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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櫃板資訊公開系統

查詢端

投資人使用

輸入端

創櫃公司與
股代使用

監控端

本中心管區
使用



查詢端-創櫃板資訊公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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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ops.twse.com.tw/server-java/gotc/gotc_index

請將下列網址設為我的最愛



輸入端-創櫃板資訊公開系統輸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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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iis.twse.com.tw/G_bond_normal.htm

請將下列網址設為我的最愛



創櫃板資訊公開系統輸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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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建立作業
1) 代碼組成:G+證券代碼(4碼)+分號(2碼)

A. 例:G400100
2) 使用者權限:

1) 分號為00者，權限最大，並可用「使用者
建立作業」之功能設立其他分號及其權限，
例，G400101、G400102…

2) 分號為99者，此帳號為發言人使用，權限
為重大訊息確認用

分號99之帳號
得僅勾選重大
訊息申報作業
之權限



創櫃板資訊公開系統主要申報項目
創櫃板管理辦法第22條-資訊申報 「創櫃板資訊公開系統」之相應項目

一、
公司基本資料，含A.公司概況、
B.董事、監察人及經營團隊基
本資料等資訊

A.公司基本資料申報

B.董監及經營團隊基本資料

二、 公司內部人持股等資訊 內部人申報作業

三、
股東常會及臨時會之開會日期
及其停止股東名簿記載變更期
間

召開股東（臨時或常）會之公告

四、

A.提請股東常會承認之營業報
告書、年度財務報表、盈餘分
派或虧損撥補議案。B.年度財
務報表應包括資產負債表、損
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及現金
流量表

A.非格式化檔案電子資料申報→股東
會相關資料申報→選擇「提請股東常
會承認之相關資料」→ 上傳PDF檔

B.
1.財務報表申報作業(申報104年度(含)
以前之財務報表需操作財報建檔程式)
2.非格式化檔案電子資料申報→財務
報告書申報→ 上傳PDF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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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櫃板資訊公開系統主要申報項目
創櫃板管理辦法第22條-資訊申報 「創櫃板資訊公開系統」之相應項目

五、 本年度股利分派情形 股利分派情形申報作業

六、 股東會議事錄
非格式化檔案電子資料申報→股東會
相關資料申報→選擇「股東會議事錄
」→ 上傳PDF檔

七、
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
他利益之基準日及其停止股東
名簿記載變更期間

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
準日公告

八、

現金增資資訊：
A.（一）董事會決議現金增資

發行新股資訊
（二）公司透過創櫃板籌資

相關資訊
B.（三）籌資計畫項目及進度
B.（四）募集資金運用情形季

報表

A.公司發行新股時依公司法第267條辦
理之公告
B.現金增資計畫執行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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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櫃板資訊公開系統主要申報項目
創櫃板管理辦法第23條-重大訊息 「創櫃板資訊公開

系統」之相應項目

一、存款不足之退票、拒絕往來或其他喪失債信情事者。
二、因訴訟、非訟、行政處分、行政爭訟、保全程序或強制執

行事件，對公司財務或業務有重大影響者。
三、嚴重減產或全部或部分停工、公司廠房或主要設備出租、

全部或主要部分資產質押，對公司營業有影響者。
四、有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所定各款情事之一者。
五、董事長、總經理發生變動者。
六、業務合作計畫或重要契約之簽訂、變更、終止或解除，對

公司財務或業務有重大影響者。
七、董事會決議增資發行新股及現金增資基準日，或前開事項

有重大變更者。
八、董事會決議向主管機關提出補辦公開發行之申報者。
九、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申請終止登錄創櫃板者。
十、依本辦法第十七條第六項或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應揭露

異常情事之說明及具體改善計畫暨後續改善情形者。
十一、依本辦法第二十六條或第二十七條規定停止公司透過創

櫃板籌資資格或終止公司登錄創櫃板者；或前開事項有
重大變更者。

十二、其他對股東權益有重大影響之情事者。

重大訊息申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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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修改方式
4種態樣 「創櫃板資訊公開系統」之項目

不得修改

1. 重大訊息
2. 召開股東（臨時或常）會之公告
3. 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公告
4. 公司發行新股時依公司法第267條辦理之公告

修正方式:再發一則重大訊息或公告，主旨標明”更正(或
補充)XX年XX月XX日之XXXXXXXXXXXXX”，並於內容敘明，
A. 前則內容
B. 本則內容
C. 差異之處
D. 差異原因

