詢投信公司於交易平台上境內基金可執

行交易之相關資料時使用。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境內

基金狀態查詢（DBAS062）』交易，進入網頁

對話視窗。 

２、輸入欲查詢之「投信公司」、「基金種類」、

「基金代碼」及「計價幣別」以設定查詢範圍

，點選「查詢」系統自行帶出境內基金資料。 

３、點選「基金代碼」，系統自行帶出該境內基金

基本資料。 

４、勾選「基金代碼」，點選「查詢設定」系統自

行帶出該境內基金之可交易項目。 

(三)作業範例 

大吉投信（機構代碼 C90010000）完成代理銷售之大

吉股票基金-美元暫停交易之設定後，K11 銷售機構

查詢基金相關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境內

基金狀態查詢（DBAS062）』交易，近入網頁

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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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點選「投信公司」C90010000，出現代理銷售之

基金基本資料。 

３、勾選「基金代碼」23474232 後，點選「查詢設

定」系統自行帶出該境內基金之可交易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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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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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銷售機構款項帳號設定（DBAS120） 

(一)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設定留存於投信公司之買回款項帳號，提

供給投信公司於下單檢視或集保結算所辦理款項收

付作業時使用。 

(二)使用時間 

交易平台開放時間。 

(三)作業說明 

１、銷售機構須完成買回款項帳號設定後，方能進

行申購及買回作業。 

２、款項帳號輸入： 

((((１１１１))))001：：：：銷售機構自行辦理款項收付作業銷售機構自行辦理款項收付作業銷售機構自行辦理款項收付作業銷售機構自行辦理款項收付作業，，，，於於於於

金融機構開立之基金款項收付專戶金融機構開立之基金款項收付專戶金融機構開立之基金款項收付專戶金融機構開立之基金款項收付專戶(

客戶非屬客戶非屬客戶非屬客戶非屬 062 及及及及 063 之一般客戶之一般客戶之一般客戶之一般客戶) 

((((２２２２))))062：：：：銷售銷售銷售銷售機構辦理機構辦理機構辦理機構辦理 OSU 業務業務業務業務，，，，於金融機於金融機於金融機於金融機

構開立之構開立之構開立之構開立之 OSU 款項專戶款項專戶款項專戶款項專戶 

((((３３３３))))063：：：：銷售機構辦理交割專戶客戶分戶帳業銷售機構辦理交割專戶客戶分戶帳業銷售機構辦理交割專戶客戶分戶帳業銷售機構辦理交割專戶客戶分戶帳業

務務務務，，，，於金融機構開理之交割分戶款項於金融機構開理之交割分戶款項於金融機構開理之交割分戶款項於金融機構開理之交割分戶款項

專戶專戶專戶專戶 

(四)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銷售

機構款項帳號設定（DBAS120）』交易，進入

網頁對話視窗。 

２、點選「新增」，選擇「投信公司代碼」，選擇

「開戶帳號」，再選擇「幣別」，再依欄位指

示輸入買回之款項帳號。台幣款項帳號須另行

於「銀行分行代碼」輸入分行金資代碼(4 碼)，



 

三-28 
 

外幣款項帳號於「銀行代碼」欄位，輸入

SWIFT CODE。 

３、款項帳號資料有異動時，點選「查詢」，系統

自行帶出款項帳號 資料，勾選「投信公司代碼

」，再點選「維護」或「刪除」，更新款項帳

號資料或刪除該筆資料。 

４、前揭資料儲存成功後，使用人員得點選『基本

資料維護-銷售機構帳號資料查詢(DBAS122)』

交易，查詢或列印款項帳號之相關資料。 

(五)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與大利投信簽訂銷售契約，並向大利投

信申請開戶(開戶帳號 A-001)，另為辦理申請 OSU

業務，申請開立另一帳戶(開戶帳戶 B-0002)，使用人

員逐一輸入前項二帳號各幣別之買回款項帳號。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銷售

機構款項帳號設定（DBAS120）』交易，進入

網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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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點選「 新增 」，點選「 投信公 司代碼 」

A0102000、「開戶帳號」A-0001、「幣別」台

幣，勾選「使用」欄位，再依欄位指示輸入款

項帳號。 

３、依前項作業程序新增 OSU 專戶美元之款項帳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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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儲存後，點選「查詢」，即核對相關資料是否

正確。 

５、使用人員得點選『基本資料維護－銷售機構帳

號資料查詢(DBAS122)』交易，查詢或列印款項

帳號之相關資料。 

(六)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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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銷售機構帳號資料查詢（DBAS122） 

(一)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查詢其向投信公司開戶帳戶及買回款項帳

戶之相關資料時使用。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銷售

機構帳號資料查詢（DBAS122）』交易，進入

網頁對話視窗。 

２、輸入「投信公司代碼」，點選「查詢」，系統

自行帶出於投信公司開戶帳號資料。 

３、點選「買回帳號」，出現留存投信公司買回款

項帳戶之相關資料。 

４、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三)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查詢於大利投信之開戶帳戶等相關資料

。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銷售

機構帳號資料查詢（DBAS122）』交易，進入

網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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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點選「投信公司代碼」A010200000，再點選「

查詢」，系統自行帶出帳號相關資料。 

３、點選「買回帳號」，出現 K11 銷售機構留存大

利投信之買回款項帳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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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銷售機構帳號資料查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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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客戶基本資料查詢（BAS141） 

(一)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查詢客戶基本資料時使用。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選擇『交易平台-資料管理』後，點選

網頁上方『共用基本資料－客戶基本資料查詢

（BAS141）』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輸入欲查詢之「客戶帳號」、「身分證字號／

統一編號」、「客戶名稱」或「客戶生日/設立

日期」等資料，點選「查詢」，系統自行帶出

之客戶資料。 

３、點選「客戶帳號」，系統自行帶出客戶基本資

料。 

４、點選「定期定額」，系統自行帶出客戶境外定

期定額申購之扣款資料。 

５、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下載（DFUD020）』交易，查詢客戶基

本資料。 

(三)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查詢客戶王小姐之基本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共用基本資料－客戶

基本資料查詢（BAS141）』交易，進入網頁對

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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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客戶帳號」K001100000000518，點選「

查詢」，系統自行帶出客戶資料。 

３、點選「客戶帳號」，出現王小姐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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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點選「定期定額」，出現王小姐定期定額扣款

資料。 

 

(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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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開戶基本資料異常查詢（BAS142） 

(一)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檢核建置之客戶基本資料是否有誤時使用

。 

(二)異常檢核說明 

１、集保結算所彙整當月客戶開戶資料，於每月底

編製報表，銷售機構可查詢最近 3 個月的檢核

結果。 

２、戶籍地址異常-不符合 2010 年 5 都縣市及 2014

年桃園縣改制地址轉換原則者。 

３、通訊地址異常-不符合 2010 年 5 都縣市及 2014

年桃園縣改制地址轉換原則者。 

４、客戶戶名異常-中文名稱少於 2 個字或含非全型

字或非 BIG5 編碼。 

５、分行代碼異常-未填分行代碼或長度不為 4。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選擇『交易平台-資料管理』後，點選

網頁上方『共用基本資料－開戶基本資料查詢

（BAS142）』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輸入欲查詢之「異常日期」、「銷售機構」、

「客戶帳號」或「異常欄位」，以設定查詢範

圍。 

３、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四)作業範例 

大順銷售機構(機構代碼 K0001)查詢 2015 年 5 月建

置之客戶基本資料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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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共用基本資料－開戶

基本資料查詢（BAS142）』交易，進入網頁對

話視窗。 

２、輸入「異常日期」2015 年 5 月，於「異常欄位

」選擇「全部」，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

詢報表。 

(五)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開戶基本資料異常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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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境內基金申購手續費分配比率查詢（DBAS155） 

(一)使用時機 

１、銷售機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集保結算所辦理時

。 

２、投信公司查詢與銷售機構間銷售境內基金申購

手續費之分配比率時使用。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境內

基金申購手續費分配比率查詢（DBAS155）』

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輸入欲查詢之「投信公司代碼」、「基金代碼

」、「申購類別」及「日期區間」以設定特定

查詢範圍。 

３、點選「查詢」，系統自行帶出查詢之境內基金

分配比率資料。 

４、點選「適用基金」，出現適用該分配比率之基

金。 

(三)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查詢銷售大發投信之大發美金基金（基

金代碼 22102023），其申購手續費分配比率。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境內

基金申購手續費分配比率查詢（DBAS155）』

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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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投信公司代碼」A00990000、「基金代碼

」22102023，點選「查詢」，系統帶出基金資

料。 

 

３、點選「適用基金」，出現適用該分配比率之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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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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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客戶基本資料異動查詢（BAS144） 

(一)使用時機 

使用人員查詢異動客戶基本資料之客戶戶名、身分

證字號或款項帳號等特定欄位，變更前及變更後之

資料時使用。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選擇『交易平台-資料管理』後，點選

網頁上方『共用基本資料－客戶基本資料異動

查詢（BAS144）』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輸入欲查詢之「異動日期」期間、「銷售機構

」、「客戶帳號」、「異動欄位」及「報表類

別」等資料。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三)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查詢 9 月 2 日客戶基本資料異動情形。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共用基本資料－客戶

基本資料異動查詢（BAS144）』交易，進入網

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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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系統自行帶出「異動日期」為當日、「異動欄

位」選擇全部及選擇「報表類別」之客戶基本

資料異動清單。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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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客戶基本資料異動清單  

客戶基本資料異動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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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境內基金淨值查詢（DBAS160） 

(一)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查詢境內基金淨值時使用。 

(二)作業說明 

１、淨值資料，由投信投顧公會提供。 

２、投信公司如變更歷史淨值資料，本系統資料不

予更新。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境內

基金淨值查詢（DBAS160）』交易，進入網頁

對話視窗。 

２、輸入欲查詢之「投信公司代碼」或「基金代碼

」等資料，並輸入欲查詢之「淨值日期」，再

點選「查詢」，系統自行帶出查詢範圍之境內

基金淨值。 

３、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下載 （DFUD020）』交易，查詢基金淨

值。 

(四)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查詢 X11 投信 2015 年 6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2 日 X1101S1 基金淨值。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基金

淨值資料查詢（DBAS160）』交易，進入網頁

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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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點選「投信公司代碼」X11010000、「基金代碼

」 X1101S1 ， 並 輸 入 淨 值 日 期 2015/06/01-

2015/06/02 ，點選「查詢」，系統自行帶出

X1101S 基金淨值。 

(五)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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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境內基金代碼查詢（DBAS210） 

(一)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查詢境內基金相關代碼時使用。 

(二)作業程序 

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境內基金

代碼查詢（DBAS210）』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 

(三)輸入欲查詢之款項帳戶國別(外幣)、境內基金幣別、

基金種類、款項收付機構及交易狀態之「代碼」資

料，再點選「查詢」，系統自行帶出查詢資料。 

(四)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查詢幣別代碼。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基本資料維護－境內

基金代碼查詢（DBAS210）』交易，進入網頁

對話視窗。 

 

２、選擇「境內基金幣別代碼」，點選「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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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自行帶出各幣別代碼資料。 

(五)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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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申購作業 

一、境內基金申購申請（DAPL010） 

(一)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客戶至銷售機構辦理單筆申購、定期定額

申購或公開募集認購申請時，操作此交易。 

(二)使用時間 

１、款項收付作業由銷售機構自行辦理： 

(１)上午收單：交易平台開放時間內至 10：30

止。 

(２)下午收單：交易平台開放時間內至 15：30

止。 

２、款項收付作業由集保結算所辦理： 

(１)上午收單(匯款)：交易平台開放時間內至

10：30 止 

(２)下午收單(匯款)：交易平台開放時間內至

15：30 止。 

(３)下午收單(扣款)：交易平台開放時間內至

14：00 止。 

(４)公開募集(匯款)：交易平台開放時間內至

15：30 止。 

(５)公開募集(扣款)：交易平台開放時間內至

14：00 止。 

(三)作業說明 

１、銷售機構辦理客戶申購申請時，以基金計價幣

別之金額辦理，不接受申購單位數之申請。 

２、系統於投信公司辦理申購交易確認之次一營業

日， 紀錄客戶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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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申購申請（DAPL010）』交易，進入網頁對話

視窗。 

２、使用人員擇一輸入客戶帳號或身分證字號／統

一編號後點選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欄位右邊

之�鍵，系統即自動帶出投資人資料。 

３、點選「投信公司」，選擇客戶欲申購之「基金

代碼」，並輸入客戶選擇之「申購類別」、「

手續費類型」及「申購金額」。 

４、前揭資料輸入後，輸入手續費費率或費用，系

統即自行計算應付手續費及申購金額，另選擇

銷售機構於投信公司開戶之「開戶帳號」。 

５、使用人員得點選『申購作業-境內基金申購資料

查詢(DAPL020)』交易，核對客戶申請之相關資

料。 

６、款項收付作業由銷售機構自行辦理者，使用人

員若於當日交易截止時間(上午收單 10：30，下

午收單 15：30)後，欲新增客戶申購資料，填寫

「交易資料更正申請書」簽蓋原留印鑑章，及

取得投信公司同意 (填寫「交易資料更正同意書

」)，向集保結算所申請放行，俟接獲集保結算

所放行通知，使用人員操作本交易，以畫面輸

入方式新增客戶申請資料。 

７、款項收付作業由集保結算所辦理者，使用人員

若於當日交易截止時間後，欲更正客戶不涉及不涉及不涉及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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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項款項款項款項之申購資料，填寫「交易資料更正申請書

」簽蓋原留印鑑章，及取得投信公司同意 (填寫

「交易資料更正同意書」)，向集保結算所申請

放行，俟接獲集保結算所放行通知，使用人員

操作本交易，以畫面輸入方式新增客戶申請資

料。 

８、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上傳（DFUD010）』交易，依照檔案規

格說明，將客戶申購等相關資料上傳交易平台

。 

(五)作業範例 

範例一：銷售機構自行辦理款項收付作業 

客戶王小姐（客戶帳號 K001100000000518）於 7 月

13 日至 K11 銷售機構（機構代碼 K00110000）認購

手續費前收型之大吉股票基金 -美元（基金代碼

23474232）50,000 元(該基金於公開募集期間)。另單

筆申購手續費前收型之大吉債券型基金累積型台幣

（基金代碼 23474232A）25,000 元。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申購申請（DAPL010）』交易，進入網頁對話

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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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客戶帳號」K00110000000518 後，點選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欄位右邊之�鍵，

