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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提前了結

系統作業要點 
 

條        文 說        明 

一、 本要點依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以下簡稱本中

心）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儲

存庫系統管理規定第十二條規定

訂定之。 

本要點訂定依據。 

二、 金融機構參加本中心衍生性金融

商品交易提前了結系統（以下簡

稱本系統）了結交易者，應依本

要點規定辦理。 

本點規定金融機構參加本中心衍生性金

融商品交易提前了結系統了結交易之依

據。 

三、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   提前了結作業係指本中心依

本要點第六點至第十點，下

載相關資料、資料申報輸

入、執行暫定及最終衍生性

金融商品契約交易雙方提前

終止作業，並多方交互結算

應收付予各相關參與金融機

構淨額之作業。 

(二)   簽署金融機構係指依第四點

第四項規定簽署並交付提前

了結協定書參加函予本中心

之金融機構。 

(三)   參與金融機構係指依第四點

第二項規定向本中心申請參

與該次提前了結作業，並經

本點規定本要點相關用詞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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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核准之簽署金融機

構。 

(四)   參與了結交易係指當次提前

了結作業中，參與金融機構

依第七點第一項申報與其他

參與金融機構相互間之衍生

性金融商品交易。 

(五)   提前了結付款日係指當次提

前了結作業後，參與金融機

構應依第十一點規定給付提

前了結款項淨額之日。 

(六)   提前了結款項係指各參與金

融機構依當次提前了結作業

之最終執行結果，應收或應

付予其他參與金融機構之金

額。 

(七)   提前了結款項淨額係指各參

與金融機構依當次提前了結

作業之最終執行結果應付之

所有提前了結款項總額，扣

減該參與金融機構應收之所

有提前了結款項總額。該淨

額為正值者，應由參與金融

機構依第十一點給付，為負

值者，應由參與金融機構依

第十一點收取。 

(八)   提前了結協定書係指本中心

另行公告之提前了結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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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四、 本系統每次進行提前了結作業適

用之商品、時間及作業程序等事

項，由本中心公告之。 

  簽署金融機構得於本中心公

告之登記申請期間內，依本中心

規定之格式以書面方式或透過本

系統點選方式向本中心申請參與

該次提前了結作業。 

    簽署金融機構已依前項辦理

申請，本中心未為拒絕者，視為

同意其參與該次提前了結作業。 

  金融機構首次依第二項規定

提出申請前，應簽署及交付提前

了結協定書之參加函予本中心，

同意受提前了結協定書之拘束。 

一、 本點規定金融機構參加提前了結

系統之條件與其法律效果及簽署

金融機構參與各次提前了結作業

的申請方式與本中心同意方式。 

二、 為便利本中心作業，爰訂定第一

項規定授權本中心得以公告方式

辦理每次提前了結作業適用之商

品、時間及作業程序等事項。 

三、 為方便簽署金融機構之申請，爰

訂定第二項規定簽署金融機構參

與各次提前了結作業得以書面方

式或系統點選方式辦理申請。 

四、 為賦予本中心核准之權限，爰訂

定第三項規定本中心得於申請期

限內進行審查是否同意特定簽署

金融機構參與該次提前了結作業

之權利。 

五、 為變更交易雙方原 ISDA 契約之

條款及效力，爰訂定第四項規定

金融機構參加提前了結系統前應

先簽署及交付提前了結協定書之

參加函，並同意受其拘束。 

五、 參與金融機構視為同意本中心得

處理與利用其透過本中心衍生性

金融商品交易資訊儲存庫系統，

向本中心申報之衍生性金融商品

交易資料。 

一、本點規定參與金融機構同意本中心

得使用其於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資

訊儲存庫系統中之資料。 

二、為減輕參與金融機構之作業負荷，

爰規定授權本中心得使用其於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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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儲存庫系統申

