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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籌資更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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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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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規劃

項次 辦理時程 辦理事項 備註

1 111/2/14 ~ 111/4/24
TR格式修正測試、

成交確認系統功能測試
(詳下一頁說明)

2 111/4/25
TR格式修正上線、
成交確認系統上線

3 111/2/14 ~ 111/7/24
傳送CCP系統功能測試

(平日測試)
(詳下一頁說明)

4 111/4 ~ 111/7
傳送CCP市場會測

(假日測試)
依期交所規劃時程辦理

5 111/7/25 傳送CCP上線 依期交所規劃時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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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規劃

➢有關TR格式修正測試、成交確認系統功能測試

及傳送CCP系統功能測試，說明如下：

1. 測試時間：

111年2月14日起(上班日)，每日9時至17時

2. 測試系統網址：

https://trtest.tpex.org.tw

3. 測試系統帳密：

帳號一（帳號：tr001、密碼：tr001abc）

帳號二（帳號：tr002、密碼：tr002abc）

帳號三（帳號：tr003、密碼：tr003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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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業流程
1. 流程圖
 「雙方申報+傳送CCP」
 「雙方申報確認+傳送CCP 」
 「 Broker申報雙方確認+傳送CCP 」
 「單方申報確認」

2. 作業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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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資料

交易是否比對
成功?

是

否

是

交易方A 交易方B

申報TR資料

傳送期交所(CCP)

交易是否傳送
至CCP?

期交所接受或
拒絕?

資料是否
需要修改?

重新傳送

是

否

拒絕

接受

TR自動變更交易對手為CCP

1. 流程圖「雙方申報+傳送C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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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送期交所(CCP)

期交所接受或
拒絕?

接受

TR自動變更交易對手為CCP

修改資料

交易是否比對
成功?

是

否

是

交易方A 交易方B

申報TR資料

否雙方核對資料
正確並完成成

交確認?公版確認書紀錄：
1. 交易資訊
2. 雙方交易申報人員與時間
3. 雙方交易確認人員與時間

交易是否傳送
至CCP?

產製公版成交確認書&下載成交確認書

是
資料是否
需要修改?重新傳送

拒絕

否

是

提供交易雙方下載附加
CCP資訊之成交確認書

完成成交確認

1. 流程圖「雙方申報確認+傳送CCP」



9

傳送期交所(CCP)

期交所接受或
拒絕?

接受

下載附加CCP資訊之成交確認書

是

交易方A 交易方B

Broker申報資料

否

雙方核對資料
正確並完成成

交確認?公版確認書紀錄：
1. 交易資訊
2. Broker申報人員與時間
3. 雙方交易確認人員與時間

交易是否傳送
至CCP?

產製公版成交確認書&下載成交確認書

是
資料是否
需要修改?重新傳送

拒絕

否

是

Broker

註: 交易雙方
另須完成TR申報。

回饋交易資料
予交易方A

Broker修改資料

完成成交確認

回饋交易資料
予交易方B

1. 流程圖「Broker申報雙方確認+傳送C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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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書紀錄：
1. 交易方A上傳之文件
2. 交易方A上傳人員與時間
3. 交易方B確認人員與時間

是

否

是

交易方A
(金融機構)

交易方B
(金融機構或客戶端)

上傳文件
交易方A
修改文件

下載成交確認書

交易方B是
否完成確

認?

交易方B
核對文件
內容是否

正確?

交易方B為客戶端(公開發
行公司以上公司)者，透
過公開資訊觀測站電子認
證申報系統(Sii)介接成交
確認平台。

註: 交易方為金融機構者，
另須完成TR申報。

1. 流程圖「單方申報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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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業流程說明

項次
成交確認及傳送CCP

方式
作業流程 備註

1
雙方申報

+傳送CCP
雙方申報TR → 傳送CCP 金融機構間陽春型IRS交易適用

2
雙方申報確認

+傳送CCP
雙方申報TR → 成交確認

→ 傳送CCP
金融機構間陽春型IRS交易適用

3
Broker申報雙方確認

+傳送CCP
Broker申報 → 成交確認

→ 傳送CCP
金融機構間陽春型IRS交易適用
另須完成TR申報

4 單方申報確認
金融機構上傳文件
→ 另一方成交確認

金融機構間、金融機構與客戶
間所有店頭衍商交易均適用

另須完成TR申報

註1：配合期交所CCP推動時程，第一階段(111年7月25日起)CCP商品為新臺幣陽春型IRS，第二階段
(112年中)CCP商品為新臺幣NDF。

註2：金融機構與公開發行公司以上客戶可透過「單方申報確認」方式辦理成交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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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業流程說明