系統即自動帶出客戶王小姐之資料。 

３、點選「投信公司」C90010000、點選「基金代碼

」23474232、「申購類別」公開募集、「手續

費類型」前收型，申購金額 50,000 元、「申購

手續費」0，並選擇「開戶帳號」K11-654。 



 

三-53 
 

４、輸入完成，點選「儲存」，即完成基金公開募

集認購申請。 

５、使用人員依上述相同程序，辦理手續費前收型

之大吉債券型基金累積型台幣（基金代碼

23474232A）25,000 元申購資料，手續費率 1%

，使用人員另可自行輸入手續費用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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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使用人員另得點選『申購作業-境內基金申購資

料查詢(DAPL020)』交易，查詢或列印客戶申請

之相關資料。 

 

範例二：由集保結算所辦理款項收付作業 

客戶李小姐（客戶帳號 K009900000001261）於 7 月

29 日至 K99 銷售機構（機構代碼 K00990000）以扣

款方式申購手續費前收型之大中華股票基金（基金

代碼 35792419）100,000 元，申購手續費 1,500 元。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單筆申購（DAPL010）』交易，進入網頁對話

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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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客戶帳號」K00990000001261 後，點選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欄位右邊之�鍵，

系統即自動帶出客戶李小姐之資料。 

３、點選「投信公司」A00970000、點選「基金代碼

」23474232、「申購類別」單筆申購、「手續

費類型」前收型，申購金額 100,000 元、「申購

手續費」1,500 元，「匯款銀行」選擇華銀，於

「開戶帳號」選擇 K35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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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輸入完成，點選「儲存」，即完成基金申購申

請。 

(六)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交易資料更正申請書 

交易資料更正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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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境內基金申購資料查詢（DAPL020） 

(一)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使用人員依申請日期或申購日期查詢客戶

申購等相關明細或彙總資料。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申購資料查詢（DAPL020）』交易，進入網頁

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申請日期」之區間，使用人員

亦可自行輸入「申請日期」、「申購日期」、

「基金代碼」、「客戶帳號」、「申購類別」

或「銷帳狀況」及選擇「報表類別」以設定特

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４、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下載（DFUD020）』交易，查詢客戶申

購資料。 

(三)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於 7 月 13 日查詢客戶王小姐（客戶帳

號 K001100000000518）當日申購申請之所有交易資

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申購資料查詢（DAPL020）』交易，進入網頁

對話視窗。 



 

三-58 
 

２、輸入「申請日期」2015/07/13、「客戶帳號」

K001100000000518 及選擇「報表類別」境內基

金單筆申購明細表－基金別，以設定特定查詢

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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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申購明細表－基金別 

境內基金申購明細表－客戶別 

境內基金申購彙總表－基金別 

境內基金申購彙總表－分公司別 

境內基金申購彙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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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境內基金申購資料維護（DAPL030） 

(一)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核對原輸入之申購申請資料有誤或客戶欲

取消原申購申請時，操作此交易以取消該筆申購申

請。 

(二)使用時間 

上午收單：交易平台開放時間內至 10：30 止。 

下午收單：交易平台開放時間內至 15：30 止。 

公開募集：交易平台開放時間內至 15：30 止。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單筆申購資料維護（DAPL030）』交易，進入

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申請日期」之區間，使用人員

亦可自行輸入「申請日期」、「投信公司代碼

」、「基金代碼」、「交易序號」、「客戶帳

號」或「申購類別」以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後點選「查詢」即出現查詢範圍內之

各筆交易，勾選欲取消之該筆交易後點選「取

消交易」，經主管覆核並確定後即可取消該筆

交易。 

４、使用人員若於當日交易截止時間 (上午收單 10

：30、下午收單 15：30) 前，欲刪除客戶申購

資料，可自行操作本交易取消。 

５、使用人員若欲於當日交易時間截止(上午收單 10

：30，下午收單 15：30)後，取消申購申請資料

，則須填寫「交易資料更正申請書」簽蓋原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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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鑑章及取得投信公司同意(投信公司填具「交

易資料更正同意書」)向集保結算所申請放行後

，依前述步驟取消該筆交易(限款項收付作業由

銷售機構自行辦理者)。 

(四)作業範例 

客戶王小姐（客戶帳號 K001100000000518）於 7 月

13 日至 K11 銷售機構申請取消當日申購手續費前收

型之大吉債券型基金累積型台幣（基金代碼

23474232A）。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單筆申購資料維護（DAPL030）』交易，進入

網頁對話視窗。 

２、輸入「申請日期」2015/07/13，「客戶帳號」

K001100000000518 後，點選「查詢」，即出現

客戶王小姐 0215/07/13 日申購之所有交易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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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勾選欲取消之該筆交易後點選「取消交易」，

經主管覆核並確定後即可取消該筆交易。 

(五)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交易資料更正申請書 

交易資料更正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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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境內基金下單資料查詢（DAPL071） 

(一)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於 11：00 或 16：00 後查詢或列印經交易

平台彙總後之申購資料。 

(二)使用時間 

上午收單：交易平台開放時間 11：00 後。 

下午收單：交易平台開放時間 16：00 後。 

公開募集：交易平台開放時間 16：00 後。 

(三)使用項目 

１、申購交易、買回交易及轉換交易。 

２、買回及轉換之短線交易明細相關資料。 

(四)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登入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

基金下單資料查詢（申／贖／轉）（DAPL071

）』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下單日期」為當日，使用人員

亦可自行輸入「下單日期」、「投信公司」、

「收單時間」及「報表類別」以設定特定查詢

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４、使用人員得列印「境內基金下單彙總表」查詢

確認當日銷售機構申購、買回及轉換交易相關

資料。 

５、使用人員另得列印「境內基金短線交易明細表

」查詢買回及轉換短線交易相關資料。 

６、使用人員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下載（DFUD020）』交易，查詢下單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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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五)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於 7 月 13 日 16：00 後，欲查詢 7 月

13 日銷售大吉投信之基金下單資料，另於 7 月 20 日

查詢買回及轉換之短線交易明細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下單資料查詢（申／贖／轉）（DAPL071）』

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輸入「下單日期」2015/07/13、「投信公司」

C90010000、「收單時間」全部及選擇「報表類

別」下單彙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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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４、依前項程序 ，輸入「下單日期」2015/07/20、

「銷售機構代碼」K00110000、「收單時間」全

部及選擇「報表類別」短線交易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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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下單彙總表 

境內基金短線交易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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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銀行匯率查詢（APL117） 

(一)使用時機 

使用人員欲查詢各幣別申購、買回或配息款項換匯

之買入或賣出匯率時操作此交易。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選擇『交易平台-資料管理』後，點選

『共用基本資料－銀行匯率查詢（APL117）』

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當天日期，使用人員亦可選擇輸

入欲查詢之日期後點選「查詢」，即出現相關

資料。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４、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下載（DFUD020）』交易，查詢客戶換

匯匯率資料。 

(三)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查詢 6 月 5 日之各幣別換匯匯率。 

 

１、使人員點選『共用基本資料－銀行匯率查詢（

APL117）』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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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日期 6 月 5 日後點選「查詢」即出現各幣

別之買入及賣出匯率。 

３、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銀行匯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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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境內基金申購單位數分配資料查詢（DAPL220） 

(一)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於投信公司回覆申購交易確認資料並經系

統執行分配後(投信公司辦理交易確認後次一營業日)

，查詢其客戶申購單位數分配資料時，操作此交易

。 

(二)使用時間 

１、投信公司於 12：00 前回覆交易確認時，則得於

14：00 後操作此交易查詢。 

２、投信公司於 12：00 後回覆交易確認時，則得於

17：00 後操作此交易查詢。 

(三)作業說明 

１、申購單位數計算至投信公司通知單位數小數位

數，剩餘之畸零單位數，依交易平台尾數分配

原則處理。 

２、系統於投信公司交易確認後之次一營業日記錄

客戶單位數。 

(四)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申購單位數分配資料查詢（DAPL220）』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交易確認(更正)日期」為當日，

使用人員亦可自行輸入「交易確認(更正)日期」

、「下單日期」、「基金代碼」或「客戶帳號

」及選擇「報表類別」以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４、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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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資料下載（DFUD020）』交易，查詢客戶單

位數分配資料。 

(五)作業範例 

K11 銷 售 機 構 查 詢 客 戶 王 小 姐 ( 客 戶 帳 號

K001100000000518)7 月 13 日申購，經大吉投信於 7

月 15 日回覆交易確認之交易單位數分配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申購單位數分配資料查詢（DAPL220）』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輸入「交易確認(更正)日期」2015/07/15 及「客

戶帳號」K001100000000518 以設定特定查詢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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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六)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申購單位數分配明細表 

境內基金申購單位數分配彙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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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境內基金交易申請資料（DAPL230） 

(一)使用時機 

使用人員欲重新列印各交易之申請資料時操作此交

易。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申購作業－境內基金交易申請

資料（DAPL230）』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 

２、系統自行帶出「交易日期」為當日，使用人員

亦可自行輸入「交易日期」、「投信公司代碼

」、「基金代碼」、「客戶帳號」、「交易種

類」或「交易序號」以設定特定之查詢範圍。 

３、選擇「交易種類」後點選「查詢」即可產生相

關之交易資料。 

４、勾選欲查詢之交易資料後點選「列印」即可產

生查詢報表。 

(三)作業範例 

K99 銷售機構列印客戶李先生於 8 月 3 日當日申請

之單筆申購大吉全球基金之申購款項匯款通知單。 

 

１、使用人員點選『申購作業－境內基金交易申請

資料（DAPL230）』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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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系統自行帶出交易日期為當日，使用人員輸入

客戶帳號 K009900000001261 並選擇交易類別「

申購/公開募集（匯款）」後點選「查詢」即可

產生有關資料。 

３、勾選該筆交易資料後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

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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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申購款項匯款通知單 

申購款項扣款通知單 

境內基金交易申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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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境內基金交易狀況查詢（DAPL240） 

(一)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欲查詢境內基金申購／買回／轉換交易進

度時，得操作此交易查詢。 

(二)查詢項目 

申購交易、買回交易及轉換交易。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交易狀況查詢（DAPL240）』交易，進入網頁

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下單日期」為當日，使用人員

亦可自行輸入欲查詢之「投信公司代碼」、「

下單日期」並點選「交易狀態」及「交易類別

」以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四)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查詢 7 月 13 日向大吉投信下單之交易

進度。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交易狀況查詢（DAPL240）』交易，進入網頁

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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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投信公司代碼」C90010000，「下單日期

」2015/07/13，「交易狀態」全部及「交易類別

」全部。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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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交易狀況查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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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申購匯款銷帳狀況查詢（DAPL280） 

(一)使用時機 

１、銷售機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集保結算所辦理時

。 

２、銷售機構查詢客戶匯款情形時得操作此交易。 

(二)使用限制 

１、銷售機構輸入客戶申購資訊後，始能查詢。 

２、客戶匯款金額與銷售機構輸入之申購金額誤差

＋－10%以內者，方列示查詢資料。 

(三)作業說明 

１、實收金額與應收金額欄位資料相符，交易狀態

「已銷」，表示該客戶已完成申購比對。 

２、實收金額與應收金額欄位資料相符，交易狀態

「未銷」，表示客戶款項已匯達集保結算所申

購專戶但系統尚未完成申購比對。 

３、實收金額與應收金額欄位資料不符，交易狀態

「未銷」，表示客戶匯款金額與銷售機構輸入

資訊不符。 

４、實收金額欄位空白無資料，交易狀態「未銷」

，表客戶款項尚未到達集保結算所申購專戶。 

(四)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申購作業－申購匯款銷帳狀況

查詢（DAPL280）』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 

２、系統自行帶出「申請日期」為當日，使用人員

亦可自行輸入「申請日期」之區間、「基金代

碼」、「客戶帳號」或「銷帳狀況」以設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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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五)作業範例 

客戶張先生於 6 月 29 日至 K11 銷售機構申請以單筆

匯款方式申購大發股票 - 台幣基金（基金代碼

25836914）台幣 65,650（含手續費），李先生申購

大發公開募集基金台幣 81,160（含手續費），K11 銷

售機構使用人員輸入申購資訊後，欲查詢金先生匯

款情形，以了解客戶銷帳狀況。 

 

１、使用人員點選『申購作業－申購匯款銷帳狀況

查詢（APL280）』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使用人員輸入機構代碼 K00110000，銷帳狀況

選擇「全部」以設定查詢範圍。 



 

三-80 
 

３、輸入完成後點選「列印」即產生查詢報表。（

此例中可發現張先生匯款金額短少 650 元，導

致無法完成申購。 

(六)作業表單或參考文件 

申購匯款銷帳狀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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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公開募集超額認購調整（DAPL510） 

(一)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遇投信公司通知調整公開募集認購資料，

欲調整客戶公開募集金額時使用。 

(二)使用限制 

１、銷售機構自行辦理款項收付作業： 

(１)交易狀態為「已下單」及「已回覆」得辦

理調整。 

(２)可調整購金額及手續費。 

(３)申購金額可增加或減少。 

２、由集保結算所辦理款項收付作業： 

(１)交易狀態為「已下單」得辦理調整。 

(２)限調整申購金額。 

(３)申購金額可減少，減少至金額為 0 時，變

更為「取消」。  

(三)使用說明 

１、銷售機構須先填具申請文件，向集保結算所申

請放行，並於集保結算所放行當日操作本交易

。 

２、銷售機構調整後，下單表即變更為調整後金額

，如銷售機構欲再次調整則需於次一營業日重

新申請。 

(四)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填寫「交易資料更正申請書」簽蓋原

留印鑑章及取得投信公司同意(填寫「交易資料

更正同意書」簽蓋原留印鑑章)，向集保結算所

申請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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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使用人員接獲集保結算所通知後，點選網頁上

方『申購作業－公開募集超額募集調整（

DAPL510）』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３、系統自行帶出「開放調整日期」為當日，使用

人員亦可自行輸入「投信公司代碼」、「下單

日期」、「基金代碼」或「下單編號」後，點

選「查詢」，即可出現欲調整之原始資料。 

４、勾選該筆資料，點選「調整」，勾選客戶帳號

輸入調整後金額，經主管覆核後，系統重新計

算調整後下單金額。 

５、確認調整後下單金額後，點選「確定」，即完

成調整作業。 

(五)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於 7 月 7 日接獲大利投信通知，調整該

公司客戶張先生於 7 月 6 日認購之大利全球科技基

金，將金額 50,000 調整為 40,000。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公開募集

超額認構調整（DAPL510）』交易，進入網頁

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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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投信公司代碼」A01020000，點選「查詢

