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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系統系統系統系統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請參考操作手冊『發行作業平台使用手冊_系統管理』文件之『1. 系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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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登出入作業及操作說明登出入作業及操作說明登出入作業及操作說明登出入作業及操作說明    

2.1 登出入作業 

    請參考操作手冊『發行作業平台使用手冊_系統管理』文件之『2.1.1 登入、2.1.3 登出』 

 

2.2 修改密碼作業 

    請參考操作手冊『發行作業平台使用手冊_系統管理』文件之『2.1.2修改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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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帳簿劃撥配發/交付及查詢作業 

    提供申請單位輸入配發/交付申請書資料維護與配發/交付測試、正式媒體作業及無實體登錄發行

作業。 

 

1111....登入登入登入登入

申請單位申請單位申請單位申請單位
承辦及承辦兼覆核承辦及承辦兼覆核承辦及承辦兼覆核承辦及承辦兼覆核

2222.... 1 1 1 1 登出入登出入登出入登出入
作業作業作業作業

2222....輸入輸入輸入輸入
申請書資料申請書資料申請書資料申請書資料

2222....3333.... 1 1 1 1 配發配發配發配發//// 交付交付交付交付
申請書建檔及查詢申請書建檔及查詢申請書建檔及查詢申請書建檔及查詢
(((( 正式正式正式正式 )()()()(FFFF 002002002002))))

3333.... 依據配發類別依據配發類別依據配發類別依據配發類別、、、、 配發配發配發配發//// 交付日期交付日期交付日期交付日期、、、、 發行類別上傳測試媒體發行類別上傳測試媒體發行類別上傳測試媒體發行類別上傳測試媒體2222....3333.... 2 2 2 2 配發媒體配發媒體配發媒體配發媒體
傳檔交易傳檔交易傳檔交易傳檔交易((((測測測測
試試試試 )()()()(FFFF 003003003003))))

4444 . . . . 查詢測試結果及報表查詢測試結果及報表查詢測試結果及報表查詢測試結果及報表

2222....3333.... 9 9 9 9 配發配發配發配發
//// 交付測試結果通交付測試結果通交付測試結果通交付測試結果通

知查詢知查詢知查詢知查詢((((FFFF 011011011011))))

2222....3333.... 10 10 10 10 配發配發配發配發////
交付媒體檢核狀交付媒體檢核狀交付媒體檢核狀交付媒體檢核狀
況查詢況查詢況查詢況查詢((((FFFF 012012012012))))

2222....3333.... 7 7 7 7 
發媒體資料回寫發媒體資料回寫發媒體資料回寫發媒體資料回寫
收檔交易收檔交易收檔交易收檔交易(((( 測試測試測試測試))))

（（（（FFFF 005005005005))))

2222....3333.... 4 4 4 4 
配發媒體資料傳配發媒體資料傳配發媒體資料傳配發媒體資料傳

檔查詢檔查詢檔查詢檔查詢（（（（FFFF 009009009009））））

5555.... 異常異常異常異常，，，， 有測試異常報表有測試異常報表有測試異常報表有測試異常報表
或測試結果異常時或測試結果異常時或測試結果異常時或測試結果異常時，，，，
調整測試媒體重新上傳調整測試媒體重新上傳調整測試媒體重新上傳調整測試媒體重新上傳

是否正常是否正常是否正常是否正常

5555.... 正常正常正常正常，，，， 無測試異常報表及測無測試異常報表及測無測試異常報表及測無測試異常報表及測
試結果正常時試結果正常時試結果正常時試結果正常時，，，， 依據配發類依據配發類依據配發類依據配發類

別別別別 、、、、 配發交付日期配發交付日期配發交付日期配發交付日期、、、、 發行類別發行類別發行類別發行類別
上傳正式媒體上傳正式媒體上傳正式媒體上傳正式媒體

6666.... 查詢正式結果及報表查詢正式結果及報表查詢正式結果及報表查詢正式結果及報表2222....3333.... 3 3 3 3 配發媒體傳檔配發媒體傳檔配發媒體傳檔配發媒體傳檔
交易交易交易交易 ((((正式正式正式正式 )()()()(FFFF 004004004004))))

2222....3333.... 10 10 10 10 配發配發配發配發 ////交交交交
付測試資料查詢付測試資料查詢付測試資料查詢付測試資料查詢

((((FFFF 012012012012))))

2222....3333.... 4  4  4  4  配發媒配發媒配發媒配發媒
體資料傳檔查詢體資料傳檔查詢體資料傳檔查詢體資料傳檔查詢

((((FFFF 009009009009))))

2222....3333.... 8  8  8  8  配發配發配發配發
媒體資料回寫收檔媒體資料回寫收檔媒體資料回寫收檔媒體資料回寫收檔

交易交易交易交易(((( 正式正式正式正式))))（（（（FFFF 000000006666))))