項次
成交確認及傳送CCP

方式
作業流程

TR IRS格式第43欄
「交易確認及傳送交易至CCP」

填報方式

1
雙方申報

+傳送CCP
雙方申報TR → 傳送CCP

請選 2：
已透過其他方式完成交易確認；
同意透過TR傳送交易至臺灣期貨交易所

2
雙方申報確認

+傳送CCP
雙方申報TR → 成交確認

→ 傳送CCP

請選 1：
於櫃買中心成交確認系統以「雙方申報
確認」方式辦理交易確認；
同意透過TR傳送交易至臺灣期貨交易所

3
Broker申報雙方確認

+傳送CCP
Broker申報 → 成交確認

→ 傳送CCP

請選 4：
已透過其他方式完成交易確認；
不透過TR傳送交易至臺灣期貨交易所

4 單方申報確認
金融機構上傳文件
→ 另一方成交確認

如交易要透過TR傳送CCP請選2
如交易不透過TR傳送CCP請選4

★ 【重要!!! 請注意!!!】
如雙方已於成交確認系統以「Broker申報雙方確認」方式完成交易確認並傳送至CCP者，
申報TR時，第43欄請務必填4，以避免同一筆交易重複傳送CCP。

★ 雙方於成交確認系統以「Broker申報雙方確認」或「單方申報確認」方式辦理交易確認者，
為第43欄選項所稱之「已透過其他方式完成交易確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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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業流程說明

雙方是否透過櫃買中心TR傳送CCP
雙方成交確認方式

雙方【同意】透過TR
傳送期交所CCP

雙方【不】透過TR
傳送期交所CCP（註1）

【不使用】櫃買中心
成交確認系統

（TR申報機構間交易） 填2 填4

【使用】櫃買中心
成交確認系統

雙方申報確認（TR申報機構間交易） 填1（註2） 填3

Broker申報雙方確認（TR申報機構間交易） 填4（註3） 填4

單方申報確認（TR申報機構間交易） 填2（註4） 填4

單方申報確認（TR申報機構與公發公司交易） 不適用 填4

註1: 包含交易透過其他提交平台傳送CCP，及交易不傳送至期交所CCP。
註2: 交易經TR比對成功後，會自動抛轉至【成交確認】頁面，再拋轉至【傳送CCP】頁面。
註3: 交易已透過【成交確認系統】傳送至CCP，故TR申報需填報4，避免交易重覆傳送至CCP。
註4: 交易僅透過【成交確認系統】完成成交確認，故如欲透過TR傳送交易至CCP，需填報2。

➢ TR IRS格式第43欄「交易確認及傳送交易至CCP」填報方式整理：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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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統操作
1. 前置作業
2. 雙方申報+傳送CCP

3. 雙方申報確認+傳送CCP
4. Broker申報雙方確認+傳送CCP
5. 單方申報確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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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置作業

➢辦理成交確認及傳送CCP前，請「主管或帳管權

限人員」先進行公司相關資料及人員權限設定，

項目如下：

1. 成交確認資料維護：

 我方資料維護

公司基本資料、一關/兩關制、結算資訊

 交易對手資料維護

2. 傳送CCP資料維護：

機構資料維護(放行CCP設定)

3. 使用者資料維護：

成交確認人員權限、傳送CCP人員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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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置作業成交確認資料維護

➢我方資料維護：
(公司基本資料、一關/兩關制、結算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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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欄位資訊將顯示於成交確認書，請填寫完整名稱

設定貴公司成交確認採一關/兩關確認

如貴公司欲使用「Broker申報雙方確認+傳
送CCP」功能，請填寫此欄資訊，成交確認
系統方可帶入預設資訊

1. 前置作業成交確認資料維護

➢我方資料維護：
(公司基本資料、一關/兩關制、結算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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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貴公司欲使用「雙方申報確認」、 「Broker
申報雙方確認」功能，請填寫此欄資訊，成交
確認系統方可產製公版成交確認書