」系統即出現該筆相關資料。 

３、勾選該筆資料，點選「調整」，出現該筆下單

編號下之所有客戶資料，勾選「客戶帳號」

K001100000000013，輸入調整後金額 40,000 系

統自動計算調整差額為-10,000，並由主管辦理

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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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系統重新計算申購金額後，出現「調整後下單

金額為 170,000」，使用人員點選「確定」，交

易完成後，重新點選「查詢」確認調整前及調

整後金額。 

(六)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交易資料更正申請書 

交易資料更正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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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境內基金申購交易確認更正查詢(DAPL962) 

(一)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查詢投信公司交易確認資料更正後之資料

時使用。 

(二)作業說明 

投信公司更正後次一營業日始能查詢庫存餘額變動。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申購交易確認更正查詢（DAPL962）』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交易確認更正日期」為當日，

使用人員亦可輸入欲查詢之「投信公司代碼」

、「交易確認更正日期」或「基金代碼」以設

定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四)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於 8 月 12 日查詢大吉投信 2015 年 8

月 11 日申請更正交易確認之相關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申購交易確認更正查詢（DAPL962）』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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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投信公司代碼」C90010000 及「交易確認更正

日期」2015/08/11。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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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申購交易確認更正資料查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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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境內基金定期定額申購（DRAP010） 

(一)使用時機 

１、銷售機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集保結算所辦理時

。 

２、客戶至銷售機構辦理定期定額申購申請時，操

作此交易。 

(二)作業說明 

１、定期定額扣款日為 2、6、8、12、16、18、22、

26、28 等 9 個扣款日。 

２、客戶定期定額申購手續費，選擇「手續費費率

」時，系統自動計算手續費用(四捨五入)，選擇 

「手續費費用」時，銷售機構須自行輸入手續

費用。 

３、銷售機構每日新增定期定額客戶數不得超過

99,999 筆。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申購作業－境內基金定期定額

申購（DRAP010）』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 

２、輸入客戶帳號後，點選「新增」以輸入相關申

請資料。 

３、輸入基金代碼、手續費費率或手續費用、開戶

帳號、扣款幣別及其他相關資料後點選「儲存

」即完成該筆定期定額申購作業。 

４、客戶若欲修改當日申請之定期定額資料，選擇

輸入「客戶帳號」、「申請日期」或「基金代

碼」後點選「查詢」即出現相關申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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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勾選欲修改之該筆交易資料後點選「維護」，

輸入欲更改之資料後點選「儲存」，經主管覆

核並確認後即完成該筆申購資料之修改。 

６、客戶若欲取消當日申請之定期定額申購，選擇

輸入「客戶帳號」、「申請日期」或「基金代

碼」後點選「查詢」即出現相關申請資料。 

７、勾選欲取消之資料後點選「取消」，經主管覆

核並確認後即可取消該筆交易。 

８、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上傳（DFUD010）』交易，依照檔案規

格說明，將客戶定期定額等相關資料上傳交易

平台。 

(四)作業範例 

客戶王小姐 8 月 2 日至 K11 銷售機構（機構代碼

K00110000）辦理定期定額申購金如意投信之如意基

金 (基金代碼 25391648A)，開戶帳戶 K001100001，

並分別於每月選 6 日、8 日各扣款新台幣 5,000 元；

申購手續費 1.5%後客戶於當日申請更改 8 日之扣款

金額為 3,000 元；又於當日交易截止時間前申請取消

該筆交易。 

 

１、使用人員點選『申購作業－境內基金定期定額

申購（DRAP010）』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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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客戶帳號 K001100000000518 後點選「新增

」。 

３、選擇 25391648A 基金、點選手續費率 1.5%，扣

款幣別新台幣、扣款日期勾選 6 日、8 日，申購

金額 5,000 元後點選「儲存」即完成該筆定期定

額申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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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進入網頁對話視窗後，系統自行帶出申請日期

為 當 日 ， 使 用 人 員 輸 入 客 戶 帳 號

K0001100000000518 及基金代碼 25391648A 後

點選「查詢」即帶出客戶王小姐當日之定期定

額申購資料。 

５、勾選欲修改之該筆交易資料後點選「維護」，

進入網頁對話方塊輸入 22 日之申購金額為

3,000 元，點選「儲存」，經主管覆核並確認後

即完成該筆申購之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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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進入網頁對話視窗後，系統自行帶出「申請日

期 」 為 當 日 ， 使 用 人 員 輸 入 客 戶 帳 號

K0001100000000518 後點選「查詢」即帶出客戶

王小姐當日之定期定額申購資料。 

７、勾選欲取消之該筆資料後點選「取消」，經主

管覆核並確認後即可取消該筆交易(整筆交易均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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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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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境內基金定期定額申購資料查詢（DRAP015） 

(一)使用時機 

１、銷售機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集保結算所辦理 

２、銷售機構使用人員依申請日期別或扣款日期查

詢客戶定期定額申購申請之相關資料。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定期定額申購資料查詢（DRAP015）』，進入

網頁對話視窗。 

２、使用人員得選擇輸入「客戶帳號」、「申請日

期」、「基金代碼」、「報表類別」或「最後

異動日期」後點選「查詢」即可帶出查詢範圍

內之所有定期定額申購相關資料。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４、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下載（DFUD020）』交易，查詢客戶定

期定額資料。 

(三)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使用人員欲查詢客戶王小姐（客戶帳號

K001100000000518）之定期定額申購相關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定期定額申購資料查詢（DRAP015）』，進入

網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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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客戶帳號 K001100000000518 後點選「查詢

」即可帶出客戶王小姐之所有定期定額申購相

關資料。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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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定期定額申購明細表－基金別 

境內基金定期定額申購明細表－客戶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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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境內基金定期定額申購資料維護（DRAP050） 

(一)使用時機 

１、銷售機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集保結算所辦理時

。 

２、銷售機構使用人員於定期定額申請之次一營業

日後，核對原輸入之資料有誤或客戶欲取消原

申請或變更定期定額申購資料時，操作此交易

。 

(二)作業說明 

１、銷售機構須將變更資料於扣款日前二營業日通

知集保結算所。 

２、生效日期需早於等於扣款日前一營業日才能參

與該次扣款。 

３、銷售機構客戶「連續失敗扣款次數」與「累計

扣款成功次數」計算方式如下表。 

 

客戶原始扣款狀態 
銷售機構選擇

扣款狀態 
連續失敗扣款次數 累計扣款成功次數 

正常扣款 正常扣款 原扣款日累積數 原扣款日累積數 

正常扣款 永久終止扣款 原扣款日累積數 原扣款日累積數 

正常扣款 停止扣款 原扣款日累積數 原扣款日累積數 

連續扣款失敗停扣 正常扣款 0 原扣款日累積數 

連續扣款失敗停扣 永久終止扣款 原扣款日累積數 原扣款日累積數 

連續扣款失敗停扣 停止扣款 原扣款日累積數 原扣款日累積數 

停止扣款 正常扣款 0 原扣款日累積數 

停止扣款 停止扣款 原扣款日累積數 原扣款日累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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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客戶連續三次扣款失敗後，集保結算所自動將

該客戶資料調整為「暫停扣款」，嗣後銷售機

構異動該客戶任一欄位資料時，系統自動調整

為「恢復扣款」。 

５、輸入客戶定期定額申購手續費，選擇「手續費

費率」時，系統自動計算手續費用(四捨五入)，

選擇 「手續費費用」時，銷售機構須逐一自行

輸入手續費用。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定期定額申購資料維護（DRAP050）』，進入

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申請日期為當日，使用人員亦可

自行輸入「客戶帳號」、「申請日期」或「基

金代碼」以設定特定之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查詢」即可帶出查詢之各筆

交易資料。 

４、勾選欲更改之該筆交易資料後點選「維護」，

輸入欲更改之資料後點選「儲存」，經主管覆

核並確認後即完成該筆申購資料之修改。 

５、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上傳（DFUD010）』交易，依照檔案規

格說明，將客戶定期定額維護等相關資料上傳

交易平台。 

(四)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客戶張先生原於 2016 年 6 月 8 日申請

於 6 日、8 日、12 日、16 日、18 日及 22 日之大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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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台幣基金定期定額申購扣款，現於 2016 年 6 月

15 日申請停止每月 8 日之定期定額扣款，另將每月

12 日扣款金額變更為 3,000 元。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定期定額申購資料維護（DRAP050）』，進入

網頁對話視窗。 

 

２、輸 入 申 請 日 期 6 月 8 日 及 客 戶 帳 號

K001100000000013 後點選「查詢」後即帶出客

戶張先生之交易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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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勾選該筆交易資料後點選「維護」，於網頁對

話視窗中出現 9 個扣款日資料欄位，於「8 日」

之「變更扣款狀態」欄位選擇「停止扣款」，

「12 日」之「申購金額」欄位輸入「3000」。 

４、輸入完成後，點選「儲存」，出現「你要變更

整份契約（含所有扣款日）的狀態嗎？」視窗

，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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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確定客戶定期定額變更資料無誤後，點選「儲

存」，經主管覆核並確認後即完成更改該筆交

易資料。 

(五)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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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境內基金定期定額申購資料異動查詢（DRAP051） 

(一)作業時機 

１、銷售機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集保結算所辦理 

２、銷售機構使用人員於完成「境內基金定期定額

申購資料維護」交易後，得操作此交易檢核輸

入之資料是否正確。 

(二)作業說明 

１、「申請日期」表示該客戶申請定期定額扣款之

日期。 

２、「客戶最後異動日期」表示銷售機構接受客戶

申請異動時，辦理資料維護之日期。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定期定額申購資料異動查詢(DRAP051)』，進入

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申請日期」為當日，使用人員

亦可自行輸入「申請日期」、「客戶最後異動

日期」或「客戶帳號」以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４、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下載（DFUD020）』交易，查詢客戶定

期定額維護資料。 

(四)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於 6 月 15 日辦理客戶張先生（客戶帳

號 K001100000000013）之定期定額申購異動後，查

詢異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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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定期定額申購資料異動查詢（DRAP051）』，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申請日期」為當日，使用人員

自行輸入「客戶最後異動日期」6 月 15 日，「

客戶帳號」K001100000000013 以設定特定之查

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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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定期定額申購資料異動查詢表－客戶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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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境內基金扣款資料查詢（DRAP180） 

(一)使用時機 

１、銷售機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集保結算所辦理 

２、銷售機構使用人員欲查詢客戶單筆申購或定期

定額申購之扣款結果時，操作此交易。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扣款資料查詢（DRAP180）』，進入網頁對話

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扣款日期」為當日，使用人員

亦可自行輸入「扣款日期」、「銷售機構代碼

」、「客戶帳號」、「銀行別」或選擇「繳款

類別」、「扣款結果」以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４、使用人員如欲於 15：30 前查詢扣款結果，可列

印「境內基金單筆申購扣款明細表-銀行別」。 

５、使用人員如欲於 15：30 後查詢扣款結果，可列

印「境內基金扣款明細表-銀行別」、「境內基

金扣款彙總表-銷售機構別」。 

(三)作業範例 

K99 銷售機構欲查詢客戶李小姐（客戶帳號

K009900000001261）於 7 月 4 日申請之扣款結果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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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外基金

申購扣款資料查詢（DRAP180）』，進入網頁

對話視窗。 

２、使用人員輸入「扣款日期」7 月 4 日、「客戶帳

號」K009900000001261 及「繳款類別」單筆申

購以設定特定之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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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扣款資料明細表－銀行別 

境內基金扣款資料彙總表－銷售機構別 

境外基金單筆申購扣款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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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境內基金申購交易資料更正－彙總後（DAPL016） 

(一)使用時機 

１、銷售機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集保結算所辦理時

。 

２、銷售機構使用人員於交易截止時間後欲更正已

完成交易資料及申購款項比對之單筆申購資料

時，操作此交易。 

(二)使用限制 

１、限當日交易截止後，並尚未辦理下單回覆前更

正申購資料。 

２、限更正同一計價幣別之基金。 

３、銷售機構須洽投信公司同意，並於當日 17：30

前完成更正。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須填寫「交易資料更正申請書」簽蓋

原留印鑑及取得投信公司同意（填寫「交易資

料更正同意書」簽蓋原留印鑑）向集保結算所

申請放行。 

２、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申購交易資料更正－彙總後（DAPL016）』，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３、系統自行帶出「申請日期」為當日，使用人員

亦可自行輸入「申請日期」、「基金代碼」、

「交易序號」或「客戶帳號」以設定特定之查

詢範圍。 

４、輸入完成，點選「查詢」即可帶出查詢之相關

交易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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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勾選欲更正之該筆交易資料，於網頁對話視窗

中輸入欲更正之交易資料後點選「儲存」後即

完成該交易資料之更正作業。 

(四)作業範例 

客戶張先生（客戶帳號 K001100000000013）於 6 月

20 日至 K11 銷售機構申購大發股票-台幣基金(基金

代碼 25836914) 台幣 25,000 元，惟於交易截止後，

發現銷售機構誤輸入為公開募集測試基金，經投信

公司同意後申請更正。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申購作業－境內基金

申購交易資料更正－彙總後（DAPL016）』，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申請日期」為當日，使用人員

自行輸入客戶帳號 K0011000000000013 後點選

「查詢」即可帶出查詢之相關交易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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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勾選欲更改之該筆交易資料後點選「維護」，

於網頁對話視窗中輸入基金代碼 25836914 後點

選「儲存」即完成交易資料更正作業。 

(五)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交易資料更正申請書 

交易資料更正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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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核印作業 

一、扣款授權書核印建檔（RAP020） 

(一)使用時機 

１、銷售機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集保結算所辦理時

。 

２、一般送核：銷售機構使用人員於客戶至銷售機

構辦理扣款授權申請時，操作此交易。 

３、自行送核：客戶自行將扣款授權核印資料送至

扣款行辦理，並將該筆核印完成之書件送交銷

售機構，銷售機構使用人員操作此交易將核印

成功資料通知集保結算所。 

(二)作業說明 

１、銷售機構使用自行送核功能者，係該銷售機構

與集保結算所指定之款項收付機構簽訂契約，

雙方並完成系統開發後，由銷售機構填寫「基

金交易平台作業申請書」簽蓋原印鑑章向集保

結算所申請。 

２、集保結算所設定後通知銷售機構開始受理客戶

核印資料。 

３、銷售機構接受客戶自行送核之資料，均為核印

成功之資料。 

４、銷售機構提供線上扣款轉帳授權服務者，銷售

基構完成系統開發後，填寫「基金交易平台作

業申請書」簽蓋原印鑑章通知集保結算所。 

５、客戶申請扣款授權核印完成後，得辦理境內及

境外基金扣款作業。 

６、核印費用計列於境外基金核印項目，除該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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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申請境內基金業務，則計列於境內基金核印

