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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辦理全權委託投資帳簿劃撥作業配合事項 

民國 90 年元月 18 日訂立 
民國 90 年 11 月 22 日修訂 
民國 91 年 7 月 11 日修訂 
民國 91 年 10 月 11 日修訂 
民國 93 年 4 月 6 日修訂 
民國 93 年 6 月 15 日修訂 
民國 93 年 7 月 23 日修訂 
民國 95 年 3 月 27 日修訂 
民國 96 年 8 月 24 日修訂 
民國 96 年 8 月 31 日修訂 
民國 98 年 3 月 12 日修訂 
民國 101 年 4 月 24 日修訂 
民國 103 年 12 月 16 日修訂 
民國 105 年 11 月 1 日修訂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總則總則總則總則 

第 一 條  本配合事項依據本公司業務操作辦法第九十條、第九十一條

之一至第九十一條之三及第一百零一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配合事項所稱全權委託投資股東，謂開設全權委託投資保

管劃撥帳戶之發行人股東。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全權委託投資保管劃撥帳戶開設及資料建檔全權委託投資保管劃撥帳戶開設及資料建檔全權委託投資保管劃撥帳戶開設及資料建檔全權委託投資保管劃撥帳戶開設及資料建檔    

第 三 條  委任人委託投信／投顧、期貨經理事業／期貨經紀商／期貨

信託事業、證券商及信託業（以下稱受任人）投資，並將資產委

任保管機構保管者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委任人檢具身分證明文件、與受任人簽訂之全權委託投

資契約，及與保管機構簽訂之委任契約，向保管機構申

請開設全權委託投資保管劃撥帳戶，另填具「證券所有

人名冊歸戶同意書」二份。 

二、保管機構審核相關資料無誤後，操作「開戶基本資料建

檔」交易（交易代號 140），輸入委任人基本資料（戶

名為委任人名稱；委託投資資產為信託財產者，戶名為

稅務機關因應信託業務編配之扣繳單位名稱）、投信／

投顧代號、戶別（本國個人戶別 70、本國法人戶別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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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個人戶別 73、外國法人戶別 74）等資料，但通訊

地址以保管機構之通訊地址為準；另操作「中文長戶名

／英文戶名資料維護」交易（交易代號 179），輸入帳

號及「○○○全權委託○○公司投資帳戶」之戶名；委

託投資資產為信託財產者，戶名為「○○○受託信託財

產全權委託○○公司投資帳戶」。 

三、保管機構完成帳戶開設後，檢具「證券所有人名冊歸戶

同意書」及相關資料，代理委任人向往來證券商申請開

設全權委託投資保管劃撥帳戶。 

四、證券商審核相關資料無誤後，操作「保管機構往來登記」

交易（交易代號 156），輸入委任人之基本資料（戶名

為委任人名稱；委託投資資產為信託財產者，戶名為稅

務機關因應信託業務編配之扣繳單位名稱）、投信／投

顧代號、保管機構保管劃撥帳號、戶別（戶別 71）等資

料。 

委任人為「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操作辦法」

所稱專業機構投資人者，前項第一款之委任契約，得以該辦法所

定律師出具之中文法律意見書代之。 

第 四 條  信託業兼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並自行保管信託資產者依下列

程序辦理： 

一、信託業為本公司參加人： 

信託業於其保管劃撥帳戶下，依契約別、遺囑別、公

益信託別或業務別開戶，並操作「開戶基本資料建檔」

交易（交易代號 140），輸入其基本資料（戶名為稅務

機關因應信託業務編配之扣繳單位名稱）、投信／投

顧代號、戶別（戶別 72）等資料；另操作「中文長戶

名／英文戶名資料維護」交易（交易代號 179），輸入

帳號及「○○○受○○○信託專戶（全權委託）或○

○○綜合信託專戶（全權委託）」之戶名，公益信託

或集合管理運用帳戶者，於扣繳單位名稱之後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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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權委託）。 