8888.... 查詢報表及傳檔結果查詢報表及傳檔結果查詢報表及傳檔結果查詢報表及傳檔結果

2222....3333.... 6 6 6 6 帳簿劃撥配發帳簿劃撥配發帳簿劃撥配發帳簿劃撥配發////
交付逾時未交付媒體資交付逾時未交付媒體資交付逾時未交付媒體資交付逾時未交付媒體資

料查詢料查詢料查詢料查詢(((( 正式正式正式正式))))（（（（ FFFF 010010010010））））

2222....3333.... 7 7 7 7 配發配發配發配發////
交付測試結果通知查詢交付測試結果通知查詢交付測試結果通知查詢交付測試結果通知查詢

（（（（ FFFF 011011011011））））

9999 . . . . 查詢配發結果之異常報表查詢配發結果之異常報表查詢配發結果之異常報表查詢配發結果之異常報表

7777.... 異常異常異常異常，，，， 有正式異常報表或正式結果有正式異常報表或正式結果有正式異常報表或正式結果有正式異常報表或正式結果
異常時異常時異常時異常時，，，， 調整正式媒體重新上傳調整正式媒體重新上傳調整正式媒體重新上傳調整正式媒體重新上傳

是否正常是否正常是否正常是否正常

2222....4444.... 1 1 1 1 資料傳送控管資料傳送控管資料傳送控管資料傳送控管

設定交易設定交易設定交易設定交易---- 參加人參加人參加人參加人 ( ( ( (FFFF 030030030030))))

7777.... 正常正常正常正常，，，， 依據配發日期依據配發日期依據配發日期依據配發日期、、、、 證券代號證券代號證券代號證券代號、、、、
配發類別配發類別配發類別配發類別、、、、 發行類別結帳發行類別結帳發行類別結帳發行類別結帳 2222....3333.... 5 5 5 5 

帳簿劃撥配發帳簿劃撥配發帳簿劃撥配發帳簿劃撥配發 ////
交付申請書資料查詢交付申請書資料查詢交付申請書資料查詢交付申請書資料查詢

(((( 正式正式正式正式 )()()()(FFFF 008008008008))))

2222....3333.... 4 4 4 4 
配發媒體資料傳檔查配發媒體資料傳檔查配發媒體資料傳檔查配發媒體資料傳檔查

詢詢詢詢（（（（ FFFF009009009009））））

9999 . . . . 查詢配發結果之異常報表查詢配發結果之異常報表查詢配發結果之異常報表查詢配發結果之異常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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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配發媒體傳檔交易(測試)（F003） 
 

1. 至[作業選單]選擇[帳簿劃撥配發/交付申請作業]=>[配發媒體傳檔交易(測試)(F003)]功能。 

2.每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前輸入證券代號、配發/交付日期、配發/交付類別、發行類別等相關資料，並

上傳測試媒體，以進行測試，所輸入證券代號、配發/交付日期、配發/交付類別須與上傳配發媒

體內容相符。 

   註：發行類別 0：實體-上傳集保戶配發/交付媒體（實體證券） 

                1：無實體集保戶（SIN）-上傳集保戶配發/交付媒體（無實體證券） 

                2：無實體集保戶（SIN）及登錄部分（BOK）-上傳集保戶及登錄戶配發/交付媒體

（無實體證券） 

   註：媒體檔案需為壓縮檔（副檔名為.zip）再上傳。 

3.上傳配發媒體格式須依本公司規定格式辦理： 

(1)首筆總股數須等於明細筆數合計股數 

(2)每筆資料長度皆須符合本公司媒體格式規定長度，若有不足，須將長度補足。 

(3)登錄部分媒體(BOK)，首筆空白中文欄位須為半型，明細資料中「戶名」、「質權人名稱」等欄位，

其長度為 19 個全形中文字，不足部分須以全形空白補足長度。 

(4)發行人或股務代理機構辦理無償配股/有償認股之配發媒體，首筆停止過戶日須鍵入停止過戶日

期間第一營業日(即本公司提供證券所有人名冊日期)，俾便比對過戶資料。 

4. 發行人、股務代理機構及承銷商等申請單位申請辦理尚未掛牌之證券配發/交付媒體測試作業時，

應先通知集保結算所股務部建置證券代號及證券名稱，由申請單位於平台操作「使用者可申報股

票維護」 (S012)建置承辦人員管理之證券代號，方可上傳配發媒體辦理測試作業，惟建置後新證

券代號資料限當日有效，若於次日仍須辦理尚未掛牌之證券代號測試，請與集保結算所股務部連

絡，由集保結算所股務部重新建置證券代號及證券名稱，申請單位再依前述方式辦理。 

5. 認購(售)權證發行人辦理尚未掛牌之證券配發/交付媒體測試作業時，電腦系統預設虛擬證券代號

清單，請申請單位於平台操作「使用者可申報股票維護」 (S012)建置承辦人員管理之虛擬證券代

號，依虛擬之證券代號上傳配配發媒體辦理測試作業，建置後新證券代號資料永久有效。 

註：虛擬證券代號編碼原則共計 5 碼，原則如下 

=>W+證券商總公司代號前 3 碼+流水號【1 碼】(1~9) 