項目。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選擇『交易平台-資料管理』後，點選

『核印作業－扣款授權書核印建檔（RAP020）

』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申請日期」為當日，使用人員

輸入「客戶帳號」後點選「新增」。 

３、系統自行帶出客戶留存之買回款項帳號，另可

自行輸入客戶欲辦理扣款之銀行別及款項帳號

後點選「儲存」即產生該筆申請之明細資料。 

４、客戶扣款銀行屬非集保結算所款項收付機構之

全國性繳費（稅）業務扣款金融機構者，先選

擇「全國性繳費（稅）」欄位，再選擇客戶欲

扣款之金融機構代碼。 

５、於「進度」選取「未送集保」點選「查詢」後

出現所有已申請未送集保結算所之申請資料。 

６、勾選欲送集保結算所之申請資料後點選「送核

」即完成送核作業。 

７、若欲取消已送集保結算所且其尚未收件之申請

資料時，於「進度」選取「已送集保」點選查

詢即出現該相關資料。 

８、勾選欲取消送集保結算所之申請資料後點選「

取消送集保」並經主管覆核確認後即可取消該

筆送核作業。 

９、若欲修改原輸入之款項相關資料，於「進度」

選取「未送集保」點選查詢即出現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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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勾選欲修改之申請資料後點選「維護」即可

修改原申請資料。 

１１、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

檔案資料上傳（DFUD010）』交易，依照檔案

規格說明，將客戶核印等相關資料上傳交易平

台。 

１２、客戶如為自行送核者，銷售機構檢視客戶核

印成功之相關書件後，依程序 2 輸入客戶帳號

點選「新增」，系統自行帶出客戶留存之買回

款項帳號，另可自行輸入客戶核印扣款成功之

銀行別及款項帳號，並勾選「自行送核」後點

選「儲存」。 

(四)作業範例 

範例一： 

客戶郝小姐於 6 月 2 日至 K11 銷售機構申請以其華

南商業銀行帳號 1236548 之帳戶辦理外幣之扣款，合

作金庫商業銀行（全國繳費（稅）業務之金融機構）

帳號 789101 之帳戶辦理台幣扣款，申請後更正台幣

扣款帳號為 789121 並取消外幣扣款申請。 

 

１、使用人員點選『核印作業－扣款授權書核印建

檔（RAP020）』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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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系統自行帶出「申請日期」為當日，使用人員

輸入郝小姐之客戶帳號 0000181 後點選「新增

」，台幣扣款帳號選擇「017－全國性繳費（稅

）」後，再選擇合作金庫 006 輸入帳號 789101

；外幣扣款帳號選擇華南銀行 008 後，輸入帳

號 1236548。 

３、輸入完成，點選「儲存」即產生申請之明細資

料。 



 

三-115 
 

４、修改原輸入之台幣款項帳號，於「進度」選取

「未送集保」點選「查詢」，系統帶出相關資

料後，勾選欲修改之申請資料後點選「維護」

更正台幣帳號為 789121。 

５、於「進度」選取「未送集保」點選「查詢」後

出現所有已申請未送集保結算所之申請資料，

勾選欲送集保結算所之申請資料後點選「送核

」即完成送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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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若欲取消已送集保結算所且其尚未收件之外幣

申請，於「進度」選取「已送集保」點選「查

詢」，系統帶出相關資料後，於「客戶帳號」

勾選外幣申請資料後，點選「取消送集保」並

經主管覆核確認後即可取消該筆送核作業。 

範例二： 

K11 銷售機構客戶張先生於 6 月 2 日自行兆豐銀行辦

理台幣扣款授權核印，銀行核印成功後，將扣款授權

書件送至 K11 銷售機構，K11 銷售機構審核相關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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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無誤後通知集保結算所。 

 

１、使用人員點選『核印作業－扣款授權書核印建

檔（RAP020）』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申請日期」為當日，使用人員

輸入張先生之客戶帳號 0000013 後點選「新增

」，勾選「自行送核」，於台幣扣款帳號選擇

「017-兆豐銀行」後，再輸入帳號 123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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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於「進度」選取「未送集保」點選「查詢」後

出現自行送核之申請資料，勾選欲送集保結算

所之申請資料後點選「送核」即完成送核作業

。 

４、送核後，該筆資料進度變更為「銀行核印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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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基金交易平台作業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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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扣款授權書核印建檔資料查詢（RAP025） 

(一)使用時機 

１、銷售機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集保結算所辦理 

２、銷售機構使用人員查詢客戶銀行扣款授權書核

印作業之進度時，操作此交易。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選擇『交易平台-資料管理』後，點選

『核印作業－扣款授權書核印建檔資料查詢（

RAP025）』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申請日期」為當日，使用者亦

可自行輸入「送件日期」、「客戶帳號」或「

進度」以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３、一般送核者於「核印類型」選擇一般送核，「

進度」中選取「已送集保」，點選「列印」，

列印「扣款授權書核印申請資料明細表-客戶別

」簽蓋原留印鑑，連同客戶填具之扣款授權書

送交集保結算所。 

４、自行送核者於「核印類型」選擇自行送核，「

進度」中選取「銀行核印中」，點選「列印」

，列印「扣款授權書核印申請資料明細表-客戶

別」簽蓋原留印鑑，連同客戶填具之扣款授權

書送交集保結算所。 

(三)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欲查詢所有於 6 月 2 日申請扣款授權核

印之作業進度。 

 

１、使用人員點選『核印作業－扣款授權書核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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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資料查詢（RAP025）』交易，進入網頁對話

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申請日期」為當日，使用者於

「進度」選擇「全部」並點選「查詢」即出現

相關查詢資料。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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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扣款授權書核印申請資料明細表－客戶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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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扣款授權書核印資料查詢（RAP160） 

(一)使用時機 

１、銷售機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集保結算所辦理 

２、銷售機構使用人員查詢客戶銀行扣款授權結果

時，操作此交易。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選擇『交易平台-資料管理』後，點選

『核印作業－扣款授權書核印資料查詢（

RAP160）』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核印完成日」為當日，使用人

員亦可自行輸入「申請日期」、「送件日期」

、「集保核章日期（計費）」、「核印完成日

」、「銀行別」、「核印結果」或「客戶帳號

」以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相關報表。 

４、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下載（DFUD020）』交易，查詢客戶核

印資料。 

(三)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欲查詢客戶 6 月 2 日申請扣款授權之結

果。 

 

１、使用人員點選『核印作業－扣款授權書核印資

料查詢』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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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申請日期 6 月 2 日後，點選「列印」即可

產生查詢報表。 

(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扣款授權書核印結果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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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買回作業 

一、境內基金買回申請（DRDP010） 

(一)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使用人員於客戶至銷售機構辦理買回申請時

，操作此交易。 

(二)使用時間 

上午收單：交易平台開放時間內至 10：30 止。 

下午收單：交易平台開放時間內至 15：30 止。 

(三)作業說明 

１、銷售機構接受客戶買回申請時以單位數辦理，

不接受買回金額之申請。 

２、銷售機構辦理客戶買回申請時，系統自動辦理

客戶申請單位數之圈存，系統於投信公司辦理

買回交易確認之次一營業日， 扣除客戶單位數

。 

(四)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買回作業－境內基金

買回申請（DRDP010）』交易，進入網頁對話

視窗。 

２、使用人員輸入「客戶帳號」並選擇「基金代碼

」、「買回幣別」、「手續費類型」及「開戶

帳號」後，點選「查詢」即出現該客戶申購基

金幣別之交易資料。 

３、於欲申請買回之該筆基金「申請買回單位數」

欄位或選擇於「依先進先出原則買回」欄位輸

入買回單位數，若為短線交易則於「短線交易

註記」欄位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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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欲買回之基金若為後收手續費型之基金，需依

先進先出原則買回，則僅得於「依先進先出原

則買回」欄位輸入此次欲買回之總單位數。 

５、輸入完成，點選「儲存」並確定後即完成買回

申請作業。 

６、使用人員得於下單彙總完成後，點選網頁上方

『申購資料-境內基金下單資料查詢(DBAS071)

』交易，查詢或列印短線交易明細表，確認客

戶短線交易相關資料。 

７、使用人員若於當日交易截止時間(上午收單 10：

30，下午收單 15：30)後，欲新增客戶買回資料

，填寫「交易資料更正申請書」簽蓋原留印鑑

章，及取得投信公司同意 (填寫「交易資料更正

同意書」)，向集保結算所申請放行，俟接獲集

保結算所放行通知，使用人員操作本交易，以

畫面輸入方式新增客戶申請資料。 

８、前揭資料輸入完成後，使用人員另得點選『買

回作業-境內基金買回資料查詢(DRDP020)』交

易，核對客戶申請之相關資料。 

９、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上傳（DFUD010）』交易，依照檔案規

格說明，將客戶買回等相關資料上傳交易平台

。 

(五)作業範例 

客戶王小姐（客戶帳號 K001100000000518）於 7 月

20 日至 K11 銷售機構辦理買回之大吉債券型基金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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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型台幣（基金代碼 23474232A）50 個單位數，該

筆交易為短線交易。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買回作業－境內基金

買回申請（DRDP010）』交易，進入網頁對話

視窗。 

２、輸入「客戶帳號」K001100000000518 並選擇「

基金代碼」23474232A，「手續費類型」前收型

及「開戶帳號」K11-654 後點選「查詢」即出現

該客戶該基金之申購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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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使用先進先出法於「依先進先出原則買回單位

數」輸入 50，系統自動於「申請買回單位數」

帶出 50 單位數之資料，另於「短線交易註記」

欄位打勾。 

４、輸入完成，點選「儲存」並確定後完成買回作

業。 

 



 

三-129 
 

５、使用人員於下單彙總完成後，得點選網頁上方

『申購資料-境內基金下單資料查詢(DBAS071)

』交易，查詢客戶短線交易相關資料。 

６、使用人員另得點選『買回作業-境內基金買回資

料查詢(DRDP020)』交易，查詢或列印客戶申請

之相關資料。 

(六)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交易資料更正申請書 

交易資料更正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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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境內基金買回資料查詢（DRDP020） 

(一)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使用人員依申請買回日期查詢客戶申請買

回之明細或彙總資料時，操作此交易。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買回作業－境內基金

買回資料查詢（DRDP020）』交易，進入網頁

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申請日期」為當日，使用人員

亦可自行輸入「申請日期」、「基金代碼」或

「客戶帳號」及選擇「報表類別」以設定特定

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４、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下載（DFUD020）』交易，查詢客戶買

回資料。 

(三)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於 7 月 16 日查詢客戶王小姐（客戶帳

號 K001100000000518）當日買回申請之交易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買回作業－境內基金

買回資料查詢（DRDP020）』交易，進入網頁

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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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系統自行帶出「申請日期」為當日，輸入客戶

王小姐「客戶帳號」K001100000000518 及選擇

「報表類別」境內基金買回明細表－客戶別，

以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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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買回明細表－客戶別 

境內基金買回明細表－基金別 

境內基金買回彙總表－基金別 

境內基金銷售機構買回彙總表－分公司別 

境內基金銷售機構買回彙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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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境內基金買回資料維護（DRDP030） 

(一)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使用人員核對原輸入之買回申請資料有誤

或客戶欲取消原買回申請時，操作此交易以取消該

筆買回申請。 

(二)使用時間 

上午收單：交易平台開放時間內至 10：30 止。 

下午收單：交易平台開放時間內至 15：30 止。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買回作業－境內基金

買回資料維護（DRDP030）』交易，進入網頁

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申請日期」之區間，使用人員

亦可自行輸入「申請日期」、「基金代碼」、

「交易序號」或「客戶帳號」以設定特定查詢

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查詢」即出現查詢範圍內之

各筆交易，勾選欲取消之該筆交易後點選「取

消交易」，經主管覆核並確定後即可取消該筆

交易。 

４、使用人員若於當日交易截止時間 (上午收單 10

：30、下午收單 15：30) 前，欲刪除客戶買回

資料，可自行操作本交易取消。 

５、使用人員若於當日交易截止時間 (上午收單 10

：30、下午收單 15：30) 後，欲刪除客戶買回

資料，填寫「交易資料更正申請書」簽蓋原留

印鑑章及取得投信公司同意(填寫「交易資料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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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同意書」)向集保結算所申請放行，俟接獲集

保結算所放行通知，使用人員操作本交易，以

畫面輸入方式刪除客戶申請資料。 

(四)作業範例 

客戶王小姐（客戶帳號 K001100000000518）於 7 月

16 日至 K11 銷售機構申請取消當日申請買回之大吉

債券型基金累積型台幣（基金代碼 23474232A）。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買回作業－境內基金

買回資料維護（DRDP030）』交易，進入網頁

對話視窗。 

２、使用人員輸入「申請日期」2015/07/16 及客戶王

小姐「客戶帳號」K001100000000518 後，點選

「查詢」，即出現客戶王小姐 7 月 16 日當日所

有買回申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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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勾選欲取消之該筆交易後點選「取消交易」，

經主管覆核並確定後即可取消該筆交易。 

(五)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交易資料更正申請書 

交易資料更正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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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境內基金買回款項預分配查詢（DRDP080） 

(一)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查詢境內基金買回款預分配資料時使用。 

(二)使用時間 

１、投信公司於 12：00 前回覆交易確認時，則得於

14：00 後操作此交易查詢。 

２、投信公司於 12：00 後回覆交易確認時，則得於

17：00 後操作此交易查詢。 

(三)作業說明 

付款日期為投信公司於交易確認中通知之預估款項

發放日。 

(四)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買回作業－境內基金

買回款項預分配查詢（DRDP080）』交易，進

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交易確認(更正)日期」為當日，

使用人員亦可自行輸入「投信公司代碼」、「

買回淨值日期」、「交易確認(更正)日期」、「

下單日期」、「基金代碼」、「客戶帳號」、

「幣別」或「付款日期」以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 

３、輸入完成，點選「查詢」即可產生交易之相關

查詢資料。 

４、另得點選「列印」以產生查詢報表。 

(五)作業範例 

K99 銷售機構查詢客戶於 6 月 8 日申請買回，金如

意投信並於 6 月 13 日回覆買回交易確認之買回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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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分配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買回作業－境內基金

買回款項預分配查詢（DRDP080）』交易，進

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使 用 人員 輸入 「 交易確 認 ( 更 正 ) 日 期 」

2016/06/13，客戶帳號 K009900008120018 以設

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查詢」即可產生交易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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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資料。 

