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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櫃板籌資系統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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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資人認購方式說明 

(1) 投資人首先請選擇以憑證登入方式(可用自然人憑證、工商憑證、組織及
團體憑證或金融憑證(即一般股票使用之網路下單憑證))，請輸入身分證
字號、統一編號、由我國相關單位核發之外國身分證字號或華僑及外國
人投資編碼及驗證碼後登入， 即可開始進行籌資登入作業。 
若使用自然人憑證及工商憑證需準備讀卡機才可使用；若採用金融憑證
請先於該台電腦執行匯入憑證後，再進行系統登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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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入後，請詳細填寫投資人基本資料，以便後續公司及股務代理通知投
資人領取股票及相關股務事宜，首次登入填寫後，所填寫資料會保留， 
投資人若欲修改資料，請重新登入後，重新修改後執行登入，即完成資
料修改。 

 
 

投資人須先勾選[確認同意上列注意事項]後，才可執行進入下一步認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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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專業投資人須先勾選[確認同意]後，才可執行進入下一步認購程序 

 

 

登入後可查詢目前正在辦理籌資之公司， 
若欲認購股票代號 5001 的股票，請點選 5001 的股票代號，即可開始認購 5001 
的股票 

點這裡 



 

6 

登入股票代號 5001 的認購作業 

 

 
輸入欲認購股數 ex: 1,000 股，點選確認後，即完成認購作業 

 
 

點選確認後，正位認購人會出現畫面-申請認購成功 
(投資人須於認購期間結束後第三個營業日至本籌資系統列印繳款通知單，並依
繳款通知單上資訊辦理繳款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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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確認後-備位認購人出現畫面 

(1) 系統告知會成為備位認購人，點選繼續後，系統會告知申請認購成功 
(2) 備位認購人須待正位認購人放棄繳款後，本中心會依備位認購人認購之

優先順序遞補，並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備位認購人辦理繳款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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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詢認購明細方式說明 

登入籌資系統後，點選申請認購資訊查詢，輸入認購日期查詢範圍，即可查
詢該段期間認購情形及繳款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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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列印繳款通知單 

在股票名稱點選下拉選單，即可查詢繳款資訊 
 

 
 

備註: 
1. 本繳款通知單僅為通知繳款資訊，投資人請依繳款通知單上所列資訊及繳

款方式辦理繳款事宜。 
2. 本張繳款通知單係為範例，投資人進入系統點選繳款通知單上會載明「個

人專屬繳款帳號」 
3. 若投資人列印繳款通知單時，未發現「個人專屬繳款帳號」，煩請與櫃買

中心聯繫(TEL:2366-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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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融憑證(即一般網路下單憑證)匯入方式說明 

(1) 請先確認憑證存放於目前使用中電腦 
 

 
(2)金融憑證(及一般網路下單憑證)匯入方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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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然人憑證無法使用 

(1) 請先至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網站\查詢憑證簽發日期-查詢憑證是否逾期，若
逾期請先辦妥憑證展期後，再行登入籌資系統
http://moica.nat.gov.tw/html/index.htm 

 

 

http://moica.nat.gov.tw/html/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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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登入創櫃板籌資系統，顯示安控元件不存在之處理方式 

(1) 首次進入籌資網站首頁，若尚未安裝憑證安控元件，正常畫面顯示應為 
 
 

畫面下方應出現要求安裝臺灣網路認證公司安控模組之訊息，選擇安裝後，會出

現二次安裝台網安控模組通知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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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安裝完成後即可正常使用籌資網站! 



15 
 

若以上要求安裝安控模組訊息無法顯示，有可能因下列 2 種情況造成: 

A. 快顯示窗被封鎖 

B. 瀏覽器 IE 版本問題 

但因目前瀏覽器 IE 版本眾多(常見的有 IE7、IE8、IE9、IE10、IE11)，呈現之使用

者介面稍有差異，為方便說明，先請使用者依下列步驟調整各版本之操作介面步驟 

1:確認瀏覽器畫面是否有出現[功能表列]， 

 

若無請依下圖方式設定，若已存在，則跳過此步驟。 
 

可於[頁簽上方空白處]，按[滑鼠右鍵]，即會跳出此選單，在選單上將[功能表列] 

項目打勾，即可。 

此項目請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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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快顯示窗被封鎖問題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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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瀏覽器 IE 版本問題排除 

若第 1 項快顯視窗問題排除後，仍然無法正常顯示要求安裝安控模組訊息，請

嘗試使用「相容性檢視設定」或「開發人員工具」解決，分別簡述如下 

a. 相容性檢視設定 
 
 

註: 建議將 otc.org.tw 與 gretai.org.tw、tpex.org.tw 皆加入相容性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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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開發人員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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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如下畫面 
 

 

由下拉選單中即可選取 IE 其他版本模擬(建議 IE7、IE8、IE9 較穩定) 

(2) 安裝完成後自我檢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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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完成後應含有如附圖 4 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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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登入籌資網站時，插入憑證後若出現錯誤 