例：認購(售)權證發行人「大華證券」辦理測試之證券代號為＝＞W5721~W5729 

6. 發行人及股務代理機構傳送有償認股媒體，須於「有償認股：   （Y:是，N:否）」欄位點選「Y」，

且上傳之媒體配發/交付類別為「0.一般配發」及「D.限制上市櫃」，須另行上傳有償認股可認股

數媒體；點選「否」者，則無須上傳有償認股可認股數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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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畫面 

(1)上傳測試配發媒體  

於「檔案名稱」中「瀏覽文件」依發行類別上傳配發媒體，並輸入覆核人員代號及密碼。  

     註：覆核人員為「申請單位使用者管理作業」 (S007)交易中所設定之使用者身分為「覆核」或

「主管」，登入系統之使用者不得與覆核人員為同一人。 

 

 

(2)輸入 CA 憑證密碼 

註：若同時上傳集保戶媒體及登錄部分媒體，則須輸入二次 CA 憑證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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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傳檔完成後，畫面出現傳檔結果。 

可列印傳檔交易報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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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測試之配發媒體傳檔完成後，申請單位可操作「配發媒體資料傳檔查詢」交易（F009）查詢配發媒

體傳檔資料，並可操作「配發/交付媒體檢核狀況查詢」交易（F012）查詢配發媒體傳檔狀況。 

5.測試之配發媒體於集保結算部電腦主機作業完畢，申請單位可操作「配發/交付測試結果通知查詢」

交易（F011）查詢測試結果之下列配發報表： 

（1）STN02：配發有價證券無法轉帳通知單(STN02) 

(2) STN04：合併證券商集中保管帳戶帳號轉換入帳確認單 

(3) STN14：有價證券配發資料身分證字號重覆清冊  

(4) STN15：配發有價證券擔保品/全權委託無法撥轉清冊  

(5) STN18：逐戶配發證券劃撥轉帳清冊  

(6) STN19：逐戶配發證券撥轉異常清冊 

(7) STN24：配發有價證券檢核異常清冊 

 (8) STN28：登錄專戶檢核通知單 

 

6.下午五時三十分以後上傳之測試配發媒體，本公司電腦系統於上傳次一營業日辦理測試作業，並將

該配發媒體傳檔日期更正為上傳次一營業日（上午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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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配發/交付申請書建檔及查詢(正式)（F002） 
 

1.至[作業選單]選擇[帳簿劃撥配發/交付申請作業]=>[配發/交付申請書建檔及查詢(正式)(F002)]

功能。 

2. 申請單位使用者輸入申請書配發/交付資料，並提供[新增、查詢、修改、列印]功能。 

3. 配發類別為「一般配發」，須輸入配發原因，其他配發類別則無須輸入。 

註：配發原因為「無償配股/有償認股」，須輸入「停止過戶日」日期（停止過戶期間第一營業日

【該營業日依證券交易所之營業日為準，即本公司提供證券所有人名冊日期】）及「每仟股配

股數額」。 

4.配發類別為配發類別為配發類別為配發類別為「「「「HHHH：：：：國內可轉債轉換認購國內可轉債轉換認購國內可轉債轉換認購國內可轉債轉換認購」、「」、「」、「」、「JJJJ：：：：海外可轉海外可轉海外可轉海外可轉債轉換認購債轉換認購債轉換認購債轉換認購」」」」及及及及「「「「SSSS：：：：員工認股權轉換員工認股權轉換員工認股權轉換員工認股權轉換」」」」之之之之

配發配發配發配發////交付申請書子畫面交付申請書子畫面交付申請書子畫面交付申請書子畫面，，，，由申請單位須點選由申請單位須點選由申請單位須點選由申請單位須點選【【【【以新股交付以新股交付以新股交付以新股交付】】】】註記註記註記註記，，，，若選擇非以新股交付若選擇非以新股交付若選擇非以新股交付若選擇非以新股交付（（（（即以庫即以庫即以庫即以庫

藏股交付藏股交付藏股交付藏股交付））））者者者者，，，，申請單位須於配發日前二營業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前將配發之股票送存集保結算所或申請單位須於配發日前二營業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前將配發之股票送存集保結算所或申請單位須於配發日前二營業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前將配發之股票送存集保結算所或申請單位須於配發日前二營業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前將配發之股票送存集保結算所或

匯撥至集保結算所匯撥至集保結算所匯撥至集保結算所匯撥至集保結算所「「「「發行機構專戶發行機構專戶發行機構專戶發行機構專戶」（」（」（」（9960999900996099990099609999009960999900）。）。）。）。    

5.申請單位須於配發前二營業日下午五時三十分輸入配發/交付申請書，電子化平台將於配發日前二

營業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後自動結帳，若未於規定時間傳送配發資料，須通知集保結算所股務部，