⚫ 輸入與交易對手簽訂之ISDA版本(年份)，系統
將執行比對

➢交易對手資料維護：

1. 前置作業成交確認資料維護



19
預設為手動放行CCP，可變更為自動放行CCP

1. 前置作業傳送CCP資料維護

➢集中結算交易放行CCP功能設定：



20可辦理放行CCP人員權限

1. 前置作業使用者資料維護

➢傳送CCP人員權限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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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辦理第一關/第二關
成交確認人員權限

此欄位資訊將顯示於成交確認書，
請填寫真實名稱

➢成交確認人員權限設定：(同前頁之路徑、畫面，選取使用者後)

1. 前置作業使用者資料維護

當有新交易待確認，系統將自動
Email通知具成交確認權限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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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雙方申報+傳送CCP

➢ TR申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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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傳輸CCP」頁籤後會另開新分頁

2. 雙方申報+傳送CCP

➢ TR申報、傳輸CCP畫面：



➢傳輸CCP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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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雙方申報+傳送CCP

註：交易經CCP接受後，TR系統將(於日結時)自動變更雙方之交易對手為CCP。

1. 單筆「放行」
2. 亦可多筆勾選後「全部放行」
3. 如設定自動放行者，

「放行」步驟可省略

傳輸狀態 CCP結算狀態 狀態說明

- - 我方未放行CCP

待傳輸 - 我方已放行CCP，交易對方未放行CCP

已傳輸

提交中，待回覆 已傳輸給CCP，等待CCP (期交所) 回覆中

已提交，檢核中 已提交CCP (期交所) 完成，CCP作業檢核中

接受 已提交CCP (期交所) 完成，CCP接受

拒絕 已提交CCP (期交所) 完成，CCP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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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雙方申報+傳送CCP

➢ Backloading 作業方式：
 於IRS申報畫面「查詢」已申報且尚有餘額之交易，並單筆於系統

「修改」相關欄位資訊後「申報」；或是將欲Backloading之交易
，依新版IRS格式製作成檔案，以「匯入修改」方式整批匯入後「
申報」

 請注意「名目本金金額」欄位須為「目前餘額」數字

 系統比對交易雙方修改後資料，(第43欄「交易確認及傳送交易至
CCP」如選2)，比對成功將傳送至「傳輸CCP」畫面

可查詢「修改未成功(暫存資料)」，
即我方已修改，但尚未重新比對成
功之(暫存)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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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申報畫面：

3. 雙方申報確認+傳送C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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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成交確認」頁籤後會另開新分頁

3. 雙方申報確認+傳送CCP

➢ TR申報、成交確認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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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功能：
1. 所有資料
2. 當日上傳/申報
3. 己方尚未完成確認
4. 對手尚未完成確認
5. 自訂條件查詢

步驟：
1. 點選交易，交易資訊顯示於下方
2. 確認交易資訊 (共有五個頁籤)
3. 點選確認 (亦可多筆勾選後全部確認)
4. 待交易雙方均完成確認，可下載確認書

➢成交確認畫面：

3. 雙方申報確認+傳送CCP

註：交易經CCP接受後，雙方可重新下載附加CCP資訊之成交確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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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傳輸CCP」頁籤後會另開新分頁

➢ TR申報、傳輸CCP畫面：

3. 雙方申報確認+傳送CCP



➢傳輸CCP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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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雙方申報確認+傳送CCP

註：交易經CCP接受後，TR系統將(於日結時)自動變更雙方之交易對手為CCP。

傳輸狀態 CCP結算狀態 狀態說明

- - 我方未放行CCP

待傳輸 - 我方已放行CCP，交易對方未放行CCP

已傳輸

提交中，待回覆 已傳輸給CCP，等待CCP (期交所) 回覆中

已提交，檢核中 已提交CCP (期交所) 完成，CCP作業檢核中

接受 已提交CCP (期交所) 完成，CCP接受

拒絕 已提交CCP (期交所) 完成，CCP拒絕

1. 單筆「放行」
2. 亦可多筆勾選後「全部放行」
3. 如設定自動放行者，

「放行」步驟可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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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loading 作業方式：
 於IRS申報畫面「查詢」已申報且尚有餘額之交易，並單筆於系統