本中心可開放修改，惟公
司須事前線上申請

財務報表申報作業→請資料更正申報，但須同時發布重大
訊息

本中心可開放修改，公司
無須線上申請，惟須以電
子郵件聯繫管區

主要係電子書，例如:
1. 財務報告書申報，但盡量以「財務報告更(補)正申報

作業」
2. 股東會相關資料申報

公司可自行更正 其餘項目，但修改方式不一
9



公司基本資料申報



公司基本資料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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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公司基本資料輸入→畫面申報並送出→畫面申報確認→申報完成
公司股票代號申請下來即可建立公司基本資料並按確認，登錄後若內容
有異動應於公司知悉變動起五日內輸入更新



董監及經營團隊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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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董監及經營團隊基本資料→申報/修改→(新增五筆)輸入資訊於上表→確定

1.職稱欄位請填公司內部頭銜，職稱分類請選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2.公司股票代號申請下來，即可依據籌資計畫書填寫之「董監名單」及「經營團
隊名單」去填報，後續應於公司知悉變動起五日內輸入。

3.就任日期請填寫本屆董事、監察人選任日期；經理人為擔任該職務之就職日期。

4.若無兼任其他公司之職務及專長者，表格內請填入”無”。



股務代理商設定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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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內部人申報作業=>重新設定股務代理商作業=>於表格內之下拉式選
單選擇公司之股務代理商=>按”確定”
公司股票代號申請下來即可設定，以利授權股代後續協助公司進行籌資及
內部人之相關申報作業。



現金增資計畫執行專區
－現金增資基本資料
－計畫進度輸入
－運用情形季報表輸入



現金增資計畫執行專區-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基本資料

15

輸入現金增資期別(民國年+期別:10201)
→點選送出，即建立此期增資基本資料

A

B

=A-B

A’

AxA’

輸入資料後→送出→
預覽基本資料→確認
無誤→公告資料

公告期限：
董事會通過決議日起五日內

輸入



現金增資計畫執行專區-計畫進度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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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此表之

單位：仟元

資金運用計
畫之預計完
成日
(ex1051231)

資料輸入完成後，
請先點選送出資料，
再點選公告資料

選取欲查詢之籌資年度期別
(民國年+期別:10201) 依據資金運用計畫表

(如下)所列金額填寫，
本表加總金額與本次
增資金額須相符。

公告期限：完成籌資股款
收足日起十日內輸入

500
充實營運資金

300 200



現金增資計畫執行專區-運用情形季報表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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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欲查詢之籌資年度期別
以及輸入查詢季報表之年與季

公告期限：
每季結束後二十日內輸入



財務報表申報作業(申報105年度(
含)以後之財務報表適用)
－格式化：財務報表申報作業(採企業會計準則後)
－非格式化：非格式化檔案電子資料申報→財務報告書申報(採企
業會計準則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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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申報作業(採企業會計準則後)
-簡明資產負債表

19

格
式
化

若新增完畢後檢核無誤請按確認

注意事項:
1.請以新台幣仟元表達。
2.檢核公式如下：
(1)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資產總計
(2)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負債總計
(3)資本+資本公積+保留盈餘+其他權益
+庫藏股票(僅能輸入負值)=權益總計

(4)資產總計=負債總計+權益總計



財務報表申報作業(採企業會計準則後)
-簡明綜合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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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式
化

若新增完畢後檢核無誤請按確認

注意事項:
1.請以新台幣仟元表達。
2.檢核公式如下：
(1)營業收入-營業成本=營業毛利(毛損)
(2)營業毛利(毛損)-營業費用=營業淨利(淨損)
(3)營業淨利(淨損)+營業外收益及費損=稅前淨利(淨損)
(4)稅前淨利(淨損)-所得稅費用(利益)=繼續營業單位稅

後淨利(淨損)
(5)繼續營業單位稅後淨利(淨損)+停業單位損益(稅後)=

本期稅後淨利(淨損)
(6)本期稅後淨利(淨損)+本期其他綜合損益=本期綜合損

益總額(稅後淨額)
※營業成本及營業費用請輸入正數



財務報表申報作業(採企業會計準則後)
-申請資料更正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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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確定後，請通知管區開放修改



財務報表申報作業(採企業會計準則後)
-財務報告更(補)正申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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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格式化檔案電子資料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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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告PDF檔：上傳之財務報
告PDF檔請注意須於四大表表頭旁蓋公司大章，
下面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旁蓋個人小章。

☺自結財務報告PDF檔：自結四大表表頭請注意須
蓋公司大章，下面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
旁蓋個人小章。

非
格
式
化



財務報告申報期限

 商業會計法第65條規定，商業之決算，應於會計年度
終了後2個月內辦理完竣；必要時得延長二個半月。另
，公司法規定各項財務表冊須經董事會編造及決議。
綜上所述，創櫃板公司最晚必須於每年5月15日前，由
董事會決議通過前一年度財務表冊（至少應為自結財
務報表）。

