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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辦理封閉型受益憑證、存託憑證、特別股暨股份註銷 

帳簿劃撥作業配合事項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受益人或持有人填

具「有價證券轉（交）換／

買（贖／賣）回／註銷／認

股／履約／兌回帳簿劃撥作

業申請書（代支出傳票）」

簽蓋原留印鑑，但屬存託憑

證兌回者，持有人應另填具

存託機構提供之申請書（一

式三聯，簽蓋存託機構指定

之印鑑），向參加人申請辦

理買回、兌回。 

 

第五條  受益人或持有人填

具「有價證券轉（交）換／

買（贖／賣）回／註銷／認

股／履約／兌回帳簿劃撥

作業申請書（代支出傳票）」

蓋妥原留存參加人處集保

印鑑，但屬存託憑證兌回

者，持有人應另填具存託機

構提供之申請書（一式三

聯，蓋妥存託機構指定之印

鑑），向參加人申請辦理買

回、兌回。 

為使各規章用語一致，爰修正

本條。 

第七條  本公司審核參加人

申請資料無誤後，依下列程

序辦理： 

一、申請日後第一營業日自

受益人或持有人保管劃

撥帳戶辦理扣帳，並辦

理參加人帳簿之登載及

通知參加人於其客戶帳

簿為必要之登載。 

二、申請日後第一營業日編

製「受益憑證買回名冊」

或「存託憑證兌回／特

別股轉換／賣回名冊」

通知發行人或存託機構

或其股務代理機構。但

屬存託憑證兌回者，本

公司另於申請日後第二

營業日中午十二時前，

第七條  本公司審核參加人

申請資料無誤後，依下列程

序辦理： 

一、申請日後第一營業日自

受益人或持有人保管劃

撥帳戶辦理扣帳，並辦

理參加人及其客戶帳簿

之登載。 

 

二、申請日後第一營業日編

製「受益憑證買回名冊」

或「存託憑證兌回／特

別股轉換／賣回名冊」

通知發行人或存託機構

或其股務代理機構。但

屬存託憑證兌回者，本

公司另於申請日後第二

營業日中午十二時前，

因存託憑證兌回之申請書各聯

單收執，於各聯單已有敘明，

爰刪除相關文字；另其餘修正

理由同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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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將「存託憑證兌回／特

別股轉換／賣回名冊」

連同存託憑證兌回之申

請書及其他文件，送交

存託機構。 

將「存託憑證兌回／特

別股轉換／賣回名冊」

連同存託憑證兌回之申

請書第一、二聯及其他

文件，送交存託機構。 

第十條  受益憑證發行人或

其股務代理機構透過本公

司報表網路傳送暨查詢作

業系統接收之第七條媒體

資料，應與有價證券異動餘

額表及名冊報表相互核對

無誤後留存備查。 

發行人或存託機構或其

股務代理機構因持有人申請

資料不符或其他原因退還受

益憑證買回、存託憑證兌回

作業時，須由發行人或存託

機構或其股務代理機構填具

「存券領回代轉作業退回通

知書（代傳票）」，簽蓋原

留印鑑，連同有價證券異動

餘額表及檢附之名冊等相關

文件送交本公司；本公司審

核無誤後，將該證券撥入原

申請人保管劃撥帳戶或該發

行人保管劃撥帳戶下之登錄

專戶。 

第十條  受益憑證發行人或

其股務代理機構透過本公

司報表網路傳送暨查詢作

業系統接收之第七條媒體

資料，應與有價證券異動餘

額表及名冊報表相互核對

無誤後留存備查。 

發行人或存託機構或其

股務代理機構因持有人申請

資料不符或其他原因退還受

益憑證買回、存託憑證兌回

作業時，須由發行人或存託

機構或其股務代理機構填具

「存券領回代轉作業退回通

知書（代傳票）」，簽蓋原

留存印鑑，連同有價證券異

動餘額表及檢附之名冊等相

關文件送交本公司；本公司

核對無誤後，將該證券撥入

原申請人保管劃撥帳戶或該

發行人保管劃撥帳戶下之

「登錄專戶」。 

為使各章節之體例格式一致，

爰刪除專戶名稱之引號，其餘

修正理由同第五條。 

第十一條  發行人辦理其買

回庫藏股份、公司合併之股

份及股東拋棄之股份註銷

時，應填具「有價證券轉

（交）換／買（贖／賣）回

／註銷／認股／履約／兌

回帳簿劃撥作業申請書（代

第十一條  發行人辦理其買

回庫藏股份、公司合併之股

份及股東拋棄之股份註銷

時，應填具「有價證券轉

（交）換／買（贖／賣）回

／註銷／認股／履約／兌

回帳簿劃撥作業申請書（代

修正理由同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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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支出傳票）」，簽蓋原留印