俟集保結算所股務部重開後，方可上傳配發/交付申請書申請正式配發/交付作業。 

6.畫面 

(1)新增配發申請書 

A.主畫面輸入證券代號、發行類別、配發/交付日期，並選擇「配發/交付類」後，點選「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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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出現承諾文字如下： 

 
(3)點選「確認」後，進入子畫面，輸入配發筆數、股數及配發原因。       

 
註：覆核人員為「申請單位使用者管理作業」 (S007)交易中所設定之使用者身分為「覆核」或「主

管」，登入系統之使用者不得與覆核人員為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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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資料輸入完成後，輸入覆核人員及密碼，點選「新增」後，配發/交付申請書建檔資料輸入完

成，可於主畫面點選「查看」，可查看子畫面內容。 

 

(2)修改、刪除 

主畫面點選「修改」，可修改子畫面內容；主畫面點選「刪除」，可刪除配發/交付申請書建檔資料。 

註：配發類別 

0：一般配發   A：公開申購  B：限制轉讓  C：解除限制 

E：庫藏股配發 G：庫藏股限制解除 D：限制上市（櫃） 

H：國內可轉債轉換認購     I：員工持股信託     J：海外可轉債轉換認購  

K：私募配發/交付          L：私募無實體解除    M：私募實體解除 

S：員工認股權轉換                        U：董事、監察人及特定股東持股集中保管 

V：股東歷年未領股票  P：受益憑證-證商通路申購   Q：受益憑證-投信通路申購 

R：延緩給付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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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配發媒體傳檔交易(正式)（F004） 
 

1.至[作業選單]選擇[帳簿劃撥配發/交付申請作業]=>[配發媒體傳檔交易(正式)(F004)]功能。 

2. 輸入證券代號、配發/交付日期、配發/交付類別、發行類別等相關資料，並上傳正式媒體，申請

辦理配發/交付正式作業，所輸入證券代號、配發/交付日期、配發/交付類別除須與上傳配發媒體

內容相同外，並於線上比對配發/交付申請書（F002）建檔內容，相符時正式配發媒體方可辦理上

傳作業。 

註：發行類別 0：實體-上傳集保戶配發/交付媒體（實體證券） 

                1：無實體集保戶（SIN）-上傳集保戶配發/交付媒體（無實體證券） 

                2：無實體集保戶（SIN）及登錄部分（BOK）-上傳集保戶及登錄戶配發/交付媒體 

   註：媒體檔案需為壓縮檔（副檔名為.zip）後再上傳 

3.上傳配發媒體格式須依本公司規定格式辦理，檢核方式同「配發媒體傳檔交易(測試)」（F003）同。 

4. 發行人及股務代理機構傳送有償認股媒體，須於「有償認股：   （Y:是，N:否）」欄位點選「Y」，

且上傳之媒體配發/交付類別為「0.一般配發」及「D.限制上市櫃」，須另行上傳有償認股可認股

數媒體；點選「否」者，則無須上傳有償認股可認股數媒體。 

5.申請單位須於配發前二營業日下午五時三十分上傳正式配發媒體，電子化平台將於配發日前二營業

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後自動結帳，若未於規定時間傳送配發資料，須通知集保結算所股務部，俟集

保結算所股務部重開後，方可上傳配發媒體申請正式配發/交付作業。 

6.畫面 

(1)上傳正式配發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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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覆核人員為「申請單位使用者管理作業」 (S007)交易中所設定之使用者身分為「覆核」或

「主管」，登入系統之使用者不得與覆核人員為同一人。 

 

 

(2)輸入 CA 憑證密碼 

註：若同時上傳集保戶媒體及登錄部分媒體，則須輸入二次 CA 憑證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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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傳檔完成後，畫面出現傳檔結果。 

 

 

 

可列印傳檔交易報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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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正式之配發媒體傳檔完成後，申請單位可操作「配發媒體資料傳檔查詢」交易（F009）查詢配發媒

體傳檔資料，並可操作「配發/交付媒體檢核狀況查詢」交易（F012）查詢配發媒體傳檔狀況。 

7.正式之配發媒體於集保結算部電腦主機作業完畢，申請單位於配發當日可操作「配發/交付測試結

果通知查詢」交易（F011）查詢正式配發結果或透過網路報表查詢下列配發報表： 

（1）STN02：配發有價證券無法轉帳通知單 

(2) STN04：合併證券商集中保管帳戶帳號轉換入帳確認單 

(3) STN14：有價證券配發資料身分證字號重覆清冊  

(4) STN15：配發有價證券擔保品/全權委託無法撥轉清冊  

(5) STN18：逐戶配發證券劃撥轉帳清冊  

(6) STN19：逐戶配發證券撥轉異常清冊 

 (7) STN24：配發有價證券檢核異常清冊 

 (8) STN28：登錄專戶檢核通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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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配發媒體資料傳檔查詢（F009） 
 