 依照創櫃板管理辦法第22條第1項第4款，創櫃板公司
應於股東常會開會至少十日前上傳年度財務報告（包
括格式化及非格式化之財務報告）。逾期未申報者，
本中心將依規定停止公司透過創櫃板籌資資格。
◦ 罰則：依照商業會計法第76條處代表商業之負責人、經理人、主辦及經辦會計

人員新台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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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相關申報作業
－依公司法第170條，股東常會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

後六個月內召開。
－依公司法第172條，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二十日

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無記名股票者，應於三
十日前公告之。

－股東臨時會請另參閱公司法。



召開股東常會(臨會)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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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應至少於停過日前
五個營業日內輸入。

2.股東會種類請選擇
股東常會或股東臨
時會。

3.公司法165條規定股
東名簿記載之變更
於股東常會開會前
30日內，股東臨時
會開會前15日內不
得為之。故股東常
(臨)會停止過戶起
日至停止過戶迄日
須為30日(15日)

4.主旨請敘明為XX
公司董事會決議召
開OOO年度股東常
會公告。
5.公告內容如圖示
應包括以下項目
(1)開會時間、地
點；(2)會議主要
內容應有報告事項、
承認事項、討論事
項以及選舉事項
(如有董監選舉議
案)；(3)受理股東
提案公告(公司法
第172條之1規定)；
(4)其他事項等重
要項目。



召開股東常會(臨會)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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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股東常會
(臨會)之公告發
布後，董事會決
議再提案至股東
會，則須再補充
原公告，此時主
旨需敘明係補充
公告，另於公告
內容將新提案內
容輸入，其他與
原公告一樣。

新提案內容：
盈餘撥補議案



召開股東常會(臨會)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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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最後過戶日適逢假日，請於其他應敘明事項
中載明親臨辦理過戶者須提前至前一營業日辦
理，例如：因最後過戶日103年04月26日適逢
星期例假日，凡持有本公司股票而尚未辦理過
戶之股東，請於民國103年04月25日(星期
五)16時30分前親臨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宏
遠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台北市信
義路四段236號3樓)，辦理過戶手續，掛號郵
寄者以民國103年04月26日（最後過戶日）郵
戳日期為憑。

注意：因公司法第28條規定非公發公司之公告應登載日報，故創櫃板公
司仍需做報紙公告，惟公告內容可簡化為：OO(股)公司董事會召開XX年
度股東常會公告內容請詳創櫃板資訊公開系統之股東常會公告，網址如
下：http://mops.twse.com.tw/server-java/gotc/gotc_t59sb06

六



股東會基本資料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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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創櫃板公司資訊公開申報系統=>非格式化檔案電子資料申報=>
股東會基本資料輸入，點選「新增」後畫面如下，新增資料完成後尚
須至「確認」功能做確認，才正式申報成功。



股東會相關資料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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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資料項目：提請股東常會承認之相關資料(包括營業報告書、年
度財務報表、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議案等文件，請將上開資料掃描
成一個pdf檔上傳，若公司有編議事手冊，且已包含上述資料，即
可以議事手冊電子檔上傳)應於股東常會開會日至少十日前輸入。
2.資料項目：股東會議事錄電子檔應於股東會後二十日內上傳。



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及其他基準日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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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報表請上傳公司董事會議事錄電子檔
(須有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基準日相關議案)。

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應於停止過戶日至少五個營
業日前輸入。公告內容可參考公開資訊觀測站=>重大訊息與公告=>公告查
詢=>市場別點選公開發行，查詢公開發行公司類似公告。

公告內容應包括1.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日期、2.權利分派內
容：每股配發現金(股利)或股票(股利)元、員工紅利及董監
酬勞金額、3.權利分派基準日、4.其他應敘明事項。



股利分派情形申報作業



股利分派情形申報作業

應於股東會通過股利分派後之次一營業
日前輸入(即使虧損不分派股利亦須申
報數字為0)，輸入股利所屬年度及分配
期數後，按「新增」進入申報畫面。



股利分派情形申報作業

注意事項：
1.項目單位為(元)或(股)者，例如
股東配發之現金股利總金額(元)或
股東配股總股數，請直接輸入金額
數字且不要打仟分號。
2.項目單位為(元/股)者，例如盈
餘分配之現金股利(元/股)，請輸
入每股所配發之現金或股票股利。
3.若期初未分配盈/待彌補虧損金
額為負的，數字前請加”─”。
4.申報完成後，請按「送出資料」。