信託業依填具之「信託專戶明細資料建檔申請書」，

操作「信託註記及關係人建檔」交易（交易代號 540，

處理類別 1：信託註記）辦理信託註記。依契約別或

遺囑別或公益信託別開戶者，應再操作「信託註記及

關係人建檔」交易（交易代號 540，處理類別 3：新

增），輸入受託人、委託人及受益人等名稱、出生或

設立日期與身分證字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辦理信託

關係人資料建檔，並使用「信託專戶基本資料查詢」

交易（交易代號 541），列印信託關係人異動查詢單核

對。 

信託業完成帳戶開設後，檢具信託契約影本（或簡式

約款）或遺囑影本、「信託專戶明細資料建檔申請書」

及「證券所有人名冊歸戶同意書」（已建置信託分戶

編號者免附）及相關資料，向證券商開設全權委託投

資保管劃撥帳戶。依公益信託別開戶且無信託契約者，

應另檢具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文件影本。 

證券商審核相關資料無誤後，操作「保管機構往來登

記」交易（交易代號 156），輸入信託業之基本資料（

戶名為稅務機關因應信託業務編配之扣繳單位名稱）、

投信／投顧代號、信託業之保管劃撥帳號、戶別（戶

別 71）等資料，並依第二目規定辦理信託註記。 

二、信託業非本公司參加人： 

信託業檢具信託契約影本（或簡式約款）或遺囑影本、

「信託專戶明細資料建檔申請書」、「證券所有人名冊

歸戶同意書」（提供信託分戶編號予證券商建檔者免

附）及相關資料，依契約別、遺囑別、公益信託別或

業務別向往來證券商申請開設全權委託投資保管劃撥

帳戶。依公益信託別開戶且無信託契約者，應另檢具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文件影本。 

證券商審核相關資料無誤後，操作「開戶基本資料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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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交易（交易代號 140），輸入信託業基本資料（戶

名為稅務機關因應信託業務編配之扣繳單位名稱）、

投信／投顧代號、戶別（戶別 98）等資料，另依第一

款第一目規定操作「中文長戶名／英文戶名資料維護」

交易輸入帳號及戶名。 

證券商完成帳戶開設後，依第一款第二目規定辦理信

託註記、信託關係人資料建檔，並列印信託關係人異

動查詢單核對。 

第 五 條  委任人委託受任人投資，並將資產信託保管機構保管者依下

列程序辦理：  

一、保管機構依委任人與受任人簽訂之全權委託投資契約及

信託契約，操作「開戶基本資料建檔」交易（交易代號

140），輸入保管機構基本資料（戶名為稅務機關因應

信託業務編配之扣繳單位名稱）、投信／投顧代號、戶

別（戶別為 72）等資料；另操作「中文長戶名／英文戶

名資料維護」交易（交易代號 179），輸入帳號及「○

○○受○○○信託財產全權委託○○公司投資帳戶」之

戶名。 

二、保管機構依前條第一款第二目規定辦理信託註記及信託

關係人資料建檔。 

三、保管機構完成帳戶開設後，檢具「證券所有人名冊歸戶

同意書」（已建置信託分戶編號者免附）及相關資料，

向往來證券商開設全權委託投資保管劃撥帳戶。 

四、證券商審核相關資料無誤後，操作「保管機構往來登記」

交易（交易代號 156），輸入保管機構之基本資料（戶

名為稅務機關因應信託業務編配之扣繳單位名稱）、投

信／投顧代號、保管機構保管劃撥帳號、戶別（戶別 71）

等資料，並依前條第一款第二目規定辦理信託註記。 

委任人為「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操作辦法」

所稱專業機構投資人者，前項第一款之信託契約，得以該辦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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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律師出具之中文法律意見書代之。 