1.  至[作業選單]選擇[帳簿劃撥配發/交付申請作業]=>[配發媒體資料傳檔查詢(F009)]功能。 

2. 輸入證券代號、配發交付類別、配發/交付日期、傳檔日期或作業類別等相關資料，即可查詢 

測試、正式配發媒體傳檔資料。 

3. 畫面 

(1)查詢 

查詢條件 A.依傳檔日期及作業類別（0.測試作業 1.正式作業） 

        (2)依證券代號及作業類別（0.測試作業 1.正式作業） 

        (3)依配發/交付日期及作業類別（0.測試作業 1.正式作業） 

(4)依作業類別（0.測試作業 1.正式作業）   

      

 
(2)查詢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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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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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帳簿劃撥配發/交付申請書資料查詢(正式)(F008) 
 

1.  至[作業選單]選擇[帳簿劃撥配發/交付申請作業]=>[帳簿劃撥配發/交付查詢(F008)]功能。 

2. 查詢配發交付日期區間、證券代號之申請配發交付情況，並可依配發/交付類別、交易類別查詢[配

發核帳、配發資料及異常狀況]用。 

3. 畫面 

   (1) 帳簿劃撥配發/交付查詢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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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詢配發資料如下： 

A.配發申請書-交易類別選擇「0：配發核帳」 

可列印配發申請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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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配發申請異常資料-交易類別選擇「1：配發資料及異常狀況」 

註：異常原因：0：有申請書無配發媒體資料 

                        1：T-2 日前未辦理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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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列印異常資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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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帳簿劃撥配發/交付逾時未交付媒體資料查詢(正式)（F010） 
 

1.  至[作業選單]選擇[帳簿劃撥配發/交付申請作業]=>[帳簿劃撥配發/交付逾時未交付媒體資料查

詢(F010)]功能。 

2. 提供申請單位查詢配發交付日前二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前，已交付配發申請書但未交付媒體之資料。 

3. 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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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配發/交付測試結果通知查詢（F011） 

1.  至[作業選單]選擇[帳簿劃撥配發/交付申請作業]=>[配發/交付測試結果通知查詢(F011)]功能。 

2. 配發/交付測試、正式媒體上傳後，可先操作「配發/交付媒體檢核狀況查詢」（F012）得知傳檔狀

況為集保已處理後，再操作本交易查詢配發/交付測試結果下列相關報表 

（1）STN02：配發有價證券無法轉帳通知單 

(2) STN04：合併證券商集中保管帳戶帳號轉換入帳確認單 

(3) STN14：有價證券配發資料身分證字號重覆清冊  

(4) STN15：配發有價證券擔保品/全權委託無法撥轉清冊  

(5) STN18：逐戶配發證券劃撥轉帳清冊  

(6) STN19：逐戶配發證券撥轉異常清冊 

(7) STN24：配發有價證券檢核異常清冊 

 (8) STN28：登錄專戶檢核通知單 

註：查詢正式配發作業結果報表須於配發/交付日當日查詢，或透過網路報表作業查詢正式配發

作業結果報表。 

註：發行人或股務代理機構上傳無償配股或有償認股之配發媒體（配發類別：一般配發），可查

詢 STN15、STN18、STN19、STN24、STN28 報表。 

3.集保結算所於配發日前一營業日再就正式配發媒體之配發辦理檢核，申請單位可於本平台操作「配

發/交付測試結果通知查詢」（F011）中「作業類別：0.測試作業」查詢測試作業配發報表。 

4.集保結算所於配發日前一營業日再就正式配發媒體之配發辦理檢核，申請單位可於本平台操作「配

發/交付測試結果通知查詢」（F011）之「作業類別」輸入「1.正式作業」，「媒體上傳日期」請輸入

配發前一營業日，查詢測試作業配發報表。 

5. 作業類別(1)測試作業-「媒體上傳日期」請輸入傳檔日期 

           (2)正式作業-「媒體上傳日期」請輸入配發日前一營業日 

           (3)正式配發媒體檢測作業-「媒體上傳日期」請輸入配發日前一營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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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畫面 

   (1)配發有價證券無法轉帳通知單（STN02）報表查詢畫面 

 

=＞查詢結果如下： 

 

 

註：無資料表示無退撥資料，可點選「列印」，顯示報表內容退撥股數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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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報表（可依不同配發類別分別列印報表）如下：   

 

 若集保結算所電腦主機尚未作業，查詢 STN02 報表出現下列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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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併證券商集中保管帳戶帳號轉換入帳確認單（STN04）查詢畫面 

 =＞查詢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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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報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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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價證券配發資料身分證字號重覆清冊 （STN14）查詢畫面 

 

=＞查詢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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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報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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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發有價證券擔保品/全權委託無法撥轉清冊（STN15）查詢畫面 

 

 

=＞查詢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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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報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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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逐戶配發證券劃撥轉帳清冊（STN18）查詢畫面 

 

 

 

=＞查詢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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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報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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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逐戶配發證券撥轉異常清冊（STN19）查詢畫面 