４、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六)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買回款項預分配明細表－客戶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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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境內基金買回款項分配查詢（DRDP140） 

(一)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使用人員於投信公司回覆交易確認後，其

買回款項資料經系統執行分配後，查詢其客戶買回

款項分配金額時，操作此交易。 

(二)作業說明 

１、銷售機構得於投信公司辦理交易確認後次一營

業日，操作本交易查詢。 

２、買回款項分配之計算，新台幣及日圓計算至元

為止，其他幣別則計算至分為止，若有剩餘之

畸零金額，依交易平台尾數分配原則辦理。 

３、款項分配日期為集保結算所辦理分配之日期。 

４、款項分配日期為集保結算所銷帳並辦理分配之

日期。 

５、付款日期為投信公司於交易確認中通知之預估

款項發放日。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買回作業－境內基金

買回款項分配查詢（DRDP140）』交易，進入

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款項分配日期」為當日，使用

人員亦可自行輸入「款項分配日期」、「下單

日期」、「交易確認日期」、「付款日期」、

「基金代碼」、「客戶帳號」或「買回幣別」

以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４、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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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資料下載（DFUD020）』交易，查詢客戶買

回款項資料。 

(四)作業範例 

K99 銷售機構使用人員欲查詢客戶於 6 月 8 日申請

買回，並經金如意投信公司於 6 月 13 日回覆回交易

確認後之客戶買回款項金額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買回作業－境內基金

買回款項分配查詢（DRDP140）』交易，進入

網頁對話視窗。 

２、輸入「下單日期」2016/06/08 及選擇「買回幣別

」新台幣。 



 

三-141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五)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買回款項分配明細表（新台幣） 

境內基金買回款項分配明細表（外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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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境內基金買回／配息應付未付款項查詢（DRDP190） 

(一)使用時機 

１、銷售機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集保結算所辦理 

２、銷售機構使用人員欲查詢買回／配息/清算之款

項及不足以支付匯費之小額款項時，操作此交

易。 

(二)作業說明 

１、客戶台幣買回帳號之銀行，如非集保結算所之

款項收付機構，遇客戶款項低於匯款費用(台幣

30 元起，依銀行公告匯款費用規定)時，暫不匯

出，累積至客戶款項高於匯費時，方才匯出。 

２、客戶外幣買回帳號之銀行，如非集保結算所之

款項收付機構，遇客戶外幣款項低於等值台幣

1,500 元時，暫不匯出，累積至客戶款項高於

1,500 時，方才匯出。(外幣匯款費用為等值台幣

220 之外幣，但恐匯出後，客戶買回款項帳號之

銀行，另行收取通知費或解款費，故提高至等

值台幣 1,500 元，方才匯出)  

(三)使用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買回作業－境內基金

買回／配息應付未付款項查詢（DRDP190）』

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款項分配日期」為當日，使用

人員亦可自行輸入「款項分配日期」、「付款

日期」、「客戶帳號」、「付款狀況」及選擇

「報表類別」以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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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日期」無資料，表示該筆款項暫留帳上

。 

(四)使用範例 

K11 銷售機構使用人員欲查詢 7 月 1 日款項分配後，

其金額不足匯費暫留存之客戶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買回作業－境內基金

買回／配息應付未付款項查詢（DRDP190）』

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使用人員輸入「款項分配日期」7 月 1 日及選擇

「報表類別」「境外基金買回／配息應付未付

款項明細表」，以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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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五)使用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買回／配息應付未付款項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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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境內基金投資人應付款項資料彙總查詢（DRDP195） 

(一)使用時機 

１、銷售機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集保結算所辦理 

２、銷售機構使用人員欲查詢客戶買回／配息/清算

款項資料時，操作此交易。 

(二)作業說明 

１、付款日期係指集保結算所收到境外基金機構買

回款項並完成比對銷帳日期，集保結算所於次

一營業日將款項匯出。 

２、境外基金投資人應付款項彙總表中之客戶款項

係包含買回、配息及清算款項。 

３、當日客戶有多筆應付款項，集保結算所彙總所

有應付款項一筆匯出，使用人員得列印「境外

基金投資人應付款項明細表」查詢相關明細資

料。 

４、客戶台、外幣買回帳號之金融機構，如為集保

結算所之款項收付機構(請至 TDCC 網站『基金

資訊觀測站/境外基金資訊公告平台/辦理綜合帳

戶/款項收付機構』查詢)，客戶無須負擔匯款費

用。 

５、客戶台、外幣買回帳號之金融機構，如非集保

結算所之款項收付機構，客戶須負擔匯款費用

，台幣每筆 30 元起(依銀行公告匯款費用規定)

，外幣每筆等值台幣 220 元之外幣。 

(三)使用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買回作業－境內基金

投資人應付款項資料彙總查詢（DRDP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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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付款日期」為當日，使用人員

亦可輸入欲查詢之「付款日期」、「客戶帳號

」、「交易種類」、「銀行別」及「報表類別

」以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四)使用範例 

K11 銷售機構欲查詢 7 月 1 日客戶買回款項付款情形

。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買回作業－境內基金

投資人應付款項資料彙總查詢（DRDP195）』

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輸入「付款日期」7 月 1 日，「交易種類」及「

銀行別」均選擇「全部」。 



 

三-147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五)使用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投資人應付款項彙總表（新台幣／外幣） 

境內基金投資人應付款項明細表 

境內基金投資人應付款項明細彙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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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境內基金買回交易確認更正查詢（DRDP972） 

(一)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查詢更正後之交易確認資料時使用。 

(二)說明 

投信公司更正後次一營業日始能查詢庫存餘額變動。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買回作業－買回交易

確認更正查詢（DRDP972）』交易，進入網頁

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交易確認更正日期」為當日，

使用人員亦可輸入欲查詢之「投信公司代碼」

、「交易確認更正日期」或「基金代碼」以設

定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四)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查詢大吉投信於 2015 年 8 月 18 日申請

更正之買回交易確認更正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買回作業－買回交易

確認更正查詢（DRDP972）』交易，進入網頁

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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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投信公司代碼」C90010000 及「交易確認

更正日期」2015/08/18。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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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買回交易確認更正資料查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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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轉換作業 

一、境內基金轉換申請（DSWH010） 

(一)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客戶至銷售機構辦理轉換申請時，操作此

交易。 

(二)使用時間 

上午收單：交易平台開放時間內至 10：30 止。 

下午收單：交易平台開放時間內至 15：30 止。 

(三)作業說明 

銷售機構辦理客戶轉換申請時，集保結算所自動辦

理客戶申請單位數之圈存，俟投信公司辦理轉換交

易確認之次一營業日，扣除客戶單位數。 

(四)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轉換作業－境內基金

轉換申請（DSWH010）』交易，進入網頁對話

視窗。 

２、使用人員輸入「客戶帳號」，選擇「基金代碼

」、「轉出幣別」、「手續費類型」及「開戶

帳號」後點選「查詢」即出現該客戶該基金之

各筆交易資料。 

３、於欲申請轉換之該筆基金「申請轉換單位數」

欄位或選擇於「依先進先出原則轉換」欄位輸

入轉換單位數。 

４、點選「新增轉換單」，選擇「轉入基金代碼」

並勾選擇是否為「短線交易」註記，點選「確

定」即完成轉換申請作業。 

５、使用人員得於下單彙總完成後，點選網頁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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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購資料-境內基金下單資料查詢(DBAS071)

』交易，查詢或列印短線交易明細表，確認客

戶短線交易相關資料。 

６、使用人員若於當日交易截止時間(上午收單 10：

30，下午收單 15：30)後，欲新增客戶轉換資料

，填寫「交易資料更正申請書」簽蓋原留印鑑

章，及取得投信公司同意 (填寫「交易資料更正

同意書」)，向集保結算所申請放行，俟接獲集

保結算所放行通知，使用人員操作本交易，以

畫面輸入方式新增客戶申請資料。 

７、前揭資料輸入完成後，使用人員另得點選『轉

換作業-境內基金轉換資料查詢(DSWH021)』交

易，核對客戶申請之相關資料。 

８、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上傳（DFUD010）』交易，依照檔案規

格說明，將客戶轉換等相關資料上傳交易平台

。 

(五)作業範例 

客戶王小姐（客戶帳號 K001100000000518）7 月 16

日至 K11 銷售機構（機構代碼 K00110000）申請大

吉股票基金-美元 15 單位轉換為大吉生化基金，該筆

交易為短線交易。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轉換作業－境內基金

轉換（交易代號 DSWH010）』交易，進入網頁

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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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 入 客 戶 王 小 姐 「 客 戶 帳 號 」

K001100000000518 並 選 擇 「 基 金 代 碼 」

23474232 大吉股票基金-美元、「手續費類型」

前收型及「開戶帳號」K11-654 後，點選「查詢

」即出現客戶該基金之申購相關資料。 

３、使用先進先出法於「依先進先出原則轉換單位

」欄位輸入轉換之單位數 15，系統自動於「申

請轉換單位數」帶出 15 單位數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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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點選「新增轉換單」，選擇轉入「基金代碼」

25836914A 大吉生化基金，並於「短線交易」

欄位打勾後，點選「確定」。 

５、出現交易成功訊息，即完成轉換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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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使用人員於下單彙總完成後，得點選網頁上方

『申購資料-境內基金下單資料查詢(DBAS071)

』交易，查詢客戶短線交易相關資料。 

７、使用人員另得點選『轉換作業-境內基金轉換資

料查詢(DSWH021)』交易，查詢或列印客戶申

請之相關資料。 

(六)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交易資料更正申請書 

交易資料更正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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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境內基金轉換資料維護（DSWH020） 

(一)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使用人員核對原輸入之轉換申請資料有誤

或客戶欲取消原轉換申請時，操作此交易以取消該

轉換申請。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轉換作業－境內基金

轉換資料維護（DSWH020）』交易，進入網頁

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申請日期」之區間，使用人員

亦可自行輸入「申請日期」、「基金代碼」、

「交易序號」或「客戶帳號」以設定特定查詢

範圍。 

３、輸入完成後點選「查詢」即出現查詢範圍內之

各筆交易，勾選欲取消之該筆交易後點選「取

消交易」，經主管覆核並確定後即可取消該筆

交易。 

４、使用人員若於當日交易截止時間 (上午收單 10

：30、下午收單 15：30) 前，欲刪除客戶申購

資料，可自行操作本交易取消。 

５、使用人員若欲於當日交易時間截止(上午收單 10

：30，下午收單 15：30)後，取消申購申請資料

，則須填寫「交易資料更正申請書」簽蓋原留

印鑑章及取得投信公司同意(投信公司填具「交

易資料更正同意書」)向集保結算所申請放行後

，依前述步驟取消該筆交易。 

(三)作業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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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王小姐（客戶帳號 K001100000000518）於 7 月

20 日至 K11 銷售機構申請取消當日申請大吉股票基

金-美元 15 單位數轉換為大吉生化基金之該筆交易。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轉換作業－境內基金

轉換資料維護（DSWH020）』交易，進入網頁

對話視窗。 

２、輸入「申請日期」2015/07/20 及「客戶帳號」

K001100000000518 後點選「查詢」，即出現客

戶當日所有轉換申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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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點選「轉換交易序號」，出現原始申購之交易

序號。 

４、勾選欲取消之該筆交易後點選「取消交易」，

經主管覆核並確定後即可取消該筆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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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交易資料更正申請書 

交易資料更正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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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境內基金轉換資料查詢（DSWH021） 

(一)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使用人員依申請轉換日期查詢客戶申請轉

換之明細或彙總資料時，操作此交易。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轉換作業－境內基金

轉換資料查詢（DSWH021）』交易，進入網頁

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申請日期」之區間，使用人員

亦可自行輸入「申請日期」、「基金代碼」或

「客戶帳號」及選擇「報表類別」以設定特定

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４、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下載（DFUD020）』交易，查詢客戶轉

換資料。 

(三)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於 7 月 20 日查詢客戶王小姐（客戶帳

號 K001100000000518）當日申請轉換之所有交易資

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轉換作業－境內基金

轉換資料查詢（DSWH021）』交易，進入網頁

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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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申請日期」2015/07/20、「客戶帳號」

K001100000000518 及選擇「報表類別」境內基

金轉換明細表－基金別，以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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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轉換明細表－客戶別 

境內基金轉換明細表－基金別 

境內基金轉換彙總表－分公司別 

境內基金轉換彙總表－基金別 

境內基金轉換彙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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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境內基金轉換單位數分配資料查詢（DSWH060） 

(一)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於投信公司回覆轉換交易確認資料並經系

統執行分配後，查詢其客戶轉換單位數分配資料時

，操作此交易。 

(二)使用時間 

１、投信公司於 12：00 前回覆交易確認時，則得於

14：00 後操作此交易查詢。 

２、投信公司於 12：00 後回覆交易確認時，則得於

17：00 後操作此交易查詢。 

(三)作業說明 

１、轉換單位數計算至投信公司通知單位數小數位

數，剩餘之畸零單位數，依交易平台尾數分配

原則處理。 

２、系統於投信公司交易確認後之次一營業日記錄

客戶轉換單位數。 

(四)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轉換作業－境內基金

轉換單位數分配資料查詢（DSWH060）』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交易確認(更正)日期」之區間，

使用人員亦可自行輸入「交易確認(更正)日期」

、「下單日期」、「投信公司代碼」、「基金

代碼」、「客戶帳號」及選擇「報表類別」以

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４、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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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資料下載（DFUD020）』交易，查詢客戶轉

換單位數分配資料。 

(五)作業範例 

K11 銷 售 機 構 查 詢 王 小 姐 （ 客 戶 帳 號

K001100000000518）於 7 月 17 日申請轉換，經大吉

投信於 7 月 21 日回覆交易確認後之交易單位數分配

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轉換作業－境內基金

轉換單位數分配資料查詢（DSWH060）』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輸入「下單日期」2015/07/17 及「投信公司代碼

」C90010000 以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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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六)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轉換單位數分配明細表 

境內基金轉換單位數分配彙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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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境內基金轉換交易確認更正查詢（DSWH942） 

(一)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查詢更正後之交易確認資料時使用。 

(二)作業說明 

投信公司更正後次一營業日始能查詢庫存餘額變動。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轉換作業－境內基金

轉換交易確認更正查詢（DSWH942）』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交易確認更正日期」為當日，

使用人員亦可輸入欲查詢之「投信公司代碼」

或「基金代碼」以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四)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查詢大吉投信於 8 月 18 日更正之轉換