鑑後，連同證券存摺及主管

機關核准庫藏股買回註銷

相關證明文件或公司登記

證明文件（適用公司合併之

股份及股東拋棄之股份註

銷），向其往來參加人申

請。 

外國發行人依註冊地

國法令無須向主管機關申請

股份註銷者，得檢具律師、

會計師意見書或其他足以證

明其已完成股份註銷之證明

文件代替前項主管機關核准

之證明文件或公司登記證明

文件。 

支出傳票）」，蓋妥原留存

參加人處集保印鑑後，連同

證券存摺及主管機關核准

庫藏股買回註銷相關證明

文件或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適用公司合併之股份及

股東拋棄之股份註銷），向

其往來參加人申請。 

外國發行人依註冊地

國法令無須向主管機關申請

股份註銷者，得檢附律師、

會計師意見書或其他足以證

明其已完成股份註銷之證明

文件代替前項主管機關核准

之證明文件或公司登記證明

文件。 

第十四條  本公司審核參加

人申請資料無誤後，依下列

程序辦理： 

一、申請日後第一營業日自

發行人保管劃撥帳戶或

庫藏股專戶辦理扣帳，

並辦理參加人帳簿之登

載及通知參加人於其客

戶帳簿為必要之登載。 

二、申請日後第一營業日編

製「有價證券註銷名冊」

通知發行人或其股務代

理機構。 

三、申請日後第二營業日編

製有價證券異動餘額表

通知發行人或其股務代

理機構。 

發行人或其股務代理機

第十四條  本公司審核參加

人申請資料無誤後，依下列

程序辦理： 

一、申請日後第一營業日自

發行人保管劃撥帳戶或

庫藏股專戶辦理扣帳，

並辦理參加人及其客戶

帳簿之登載。 

 

二、申請日後第一營業日編

製「有價證券註銷名冊」

通知發行人或其股務代

理機構。 

三、申請日後第二營業日編

製有價證券異動餘額表

通知發行人或其股務代

理機構。 

發行人或其股務代理機

修正理由同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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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構透過本公司報表網路傳送

