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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證券簡稱位元組為何要擴充？

二、簡稱擴充適用於何種證券？

三、各類證券發行人為證券簡稱命

名時，應依循何原則？

四、各類證券簡稱命名原則自何時

開始實施?

五、實施日前已上市櫃之證券簡稱

是否也要變更？

六、證券簡稱位元組擴充後，對以

代號下單之投資人有何影響？

七、自105年6月27日後，上市(櫃)

有價證券發行人欲變更簡稱

者，可否申請變更？

八、有價證券簡稱變更前後對照可

至何處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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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內證券簡稱於擴充至16位

元組前，僅能於6個位元組

內命名，其中1個中文字占2

個位元組，故股票、ETF、

權證及債券簡稱之標示均受

到限制。

2 .以 股 票 為 例 ， 現 行 上 市

（櫃）公司股票簡稱最多只

能3個中文字，故實務上存

在個股間簡稱相似之情形，(

如台塑與台塑化、福懋與福

懋油等)，不利投資人辨識。

此外，倘欲於股票面額非屬

新臺幣10元之股票簡稱加以

註記*，如上市（櫃）公司股

票簡稱已為3個中文字者，

一、證券簡稱位元組為何要

擴充？

　則很難再予以註記。復就國

內發行交易日益活絡之ETF

而言，其所連結之指數及產

品屬性日趨多元，惟於6位

元組之限制下，投資人無法

從簡稱辨識各檔ETF之發行

指數及屬性為何，(如『T50

反1』等)。

3.綜上，為了使投資人能很容

易地從證券簡稱辨識上市

櫃商品之屬性，此為臺灣

證券交易所及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擴充證券簡稱位元

組之目的。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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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證券簡稱位元組擴充至16

位 元 組 ， 適 用 於 國 內 上 市

（櫃）及興櫃公司股票、第一

上市（櫃）公司股票、第二上

市（櫃）股票 / 存託憑證、

ETF、認購（售）權證、不動產

投資（資產）信託基金、轉

（交）換公司債及附認股權公司

債、開放式基金及黃金現貨等。

二、簡稱擴充適用於何種證

券？

答
臺灣證券交易所與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於105年1月30日公告發

布「各類證券簡稱命名原則」，

做為各類證券發行人為證券簡

稱命名之準據。茲就各類證券

簡稱命名原則簡述如下：

1.股票

前10位元組為公司名稱，末

6位元組為屬性註記用，一

律左靠顯示，屬性包含面額

非10元以「*」註記，及第

一上市（櫃）公司增加「-註

冊地簡稱」等標註。 ( 如

「 F - T P K 」 變 更 為

「TPK-KY」)。

三、各類證券發行人為證券

簡稱命名時，應依循何

原則？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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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上市(櫃)股票/存託憑證

前10位元組為公司名稱，末6位元

組為屬性註記用，一律左靠顯示，

屬性包含第二上市（櫃）公司發行

存託憑證以「-DR」表達，(如「美

德醫」變更為「美德醫療-DR」)；

原股上市以「-S」標註。

3.ETF

前4位元組為發行人名稱，次8位元

組為標的指數(商品)，末4位元組

為屬性，一律左靠顯示。(如元大

臺灣50反向1倍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簡稱由「T5 0反1」變更為

「元大台灣50反1」)。

4.認購(售)權證

權證簡稱命名原則如下表，為16位

元組，一律左靠顯示：

首6位元組（至多3個中文
字）。

次 4位元組（ 2個中文
字）。

次1位元組（1個阿拉伯數
字，以民國年最後１位數
表示，例如民國104年以
「4」表示）。

次1位元組（1個阿拉伯數
字，1月至9月以「1、
2、3、⋯9」表示，10
月、11月及12月以「A、
B、C」表示）。

次2位元組（1個中文字，
以「購、售、牛、熊、
展」表示）。

末2位元組（2個阿拉伯數
字，依同一發行人發行同
一到期年月之相同標的權
證之順序以「01、02、
03、⋯99」表示）。

標的

發行商

到期
年份

到期
月份

權證
類型

權證
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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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不動產投資(資產)信託基金

前4位元組為受託機構，次12位元

組為不動產管理機構名稱或初始化

標的（由受託機構自行決定），一

律左靠顯示。(如新光一號不動產

投資信託基金現簡稱為「新光

R1」，位元組擴充後，改為「兆豐

新光R1」)。

6.轉(交)換公司債及附認股權公司債

前10位元組為公司名稱，中間2位

元組為序號，末4位元組為屬性註

記用，一律左靠顯示。(如台積電

國內第一次轉換公司債，簡稱由

「台積一」變更為「台積電一」。)

7.開放式基金

前12位元組為發行人及開放式基

金之名稱(發行人名稱在前，其後

為開放式基金之名稱)，末4位元組

為屬性註記用(例如幣別：US、

RMB)，一律左靠顯示。(如台新

2000高科技基金，簡稱由「TS科

技」變更為「台新2000高科」)。

8.黃金現貨

前4位元組為發行人名稱，接續之

4位元數為代表商品型態(例如黃金

或是其他貴金屬)，末8位元組為屬

性註記用(例如幣別：US、RMB，

或是成色：9995 )，一律左靠顯

示。(如「臺灣銀行成色千分之九

九九點九黃金現貨」，簡稱由「臺

銀金」得變更為「臺銀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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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6月27日前已上市（櫃）

之各類有價證券簡稱變更原則

如下：

1 .維持原證券簡稱者：認購

（售）權證。

2.統一溯及變更證券簡稱者：

第一上市 (櫃 )公司股票、第

二上市（櫃）存託憑證、

五、實施日前已上市櫃之證

券簡稱是否也要變更？

答

自105年6月27日起申請上市

（櫃）之有價證券應依『各類

證券簡稱命名原則』命名並對

外揭示。

四、各類證券簡稱命名原則

自何時開始實施?

答

　 ETF、不動產投資（資產）

信託基金及第一上市櫃公司

發行之轉換公司債。

3.依發行人意願申請變更者：

國內上市（櫃）、興櫃公

司股票、開放式基金及黃

金現貨。

4 .國內上市櫃公司發行之轉

（交）換公司債及附認股權

公司債，依發行公司最終簡

稱同步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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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 0 5年 6月 2 7日後，上市

（櫃）有價證券發行人欲申請

證券簡稱變更者，只需依『各

類證券簡稱命名原則』命名並

填具「上市（櫃）有價證券簡

稱變更申請書」，向臺灣證券

七、 自105年6月27日後，上

市(櫃)有價證券發行人欲

變更簡稱者，可否申請

變更？

答

本次係針對「證券簡稱」位元

組進行擴充，各類證券之代號

均未因此變動，故對以代號下

單之投資人無影響。

六 、 證 券 簡 稱 位 元 組 擴 充

後，對以代號下單之投

資人有何影響？

有價證券簡稱變更前後對照

一覽表可至臺灣證券交易所

www.twse.com.tw及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www.tpex.org.tw 網站查詢。

八、有價證券簡稱變更前後對

照可至何處查詢？

答

答

交易所（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申請變

更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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