第 六 條  委任人為信託業或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之事業委託受任人投資，

並自行保管資產者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委任人為本公司參加人： 

委任人依與受任人簽訂之全權委託投資契約，操作「

開戶基本資料建檔」交易（交易代號 140），輸入委任

人基本資料（戶名為委任人名稱，委託投資資產為信

託財產者，戶名為稅務機關因應信託業務編配之扣繳

單位名稱）、投信／投顧代號、戶別（戶別 72）等資

料；另操作「中文長戶名／英文戶名資料維護」交易

（交易代號 179），輸入帳號及「○○○全權委託○○

公司投資帳戶」之戶名，委託投資資產為信託財產者，

戶名為「○○○受託信託財產全權委託○○公司投資

帳戶」。 

委託投資資產為信託財產者，信託業依第四條第一款

第二目規定辦理信託註記及信託關係人資料建檔。 

委任人完成帳戶開設後，檢具「證券所有人名冊歸戶

同意書」（已建置信託分戶編號者免附）及相關資料，

向往來證券商開設全權委託投資保管劃撥帳戶。 

證券商審核相關資料無誤後，操作「保管機構往來登

記」交易（交易代號 156），輸入委任人之基本資料

（戶名為委任人名稱，委託投資資產為信託財產者，

戶名為稅務機關為信託業務編配之扣繳單位名稱）、

投信／投顧代號、委任人保管劃撥帳號、戶別（戶別

71）等資料，委託投資資產為信託財產者，應依第四

條第一款第二目規定辦理信託註記。 

二、委任人非本公司參加人： 

委任人檢具與受任人簽訂之全權委託投資契約、「證

券所有人名冊歸戶同意書」（提供信託分戶編號予證

券商建檔者免附）及相關資料，向往來證券商申請開

設全權委託投資保管劃撥帳戶。 



貳～卅五～6 

證券商審核相關資料無誤後，操作「開戶基本資料建

檔」交易（交易代號 140），輸入委任人基本資料（

戶名為委任人名稱，委託投資資產為信託財產者，戶

名為稅務機關因應信託業務編配之扣繳單位名稱）、

投信／投顧代號、戶別（戶別 98）等資料；另依第一

款第二目規定操作「中文長戶名／英文戶名資料維護」

交易輸入帳號及戶名。 

委託投資資產為信託財產者，證券商完成帳戶開設後，

應依第四條第一款第二目規定辦理信託註記、信託關

係人資料建檔，並列印信託關係人異動查詢單核對。 

第六條之ㄧ    投信／投顧事業及證券商以信託方式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

應將資產委任保管機構保管並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投信／投顧事業及證券商檢具與委任人簽訂之全權委託

投資信託契約、「信託專戶明細資料建檔申請書」及與

保管機構簽訂之委任保管契約，向保管機構申請開設全

權委託投資保管劃撥帳戶，另填具「證券所有人名冊歸

戶同意書」二份（提供信託分戶編號予保管機構建檔者

免附）。 

二、保管機構審核相關資料無誤後，操作「開戶基本資料建

檔」交易（交易代號 140），輸入投信／投顧事業及證

券商基本資料（戶名為稅務機關因應信託業務編配之扣

繳單位名稱）、投信／投顧代號、戶別（戶別 72）等資

料，但通訊地址以保管機構之通訊地址為準；另操作「

中文長戶名／英文戶名資料維護」交易(交易代號 179)

輸入帳號及「○○○受○○○信託專戶」（全權委託），

集合管理運用帳戶者，於扣繳單位名稱之後加註（全權

委託）。 

三、保管機構依第四條第一款第二目規定辦理信託註記及信

託關係人資料建檔。 

四、保管機構完成帳戶開設後，檢具「證券所有人名冊歸戶

同意書」(已建置信託分戶編號者免附)及相關資料，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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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來證券商申請開設全權委託投資保管劃撥帳戶。 