暨查詢作業系統接收之前項

有價證券異動餘額表及名冊

報表應相互核對無誤後留存

備查。 

構透過本公司報表網路傳送

暨查詢作業系統接收之前項

有價證券異動餘額表及名冊

報表應相互核對無誤後留存

備查。 

第十五條  集中保管之特別

股所有人，得於發行人訂定

之指定期間內，至參加人處

申請辦理特別股轉換帳簿劃

撥作業；參加人為該特別股

之發行人者，其保管劃撥帳

戶下登錄專戶之客戶，得逕

洽該發行人或其股務代理機

構辦理。 

第十五條  集中保管之特別

股所有人，得於發行人訂定

之指定期間內，至參加人處

申請辦理特別股轉換帳簿劃

撥作業；參加人為該特別股

之發行人者，其保管劃撥帳

戶下「登錄專戶」之客戶，

得逕洽該發行人或其股務代

理機構辦理。 

修正理由同第十條說明前段。 

第十六條  參加人客戶申請

辦理特別股轉換作業時，需

於參加人處填具「有價證券

轉（交）換／買（贖／賣）

回／註銷／認股／履約／兌

回帳簿劃撥作業申請書（代

支出傳票）」簽蓋原留印鑑；

參加人為該特別股之發行人

者，則需簽蓋發行人指定之

印鑑。 

第十六條  參加人客戶申請

辦理特別股轉換作業時，需

於參加人處填具「有價證券

轉（交）換／買（贖／賣）

回／註銷／認股／履約／兌

回帳簿劃撥作業申請書（代

支出傳票）」蓋妥原留存參

加人處保管劃撥帳戶印鑑；

參加人為該特別股之發行人

者，則需蓋妥發行人指定之

印鑑。 

修正理由同第五條。 

第十七條  參加人審核客戶

申請資料無誤後，操作「存

券領回代轉」交易（交易代

號 127，交易類別 0：轉（交）

換），將申請資料通知本公

司。 

第十七條  參加人審核客戶

申請資料無誤後，操作「存

券領回代轉」交易（交易代

號 127，交易類別 0：轉（交）

換），將申請資料通知本公

司。申請書一聯由客戶收

執，另一聯連同「存券領回

代轉清冊（代領回清冊）」

由參加人核符後自行留存。 

因申請書之各聯單收執，於各

聯單已有敘明，爰刪除本條後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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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八條  本公司審核參加

人申請資料無誤後，依下列

程序辦理有關事宜： 

一、申請日後第一營業日自

所有人保管劃撥帳戶或

發行人保管劃撥帳戶下

之登錄專戶辦理扣帳，

並辦理參加人帳簿之登

載及通知參加人於其客

戶帳簿為必要之登載。 

二、申請日後第一營業日編

製「存託憑證兌回／特

別 股 轉 換 ／ 賣 回 名

冊」，並計算所有人申

請特別股之可轉換股數

等資料，通知發行人或

其股務代理機構。 

三、申請日後第二營業日編

製有價證券異動餘額表

通知發行人或其股務代

理機構。 

四、發行人或其股務代理機

構透過本公司報表網路

傳送暨查詢作業系統接

收之第二款媒體資料，

應與有價證券異動餘額

表及名冊報表相互核對

無誤後留存備查。 

五、發行人或其股務代理機

構接獲本公司通知可轉

換股數等資料複核無誤

後，使用電腦連線作

業，於轉換後之股票交

付期限日一營業日前通

第十八條  本公司審核參加

人申請資料無誤後，依下列

程序辦理有關事宜： 

一、申請日後第一營業日自

所有人保管劃撥帳戶或

發行人保管劃撥帳戶下

之「登錄專戶」辦理扣

帳，並辦理參加人及其

客戶帳簿之登載。 

 

二、申請日後第一營業日編

製「存託憑證兌回／特

別 股 轉 換 ／ 賣 回 名

冊」，並計算所有人申

請特別股之可轉換股數

等資料，通知發行人或

其股務代理機構。 

三、申請日後第二營業日編

製有價證券異動餘額表

通知發行人或其股務代

理機構。 

四、發行人或其股務代理機

構透過本公司報表網路

傳送暨查詢作業系統接

收之第二款媒體資料，

應與有價證券異動餘額

表及名冊報表相互核對

無誤後留存備查。 

五、發行人或其股務代理機

構接獲本公司通知可轉

換股數等資料複核無誤

後，使用電腦連線作

業，於轉換後之股票交

付期限日一營業日前通

專戶名稱引號刪除之修正理由

同第十條說明前段，其餘之修

正理由同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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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知本公司，本公司依其

