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尋找櫃買系列指數雙冠王》活動辦法
110 年 10 月 29 日
壹、活動目的
櫃買中心因應指數化投資熱潮，108 年 3 月成功推出了代表中
小型股票績效最佳代表指標的「櫃買富櫃 200 指數」(指數代號：
IX0118)，109 年 6 月以來為促進櫃買市場的永續發展，更陸續發布
了「臺灣上櫃永續指數」(指數代號：IX0134)及結合 ESG、櫃買市場
特色及財務表現的「特選上櫃 ESG 成長報酬指數」(指數代號：IR0148)
及「特選上櫃 ESG 電子菁英報酬指數」(指數代號：IR0149)。為提
升上開指數知名度，並鼓勵市場參與者持續關注其表現，爰辦理「尋
找櫃買系列指數雙冠王」活動，內容包含神算王(預測櫃買富櫃 200
指數之點數)及績效王(上櫃永續相關指數成分股及商品之模擬投資
組合績效競賽)兩大主題活動。
貳、「神算王」活動辦法
一、參加對象：具有中華民國身分證統一編號之自然人。
二、活動期間：自 110 年 11 月 1 日(星期一)起至 110 年 12 月 30 日
(星期四)止，共 9 週，每週結算一次。
三、標的指數：櫃買富櫃 200 指數
四、活動網址：櫃買中心網站活動專區(網址)。
五、活動方式：
(一) 投資人可於每週一至週四上午 9 時至晚上 12 時，預測當週週
五「櫃買富櫃 200 指數」之收盤點數。12 月最後一週因週五
為元旦補假日，則為預測當週四(12 月 30 日)之收盤指數，截
止時間則為 12 月 30 日上午 10 時。
(二) 投資人參加活動時須填寫真實之身分證字號末四碼、中華民
國境內手機號碼、電子信箱及「個人資料蒐集告知事項暨個
人資料蒐集同意書」
，並填寫預測之指數(整數五位、小數二位)，
始符合參加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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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期間內，每一投資人每週均可參加一次，如當週重複參
加該次視為無效，資料送出後不可修改或刪除，僅提供查詢
功能。
(四) 五倍券加碼抽：為響應行政院推廣數位振興 5 倍券，活動期
間若投資人提供已綁定「數位振興 5 倍券」之「優惠代碼」
(綁定不拘信用卡、電子票證或行動支付)，則本活動抽獎部分
(含雙冠一起獎及鐵粉獎)中獎機會將以 5 倍計算。
優惠代碼範例：

(五) 獎項可分為「早鳥禮」、「神算獎」、「雙冠一起獎」及「鐵粉
獎」
，中獎資格/數量、獎品內容如下，下列獎項各自獨立，投
資人有機會分別得獎：
獎項
中獎資格/數量
早鳥禮
每週 4 天，每天前 50 名
(每週 200 名) 符合參加資格者。
預測最接近(絕對值)之
第 1 名至第 3 名。
預測最接近(絕對值)之
神算獎
(每週 80 名) 第 4 名至第 20 名。
(註 1)
預測最接近(絕對值)之
第 21 名至第 40 名。
預測最接近(絕對值)之
2

獎品內容
7-11 虛擬商品卡新
台幣 50 元
遠東百貨即享券新
台幣 2,000 元
遠東百貨即享券新
台幣 1,000 元
7-11 虛擬商品卡新
台幣 500 元
7-11 虛擬商品卡新

第 41 名至第 80 名。
台幣 200 元
有神算王參加紀錄者
(至少 1 次)並須參加
「績效王」活動，即可
雙冠一起獎
7-11 虛擬商品卡新
取得抽獎資格，於 12 月
(全部 100 名)
台幣 200 元
30 日當天抽出 100 名
中獎者，本獎項每人最
多中獎 1 次為限。
於 110 年 12 月 30 日活
動參加截止後，統計 9
週中有 6 週(含)以上參
鐵粉獎
7-11 虛擬商品卡新
加活動者(註 2)，抽出
(全部 400 名)
台幣 200 元
400 名中獎者，本獎項
每人最多中獎 1 次為
限。
註 1：預測最接近(絕對值，即包含正負誤差)之結果相同者，
採時間優先。
註 2：身分證末四碼及手機號碼需相同。
(六) 各獎項中獎名單公布方式及領獎方式如下：
獎項