五、證券商審核相關資料無誤後，操作「保管機構往來登記」

交易（交易代號 156），輸入投信／投顧事業及證券商

之基本資料（戶名為稅務機關因應信託業務編配之扣繳

單位名稱）、投信／投顧代號、保管機構保管劃撥帳號、

戶別（戶別 71）等資料，並依第四條第一款第二目規定

辦理信託註記。 

第 七 條  全權委託投資保管劃撥帳戶基本資料變更作業，依下列程序

辦理： 

一、委任人委託受任人投資，並將資產委任保管機構保管者：

委任人應填具「客戶基本資料變更申請書」，並簽蓋原

留印鑑，向保管機構申請基本資料變更，保管機構審核

相關資料無誤，操作「客戶基本資料變更」交易（交易

代號 146）辦理基本資料變更後，再由保管機構持相關

文件向往來證券商申請全權委託投資保管劃撥帳戶基本

資料變更；證券商審核相關資料無誤後，操作「保管機

構往來登記變更」交易（交易代號 157）辦理基本資料

變更。 

二、信託業兼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並自行保管信託資產或信

託業委託受任人投資並自行保管資產，或委任人委託受

任人投資，並將資產信託保管機構保管者： 

信託業或保管機構為本公司參加人時，其基本資料之

變更，準用第一款之作業方式辦理。信託業非本公司

參加人時，由信託業持相關文件向往來證券商申請變

更。 

委託人或受益人等信託關係人基本資料或身分別或信

託關係人異動時，應依本公司辦理有價證券信託帳簿

劃撥作業配合事項相關規定辦理。 

三、委任人為經金管會核准之事業委託受任人投資，並自行

保管資產者： 

該事業為本公司參加人時，準用第一款之作業方式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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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該事業非本公司參加人時，由其持相關文件向往來證券

商申請變更。 

四、投信／投顧事業及證券商以信託方式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

務，並將資產委任保管機構保管者，其基本資料變更準用

第一款之作業方式辦理。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轉撥作業轉撥作業轉撥作業轉撥作業 

第 八 條  委任人以集中保管有價證券為全權委託投資資產者，得向往

來證券商申請，操作「存券匯撥」交易（交易代號 130），將其

非全權委託投資保管劃撥帳戶之有價證券，撥入開設於保管機構

之全權委託投資保管劃撥帳戶。 

第 九 條  委託人將資產信託予信託業、保管機構、投信/投顧事業或

證券商辦理全權委託投資時，由證券商依據本公司辦理有價證券

信託帳簿劃撥作業配合事項規定，操作「信託轉帳」交易（交易

代號 543），將委託人非全權委託投資保管劃撥帳戶之有價證券，

撥入信託業、保管機構、投信/投顧事業或證券商開設之全權委

託投資保管劃撥帳戶。 

第 十 條  委任人與保管機構簽訂之委任契約因存續期間屆滿、撤銷、

解除、終止或其他事由不再存續時，得由保管機構操作「存券匯

撥」交易（交易代號 130），將其開設於原保管機構全權委託投

資保管劃撥帳戶之有價證券，撥入委任人指定之保管劃撥帳戶。 

第 十一 條  委託人與信託業、保管機構、投信/投顧事業或證券商簽訂

之信託契約因關係不存在、無效、解除、撤銷、終止或其他原因

需交付信託有價證券時，得由信託業或保管機構或證券商依據本

公司辦理有價證券信託帳簿劃撥作業配合事項相關規定，操作

「信託轉帳」交易（交易代號 543），將全權委託投資保管劃撥

帳戶之有價證券，撥入委託人、受益人或第三人之保管劃撥帳戶。 

第 十二 條  同一委任人或同一委託人不同信託契約之不同全權委託投資

保管劃撥帳戶間，於辦理買賣交割時，除法令或信託契約另有規

定外，不得相互辦理券之撥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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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股務事項股務事項股務事項股務事項    

 