 

 

 

若 STN04、STN14、STN15、STN18、STN19 報表無資料，則出現下列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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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配發有價證券檢核異常清冊（STN24）查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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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結果如下： 

 

=＞列印報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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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登錄專戶檢核通知單（STN28）查詢畫面： 

=＞查詢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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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報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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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配發/交付媒體檢核狀況查詢（F012） 
 

1.  至[作業選單]選擇[帳簿劃撥配發/交付申請作業]=>[配發/交付媒體檢核狀況查詢（F012）]功能。 

2. 提供申請單位查詢正式資料、已測試、未測試資料配發媒體上傳平台之狀況。 

   註：交易類別：(1)已測試：表示配發媒體己上傳集保主機辦理測試。 

                 (2)未測試：表示申請書已上傳，配發媒體尚未上傳集保主機辦理測試。 

   (3)正式：查詢正式媒體上傳內容。 

3. 配發/交付測試、正式媒體上傳後，集保戶及登錄部分配發/交付媒體可先操作本交易得知傳檔狀

況訊息，若訊息為「集保已處理完成，請操作 F011 交易查詢報表」，則請再操作「配發/交付測試

結果通知查詢」（F011）交易查詢配發/交付測試結果相關報表[STN02、STN04、STN14、STN15、STN18、

STN19、STN24、STN28]。 

4. 畫面 

(1)查詢  

查詢條件 A.依配發/交付日期及交易類別（已測試、未測試、正式 ） 

B.依交易類別：已測試、未測試、正式  

C.依證券代號及交易類別（已測試、未測試、正式） 

(2)畫面 

 

輸入查詢結果如下： 

  
(3) 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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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查詢結果說明如下： 

� 集保戶媒體檢核訊息 

(1)上傳成功，集保處理中-表示媒體傳檔完成，集保尚未處理 

(2)集保處理完成，請操作 F011 交易查詢報表： 

-表示集保處理完成，可操作「配發/交付測試結果通知查詢」（F011）交易 

查詢測試結果報表（STN02、STN04、STN14、STN15、STN18、STN19、STN24、STN28）。 

2. 登錄部分媒體檢核訊息 

(1)傳檔資料正常-表示傳檔資料正常。 

(2)傳檔資料異常-表示傳檔資料有誤(如參加人代號錯誤、登錄專戶未開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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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配發媒體資料回寫收檔交易(測試)（F005） 

1.  至[作業選單]選擇[帳簿劃撥配發/交付申請作業]=>[配發媒體資料回寫收檔交易(測試)(F005)]

功能。 

2. 依據輸入之[證券代號、配發日期、發行類別、配發類別]查詢對應之配發媒體之資料，並提供測

試配發媒體回寫收檔功能。 

3.畫面 

(1)查詢回寫檔案 

 

 

(2)查詢結果如下： 

 

(3)點選「下載」，可接收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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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 配發媒體資料回寫收檔交易(正式)（F006） 

 

1. 至[作業選單]選擇[帳簿劃撥配發/交付申請作業]=>[配發媒體資料回寫收檔交易(正式)(F006)]功

能。 

2. 依據輸入之[證券代號、配發日期、發行類別、配發類別]查詢對應之配發媒體之資料，並提供正

式配發媒體回寫收檔功能 

    註：下載正式回寫配發媒體須於配發/交付日當日方可辦理。 

3.畫面 

  作業方式同配發媒體資料回寫收檔交易(測試)（F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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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帳簿劃撥配發/交付控管作業 

 

      申請單位於申請書輸入後、媒體上傳無誤後，做配發/交付設定。 

 

2222....3 3 3 3 帳簿劃撥配發帳簿劃撥配發帳簿劃撥配發帳簿劃撥配發////
交付查詢作業交付查詢作業交付查詢作業交付查詢作業

申請單位承辦申請單位承辦申請單位承辦申請單位承辦、、、、覆核覆核覆核覆核
及承辦兼覆核及承辦兼覆核及承辦兼覆核及承辦兼覆核

2222 ....1 1 1 1 
登出入作業登出入作業登出入作業登出入作業

1111 . . . . 登入登入登入登入 2222....申請書建檔及媒體申請書建檔及媒體申請書建檔及媒體申請書建檔及媒體
上傳作業處理上傳作業處理上傳作業處理上傳作業處理

申請書及媒體申請書及媒體申請書及媒體申請書及媒體
上傳正常上傳正常上傳正常上傳正常

3333....查詢申請書查詢申請書查詢申請書查詢申請書、、、、
媒體上傳狀況媒體上傳狀況媒體上傳狀況媒體上傳狀況

4444....異常異常異常異常，，，，則則則則
重新上傳重新上傳重新上傳重新上傳

2222....4444....1 1 1 1 
資料傳送控管設定交易資料傳送控管設定交易資料傳送控管設定交易資料傳送控管設定交易

----參加人參加人參加人參加人 ( ( ( (FFFF030030030030))))