報之資料。 

六、 本中心於第四點第二項登記申請

期間屆滿後，應提供參與金融機

構下載其相關交易資料。 

    前項交易資料之交易對手，

以該交易雙方均為當次提前了結

作業之參與金融機構為限。 

一、本點規定登記期間屆滿後，本中心提

供參與金融機構間衍生性金融商品

交易資訊儲存庫系統所申報之資

料。 

二、為減輕參與金融機構之作業負荷，爰

訂定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本中心應

提供參與金融機構與其他參與金融

機構間於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儲存庫系統所申報之資料供其下

載。 

七、 參與金融機構應於本中心公告之

暫定相關交易資料申報期限內，

依本中心規定之資料及格式向本

中心辦理資料之申報輸入。 

    參與金融機構未於相關交易

資料申報期限內依規定提供資料

者，該參與金融機構依第四點第

二項所提之申請視為無效，相關

提前了結作業應不予納入該金融

機構，且不適用第八點至第十四

點之規定。 

    第一項之資料及格式，由本

中心公告之。 

一、 本點規定參與金融機構暫定執行

之資料提交期間與資料格式及未

於期限內提交資料之法律效果。 

二、 為方便提前了結作業之進行，爰

訂定第一項規定參與金融機構應

依本中心規定時間及格式申報資

料。 

三、 為避免爭議及讓參與金融機構瞭

解未於規定時間申報資料之法律

效果，爰訂定第二項規定其已依

第四點第二項所提之申請視為無

效，亦不受後續作業規範之規定。 

四、 為便利本中心作業，爰訂定第三

項規定授權本中心得以公告方式

辦理每次提前了結作業暫定執行

之資料及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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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本中心進行提前了結作業，得採

暫定及最終執行二階段方式辦

理。 

    本中心得提供各參與金融機

構其第一階段暫定執行提前了結

作業之結果，作為各參與金融機

構進行第二階段最終執行提前了

結作業之參考，不生任何法律上

之效力。 

一、 本點規定提前了結作業採二階段

方式實行，第一階段為暫定不具

法律拘束力；第二階段為最終執

行，具有法律效力。 

二、 為讓參與金融機構瞭解提前了結

後之結果及給予參與金融機構調

整資料以提高最終執行之成效，

爰訂定第一項規定本系統提前了

結作業分為兩階段方式進行。 

三、 為避免爭議及明確暫定階段之作

用及法效，爰訂定第一項規定第

一階段暫定執行為預演，其結果

僅供參與金融機構參考，不生任

何法律上之效力。 

九、 本中心依前條提供提前了結作業

暫定結果後，各參與金融機構應

依本中心規定之內容、格式及期

間申報輸入最終執行之交易資

料。 

參與金融機構未依前項規定

輸入交易資料者，視為同意其依

第七點第一項提供之資料，作為

前項最終執行之交易資料。 

一、 本點規定參與金融機構正式提解

實行之資料提交期間與格式及未

於期限內提交資料之法律效果。 

二、 為方便最終執行階段提前了結作

業之進行，爰訂定第一項規定參

與金融機構應依本中心規定時間

及格式申報資料。 

三、 為減輕參與金融機構之作業負

荷，爰訂定第二項規定參與金融

機構如不擬調整最終執行階段之

申報資料時，本中心得以該參與

金融機構實行第一階段暫定執行

提前了結作業所申報之資料代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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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本中心應於第四點第一項公告之

最終執行日上午八時前，提供各

參與金融機構下載其最終執行結

果。 

    本中心依前項規定提供該次

提前了結作業最終執行結果後，

各參與金融機構應於當日上午十

時前，透過本系統回覆是否對該

次最終執行結果提出異議，未依

上開規定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

該次最終執行結果並受其拘束。     

一、 本點規定最終執行結果提供期限

與參與金融機構對最終執行結果

異議期限及未於期限內提出異議

之法律效果。 

二、 為讓參與金融機構暸解該次提前

了結作業最終執行結果提供之時

間，俾利參與金融機構進行後續

之作業，爰訂定第一項規定提前

了結作業最終執行結果將於最終

執行日上午八時前提供。 

三、 為避免該次提前了結作業最終執

行結果與參與金融機構預期有大

幅差異，爰給與參與金融機構有

不同意該次提前了結作業最終執

行結果之權利，另為避免參與金

融機構前開權利執行期限過長造

成最終執行結果效力未定，爰訂

定第二項規定讓參與金融機構得

對該次提前了結作業最終執行結

果，於最終執行日上午十時前得

表示不同意該次提前了結作業最

終執行結果，如未於期限提出異

議者即視為同意該次最終執行結

果並接受其拘束。 

十一、 任一參與金融機構於前點之期

限內透過本系統對最終執行結果

提出異議時，應取消該次提前了

結作業，且最終執行結果不對本

一、 本點規定參與金融機構於期限內

提出異議之法律效果。 

二、 為明定參與金融機構於期限內提

出異議的法律效果及避免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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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或任何參與金融機構生拘束