第 十三 條  遇發行人公告停止過戶，本公司編製證券所有人名冊時，除

全權委託投資部分予以註記外，並歸戶彙總，歸戶方式依下列原

則處理： 

一、全權委託投資股東於參加人處開立數個全權委託投資保

管劃撥帳戶者，本公司編製之證券所有人名冊，歸戶於

最新通訊地址之全權委託投資保管劃撥帳戶。 

二、全權委託投資股東同時開立全權委託投資保管劃撥帳戶

及非全權委託投資保管劃撥帳戶者，本公司編製之證券

所有人名冊，歸戶於最新通訊地址之非全權委託投資保

管劃撥帳戶。 

第 十四 條  發行人辦理全權委託投資股東之現金股利發放時，屬非全權

委託投資部分，依現行作業方式辦理；屬全權委託投資部分，依

下列方式擇一辦理︰ 

一、發行人計算全權委託投資股東各全權委託投資保管劃撥

帳戶之應配金額後，將款項分別配入各全權委託投資股

東或其保管機構之款項劃撥帳戶。 

二、發行人將全權委託投資部分之現金股利交由本公司轉

匯︰ 

發行人寄發現金股利發放通知書予全權委託投資股東

時，應於現金股利發放通知書明顯處註明股東全權委

託投資部分之現金股利，由集保結算所轉匯至全權委

託投資股東之各款項劃撥帳戶之意旨，並揭露全權委

託投資現金股利配發總金額。 

發行人應於指定配發日七個營業日前，將現金股利配

發之停止過戶日、配發日、每仟股配發金額、現金股

利總金額及相關資料通知本公司，並將全權委託投資

股東全權委託投資部分現金股利配發名冊之電腦媒體

送交本公司。 

本公司依據停止過戶日全權委託投資股東之各全權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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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投資保管劃撥帳戶持有股數，計算各帳戶應配發現

金股利金額（計算至元為止），其處理方式如下： 

、發行人提供之各該股東配發金額（非境內居住者

為稅後金額）與其各全權委託投資保管劃撥帳戶

彙總之配發金額不符時，本公司不予配發，並通

知發行人處理。 

、各該股東之配發金額扣減各全權委託投資保管劃

撥帳戶配發金額有剩餘時，歸入其首筆資料（資

料依帳號由小至大排序）之全權委託投資保管劃

撥帳戶，倘其首筆資料之全權委託投資保管劃撥

帳戶異常時（註銷帳戶等），依次歸入其次筆資

料之全權委託投資保管劃撥帳戶。 

、各帳戶配發金額扣減匯費後為實際轉匯金額，實

際轉匯金額扣減其他費用不足支應者，歸入其首

筆資料之全權委託投資保管劃撥帳戶，倘其首筆

資料之全權委託投資保管劃撥帳戶異常時（註銷

帳戶等），依次歸入其次筆資料之全權委託投資

保管劃撥帳戶。 

發行人應於指定配發日前一營業日上午，將全權委託

投資股東全權委託投資部分現金股利總金額撥入本公

司款項收付專戶（匯費由發行人支付），本公司審核

無誤後，通知往來金融機構於指定配發日，將應配發

款項自本公司款項收付專戶，轉匯至各全權委託投資

股東或其保管機構之款項劃撥帳戶。 

全權委託投資股東或其保管機構應於指定配發日，操

作「現金股利配發資料查詢」交易（交易代號 571），

列印現金股利配發明細表與各款項劃撥帳戶匯入之金

額核對。 

第 十五 條  發行人辦理全權委託投資股東現金增資認股作業時，屬非全

權委託投資部分，依現行作業方式辦理；屬全權委託投資部分，

依下列方式擇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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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行人計算全權委託投資股東各全權委託投資保管劃撥