4444....正常正常正常正常，，，，結帳結帳結帳結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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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資料傳送控管設定交易-參加人 (F030) 
 

1. 至[作業選單]選擇[帳簿劃撥配發/交付申請作業]=>[資料傳送控管設定交易-參加人(F030)]功

能。 

2. 申請單位使用者於申請書輸入、正式媒體上傳無誤後，進行結帳作業，並提供執行、列印功能。 

3. 若申請書輸入完畢、正式媒體上傳無誤，則該筆配發資料將於配發日前二日下午五點三十分時自

動結帳，若須調整資料請通知集保結算所股務部辦理重開。 

4. 若申請書輸入完畢、正式媒體尚未上傳，則該筆配發資料將無法於配發日前二日下午五點三十分

時自動結帳，須由申請單位於配發日前二日下午五點三十後操作本交易辦理結帳。 

5. 畫面          

  (1)執行設定 

 

輸入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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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無實體發行登錄申請作業 

 

       提供申請單位輸入、查詢無實體發行登錄申請作業。 

 

2222 ....1 1 1 1 
登出入作業登出入作業登出入作業登出入作業

1111 . . . . 登入登入登入登入
2222....5555....1 1 1 1 

無實體發行登錄無實體發行登錄無實體發行登錄無實體發行登錄////

交付交易交付交易交付交易交付交易((((FFFF020020020020))))

2222....輸入無實體發行輸入無實體發行輸入無實體發行輸入無實體發行
登錄交付資料登錄交付資料登錄交付資料登錄交付資料

2222....5555....2222 無實體發行登錄無實體發行登錄無實體發行登錄無實體發行登錄

申請查詢交易申請查詢交易申請查詢交易申請查詢交易（（（（FFFF021021021021））））

申請單位承辦申請單位承辦申請單位承辦申請單位承辦、、、、覆核覆核覆核覆核
及承辦兼覆核及承辦兼覆核及承辦兼覆核及承辦兼覆核

3333....查詢無實體發行登查詢無實體發行登查詢無實體發行登查詢無實體發行登
錄申請資料錄申請資料錄申請資料錄申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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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無實體發行登錄/交付交易(F020) 
 

1.  至[作業選單]選擇[無實體發行登錄申請]=>[無實體發行登錄申請交易（F020）]功能。 

2. 申請單位使用者（發行人及股務代理機構）依據無實體發行登錄資料輸入，線上檢核點選

之登錄文件，並提供[新增/更新、查詢、修改、刪除、列印]功能，作業完成後平台自動產

生批號，可列印登錄文件清單，查詢所點選之登錄文件，並可操作「無實體發行登錄申請

查詢交易」（F021）列印無實體登錄申請書，俾可由集保結算所依批號辦理無實體登錄作業，

登錄資料經集保結算所確認後，該筆登錄資料即不得修改或刪除。 

3. 申請登錄類別為「1」及「3」須輸入公開申購數額，其他登錄類別無須輸入。 

4. 申請登錄類別為「11」及「12」須輸入轉換前證券代號，其他登錄類別無須輸入。 

5. 申請登錄類別為「13A~18」者，須進入子畫面，輸入異動餘額表等相關資料。 

6. 登錄原因為「14、15、16、18」須輸入「請確認本次係以新股交付」註記。 

7. 申請單位可於操作本交易前，先行點選「登錄有價證券檢附文件一覽表」查詢檢送之登錄文件。 

8. 同一證券代號同一證券代號同一證券代號同一證券代號、、、、同一登錄原因同一登錄原因同一登錄原因同一登錄原因，，，，同一天只能操作本交易一次同一天只能操作本交易一次同一天只能操作本交易一次同一天只能操作本交易一次，，，，若新增不同配發若新增不同配發若新增不同配發若新增不同配發////交付日期之相同證交付日期之相同證交付日期之相同證交付日期之相同證

券代號及登錄原因券代號及登錄原因券代號及登錄原因券代號及登錄原因，，，，申請登錄資料會後蓋前申請登錄資料會後蓋前申請登錄資料會後蓋前申請登錄資料會後蓋前，，，，故若有同一證券代號故若有同一證券代號故若有同一證券代號故若有同一證券代號、、、、同一登錄原因同一登錄原因同一登錄原因同一登錄原因、、、、不同配發不同配發不同配發不同配發////

交付日期欲申請登錄者交付日期欲申請登錄者交付日期欲申請登錄者交付日期欲申請登錄者，，，，須於次一營業日方可操作本交易須於次一營業日方可操作本交易須於次一營業日方可操作本交易須於次一營業日方可操作本交易。。。。    

9. 畫面 

(1)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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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主畫面輸入資料，並點選送交之登錄文件，作業完成後點選「新增」，進入承諾文字畫面如下： 

 

B.點選「確認」後，登錄申請資料輸入完成，可查看輸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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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改、刪除 

「操作」欄位中點選「修改」或「刪除」，更正或刪除無實體登錄申請資料。 

 