股利分派情形申報作業

 上開申報資料輸入完成後，尚須回主畫面，執
行「確認」功能，進入確認畫面如下，點選詳
細資料並檢查申報內容後，再按確認鍵才完成
申報作業。



公司發行新股之公告
－依據公司法267Ⅲ：公司發行新股時，除保留10%~15%

由公司員工承購外，應公告及通知原有股東，按照原
有股份比例儘先分認，並聲明逾期不認購者，喪失其
權利。



公司發行新股時依公司法第267條
辦理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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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內容包括本次現增之增資總金額及每股面額、保
留予員工認購額度、代收股款銀行、認股期限、認股
基準日及認股繳款期間等項目。=>因非公開發行公司
須作報紙公告，屆時報紙公告內容可簡化如下。

XX公司○○年第○期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公告

注意：公告內容可簡化為：XX(股)公司董事會通過○○○年第○期現金
增資，內容請詳創櫃板資訊公開系統之公司發行新股時依公司法第267
條辦理之公告，網址如下：http://mops.twse.com.tw/server-
java/gotc/gotc_t59sb09

點選確定後，再進行「確
認」，即完成公告



重大訊息申報作業



重大訊息申報作業

創櫃板公司
有創櫃板管
理辦法第23
條各款情事
之一者，應
於事實發生
日起五日內
點選左列畫
面各款格式，
將該訊息內
容輸入後，
上傳至資訊
申報系統。



重大訊息申報作業

點選欲申報之條
款格式，進入畫
面先下載申報之
檔案格式，將訊
息內容依格式輸
入並儲存重大訊
息txt檔，由「申
報資料上傳」功
能將重大訊息上
傳至資訊申報系
統。

StepⅠ

StepⅡ



重大訊息申報作業

序號：同一日若有多筆重大訊息要發布，
可依序取號，不可重複，不可跳號。

主旨：每行58bytes，最多3
行，換行時，請於第2行以
後之開頭加@符號。

日期格式：
YYY/MM/DD

內容：每行78bytes(包括換行符號@和
標題)，請自行按“Enter”來增加行數，
換行時請於第2行以後之開頭加@符號，
如內容項目不可空白但不適用時,請輸
入“不適用”。



重大訊息申報作業
重大訊息txt檔上傳完成後，尚須回主畫面，點選「確認」
功能做確認，才完成申報。



重大訊息申報作業
進入「重大訊息確認作業」畫面如下，欲確認某筆重大訊息，請直接點選「輸
入日期」，欲刪除某筆重大訊息，請勾選□，再按下「刪除未確認之資料」，
將該筆資料予以刪除。



重大訊息條文簡介

 事實發生日
(協議日、簽約日、付款日、委託成交日、過戶日、
董事會或其設置之委員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
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以孰前者為準。但屬需經
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者，以上開日期或接獲主管機
關核准之日孰前者為準。) 

 例：96.10.1董事會決議對大陸地區子公司增資美金
50萬元，96.10.5向投審會申請核准函，96.10.15取
得投審會核准函，96.10.22匯出資金。

 事實發生日：96.10.1(以孰前者為準)



重大訊息條文簡介

45

◼嚴重減產或全部或部分停工、公司廠房或主要設備出租、
全部或主要部分資產質押，對公司營業有影響者。
➢ 公司如有實施裁員、無薪假或減少工時等措施而符合嚴重減產、

全部或部分停工…，對公司財務或業務有重大影響者，應依規
發布重大訊息。

◼董事長、總經理發生變動者。
➢ 請務必於主旨中敘明是發生何種變動。例如：本公司總經理辭

任。
➢ 請正確填寫「異動情形」，請完整填寫「異動原因」。「解任」

係指轉讓持股超過1/2或是辭世而自然解任。「新任」係指先前
已輸過舊任者異動之重大訊息，此次係再就新任者補充公告。



重大訊息條文簡介
◼ 業務合作計畫或重要契約之簽訂、變更、終止或解
除，對公司財務或業務有重大影響者。

➢包含意向書之簽訂。

➢如與他人簽訂之合約載有限制條款或重大約定事項，應考量
股東及投資大眾權益，力求資訊揭露之透明與完整性。

➢公司對外之重大契約即使簽有保密協議，仍應將其中較不敏
感之事項作充分詳細之說明或澄清；對有保密義務部分（如
客戶名稱、銷貨單價等），可不公開，惟仍應適當揭露（如
客戶為某美國資訊大廠）。

◼ 其他對股東權益有重大影響之情事者。

➢包含大眾傳播媒體報導或市場流傳之訊息有足以影響公司之
股東權益者。

➢本中心同仁每日值班閱報發現媒體報導消息有影響公司股東
權益之虞者，會請公司發重訊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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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創櫃板資訊申報系統若有任何問題，
請洽各公司管區，或請聯繫：
李專員 02-2366-6032 lynn@tpex.org.tw
蕭專員 02-2366-6085 emma@tpex.org.tw

~流通證券‧活絡經濟‧資金活水暢流通~

47

mailto:lynn@tpex.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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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櫃檯買賣中心是
經濟活力的推手、成功企業的搖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