早鳥禮

中獎名單公布方式

領獎方式
每週活動結束後，將
於次 3 個營業日前以
簡訊發送中獎訊息
至參加者所留存之
手機號碼。若中獎者
投資人參加活動後可於網
未接獲簡訊通知，請
頁專區自行查詢參加順位
電洽本活動客服專
及是否得獎。
線：(02)6639-1012。
(本活動簡訊發送委
由新加坡宜睿智慧
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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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神算獎

雙冠一
起獎

鐵粉獎

中獎名單公布方式

領獎方式
每週最後一個營業日下午 1. 基於稅務通報及
扣繳作業，將統
4 時後，投資人可於本中心
一於活動結束後
網站專區查詢中獎名單，
(12 月 30 日)後兩
本中心並將以電子郵件通
週內，以簡訊發
知中獎者。
送中獎訊息至中
獎者留存之手機
號碼。
2. 累積獎額達稅務
通報標準之中獎
者，本中心將以
電子郵件或電話
方式通知，中獎
人須以郵寄、傳
真或電子郵件方
110 年 12 月 30 日下午 4 時
式提供身分證明
後，投資人可於本中心網
文件予本中心
站專區查詢中獎名單，本
後，始給予獎項，
中心並將以電子郵件通知
相關問題請電洽
中獎者。
(02)2366-5931 賴
先生。
3. 中獎者可於活動
網頁自行查詢歷
次中獎記錄，若
未收到簡訊，請
電洽本活動客服
專線：(02)66391012。

參、「績效王」活動辦法
一、參加對象：具有中華民國身分證統一編號之自然人。
二、活動期間：自 110 年 11 月 1 日(星期一)起至 110 年 12 月 30 日
(星期四)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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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擬投資標的:「臺灣上櫃永續指數」前 10 大成分股、兆豐上
櫃 ESG 電菁 N(代號:020026)、元大上櫃 ESG 成長 N(代
號:020027)等共 12 檔標的1。
四、活動網址：櫃買中心網站活動專區(網址)。
五、活動方式：
(一) 本活動採「模擬」投資組合之方式進行績效評比。
(二) 由於將 ESG 納入投資決策之用意，即在挑選營運穩定及低風
險的標的，並非以短線進出為操作策略，因此本活動規劃參
與之投資人於活動開始，選取上述標的設定投資組合後，於
期中僅提供一次調整投資組合之機會，期末進行績效結算。
每一投資人可參加一次，資料送出後，除開放設定及開放調
整期間外，不可修改或刪除，僅提供查詢功能。
(三) 投資組合設定：投資人需於活動開始前三天(11 月 1 日星期一
上午 9 時至 11 月 3 日星期三晚上 12 時)，就活動網頁公布之
「臺灣上櫃永續指數」前 10 大成分股(名單詳網址)、兆豐上
櫃 ESG 電菁 N(代號：020026)、元大上櫃 ESG 成長 N(代號：
020027)等共 12 檔標的，以新台幣 1,000 萬元之模擬金額，設
定各標的投資張數(股票 1 張為 1,000 股；ETN1 張為 1,000 單
位)，且至少必須分散投資 5 個標的以上，餘額視為保留現金，
並依 11 月 3 日(星期三)當天之收盤價分別計算投資成本。
(四) 投資組合調整：11 月 29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至 12 月 1 日(星
期三)晚上 12 時，投資人可設定賣出現已持有標的，並於試
算之賣出價金加計保留現金額度內設定買進投資標的，調整
後之投資組合將以 12 月 1 日當天之收盤價計算，並自 12 月
2 日正式生效。
(五) 停損機制：為提醒投資人留意投資風險，本活動將以每日收
盤價試算投資組合績效，當總報酬率超過負 20%時，即以當
日收盤價將所有部位結算為現金，並於當日提前進行投資績
效結算納入評比。

1

如前十大成分股於活動開始前有異動，將於活動網址發布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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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投資績效結算：除觸及停損機制外，於 12 月 30 日(星期四)收
盤後結算投資績效，以淨損益結果進行評比，四捨五入至整
數位。
(七) 活動期間遇標的股票除權息、減資等情形，均依本中心之計
算方式及結果還原績效，且不考慮交易成本，現金保留部位
亦不計息。
(八) 投資人參加活動時須填寫真實之身分證字號末四碼、中華民
國境內手機號碼、電子信箱及「個人資料蒐集告知事項暨個
人資料蒐集同意書」
。
(九) 五倍券加碼抽：為響應行政院推廣數位振興 5 倍券，活動期
間若投資人提供已綁定「數位振興 5 倍券」之「優惠代碼」
(綁定不拘信用卡、電子票證或行動支付)，則本活動抽獎部分
(參加獎)中獎機會將以 5 倍計算。
優惠代碼範例：