 

 

(3)點選「登錄文件清單」欄位，可查看點選之登錄文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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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另可於操作本交易前，先於登錄主畫面點選「登錄有價證券檢附文件一覽表」，查詢檢送之登錄文件

內容。 

 

點選「列印」，可列印「登錄有價證券檢附文件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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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申請登錄原因： 

＜1＞ 公開發行新股 

＜2＞ 新股權利證書 

＜3＞ 股款繳納憑證 

＜4＞ 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特別股）發行 

＜5＞ 員工認股權憑證發行 

＜6＞ 未上市櫃公司實體股票全面換發為無實體 

＜7＞ 減資 

＜8＞ 更名 

＜9A＞減資及更名（減資前股票全面無實體） 

＜9B＞減資及更名（減資前股票部分無實體） 

＜10＞上市櫃、興櫃公司實體股票全面換發為無實體 

＜11＞ 債券換股權利證書轉換普通股 

＜12＞ 轉換公司債合併(證券代號轉換) 

＜13A＞私募增資股票 

＜13B＞私募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 

＜13C＞私募附認股權特別股 

＜13D＞私募轉換(附認股權)公司債轉換/認購普通股 

 

 

＜13E＞私募附認股權特別股轉換普通股 

＜13F＞私募實體有價證券全面換發為無實體 

＜14＞國內可轉換（附認股權）公司債轉換/認購 

新股 

＜15＞ 海外可轉換公司債轉換新股 

＜16＞附認股權特別股轉換普通股 

＜17＞特別股轉換普通股 

＜18＞員工認股權憑證認購新股 

＜19＞開放式受益憑證首次募集 

＜20＞開放式受益憑證申購 

＜21＞ETF 首次募集 

＜22＞ETF 實物申購 

＜23＞受益證券 

＜24＞新股權利證書換發 

＜25＞股款繳納憑證換發 

＜26＞限制上市櫃買賣實體股票換發為無實體 

＜27＞私募實體股票轉公開發行/上市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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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若申請登錄類別為「13A~18」者，須另行輸入異動餘額表資料 

例如：登錄類別為「14.國內可轉債轉換普通股或債券換股權證」 

(1)主畫面輸入登錄申請資料及點選登錄文件，並輸入覆核人員代號及密碼後，點選「新增」。 

 

 

(2)進入承諾文字畫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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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承諾文字點選「確認」後，輸入轉換（認股）前證券種類。 

 

(4)點選「新增」後，進入異動異動餘額表子畫面，輸入相關資料。 

 
(5)點選「新增」，資料輸入完成。 

(6)登錄子畫面輸入完畢，可操作「無實體發行登錄申請交易」(F020)，輸入方式如下： 

A.「操作」欄位點選「查看」，可查詢子畫面資料，點選「列印」，可查詢異動餘額表。 

B.「登錄文件清單」點選「列印」，列印檢送登錄文件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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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可列印異動餘額表如下： 

    

(8)可列印檢送登錄文件一覽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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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其他登錄原因 13A~18 操作步驟同上，其異動餘額表內容如下： 

13A.私募增資股票 

 

13B.私募可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 

 
13C.私募附認股權特別股 

 



發行作業平台   

 

本文著作權屬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所有，未經許可不得引 用或翻印。 

 56 

13D.私募可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轉換/認購普通股 

 
 

13E.私募附認股權特別股轉換普通股 

 

 
 

15. 海外可轉換公司債轉換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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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附認股權特別股轉換普通股 

 

 
17.特別股轉換普通股 

 

18. 員工認股權憑證認購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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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無實體發行登錄申請查詢交易（F021） 

 

1.至[作業選單]選擇[無實體發行登錄申請]=>[ 無實體發行登錄申請查詢交易（F021）]功能。 

2.完成「無實體發行登錄/交付交易（F020）」後，可操作本交易，於輸入查詢條件資料以查詢及列印

無實體發行登錄申請之相關資料。 

3.畫面 

(1)查詢 

查詢條件 A.依證券代號 B.依發行公司代號 C.依申請登錄日期 D.依配發/交付日期 E.申請登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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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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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無實體登錄申請書「備註」欄位： 

1. 申請中-表示集保結算所尚未辦理登錄確認。 

2. 登錄確認成功 

-表示集保結算所已辦理登錄確認，並掣發登錄證明，惟登錄類別為「14、15、16、17、

18」，本公司不掣發登錄證明，於次月月初編製「無實體發行登錄紀錄月報表」（ST210）

以網路報表傳送發行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 

3. 交付確認成功-表示集保結算所於配發/交付日前一營業日送存無實體交付股數。 

4. 登錄並交付確認成功 

-表示集保結算所於配發/交付日前一營業日辦理登錄，掣發登錄證明，並送存無實體交付

股數，惟登錄類別為「14、15、16、17、18」，本公司不掣發登錄證明，於次月月初編製

「無實體發行登錄紀錄月報表」（ST210）以網路報表傳送發行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