通知登錄發行數額，並

撥入證券所有人保管劃

撥帳戶或該發行人保管

劃撥帳戶下之登錄專

戶。 

六、發行人辦理特別股轉換

作業以庫藏股票交付

者，應依前款規定期限

將可轉換股數自參加人

保管劃撥帳戶撥入發行

機 構 專 戶 （ 帳 號 ：

99609999900），並通知

本公司。 

知本公司，本公司依其

通知登錄發行數額，並

撥入證券所有人保管劃

撥帳戶或該發行人保管

劃撥帳戶下之「登錄專

戶」。 

六、發行人辦理特別股轉換

作業以庫藏股票交付

者，應依前款規定期限

將可轉換股數自參加人

保管劃撥帳戶撥入發行

機 構 專 戶 （ 帳 號 ：

99609999900），並通知

本公司。 

第十九條  發行人依發行及

轉換辦法規定條件下進行強

制轉換時，本公司依發行人

辦理帳簿劃撥轉換通知，以

公告強制轉換終止上市（櫃）

日後第二營業日之餘額，計

算可轉換股數，並編製「有

價證券強制轉換／收回名

冊」、登錄專戶資料及媒體，

連同有價證券異動餘額表於

三個營業日內，送發行人或

其股務代理機構辦理轉換作

業。屬執行機關扣押部分，

本公司編製附表載明執行機

關名稱及案號等資料，交予

發行人或其股務代理機構。

屬設質部分則編製報表通知

出質人及質權人之參加人原

有價證券業經轉換之相關訊

息。屬提存部分，本公司編

第十九條  發行人依發行及

轉換辦法規定條件下進行強

制轉換時，本公司依發行人

辦理帳簿劃撥轉換通知，以

公告強制轉換終止上市（櫃）

日後第二營業日之餘額，計

算可轉換股數，並編製「有

價證券強制轉換／收回名

冊」、登錄專戶資料及媒體，

連同有價證券異動餘額表於

三營業日內，送發行人或其

股務代理機構辦理轉換作

業。屬執行機關扣押部分，

本公司編製附表載明執行機

關名稱及案號等資料，交予

發行人或其股務代理機構。

屬設質部分則編製報表通知

出質人及質權人之參加人原

有價證券業經轉換之相關訊

息。 

一、營業日敘述方式及專戶名

稱引號刪除之修正理由，

同第五條說明及第十條說

明前段。 

二、依司法院訂定之「集中保

管有價證券之提存及其償

還金替代證券孳息代為受

取辦法」第八條第二款第

三目規定，提存之有價證

券於提存期間遇發行人辦

理減資、公司合併、分割、

股份轉換、股權交換、強

制轉換或收回等情事時，

所產生之股票、退還之股

款，應續充為提存標的，

本公司應通知發行人或其

股務代理機構、本息兌領

機構，俾利其將應撥付之

有價證券或款項，撥入法

院提存帳戶或提存案款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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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製「提存有價證券彙總表－

強制轉換／收回」，載明法

院提存帳戶、提存案款帳戶

及提存人等資料，交予發行

人或其股務代理機構，並編

製報表通知代庫銀行原提存

有價證券業經轉換之相關訊

息。 

發行人或其股務代理機

構接獲本公司編製之有價證

券異動餘額表確認無誤後留

存備查，並依本公司提供之

「有價證券強制轉換／收回

名冊」、登錄專戶資料及可

轉換股數等資料，複核可轉

換股數等資料無誤後，使用

電腦連線作業，於轉換後之

股票交付期限日一營業日前

通知本公司，本公司依其通

知登錄發行數額，將特別股

轉換後之股票，撥入證券所

有人保管劃撥帳戶或該發行

人保管劃撥帳戶下之登錄專

戶，屬執行機關扣押、主管

機關禁止處分及設質部分，

將於劃撥入帳後續予扣押、

禁止處分及設質。屬設質部

分，本公司編製報表通知出

質人及質權人之參加人、發

行人或其股務代理機構。屬

提存部分，將於撥入法院提

存帳戶後續充為提存標的，

並編製報表通知代庫銀行。 

發行人辦理特別股轉換

 

 

 

 

 

 

 

 

發行人或其股務代理機

構接獲本公司編製之有價證

券異動餘額表確認無誤後留

存備查，並依本公司提供之

「有價證券強制轉換／收回

名冊」、登錄專戶資料及可

轉換股數等資料，複核可轉

換股數等資料無誤後，使用

電腦連線作業，於轉換後之

股票交付期限日一營業日前

通知本公司，本公司依其通

知登錄發行數額，將特別股

轉換後之股票，撥入證券所

有人保管劃撥帳戶或該發行

人保管劃撥帳戶下之「登錄

專戶」，屬執行機關扣押、

主管機關禁止處分及設質部

分，將於劃撥入帳後續予扣

押、禁止處分及設質。屬設

質部分，本公司編製報表通

知出質人及質權人之參加

人、發行人或其股務代理機

構。 

 

 

發行人辦理特別股轉換

戶續予提存，該條並同時

規定本公司應通知代庫銀

行，爰修正本條第一項及

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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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作業以庫藏股票交付者，發