「修改」相關欄位資訊後「申報」；或是將欲Backloading之交易
，依新版IRS格式製作成檔案，以「匯入修改」方式整批匯入後「
申報」

 請注意「名目本金金額」欄位須為「目前餘額」數字

 系統比對交易雙方修改後資料，(第43欄「交易確認及傳送交易至
CCP」如選1)，比對成功將傳送至「成交確認」畫面，待雙方確認
後，再傳送至「傳輸CCP」畫面

3. 雙方申報確認+傳送CCP

可查詢「修改未成功(暫存資料)」，
即我方已修改，但尚未重新比對成
功之(暫存)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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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roker輸入交易資訊後，交易雙方可於「成交
確認」畫面查看交易資訊，並辦理成交確認。

4. Broker申報雙方確認+傳送CCP

➢成交確認畫面：

註：此畫面同IRS申報畫面點選「成交確認」後另開之分頁畫面。



33

步驟：
1. 點選交易，交易資訊顯示於下方
2. 查看交易資訊 (共有五個頁籤)
3. 如交易資訊(第一~四個頁籤)有誤，

請洽Broker修改
4. 結算會員及帳號為預帶資料，交易雙方

可自行修改
5. 點選確認
6. 待交易雙方均完成確認，可下載確認書

➢成交確認畫面：

4. Broker申報雙方確認+傳送CCP

查詢功能：
1. 所有資料
2. 當日上傳/申報
3. 己方尚未完成確認
4. 對手尚未完成確認
5. 自訂條件查詢

註：交易經CCP接受後，雙方可重新下載附加CCP資訊之成交確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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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roker申報雙方確認+傳送CCP

2) 交易雙方點選成交確認後，可辦理傳送CCP作
業。

➢傳輸CCP畫面：

註：此畫面同IRS申報畫面點選「傳輸CCP」後另開之分頁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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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輸CCP畫面：

4. Broker申報雙方確認+傳送CCP

1. 單筆「放行」
2. 亦可多筆勾選後「全部放行」
3. 如設定自動放行者，

「放行」步驟可省略

傳輸狀態 CCP結算狀態 狀態說明

- - 我方未放行CCP

待傳輸 - 我方已放行CCP，交易對方未放行CCP

已傳輸

提交中，待回覆 已傳輸給CCP，等待CCP (期交所) 回覆中

已提交，檢核中 已提交CCP (期交所) 完成，CCP作業檢核中

接受 已提交CCP (期交所) 完成，CCP接受

拒絕 已提交CCP (期交所) 完成，CCP拒絕



36

5. 單方申報確認

➢單方申報確認畫面：



37

1) 上傳方(TR簽約機構)：
 上傳我方已簽署完成之成交確認文件(PDF檔)

 待交易對手點選「確認」後，可下載成交確認書

5. 單方申報確認

➢單方申報確認畫面：

1. 檔案格式：限PDF檔
2. 檔名規則：

交易對手代號_交易類別_交易日_資料序號
(詳下一頁說明)

3. 可「單筆上傳」或「多筆一次上傳」
(直接選取多筆，不需先壓縮在同一個檔)

4. 上傳後要按下「申報」才完成喔

查詢功能：
1. 所有資料
2. 當日上傳/申報
3. 己方尚未完成確認
4. 對手尚未完成確認
5. 自訂條件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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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單方申報確認

➢上傳方上傳文件之檔名規則：

交易對手代號_交易類別_交易日_資料序號

1)交易對手代號：
如交易對手為TR簽約機構，請填TR機構代碼(7碼)

如交易對手為公發公司客戶，請填公司統一編號(8碼)

2)交易類別：請填代號
A：新作交易、B：修改交易、C：取消交易、D：提前終止交易

3)交易日：請填原始交易日期 YYYYMMDD

4)資料序號：請填自編資料序號(最長20碼英數字)

➢範例：
0090000_A_20220121_T00001

(與彰化銀行於 2022/01/21 新作 T00001 交易)

22099131_D_20220105_T00002

(與台積電提前終止 T00002 交易，該交易原始交易日期為 2022/0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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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確認方(如為TR簽約機構)：
 閱覽上傳方上傳之文件內容並核對

 核對資料無誤後，點選「確認」

 確認後可下載成交確認書

5. 單方申報確認

➢單方申報確認畫面：

查詢功能：
1. 所有資料
2. 當日上傳/申報
3. 己方尚未完成確認
4. 對手尚未完成確認
5. 自訂條件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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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確認方(如為公發公司客戶)：
 登入公開資訊觀測站電子認證申報系統(Sii)

5. 單方申報確認

 主帳號人員可設定該公司成交確認人員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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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單方申報確認