登入籌資網站時，插入憑證後若出現[404 無法顯示網頁]或出現以下錯誤資訊 
 

 
請依下列方式處理 

a. 執行[工具]->[管理附加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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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找到[TWSELIB CLASS]按右鍵選擇[停用] 
 

 
c. 確定元件已被停用後，對該元件 Double click 滑鼠後選擇移除 

 

 

d. 元件移除後請完全關閉瀏覽器 

e. 重新啟動瀏覽器後，因原使用元件已被移除，將要求重新安裝元件，依指示

重新安裝後，應可恢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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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它 

創櫃板專區股票認購及繳款方式說明 
 
 

(1) 認購創櫃板股票方式與一般購買興櫃及上市櫃股票之方式不同，投資人僅可
透過本中心創櫃板公司籌資系統辦理認購(非透過證券商辦理認購)。 

(2) 投資人若欲查詢或認購創櫃板專區股票，連結網址路徑如下：本中心網站\ 
創櫃板專區\籌資資訊\辦理中籌資資訊，透過點選認購申請，即可進入「創
櫃板公司籌資系統」，進行認購作業。 

(3) 認購流程：投資人至創櫃板公司籌資系統參與認購後，若投資人認購成功且
該公司辦理之現金增資已足額認購後，投資人於認購期間結束後第三個營業
日起，可登入本中心創櫃板籌資系統，點選「列印繳款通知單」功能，即可
查詢認購該股票之繳款資訊（包含繳款銀行、繳款帳號及繳款期間等資訊）， 
投資人請依繳款通知單所載資訊進行繳款。 

(4) 投資人需依照【認足股份應繳金額】繳款，需一次繳足股款，不可分次繳納， 繳
款金額不符者，一律辦理退款。 

 
 

(1) 投資人自創櫃板專區啟用後，即可於該專區查詢各公司辦理中籌資資訊，為
保障投資人之權益，公司之籌資資訊需揭示至少五個營業日後，投資人始可開始認
購，開始接受認購申請時間為各公司於該專區所公告認購期間之首日早上9:00 起，
系統可接受認購申請，且投資人須以自然人憑證、工商憑證、組織及團體憑證或金
融憑證(即一般股票使用之網路下單憑證)登入該系統，始可登入該系統進行認購。
（例如: 

103 年 1 月 3 日首波 19 家公司揭示認購日期之首日均為 103 年 1 月 10 日，籌 

資系統自 1 月 10 日早上 9 點才可接受認購） 

(2) 籌資系統之認購時間為營業日早上0:00~晚上12:00。 

專業投資人之申請 

符合本中心創櫃板管理辦法第 16 條第 3 項專業投資人資格者，可向本中心或與
本中心簽約的股務代理機構申請（截至目前為止已與本中心簽約的股務代理機構 

1.認購及繳款方式 

2.何時開始可以認購 

http://www.otc.org.tw/ch/gisa/financing/in_process.php
http://gisa.gretai.org.tw/financing_s.htm
http://gisa.gretai.org.tw/financing_s.htm
http://gisa.gretai.org.tw/financing_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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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單，查詢網址路徑如下: 本中心網站\創櫃板專區\創櫃板簡介\申請加入創櫃板
聯合輔導機制之程序），本中心申請專業投資人之聯繫窗口，請洽郭先生，連絡
電話(02)2366-6145。 

 
非專業投資人之規範 

(1) 若投資人為非專業投資人，須先登入本中心創櫃板公司籌資系統，點選確認 

「風險預告書」後，始得進行認購作業。 

(2) 非專業投資人之投資限額新臺幣 15 萬元，係指最近一年內透過創櫃板對所
有創櫃板公司認購投資股票累計金額，並非對單一公司之投資限額。 

(3) 認購單位最小須以千股為認購單位，不可認購零股。 

投資人何時開始可以取得認購公司股票 

須等公司現金增資辦理完成，向經濟部辦理變更登記後，由公司或其股務代理機
構寄發投資人「新股領取通知書」，並依通知書所載時間領取該公司實體股票。 

無法登入籌資系統問題 

(1)若以憑證登入系統，出現安控元件不存在等文字，請先執行電腦鍵盤 F5 按鍵， 並
依畫面出現指示，安裝台灣網路認證公司安控模組，即可以憑證登入該系統。 

(2)籌資系統因配合有憑證認證的需求，系統僅可接受以 IE 瀏覽器（限 IE7 以上
版本）登入，否則系統會出現安控元件不存在等文字 

http://www.tpex.org.tw/ch/gisa/
http://www.tpex.org.tw/ch/gisa/
http://www.tpex.org.tw/ch/regular_emerging/Creative_emerging/Creative_emerging_11.php
http://www.tpex.org.tw/ch/regular_emerging/Creative_emerging/Creative_emerging_11.php
http://www.tpex.org.tw/ch/regular_emerging/Creative_emerging/Creative_emerging_11.php
http://gisa.gretai.org.tw/financing_s.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