行人應依前項規定期限將可

轉換股數自參加人保管劃撥

帳戶撥入發行機構專戶（帳

號：99609999900），並通知

本公司。 

作業以庫藏股票交付者，發

行人應依前項規定期限將可

轉換股數自參加人保管劃撥

帳戶撥入發行機構專戶（帳

號：99609999900），並通知

本公司。 

第二十條  集中保管之特別

股所有人，得於發行人訂定

之指定期間內，至參加人處

申請辦理特別股賣回帳簿劃

撥作業；參加人為該特別股

之發行人者，其保管劃撥帳

戶下登錄專戶之客戶，應洽

該發行人或其股務代理機構

辦理。 

第二十條  集中保管之特別

股所有人，得於發行人訂定

之指定期間內，至參加人處

申請辦理特別股賣回帳簿劃

撥作業；參加人為該特別股

之發行人者，其保管劃撥帳

戶下「登錄專戶」之客戶，

應洽該發行人或其股務代理

機構辦理。 

修正理由同第十條說明前段。 

第二十一條  參加人客戶申

請時，需於參加人處填具「有

價證券轉（交）換／買（贖

／賣）回／註銷／認股／履

約／兌回帳簿劃撥作業申請

書（代支出傳票）」，簽蓋

原留印鑑；參加人為該特別

股之發行人者，則需簽蓋發

行人指定之印鑑。 

第二十一條  參加人客戶申

請時，需於參加人處填具「有

價證券轉（交）換／買（贖

／賣）回／註銷／認股／履

約／兌回帳簿劃撥作業申請

書（代支出傳票）」，蓋妥

原留存參加人處保管劃撥帳

戶印鑑；參加人為該特別股

之發行人者，則需簽蓋妥發

行人指定之印鑑。 

修正理由同第五條。 

第二十二條  參加人審核客

戶申請資料無誤後，操作「存

券領回代轉」交易（交易代

號 127，交易類別 1：買回／

贖回／賣回），將申請資料

通知本公司。 

第二十二條  參加人審核客

戶申請資料無誤後，操作「存

券領回代轉」交易（交易代

號 127，交易類別 1：買回／

贖回／賣回），將申請資料

通知本公司。申請書一聯由

客戶收執，另一聯連同「存

券領回代轉清冊（代領回清

冊）」由參加人核符後自行

修正理由同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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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留存。 

第二十三條  本公司審核參

加人申請資料無誤後，依下

列程序辦理有關事宜： 

一、申請日後第一營業日自

所有人保管劃撥帳戶或

發行人保管劃撥帳戶下

之登錄專戶辦理扣帳，

並辦理參加人帳簿之登

載及通知參加人於其客

戶帳簿為必要之登載。 

二、申請日後第一營業日編

製「存託憑證兌回／特

別股轉換／賣回名冊」

通知發行人或其股務代

理機構。 

三、申請日後第二營業日編

製有價證券異動餘額表

通知發行人或其股務代

理機構。 

四、發行人或其股務代理機

構透過本公司報表網路

傳送暨查詢作業系統接

收之第二款媒體資料，

應與有價證券異動餘額

表及名冊報表相互核對

無誤後留存備查。 

第二十三條  本公司審核參

加人申請資料無誤後，依下

列程序辦理有關事宜： 

一、申請日後第一營業日自

所有人保管劃撥帳戶或

發行人保管劃撥帳戶下

之「登錄專戶」辦理扣

帳，並辦理參加人及其

客戶帳簿之登載。 

 

二、申請日後第一營業日編

製「存託憑證兌回／特

別股轉換／賣回名冊」

通知發行人或其股務代

理機構。 

三、申請日後第二營業日編

製有價證券異動餘額表

通知發行人或其股務代

理機構。 

四、發行人或其股務代理機

構透過本公司報表網路

傳送暨查詢作業系統接

收之第二款媒體資料，

應與有價證券異動餘額

表及名冊報表相互核對

無誤後留存備查。 

修正理由同第十八條。 

第二十四條  發行人發行之

特別股依發行規定收回時，

本公司依發行人之通知，於

終止上市（櫃）日後第二營

業日或發行人公告收回基準

日就持有人保管劃撥帳戶或

該發行人保管劃撥帳戶之登

第二十四條  發行人發行之

特別股依發行規定收回時，

本公司依發行人之通知，於

終止上市（櫃）日後第二營

業日或發行人公告收回基準

日就持有人保管劃撥帳戶或

該發行人保管劃撥帳戶之

修正理由同第五條、第十五條

及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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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錄專戶之餘額辦理扣帳，並