力。 

 

 

爰訂定本點規定當有任一參與金

融機構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異議

時，則該次提前了結作業最終執

行結果即無效，該最終執行結果

即不對本中心或任何參與金融機

構產生拘束力。 

十二、 參與金融機構屆提前了結付款

日有應付提前了結款項淨額者，

應於當日下午一時三十分前，逕

行匯入本系統款項結算專戶；有

應收提前了結款項淨額者，本中

心將於當日實際收到款項後於下

午一時三十分起，逕行匯入其指

定之款項帳戶。 

 

一、 本點規定參與金融機構之給付結

算作業及期限。 

二、 為明定該次提前了結作業之給付

結算作業及期限爰訂定本點規定

參與金融機構應依最終執行結

果，有應付款項者，應於當日下午

1 點 30 分前將款項匯至本中心交

割專戶；有應收款項者，本中心自

收到應付者款項後，於下午 1 點 30

分起，辦理款項撥付。 

十三、 本中心依前點規定完成各參與

金融機構提前了結款項淨額之收

付後，其最終執行結果所列之參

與了結交易契約視為終止，該次

提前了結作業之參與了結交易當

事人之權利義務即消滅。 

任一參與金融機構未依前點

規定完成給付結算者，則該次提

前了結作業即取消，其最終執行

結果不對本中心或任何參與金融

機構生拘束力，本中心應於該提

前了結付款日之次一營業日前依

一、 本點規定給付結算完成之法律效

果及違約之法律效果與違約之處

罰。 

二、 為讓參與金融機構知悉完成給付

結算之法律效果，爰訂定第一項

規定明定參與金融機構完成該次

提前了結作業之給付結算作業，

各參與金融機構記載於該次最終

執行結果上之原交易契約視為提

前終止，該等交易之雙方當事人

間之權利義務消滅。 

三、 為明定參與金融機構違約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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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價金返還予各相關參與金融機

構。 

  本中心得視其情節重大程

度，限制或停止未依前項完成給

付結算之簽署金融機構參與本系

統之權利。 

給付結算作業的效果， 爰訂定第

二項規定如有參與金融機構未依

本中心規定時限內完成給付結算

者，則該次最終執行結果失其效

力；已辦理給付結算之參與金融

機構本中心應於提前了結付款日

之次一營業日前以原價金方式返

還之。 

四、 為明定本中心對違約未完成給付

結算作業之參與金融機構的處

罰，爰訂定第三項規定本中心得

對未依規定實現完成給付結算之

參與金融機構得視其情節重大性

限制或停止其使用本系統之權

利。 

十四、 參與金融機構應依各次提前了

結作業所終止之交易，於次月十

日前向本中心繳交業務服務費。 

  前項業務服務費之計算方

法，應依各參與金融機構當次最

終執行結果所列之參與了結交易

契約之名目本金乘以賸餘年限，

按百萬分之二之費率為上限計算

之。 

    前項費率由本中心公告之。 

一、 本點規定本中心業務服務費之收

費費率與繳交期限。 

二、 為讓參與金融機構瞭解參加提前

了結作業本中心服務費之繳交期

限，爰訂定第一項規定參與金融

機構應於該次提前了結作業完成

後之次月十日前繳交該次業務服

務費予本中心。 

三、 為讓參與金融機構瞭解本中心服

務費之費率及保留服務費費率之

彈性，爰訂定第二項規定本中心

對參與金融機構收取業務服務費

係以最終執行結果上之交易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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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目本金×剩餘年限×費率計算

之，而其中費率則以百萬分之二

為上限。 

十五、 本要點經報主管機關核定後公

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的核定與修訂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