交易確認相關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轉換作業－境內基金

轉換交易確認更正查詢（DSWH942）』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三-167 
 

２、輸入「投信公司代碼」C90010000 及「交易確認

更正日期」2015/08/18。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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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轉換交易確認更正資料查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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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收益分配作業 

一、境內基金收益分配公告資料查詢（DASI110） 

(一)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查詢境內基金收益分配基準日及分配比率

等相關資料時使用。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收益分配作業－境內

基金收益分配公告資料查詢（DASI110）』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輸入「投信公司代碼」、「基金代碼」或「收

益分配基準日」，點選「查詢」，系統自行帶

出查詢範圍之相關資料。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４、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下載（DFUD020）』交易，查詢收益分

配相關資料。 

(三)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查詢大吉投信最近一期境內基金收益

分配之相關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收益分配作業－境內

基金收益分配公告資料查詢（DASI110）』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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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投信公司代碼」C90010000、「收益分配

基準日」2015/07/20-2015/07/24，點選「查詢」

，系統自行帶出收益分配相關資料。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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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收益分配公告查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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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境內基金配息款項預分配查詢（DASI130） 

(一)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查詢境內基金配息款預分配資料時使用。 

(二)使用時間 

１、投信公司於 12：00 前回覆交易確認時，則得於

14：00 後操作此交易查詢。 

２、投信公司於 12：00 後回覆交易確認時，則得於

17：00 後操作此交易查詢。 

(三)作業說明 

收益分配發放日為投信公司於交易確認中通知之預

估配息款項發放日。 

(四)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收益分配作業－境內

基金配息款項預分配查詢（DASI130）』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收益分配基準日」為當日，使

用人員亦可自行輸入「投信公司」、「基金代

碼」、「交易確認日」、「收益分配基準日」

、「客戶帳號」或「收益分配發放日」以設定

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五)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查詢大吉投信收益分配基準日 2015 年

7 月 21 日之大吉全球基金客戶之配息預分配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收益分配作業－境內

基金配息款項預分配查詢（DASI130）』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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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輸入「收益分配基準日」2015/07/21。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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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配息款項預分配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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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境內基金配息款項分配查詢（DASI150） 

(一)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於投信公司回覆配息之交易確認後，其配

息款項資料經系統執行分配後，查詢其客戶配息款

項分配金額時，操作此交易。 

(二)作業說明 

配息款項分配之計算，新台幣及日圓計算至元為止

，其他幣別則計算至分為止，若有剩餘之畸零金額

，依交易平台尾數分配原則辦理。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收益分配作業－境內

基金配息款項分配查詢（DASI150）』交易，進

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收益分配基準日」為當日，使

用人員亦可自行輸入「投信公司代碼」、「基

金代碼」、「交易確認日」、「收益分配基準

日」、「客戶帳號」及「付款幣別」以設定特

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４、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下載（DFUD020）』交易，查詢客戶配

息款項資料。 

(四)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查詢大吉投信收益分配基準日 2015 年

7 月 21 日之大吉全球基金，客戶之配息款項分配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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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收益分配作業－境內

基金配息款項分配查詢（DASI150）』交易，進

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輸入「投信公司代碼」C90010000、「收益分配

基準日」2015/07/21 及「付款幣別」台幣。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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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配息款項分配明細表（新台幣） 

境內基金配息款項分配明細表（外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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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境內基金配息再投資單位數分配資料查詢（DASI180） 

(一)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查詢客戶之境內基金配息再投資單位數分

配相關資料時使用。 

(二)使用時間 

１、投信公司於 12：00 前回覆交易確認時，則得於

14：00 後操作此交易查詢。 

２、投信公司於 12：00 後回覆交易確認時，則得於

17：00 後操作此交易查詢。 

(三)作業說明 

１、配息再投資單位數計算至投信公司通知單位數

小數位數，剩餘之畸零單位數，依交易平台尾

數分配原則辦理。 

２、系統於投信公司辦理交易確認後之次一營業日

記錄客戶再投資(轉申購)單位數。 

(四)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收益分配作業-境內基

金配息再投資單位數分配資料查詢（DASI180）

』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輸入「投信公司代碼」、「基金代碼」、「交

易確認日」、「收益分配基準日」、「客戶帳

號」及選擇「報表類別」以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４、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下載（DFUD020）』交易，查詢客戶配

息再投資單位數分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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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範例 

使用人員查詢大吉債券型基金累積型台幣，基準日

2015 年 7 月 21 日之客戶配息再投資分配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收益分配作業－境內

基金配息再投資單位數分配資料查詢（DASI180

）』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輸入「投信公司代碼」C90010000、「收益分配

基準日」2015/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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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六)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配息再投資分配明細表 

境內基金配息再投資分配彙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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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境內基金收益分配狀況查詢（DASI200） 

(一)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欲查詢客戶收益分配進度時，得操作此交易

查詢。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收益分配作業－境內

基金收益分配狀況查詢（DASI200）』交易，進

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收益分配基準日期」為當日，

使用人員亦可自行輸入欲查詢之「投信公司代

碼」、「收益分配基準日期」、「基金代碼」

及「交易狀態」以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三)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查詢客戶 7 月 21 日收益分配進度。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收益分配作業－境內

基金收益分配狀況查詢（DASI200）』交易，進

入網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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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投信公司代碼」C90010000、「收益分配

基準日期」2015/07/21 及「交易狀態」全部。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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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收益分配狀況查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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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境內基金配息再投資更正查詢（DASI942） 

(一)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查詢投信公司更正收益分配資料時使用。 

(二)作業說明 

更正後次一營業日始能查詢庫存餘額變動。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收益分配作業－境內

基金配息再投資更正查詢（DASI942）』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交易確認更正日期」為當日，

使用人員亦可輸入欲查詢之「投信公司代碼」

、「交易確認更正日期」或「基金代碼」以設

定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四)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查詢大吉投信 2015 年 8 月 19 更正收益

分配基準日為 7 月 21 日之大吉債券型基金累積型台

幣(基金代碼 23474232A)配息再投資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收益分配作業－境內

基金配息再投資更正查詢（DASI942）』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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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系統自行帶出「交易確認更正日期」為當日，

輸入「投信公司代碼」C90010000 及「交易確認

更正日期」2015/08/19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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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配息再投資更正資料查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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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境內基金配息更正查詢（DASI952） 

(一)使用時機 

１、銷售機構款項收付作業自行辦理。 

２、投信公司查詢更正後之通知資料時使用。 

(二)作業說明 

更正後次一營業日始能查詢庫存餘額變動。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收益分配作業－境內

基金配息更正查詢（DASI952）』交易，進入網

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交易確認更正日期」為當日，

使用人員亦可輸入欲查詢之「投信公司代碼」

、「交易確認更正日期」或「基金代碼」以設

定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四)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查詢大吉投信 2015 年 8 月 19 更正之收

益分配基準日 7 月 21 日之大吉全球基金(基金代碼

25836914)配息再投資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收益分配作業－境內

基金配息更正查詢（DASI952）』交易，進入網

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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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系統自行帶出當日日期，輸入「投信公司代碼

」 C90010000 及 「 交 易 確 認 更 正 日 期 」

2015/08/19。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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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配息更正資料查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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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帳務管理作業 

一、境內基金異動餘額查詢（DACT420） 

(一)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每日作業結束後，查詢當日銷售基金之申

購、買回、轉換及收益分配等資料異動後之庫存單

位數時使用。 

(二)作業說明 

提供查詢 3 個月內之資料。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帳務作業－境內基金

金異動餘額查詢（DACT420）』交易，進入網

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餘額基準日期」為當日，使用

人員亦可自行輸入欲查詢之「投信公司代碼」

、「餘額基準日期」及「報表別」以設定特定

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４、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下載（DFUD020）』交易，查詢境內基

金異動資料。 

(四)作業範例 

使用人員查詢 2015 年 7 月 17 日銷售大吉投信之境

內基金庫存異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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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帳務作業－境內基金

異動餘額查詢（DACT420）』交易，進入網頁

對視窗。 

２、輸入「投信公司代碼」C90010000 及「餘額基準

日期」2015/07/17。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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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異動餘額日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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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境內基金客戶交易明細查詢（DACT430） 

(一)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於投信公司辦理申購、買回、轉換等交易

確認後次一營業日，查詢客戶相關交易資料，以利

銷售機構製作交易確認書交付客戶時使用。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帳務作業－境內基金

客戶交易明細查詢（DACT430）』交易，進入

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入帳日期」為當日，使用人員

亦可自行輸入欲查詢之「客戶帳號」、「入帳

日期」、「淨值日」、或「基金代碼」以設定

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查詢」即可產生查詢資料。 

４、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５、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下載（DFUD020）』交易，查詢客戶交

易相關資料。 

(三)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查詢客戶王小姐於 2015/07/01 及

2015/07/31 之交易明細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帳務作業－境內基金

客戶交易明細查詢（DACT430）』交易，進入

網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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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客戶帳號」K001100000000518 及「入帳

日期」2015/07/01-2015/07/31 後，點選「查詢」

，系統自行帶出客戶交易明細資料。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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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交易確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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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境內基金客戶帳戶餘額查詢（DACT440） 

(一)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查詢客戶境內基金庫存餘額時使用。 

(二)作業說明 

１、本交易報表提供之淨值，僅供參考，投信公司

若更改歷史淨值資料，本資料不予更新。 

２、本資料為月份資料，使用人員若於月中查詢，

則顯示截至查詢當日之庫存於額。 

(三)作業程序 

１、銷售機構點選網頁上方『帳務作業－境內基金

客戶帳戶餘額查詢（DACT440）』交易，進入

網頁對話視窗。 

２、使用人員輸入「日期」、「客戶帳號」或「基

金代碼」以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３、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４、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下載（DFUD020）』交易，查詢客戶庫

存餘額。 

(四)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查詢客戶王小姐截至 2015 年 7 月底之

境內基金庫存餘額。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帳務作業－境內基金

客戶帳戶餘額查詢（DACT440）』交易，進入

網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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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資料月份」2015/07 及「客戶帳號」

K001100000000518。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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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對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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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境內基金手續費金額查詢（DACT662） 

(一)使用時機 

１、銷售機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集保結算所辦理 

２、銷售機構核對其前月份銷售境內基金之手續費

金額及明細資料時使用。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於月初點選網頁上方『帳務作業－境

內基金手續費金額查詢（DACT662）』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日期」為當日，使用人員輸入

「投信公司」、「日期」（日期應輸入上月初

至上月底之整月份期間，若輸入其他期間，查

詢金額僅係參考使用）以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三)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查詢 2016 年 6 月份銷售大發投信基金

之申購手續費金額。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帳務作業－境內基金

手續費金額查詢（DACT662）』交易，進入網

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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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投信公司」代碼 A00990000 及「日期」

區間 2016/06/01/-2016/06/30。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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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銷售機構申購手續費對帳單 

銷售機構申購手續費彙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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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境內基金申購手續費分配金額查詢（DACT665） 

(一)使用時機 

１、銷售機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集保結算所辦理 

２、銷售機構核對其前月份銷售境內基金與投信公

司分配申購手續費金額及明細資料時使用。 

(二)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於月初點選網頁上方『帳務作業－境

內基金申購手續費分配金額查詢（DACT665）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系統自行帶出「日期」為當日，使用人員輸入

「投信公司」、「日期」（日期應輸入上月初

至上月底之整月份期間，若輸入其他期間，查

詢金額僅係參考使用）以設定特定查詢範圍。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４、使用人員另可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

案資料下載（DFUD020）』交易，查詢手續費

分配相關資料。 

(三)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於 2016 年 7 月初查詢 2016 年 6 月銷售

大發投信基金申購手續費之分配金額。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帳務作業－境內基金

申購手續費分配金額查詢（DACT665）』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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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投信公司」代碼 A00990000 及「日期」

區間 2016/06/01/-2016/06/30。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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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申購手續費分配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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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境內基金應付作業服務費金額查詢（DACT680） 

(一)使用時機 

銷售機構核對應付集保結算所前月份銷售境內基金

之作業服務費金額及明細資料時使用。 

(二)作業說明 

境內基金核印處理費用與境外基金核印處理費用合

併計算，銷售機構客戶如同時申請辦理境內及境外

基金核印時，該項費用列示於境外基金項下。 

(三)作業程序 

１、使用人員於月初點選網頁上方『帳務作業－境

內基金應付作業服務費金額查詢（DACT680）

』交易，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２、輸入「日期月份」，選擇「報表選擇」查詢或

列印特定查詢資料，核對應付集保結算所前月

份申購作業服務費及各項費用金額。 

(四)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查詢 2016 年 6 月之服務費金額。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帳務作業－境內基金

應付作業服務費金額查詢（DACT680）』交易

，進入網頁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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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輸入「日期月份」2016/06。 

３、輸入完成，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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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境內基金銷售機構作業服務費清單 

境內基金各項服務費清單 

境內基金回饋折扣清單 

境內基金作業服務費彙總清單 

境內基金作業服務費核對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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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檔案上傳下載作業 

第一節、上傳下載區 

一、檔案資料上傳（DFUD010）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欲將相關之基本資料或交易資料以媒體方

式傳送至基金交易平台時使用。 

(二)使用機構 

投信公司、銷售機構。 

(三)作業程序 

１、媒體製作要點： 

(１) 請依照集保結算所規定之檔案規格製作媒體 

(２) 檔案類型可接受文字檔（*.txt）或 CSV（

*.csv）檔 

(３) 媒體規格為變動長度，欄位間以‘，’區隔 

(４) 每個欄位不用補滿最大長度，該欄位無資料

仍應以‘，’區隔。 

２、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案資

料上傳（DFUD010）』交易，以下拉方式選擇

檔案種類後，開啟檔案，點選「上傳」選項，

將檔案資料通知交易平台。 

３、上傳檔案時，若檔案格式錯誤（資料欄位數與

本公司規定不符），則整個檔案無法上傳；若

檔案格式正確，部分資料內容錯誤，則該檔案

可以成功上傳，惟資料內容正確者才會寫入交

易平台。 

４、傳檔結束後可查詢每筆資料之處理結果，相關

錯誤訊息，系統留存 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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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傳送 2015 年 8 月 20 日之申購交易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案資

料上傳（DFUD010）』交易。 

２、下拉『檔案種類』點選『申購交易（銷售機構

）』。 

３、點選『瀏覽』按鈕，選擇上傳檔案名稱後，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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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按鈕開始傳送檔案。 

４、因檔案規格或欄位錯誤，出現錯誤訊息「資料

欄位數不符」，整個檔案無法上傳。 

５、修正媒體後重新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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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格式正確，出現「上傳檔案完成」訊息。 