 輸入憑證PIN CODE 即進入成交確認系統

3) 確認方(如為公發公司客戶)：
 成交確認人員登入Sii，點選「衍生性商品交易確認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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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確認方(如為公發公司客戶)：
 第一次進入成交確認系統請先進行使用者資料維護

5. 單方申報確認

點選「選取」輸入：
1. 姓名
2. 電話號碼
3. E-mail
4.成交確認人員權限
(第一關/第二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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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確認方(如為公發公司客戶)：
 設定該公司成交確認關卡數(僅須設定一次即全公司適用)

5. 單方申報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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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確認方(如為公發公司客戶)：
 進入成交確認作業畫面

5. 單方申報確認

 閱覽金融機構上傳之交易文件，核對無誤點選確認
，確認後即可下載成交確認書



企業籌資更便捷
大眾投資更穩當

四、IRS申報常見問題

45



46

1. 「營業日金融中心」欄位填報方式

序號 欄 位 格 式 內 容 說明 比對

21
營業日
金融中心

固定利率 / 
浮動利率(1)

X(3)

固定VS浮動交易：
請填固定利率端營業日金融中心
浮動VS浮動交易：
請填浮動利率(1)端營業日金融中心

請依【表F】「金融中心代
號一覽表」輸入。
如金融中心超過一個，請按
代號順序填報。
例如：倫敦及紐約請填報
「JU」。

Y
浮動利率 / 
浮動利率(2)

X(3)

固定VS浮動交易：
請填浮動利率端營業日金融中心
浮動VS浮動交易：
請填浮動利率(2)端營業日金融中心

利息收付 X(4) 請填利息收付之營業日金融中心

➢ 「營業日金融中心」是3個欄位，均請參照【表F】並按代號(A→Z)順序填報。

➢ 如為「固定VS浮動」交易：
第1欄「固定利率 / 浮動利率(1)」請填固定利率端營業日金融中心，僅需考慮Payment。
第2欄「浮動利率 / 浮動利率(2)」請填浮動利率端營業日金融中心，同時考慮Fixing及Payment(取聯集)。
第3欄「利息收付」請填Payment營業日金融中心。

➢ 如為「浮動VS浮動」交易：
第1欄「固定利率 / 浮動利率(1)」請填浮動利率(1)端營業日金融中心，同時考慮Fixing及Payment(取聯集)。
第2欄「浮動利率 / 浮動利率(2)」請填浮動利率(2)端營業日金融中心，同時考慮Fixing及Payment(取聯集)。
第3欄「利息收付」請填Payment營業日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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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OFR交易」相關欄位填報方式

➢ 利率指標：SOFR
➢ 利率指標天期：1D
➢ 付息周期：(按實際付息頻率填寫，例如：12M)
➢ 利率指標重設周期：(按計算區間(Calculation Period)重設頻率(Reset Frequency)填寫，例如

12M)
➢ 是否複利計算：

如付息周期=指標重設周期 → 填報1：Inapplicable。
如付息周期≠指標重設周期 → 依交易約定填報2：Compounding 或3：Not Compounding。

序號 欄 位 格 式 內 容 說明 比對

27 利率指標 X(12)
請依本中心編製「標的資產明細」之貨幣
市場利率代號填入

參照【表D】「標的資產明細代號表」，例如TAIBOR。
Y

28 利率指標天期 X(3)

1D：overnight 字母大小寫均可

Y

1M：1個月

2M：2個月

3M：3個月

4M：4個月

29 付息周期 X(3)

5M：5個月

6M：6個月

7M：7個月

8M：8個月

30 利率指標重設周期 X(3)

9M：9個月

10M：10個月

11M：11個月

12M：12個月

Z：其他

33 是否複利計算 X(1)

1：Inapplicable 1. 付息周期=指標重設周期→填報1：Inapplicable。

2. 付息周期≠指標重設周期→依交易約定填報2：

Compounding或3：Not Compounding。
Y2：Compounding

3：Not Compounding



企業籌資更便捷
大眾投資更穩當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債券部

李小姐 Tel: 02-2366-5966  
Email: Kellie@tpex.org.tw

林小姐 Tel: 02-2366-8077  
Email: sylvia@tpex.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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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部

吳先生 Tel: 02-2366-6153
Email: pjwu@tpex.org.tw

劉先生 Tel: 02-2366-8048  
Email: chihsun@tpex.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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