帳戶之可認股數額後，將認股繳款書及相關資料分別寄

交該全權委託投資股東及其各保管機構。 

二、發行人將全權委託投資部分之現金增資認股資料，交由

本公司通知各全權委託投資股東或其保管機構或證券

商︰ 

發行人寄發認股繳款書及相關資料予全權委託投資股

東時，應於認股繳款書明顯處註明股東全權委託投資

部分之現金增資認股事宜，由集保結算所通知全權委

託投資股東之保管機構或證券商辦理之意旨。 

發行人應於繳款開始日二個營業日前，將現金增資認

股之停止過戶日、每仟股認股比率、繳款開始日、繳

款截止日、每股認股金額、可認股總股數及相關資料

通知本公司，並提供全權委託投資股東可認股名冊之

電腦媒體送交本公司。 

本公司依據停止過戶日全權委託投資股東之各全權委

託投資保管劃撥帳戶持有股數，計算各帳戶可認股數

（可認股數計算至股為止），其處理方式如下： 

、發行人提供之各該股東可認股數與其全權委託投

資保管劃撥帳戶彙總之可認股數不符時，本公司

不予計算各帳戶可認股數，並通知發行人處理。 

、各該股東之可認股數扣減各全權委託投資保管劃

撥帳戶可認股數有剩餘時，歸入其首筆資料之全

權委託投資保管劃撥帳戶，倘其首筆資料之全權

委託投資保管劃撥帳戶異常時（註銷帳戶等），

依次歸入其次筆資料之全權委託投資保管劃撥帳

戶。 

、全權委託投資保管劃撥帳戶因註銷等原因，致本

公司無法將認股資料通知全權委託投資股東或其

保管機構或證券商時，由本公司製作現金增資認

股資料異常清冊通知發行人後，再由發行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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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全權委託投資股東辦理認股事宜。 

本公司於繳款開始日將增資認股訊息通知各全權委託

投資股東或其保管機構或證券商，全權委託投資股東

或其保管機構除每日於本公司電子佈告欄查詢認股訊

息外，應於股款繳納期間操作「增資認股資料查詢」

交易（交易代號 570，選項：2），列印認股繳款書一

式四聯（第一聯金融機構收執，第二聯發行人收執、

第三聯集保結算所收執，第四聯全權委託投資股東或

其保管機構收執；全權委託投資股東自行保管資產且

非本公司參加人時，由其向往來證券商申請列印），

全權委託投資股東或其保管機構應於發行人訂定之繳

款截止日前一營業日前，向本公司指定之金融機構辦

理繳款；倘發行人訂定之繳款截止日前一營業日因天

災等不可抗力因素致金融機構停止營業時，全權委託

投資股東或其保管機構最遲應於發行人訂定之繳款截

止日上午前，向本公司指定之金融機構辦理繳款。 

本公司於發行人訂定之繳款截止日彙總全權委託投資

股東各帳戶認股金額，轉匯至發行人指定之收款專戶

（倘繳款截止日前一營業日因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致

金融機構停止營業時，本公司於發行人訂定之繳款截

止日次一營業日，將該股款匯至發行人指定之收款專

戶），另於繳款截止日次二營業日，將全權委託投資

部分現金增資認股繳款清冊及電腦媒體送交發行人，

繳款書第二聯於本公司收齊後再送交發行人。 

全權委託投資股東或其保管機構可於發行人訂定之繳

款截止日次一營業日操作「增資認股資料查詢」交易

（交易代號 570，選項：1），查詢實認股數與繳款資

料是否相符。 

發行人如有催繳股款情事者，由發行人催告各全權委

託投資股東或其保管機構。 

增資案變更時，發行人於接獲核准變更通知後之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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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日前，應填具全權委託現金增資認股資料調整申

請書，並檢具相關資料通知本公司，其相關作業程序

如下： 

、增資案撤銷： 

(1)發行人依本公司代收金額加計法定利息後，應

於指定退款日二營業日前，提供退款媒體予本

公司，並於指定退款日前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款項彙總匯入本公司款項收付專戶（匯費由