７、螢幕上出現該次傳檔記錄，表示資料已全部上

傳至交易平台，但尚未寫入申購交易檔，此時

按下右方之『入檔』按鈕，準備將資料寫入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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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出現「入檔執行結束訊息」，表示資料已處理

完成。 

９、點選右方『結果』按鈕，查看入檔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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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6 筆資料中，有 2 筆成功，4 筆失敗，失敗資

料顯示錯誤訊息。 

１１、入檔成功資料則寫入申購交易檔中，並可使

用「境內基金申購資料查詢（DAPL020）」

交易查詢成功入檔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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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點選「列印」，即可產生查詢報表，核對當

日申購申請之資料。 

(五)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有關上傳檔案規格內容，請至集保結算所網站查閱

或下載，網址 http：//www.tdcc.com.tw（下載專區／

基金資訊觀測站／境內基金交易平台／境內基金交

易平台傳檔媒體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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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檔案資料下載（DFUD020） 

(一)使用時機 

使用機構欲從基金交易平台收取相關之基本資料或

交易資料時使用。 

(二)使用機構 

投信公司、銷售機構。 

(三)作業程序 

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案資料下

載（DFUD020）』交易，以下拉方式選擇檔案種類

後，點選「查詢」選項，自交易平台收取檔案資料

核對。 

(四)作業範例 

K11 銷售機構收取 2015 年 8 月 20 日之申購交易資料 

 

１、使用人員點選網頁上方『上傳下載區－檔案資

料下載（DFUD020）』交易。 

 

２、下拉『檔案種類』點選『申購交易（銷售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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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按『查詢』。 

３、出現下列對話視窗，輸入欲收取之資料條件。 

４、輸入完成後按下『匯出』按鈕，產生匯出資料

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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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點選上方功能清單『檔案』、『另存新檔』。 

６、輸入檔案名稱後按『儲存』，即完成收檔作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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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表單及參考文件 

有關下載檔案規格內容，請至集保結算所網站查閱

或下載，網址 http：//www.tdcc.com.tw（下載專區／

基金資訊觀測站/境內基金交易平台／境內基金交易

平台收檔媒體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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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使用機構連線交易一覽表使用機構連線交易一覽表使用機構連線交易一覽表使用機構連線交易一覽表 

作業類別作業類別作業類別作業類別 交易代號交易代號交易代號交易代號 交易名稱交易名稱交易名稱交易名稱 
使用機構使用機構使用機構使用機構 

投信公司投信公司投信公司投信公司 銷售機構銷售機構銷售機構銷售機構 

權限管理 SYS050 使用者密碼變更 � � 

權限管理 SYS070 系統使用者維護 � � 

權限管理 SYS080 系統使用者查詢 � � 

共用基本

資料 
BAS030 

機構基本資料維護 
� � 

共用基本

資料 
BAS031 

機構資料查詢 
� � 

共用基本

資料 
BAS140 

客戶基本資料維護 
 � 

共用基本

資料 
BAS141 

客戶基本資料查詢 
 � 

共用基本

資料 
BAS142 

開戶基本資料異常查詢 
 � 

共用基本

資料 
BAS144 

客戶基本資料異動查詢 
 � 

共用基本

資料 
BAS190 

網路查詢暨語音查詢申請 
 � 

共用基本

資料 
APL117 銀行匯率查詢 � � 

基本資料 DBAS052 境內基金款項匯入帳號查詢 � � 

基本資料 DBAS060 境內基金基本資料維護 �  

基本資料 DBAS061 境內基金資料查詢 � � 

基本資料 DBAS062 境內基金狀態查詢 � � 

基本資料 DBAS080 銷售機構維護 �  

基本資料 DBAS120 銷售機構款項帳號設定  � 

基本資料 DBAS122 銷售機構帳號資料查詢 � � 

基本資料 DBAS150 
境內基金申購手續費分配比率

維護 
�  

基本資料 DBAS155 境內基金申購手續費分配比率 � � 



 

 
 

 

作業類別作業類別作業類別作業類別 交易代號交易代號交易代號交易代號 交易名稱交易名稱交易名稱交易名稱 
使用機構使用機構使用機構使用機構 

投信公司投信公司投信公司投信公司 銷售機構銷售機構銷售機構銷售機構 

查詢 

基本資料 DBAS160 境內基金淨值查詢 � � 

基本資料 DBAS180 境內基金狀態設定 �  

基本資料 DBAS185 境內基金收單資料預約設定 �  

基本資料 DBAS210 境內基金代碼查詢 � � 

申購作業 DAPL010 境內基金申購申請  � 

申購作業 DAPL016 
境內基金申購交易資料更正-彙

總後 
  

申購作業 DAPL020 境內基金申購資料查詢  � 

申購作業 DAPL030 境內基金申購資料維護  � 

申購作業 DAPL040 
境內基金銷售機構申購彙總資

料查詢 
�  

申購作業 DAPL070 
境內基金下單資料查詢 

(申/贖/轉) 
�  

申購作業 DAPL071 
境內基金下單資料查詢 

(申/贖/轉) 
 � 

申購作業 DAPL150 境內基金下單失敗交易取消 �  

申購作業 DAPL160 境內基金下單回覆 �  

申購作業 DAPL175 境內基金付款明細 �  

申購作業 DAPL180 境內基金申購交易確認 �  

申購作業 
DAPL190 

境內基金申購交易確認資料查

詢 
�  

申購作業 DAPL220 
境內基金申購單位數分配資料

查詢 
 � 

申購作業 DAPL230 境內基金交易申請資料  � 

申購作業 DAPL240 境內基金交易狀況查詢 � � 

申購作業 DAPL280 申購匯款銷帳狀況查詢  � 

申購作業 DAPL961 境內基金申購交易確認更正 �  

申購作業 DAPL962 
境內基金申購交易確認更正查

詢 
� � 

申購作業 DRAP010 境內基金定期定額申購  � 



 

 
 

 

作業類別作業類別作業類別作業類別 交易代號交易代號交易代號交易代號 交易名稱交易名稱交易名稱交易名稱 
使用機構使用機構使用機構使用機構 

投信公司投信公司投信公司投信公司 銷售機構銷售機構銷售機構銷售機構 

申購作業 DRAP015 
境內基金定期定額申購資料查

詢 
 � 

申購作業 DRAP050 
境內基金定期定額申購資料維

護 
 � 

申購作業 DRAP051 
境內基金定期定額申購資料異

動查詢 
 � 

申購作業 DRAP180 境內基金扣款資料查詢  � 

買回作業 DRDP010 境內基金買回   � 

買回作業 DRDP020 境內基金買回資料查詢  � 

買回作業 DRDP025 
境內基金銷售機構買回彙總資

料查詢 
�  

買回作業 DRDP030 境內基金買回資料維護  � 

買回作業 DRDP070 境內基金買回交易確認 �  

買回作業 DRDP071 
境內基金買回交易確認資料查

詢 
�  

買回作業 DRDP080 境內基金買回款項預分配查詢  � 

買回作業 DRDP140 境內基金買回款項分配查詢  � 

買回作業 DRDP190 
境內基金買回/配息應付未付款

項查詢 
 � 

買回作業 DRDP195 
境內基金投資人應付款項彙總

查詢 
 � 

買回作業 DRDP230 
境內基金買回/配息匯入款項查

詢 
�  

買回作業 DRDP971 境內基金買回交易確認更正 �  

買回作業 DRDP972 
境內基金買回交易確認更正查

詢 
� � 

轉換作業 DSWH010 境內基金轉換申請  � 

轉換作業 DSWH020 境內基金轉換資料維護  � 

轉換作業 DSWH021 境內基金轉換資料查詢  � 

轉換作業 DSWH030 
境內基金銷售機構轉換彙總資

料查詢 
�  



 

 
 

 

作業類別作業類別作業類別作業類別 交易代號交易代號交易代號交易代號 交易名稱交易名稱交易名稱交易名稱 
使用機構使用機構使用機構使用機構 

投信公司投信公司投信公司投信公司 銷售機構銷售機構銷售機構銷售機構 

轉換作業 DSWH040 境內基金轉換交易確認 �  

轉換作業 DSWH050 
境內基金轉換交易確認資料查

詢 
�  

轉換作業 DSWH060 
境內基金轉換單位數分配資料

查詢 
 � 

轉換作業 DSWH941 境內基金轉換交易確認更正 �  

轉換作業 DSWH942 
境內基金轉換交易確認更正查

詢 
� � 

收益分配 DASI010 
境內基金收益分配公告資料通

知 
�  

收益分配 DASI020 境內基金配息資料通知 �  

收益分配 DASI030 境內基金配息再投資資料通知 �  

收益分配 DASI110 
境內基金收益分配公告資料查

詢 
� � 

收益分配 DASI120 境內基金配息資料查詢 �  

收益分配 DASI130 境內基金配息款項預分配查詢  � 

收益分配 DASI150 
境內基金配息款項分配明細資

料查詢 
 � 

收益分配 DASI170 境內基金配息再投資資料查詢 �  

收益分配 DASI180 
境內基金配息再投資單位數分

配資料查詢 
 � 

收益分配 DASI190 
境內基金有權參與收益分配單

位數資料查詢 
�  

收益分配 DASI200 境內基金收益分配狀況查詢 � � 

收益分配 DASI941 境內基金配息再投資更正 �  

收益分配 DASI942 境內基金配息再投資更正查詢 � � 

收益分配 DASI951 境內基金配息更正 �  

收益分配 DASI952 境內基金配息更正查詢 � � 

帳務作業 DACT420 境內基金異動餘額查詢  � 

帳務作業 DACT421 境內基金異動餘額彙總查詢 �  

帳務作業 DACT430 境內基金客戶交易明細查詢  � 



 

 
 

 

作業類別作業類別作業類別作業類別 交易代號交易代號交易代號交易代號 交易名稱交易名稱交易名稱交易名稱 
使用機構使用機構使用機構使用機構 

投信公司投信公司投信公司投信公司 銷售機構銷售機構銷售機構銷售機構 

帳務作業 DACT440 境內基金客戶帳戶餘額查詢  � 

帳務作業 DACT660 投信公司申購手續費金額查詢 �  

帳務作業 DACT662 境內基金手續費金額查詢  � 

帳務作業 
DACT665 

境內基金申購手續費分配金額

查詢 
� � 

帳務作業 
DACT680 

境內基金應付作業服務費金額

查詢 
 � 

 



 

 
 

 

代使用機構編製報表一覽表代使用機構編製報表一覽表代使用機構編製報表一覽表代使用機構編製報表一覽表 

作業類別作業類別作業類別作業類別 報表代號報表代號報表代號報表代號 報表名稱報表名稱報表名稱報表名稱 
使用機構使用機構使用機構使用機構 

投信公司投信公司投信公司投信公司 銷售機構銷售機構銷售機構銷售機構 

權限管理 SYS020 使用者權限一覽表 � � 

共用資料 BAS031A 機構基本資料查詢表 � � 

共用資料 BAS140 客戶基本資料查詢表  � 

共用資料 BAS142 開戶基本資料異常清單  � 

共用資料 BAS144-1 客戶基本資料異動清單  � 

共用資料 BAS144-2 客戶基本資料異動統計表  � 

基本資料 DBAS122 銷售機構帳號資料查詢表 � � 

申購作業 DAPL020A 境內基金申購明細表－基金別  � 

申購作業 DAPL020B 境內基金申購明細表－客戶別  � 

申購作業 DAPL020C 境內基金申購彙總表－基金別  � 

申購作業 DAPL020D 境內基金申購彙總表－分公司別  � 

申購作業 DAPL020E 境內基金申購彙總表  � 

申購作業 DAPL040A 境內基金銷售機構申購明細表 �  

申購作業 DAPL040B 境內基金銷售機構申購彙總表 �  

申購作業 DAPL070 境內基金下單彙總表 �  

申購作業 DAPL070A 境內基金下單彙總表 �  

申購作業 DAPL070B 境內基金短線交易明細表 �  

申購作業 DAPL071 境內基金下單彙總表  � 

申購作業 DAPL070A 境內基金下單彙總表 �  

申購作業 DAPL071B 境內基金短線交易明細表  � 

申購作業 DAPL160 境內基金下單回覆查詢表 �  

申購作業 DAPL175 境內基金申購付款明細表 �  

申購作業 DAPL190 
境內基金申購交易確認資料查詢

表 
�  

申購作業 DAPL220A 境內基金申購單位數分配明細表  � 

申購作業 DAPL220B 境內基金申購單位數分配彙總表  � 



 

 
 

 

作業類別作業類別作業類別作業類別 報表代號報表代號報表代號報表代號 報表名稱報表名稱報表名稱報表名稱 
使用機構使用機構使用機構使用機構 

投信公司投信公司投信公司投信公司 銷售機構銷售機構銷售機構銷售機構 

申購作業 DAPL240 境內基金交易狀況查詢表 � � 

申購作業 DAPL280 申購匯款銷帳狀況表  � 

申購作業 DAPL962 
境內基金申購交易確認更正資料

查詢表 
� � 

申購作業 DRAP015A 
境內基金定期定額申購明細表-

基金別 
 � 

申購作業 DRAP015B 
境內基金定期定額申購明細表-

客戶別 
 � 

申購作業 DRAP051 
境內基金定期定額申購資料異動

查詢表-客戶別 
 � 

申購作業  申購款項匯款通知單  � 

申購作業  申購款項扣款通知單  � 

申購作業  境內基金交易申請資料  � 

申購作業  銀行匯率表 � � 

核印作業 RAP025 
扣款授權書核印申請資料明細表

-客戶別 
 � 

核印作業 RAP160 扣款授權書核印結果明細表  � 

買回作業 DRDP020A 境內基金買回明細表－客戶別  � 

買回作業 DRDP020B 境內基金買回明細表－基金別  � 

買回作業 DRDP020C 境內基金買回彙總表－基金別  � 

買回作業 DRDP020D 
境內基金銷售機構買回彙總表－

分公司別 
 � 

買回作業 DRDP020E 境內基金銷售機構買回彙總表  � 

買回作業 DRDP025A 境內基金銷售機構買回明細表 �  

買回作業 DRDP025C 境內基金銷售機構買回彙總表 �  

買回作業 DRDP071 
境內基金買回交易確認資料查詢

表 
�  

買回作業 DRDP080 
境內基金買回款項預分配明細表

－客戶別 
 � 

買回作業 DRDP140A 
境內基金買回款項分配明細表－

(新台幣) 
 � 



 

 
 

 