(十) 獎項可分為「績效獎」及「參加獎」
，中獎資格/數量、獎品內
容如下，下列獎項各自獨立，投資人有機會分別得獎：
獎項
績效獎
(全部 80 名)
(註)

中獎資格/數量

獎品內容
分別贈送遠東百貨
績效最佳之第 1 名至第
即 享 券 新 台 幣
3 名。
15,000 元 、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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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中獎資格/數量

獎品內容
元、5000 元
績效最佳之第 4 名至第 遠東百貨即享券新
20 名。
台幣 3,000 元
績效最佳之第 21 名至 遠東百貨即享券新
第 40 名。
台幣 2,000 元
績效最佳之第 41 名至 遠東百貨即享券新
第 80 名。
台幣 1,000 元
於 110 年 12 月 30 日當
天，由參加活動者中抽
參加獎
7-11 虛擬商品卡新
出 100 名中獎者，本獎
(全部 100 名)
台幣 500 元
項每人最多中獎 1 次為
限。
註：績效相同者，依完成設定時間報名者優先。
(十一) 各獎項中獎名單公布方式及領獎方式如下：
獎項

績效獎

參加獎

中獎名單公布方式

領獎方式
1. 基於稅務通報及
扣繳作業，將統
一於活動結束後
(12 月 30 日)兩週
內，以簡訊發送
中獎訊息至中獎
110 年 12 月 30 日下午 4 時
者留存之手機號
後，投資人可於本中心網
碼。
站專區查詢得獎名單，本 2. 累積獎額達稅務
中心並將以電子郵件通知
通報標準之中獎
中獎者。
者，本中心將以
電子郵件或電話
方式通知，中獎
人須以郵寄、傳
真或電子郵件方
式提供身分證明
文件予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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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中獎名單公布方式

領獎方式
後，始給予獎項，
相關問題請電洽
(02)2366-5931 賴
先生。
3. 若中獎者未接獲
簡訊通知，請電
洽本活動客服專
線 ： (02)66391012。(本活動簡
訊發送委由新加
坡宜睿智慧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分
公司辦理)

肆、其他注意事項：
(一) 投資人參加時所填寫之手機號碼將視為領獎之依據，投資人
應確保其可正確、及時、完整接收相關訊息。
(二) 「7-11 虛擬商品卡」及「遠東百貨即享券」將以簡訊方式發
送予各中獎者所留存之手機號碼，一經發送，視同領獎。
「711 虛擬商品卡」之中獎者可至 7-11 便利超商選擇兌換商品並
至結帳櫃台出示該虛擬商品卡折抵消費；「遠東百貨即享券」
之中獎者請至下列指定地點使用：
https://www.edenred.com.tw/feds/fedsstore.html
(三) 活動期間因故致原定欲計算競賽結果之營業日未開盤時，原
定參加時間不變，但以次一個營業日之收盤指數或價格為計
算基礎。
(四) 本活動參加者同意於中獎後，本中心得將中獎者去識別化之
部分手機號碼及身分證字號末四碼於本中心網站公布，如因
資料不實或錯誤致本中心無法發送獎項或通知中獎者，一律
視為自動放棄得獎資格。
(五) 凡參加活動者即視同承認本辦法各項規定，本辦法內容若有
任何異動，將於活動網站公告並於即日生效，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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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參加活動者填寫之資料均應為完整、真實且正確，不得冒用
或盜用他人資料，如有不完整、不實或不正確資訊，本中心將
解除或撤銷其中獎資格。
(七) 若中獎者為未滿 20 歲之未成年人，應由法定代理人偕同辦理
領獎及一切稅務相關手續，否則本中心將保留給獎權利。
(八) 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機會中獎之給予價值超過新台幣 1,000
元(含)以上者，須申報主管機關並列入中獎者年度所得，主辦
單位將開立扣繳憑單予中獎者。中獎者應配合個人身分證明
資料供作為申報依據；若機會中獎之給予價值超過新台幣
20,000 元者，須先繳納 10%稅金，中獎者若無法配合，視同
放棄得獎資格。
伍、附則
本中心得保留變化此活動辦法之權利，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本
中心得隨時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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