發行人支付）。 

(2)本公司計算全權委託投資股東各帳戶應退款金

額，並扣減匯費後，通知往來金融機構，將應

退款項於指定退款日自本公司款項代收付專戶，

轉匯至各全權委託投資股東或其保管機構之各

款項劃撥帳戶。 

(3)發行人退還之法定利息，本公司依各全權委託

投資股東各帳戶繳款金額比例退還。 

、繳款日期延長或變更每股認股金額： 

(1)發行人應將繳款日期延長或每股認股金額變更

事宜通知全權委託投資股東，並註明股東全權

委託投資部分之認股事宜，由集保結算所通知

全權委託投資股東或其保管機構或股東自行洽

往來證券商辦理之意旨。 

(2)由本公司依第二款第三目、第四目及第五目之

作業方式，重新通知全權委託投資股東或其保

管機構或證券商，並辦理後續事宜。 

(3)每股認股金額變更，致全權委託投資股東或其

保管機構溢繳股款時，發行人應將本公司代收

溢繳部分，依第二款第八目之１之作業方式退

還溢繳股款予本公司，本公司再依第二款第八

目之 2 及 3 之作業方式退還各全權委託投資股

東或其保管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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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六 條  有價證券配發作業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無償配股： 

屬非境內居住者之無償配股，應由全權委託投資股東

依發行人通知繳交所得稅款後辦理帳簿劃撥配發。 

發行人應於指定配發日前二營業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前，

將有價證券配發之停止過戶日、配發日、無償每仟股

配股比率及配發總股數通知本公司，並將有價證券配

發名冊之電腦媒體送交本公司。 

本公司依發行人通知，將配發股數配入發行人指定之

保管劃撥帳戶後，由本公司計算全權委託投資股東各

全權委託投資保管劃撥帳戶應配股數，分別撥入各全

權委託投資保管劃撥帳戶，並編製全權委託有價證券

配發劃撥轉帳清冊轉知各參加人。發行人提供該股東

之配發股數不足轉撥至其各全權委託投資保管劃撥帳

戶時，本公司不予配發，並通知發行人處理；該股東

之配發股數扣減各全權委託投資保管劃撥帳戶有剩餘

時，留存發行人提供之配發帳戶。 

二、有償配股： 

發行人自行辦理全權委託投資股東及其保管機構之有

償認股作業者，由發行人依全權委託投資股東及其各

保管機構認股數額，將應配之有價證券分別配至該股

東及其各保管機構之保管劃撥帳戶。 

發行人將全權委託投資部分交由本公司辦理有償認股

作業者，應將配發之有價證券彙總配入該股東指定之

保管劃撥帳戶後，由本公司依各全權委託投資保管劃

撥帳戶認股數額，將其轉撥入各全權委託投資保管劃

撥帳戶，並編製全權委託有價證券配發轉撥清冊轉知

各參加人。發行人提供整戶配發股數不足轉撥至各全

權委託投資保管劃撥帳戶時，本公司不辦理配發，並

通知發行人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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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附則附則附則附則    

第 十七 條  （刪除） 

第 十八 條  發行人寄送相關資料予全權委託投資股東或其保管機構時，

應於收信人地址明顯處註記“全權委託”字樣。 

第 十九 條  現金增資認股之有價證券限制上市（櫃）交易者，全權委託

投資股東之現金增資認股作業，可依本配合事項第十五條規定辦

理，惟其有償認購有價證券之發放，應由發行人分別通知全權委

託投資股東及其各保管機構領取。 

第 二十 條  保管機構若接獲非屬全權委託投資資產所生孳息、收益及委

任人相關資料時，應即轉知委任人。 

第二十一條  發行人或本公司因辦理全權委託投資股東之現金股利配發、

現金增資認股作業，由全權委託投資股東負擔之作業處理費用，

全權委託投資股東或其保管機構或證券商需依本公司收費辦法所

訂標準支付予本公司或發行人。 

第二十二條  證券商與保管機構或與信託業或與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之事業

辦理買賣交割等資料傳送，得依據本公司「保管機構辦理有價證

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配合事項」辦理。 

第二十三條  本配合事項未盡事宜，悉依本公司業務操作辦法及其他相關

規定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