作業類別作業類別作業類別作業類別 報表代號報表代號報表代號報表代號 報表名稱報表名稱報表名稱報表名稱 
使用機構使用機構使用機構使用機構 

投信公司投信公司投信公司投信公司 銷售機構銷售機構銷售機構銷售機構 

買回作業 DRDP140B 
境內基金買回款項分配明細表－

(外幣) 
 � 

買回作業 DRDP190A 
境內基金買回/配息應付未付款

項明細表 
 � 

買回作業 DRDP195A 
境內基金投資人應付款項明細總

表 
 � 

買回作業 DRDP195C 境內基金投資人應付款項明細表  � 

買回作業 DRDP195D 
境內基金投資人應付款項明細彙

總表 
 � 

買回作業 DRDP230 境內基金買回匯入款項明細表  � 

買回作業 DRDP972 
境內基金買回交易確認更正資料

查詢表 
� � 

轉換作業 DSWH021A 
境內基金轉換明細表－客戶

別  
 � 

轉換作業 DSWH021B 
境內基金轉換明細表－基金

別  
 � 

轉換作業 DSWH021C 
境內基金轉換彙總表－分公

司別  
 � 

轉換作業 DSWH021D 
境內基金轉換彙總表－基金

別  
 � 

轉換作業 DSWH021E 境內基金轉換彙總表   � 

轉換作業 DSWH030A 
境內基金銷售機構轉換明細

表  
�  

轉換作業 DSWH030B 
境內基金銷售機構轉換彙總

表  
�  

轉換作業 DSWH050 
境內基金轉換交易確認資料

查詢表  
�  

轉換作業 DSWH060A 
境內基金轉換單位數分配明

細表  
 � 

轉換作業 DSWH060B 
境內基金轉換單位數分配彙

總表  
 � 

轉換作業 DSWH942 
境內基金轉換交易確認更正

資料查詢表  
� � 



 

 
 

 

作業類別作業類別作業類別作業類別 報表代號報表代號報表代號報表代號 報表名稱報表名稱報表名稱報表名稱 
使用機構使用機構使用機構使用機構 

投信公司投信公司投信公司投信公司 銷售機構銷售機構銷售機構銷售機構 

收益分配 DASI110 
境內基金收益分配公告查詢

表  
� � 

收益分配 DASI120 境內基金配息資料查詢表  �  

收益分配 DASI130 
境內基金配息款項預分配明

細表  
 � 

收益分配 DASI150A 
境內基金配息款項分配明細

表（新台幣）  
 � 

收益分配 DASI150B 
境內基金配息款項分配明細

表（外幣）  
 � 

收益分配 DASI170 
境內基金配息再投資資料查

詢表  
�  

收益分配 DASI180A 
境內基金配息再投資分配明

細表  
 � 

收益分配 DASI180B 
境內基金配息再投資分配彙

總表  
 � 

收益分配 DASI190 
境內基金有權參與收益分配

單位數明細表  
�  

收益分配 DASI200 
境內基金收益分配狀況查詢

表  
� � 

收益分配 DASI942 
境內基金配息再投資更正資

料查詢表  
� � 

收益分配 DASI952 
境內基金配息更正資料查詢

表  
� � 

帳務作業 DACT420 境內基金異動餘額日報表   � 

帳務作業 DACT421 
境內基金異動餘額彙總日報

表  
�  

帳務作業 DACT430 境內基金交易確認書  � 

帳務作業 DACT440 境內基金對帳單  � 

帳務作業 DACT660 投信公司申購手續費對帳單 �  

帳務作業 DACT662A 銷售機構申購手續費對帳單  � 

帳務作業 DACT662B 銷售機構申購手續費彙總表  � 

帳務作業 DACT665 境內基金申購手續費分配明細表 � � 



 

 
 

 

作業類別作業類別作業類別作業類別 報表代號報表代號報表代號報表代號 報表名稱報表名稱報表名稱報表名稱 
使用機構使用機構使用機構使用機構 

投信公司投信公司投信公司投信公司 銷售機構銷售機構銷售機構銷售機構 

帳務作業 DACT680 
境內基金銷售機構作業服務費清

單 
 � 

帳務作業 DACT681 境內基金各項服務費清單  � 

帳務作業 DACT682 境內基金回饋折扣清單  � 

帳務作業 DACT685 境內基金作業服務費彙總清單  � 

帳務作業 DACT686 境內基金作業服務費核對清單  � 



 

 
 

 

境內基金境內基金境內基金境內基金交易平台系統編碼原則交易平台系統編碼原則交易平台系統編碼原則交易平台系統編碼原則 

類別 
碼

數 
編碼原則 備註 

基金代碼 20 基金統編(8)+SHARE 別 
現行投信公司使用之基金代

碼 

機構代碼 9 
總公司別(5 碼）＋分支機構

別(4 碼） 

總公司別： 

�投信 (A)、投顧(B)、兼營

投顧(C)＋投信投顧公會編

碼 

�銀行(N)＋金資碼＋‘0’ 

�證券商(K)＋參加人總公司

編碼 

分支機構別： 

總公司〝0000〞分公司由總

公司自行編碼，惟證券商分

公司以參加人代號編碼 

使用者代碼 12 
權限代碼(1 碼) +機構代碼(9

碼)+流水號(2 碼) 

S ：授權使用者 

T ：一般使用者 (含主管、

經辦) 

客戶帳號 16 
機構代碼(9 碼）＋流水編號

(6 碼）＋檢查碼(1 碼） 
 

交易序號 17 
yymmdd(6) +銷售機構代碼 

(5) + 流水號(6) 
 

下單編號 23 

西元日期(6 碼)＋基金公司

別(3 碼)＋申轉贖代碼(1 碼) 

＋流水號(6 碼) 

銷售機構編碼(5)+ +西元年

碼(4)+月日(4)+投信公司編

碼(5)+類別(1)(申購 P 買回

R 轉換 S) +流水號(4)碼 

總下單編號 16 
TDCC -(5)+投信公司編碼

(5)+西元日期(6)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基金交易平台作業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生效日期:    年    月    日 
機構代碼 

(註 1)      ————        BIC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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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S+機構代碼 5碼+分支機構 4碼＋流水編號 2碼) 

使用者密碼 
(Password) 

□□□□□□□□ 
8碼之文數字組合 

使用者 
姓名 

申請業務 □境內基金    □境內基金      □境內及境內基金 

申請項目 
(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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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基金款項作業：□銷售機構    □集保結算所 
5.核印作業：□自行送核(銀行               ) □線上授權扣款(可複選) 
6.其 他：                   

印鑑戳記(註4)： 申請機構 

部門  

電話  

集保結算所 

核章  
說明： 
註 1：機構代碼編碼方式如下： 

(1)投信公司、投顧公司、兼營投顧者，機構代碼使用「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同業公會」之
會員編號(即投信公司為 A+4 碼數字、投顧公司為 B+4 碼數字、兼營投顧為 C+4 碼數字)＋分支機
構代碼(總公司代碼後 4 位均為 0；分支機構代碼依流水編號自行編列)。 

(2)證券商機構代碼為 K+證券商總公司代碼＋分支機構代碼(總公司代碼後 4 位均為 0；分支機構代
碼為證券商代碼)。 

(3)銀行等信託業機構代碼為 N+金資碼+數字‘0’＋分支機構代碼(總公司代碼後 4 位均為 0；分支機構
代碼依流水編號自行編列)。 

註 2：申請機構無 BIC Code，此欄位可不填寫。 
註 3：首次申請機構檢附文件如下： 

(1)基金交易平台使用契約書。 
(2)基金交易平台之「印鑑卡」。 
(3)公司登記證明文件(例如:公司變更事項登記表等相關文件)影本（申報公告平台已提供者免附）。 
(4)以自己名義為客戶申購境外、境內基金者，須附客戶開戶契約書。 

註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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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法人印鑑或授權印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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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交至集保結算所基金暨國際部基金業務組，地址：台北市復興北路
363 號 3 樓，電話：（02）27195805，分機 407、491、494。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銷售機構分公司清單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分公司名稱 
機構代碼 

(註 1) 

分公司統一編號 
(註 2) 

申請項目 
(註 3) 

      –       

      –       

      –       

      –       

      –       

      –       

      –       

      –       

      –       

      –       

印鑑戳記(註 4)： 申 請 機 構 

部門   

電話   

集 保 結 算 所 

核章   

說明： 
註 1：機構代碼編碼方式如下： 

(1)投信公司、投顧公司、兼營投顧者，機構代碼使用「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同業公會」之
會員編號(即投信公司為 A+4 碼數字、投顧公司為 B+4 碼數字、兼營投顧為 C+4 碼數字)＋分支機
構代碼 4 碼(分支機構代碼依流水編號自行編列)。 

(2)證券商機構代碼為 K+證券商總公司代碼＋分支機構代碼(總公司代碼後 4 位均為 0；分支機構代碼
為證券商代碼)。 

(3)銀行等信託業機構代碼為 N+金資碼+數字‘0’＋分支機構代碼(分支機構代碼依流水編號自行編列)
。 

註 2：申請項目：1.申請  2 註銷 
註 3：請簽蓋與集保結算所洽辦基金交易平台作業留存「印鑑卡」之印鑑。 

（已辦理印鑑變更者，則簽蓋變更後之印鑑戳記）。 
附註：申請機構備妥相關書件後，請交至集保結算所基金暨國際部基金業務組，地址：台北市復興北路

363 號 3 樓，電話：（02）27195805，分機 407、491、494。 



 

 
 

 

  注意事項： 

 

基金申報/交易平台更換印鑑申請書 

（機構代號：          ） 

本公司擬更換留存  貴公司辦理基金資訊觀測站作業(□ 資

訊申報平台□ 基金交易平台□資訊申報及基金交易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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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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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授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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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集保結算所將以受理日之次一營業日為新印鑑卡啟用日，參加人如欲指定啟

用日期者，請於申請書中敘明。 

4.基金交易平台印鑑生效後基金交易平台印鑑生效後基金交易平台印鑑生效後基金交易平台印鑑生效後，，，，原原原原「「「「境境境境外外外外基金基金基金基金交易資訊傳輸暨款項收付作業交易資訊傳輸暨款項收付作業交易資訊傳輸暨款項收付作業交易資訊傳輸暨款項收付作業」」」」印印印印

鑑卡自動鑑卡自動鑑卡自動鑑卡自動失效失效失效失效。。。。 

       經辦：                  主管： 



 

交易資料更正申請書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本公司因                                     ，須申請交易資料更正作業，如下表，請 惠予配合辦理，

若有任何糾紛，本公司願負全責。 

機構代碼(銷售機構)： 

機構名稱(銷售機構)：                                         帳務異動類：□申購□買回□轉換□其他 

項目 交易日期 
交易序號 

或下單編號 
備註 

    

    

    

    

    

1、銷售機構於下午三時三十分前，欲更正當日經本公司完成申購資料及匯入款項資料比對作業之申購資料者，

填寫本申請書後，向本公司提出申請。 

2、銷售機構於下午三時三十分後，欲更正當日之買回、轉換資料及不涉及款項異動之申購資料者，填寫本申請

書及需取得投信公司/投信公司之同意外，並由投信公司/投信公司另行填具「交易資料更正同意書」，向本

公司提出申請。。 

申請機構簽章：                             部門：                        電話：（  ）                 

(請簽蓋原留印鑑) 

集保結算所核印：                           經辦：                         主管：                     



 

 

 

 

交易資料更正同意書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玆因                                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交易資料更正作業，如下表，本公司同意 貴公

司延長處理下單資料時間三十分鐘，請 惠予配合辦理，若有任何糾紛，本公司願負全責。 

機構代碼(投信公司/投信公司)： 

機構名稱(投信公司/投信公司)：                       帳務異動類：□申購□買回□轉換□其他 

項目 交易日期 交易序號 備註 

    

    

    

    

    

 

申請機構簽章：                             部門：                         電話：（  ）                 

(請簽蓋原留印鑑) 

集保結算所核印：                           經辦：                         主管：                    



 

 

 

 

交易確認資料更正申請書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本公司因                      ，須申請交易確認更正作業，如下表，請 惠予配合辦理，若有任何糾紛
，本公司願負全責。 

機構代碼(投信公司/投信公司)： 
機構名稱(投信公司/投信公司)：                         帳務異動類：□申購□買回□轉換□其他 

項目 回覆日期 
交易序號 
或下單編號 

備註 

    

    

    

    

    

投信公司/投信公司於本公司已完成單位數或款項之預分配或分配作業後，欲更正交易確認資料者，填寫本申請

書及需先取得銷售機構之同意外，並由銷售機構另行填具「交易確認資料更正同意書」，向本公司提出申請。 

 

申請機構簽章：                             部門：                        電話：（  ）                 

(請簽蓋原留印鑑) 

 

集保結算所核印：                           經辦：                         主管：                 



 

 

 

 

交易確認資料更正同意書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因                                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交易確認資料更正作業，如下表，本公司同意 

貴公司重新分配其提供之交易確認資料，請 惠予配合辦理，若有任何糾紛，本公司願負全責。 

機構代碼(銷售機構)： 

機構名稱(銷售機構)：                       帳務異動類：□申購□買回□轉換□其他 

項目 回覆日期 
交易序號 

或下單編號 
備註 

    

    

    

    

    

 

申請機構簽章：                             部門：                         電話：（  ）                 

(請簽蓋原留印鑑) 

集保結算所核印：                           經辦：                         主管：                    



 

 

 

 

其他異常處理作業申請書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本公司因下列事由，惠請  貴公司配合辦理相關更正/調整作業，若有任何糾紛，本公司願負全責。 

機構代碼：                    機構身份：□總代理人     □投信公司   □銷售機構                           

機構名稱：                  

申請項目(請勾選) 調整事由 檢附附件 

  □基本資料更正/調整 

 
 

 
 

  □款項資料更正/調整(註) 

  □其他作業更正/調整 

註：涉及申請更正/調整銷售機構客戶款項時，應檢附銷售機構同意書。 

此致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機構簽章：                          部門：                         電話：（  ）                  

(請簽蓋原留印鑑) 

集保結算所核印：                        經辦：                         主管：                         



 

 

 

 

其他異常處理作業同意書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立同意書人                  股份有限公司(機構代碼：         )，茲因                  股份有限

公司(機構代碼：         )依下列事由向 貴公司申請更正/調整作業，同意 貴公司配合辦理，若有任何糾紛，

本公司願負全責。 

 調整事由 檢附附件 

 

 

 

 

此致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同意機構簽章：                          部門：                         電話：（  ）                  

(請簽蓋原留印鑑) 

集保結算所核印：                        經辦：                         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