編製「有價證券強制轉換/

收回名冊」、「設質有價證

券彙總表－收回」、登錄專

戶資料及媒體，連同有價證

券異動餘額表於三個營業日

內，送發行人或其股務代理

機構辦理收回作業。屬執行

機關扣押部分，本公司編製

附表載明執行機關名稱及案

號等資料，交予發行人或其

股務代理機構，並通知各執

行機關原扣押有價證券業經

收回之相關訊息。屬主管機

關禁止處分部分，本公司除

通知該主管機關原禁止處分

有價證券業經收回之相關訊

息外，並通知發行人或其股

務代理機構禁止處分相關訊

息。屬提存部分，本公司編

製「提存有價證券彙總表－

強制轉換／收回」，載明法

院提存帳戶帳號、提存案款

帳號及提存人基本資料等，

交予發行人或其股務代理機

構，並通知代庫銀行原提存

有價證券業經收回之相關訊

息。 

 

「登錄專戶」之餘額辦理扣

帳，並編製「有價證券強制

轉換/收回名冊」、「設質有

價證券彙總表－收回」、登

錄專戶資料及媒體，連同有

價證券異動餘額表於三營業

日內，送發行人或其股務代

理機構辦理收回作業。屬執

行機關扣押部分，本公司編

製附表載明執行機關名稱及

案號等資料，交予發行人或

其股務代理機構，並通知各

執行機關原扣押有價證券業

經收回之相關訊息。屬主管

機關禁止處分部分，本公司

除通知該主管機關原禁止處

分有價證券業經收回之相關

訊息外，並通知發行人或其

股務代理機構禁止處分相關

訊息。 

 

第二十五條 發行人或其股務

代理機構透過本公司報表網

路傳送暨查詢作業系統接收

之前條媒體資料，應與有價

證券異動餘額表及名冊報表

第二十五條 發行人或其股務

代理機構透過本公司報表網

路傳送暨查詢作業系統接收

之前條媒體資料，應與有價

證券異動餘額表及名冊報表

修正理由同第十九條。 



 11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相互核對無誤後留存備查，

並依本公司提供之「有價證

券強制轉換/收回名冊」及登

錄專戶資料，將發放之現金

交付債券持有人，屬執行機

關扣押、主管機關禁止處

分、設質及提存部分，依下

列方式辦理後續現金發放作

業： 

一、屬扣押及禁止處分部

分，將現金予以留存，

俟該等機關通知後另

為處理。 

二、屬設質部分，依「設質

有價證券彙總表－收

回」之收回款項歸屬約

定，將現金交付約定領

取人；無收回款項歸屬

約定者，將現金予以留

存，俟出質人或質權人

提示相關文件辦理後

續作業。 

三、屬提存部分，依「提存

有價證券彙總表－強

制轉換／收回」，將現

金撥入法院提存案款

帳戶續充為提存標的。 

相互核對無誤後留存備查，

並依本公司提供之「有價證

券強制轉換/收回名冊」及登

錄專戶資料，將發放之現金

交付債券持有人，屬執行機

關扣押、主管機關禁止處分

及設質部分，依下列方式辦

理後續現金發放作業： 

一、屬扣押及禁止處分部

分，將現金予以留存，

俟該等機關通知後另

為處理。 

二、屬設質部分，依「設質

有價證券彙總表－收

回」之收回款項歸屬約

定，將現金交付約定領

取人；無收回款項歸屬

約定者，將現金予以留

存，俟出質人或質權人

提示相關文件辦理後

續作業。 

第二十七條  本公司辦理封

閉型受益憑證買回或存託憑

證兌回或特別股收回帳簿劃

撥作業，依本公司收費辦法

向發行人或存託機構計收費

用。 

第二十七條  本公司辦理封

閉型受益憑證買回或存託憑

證兌回或特別股收回帳簿劃

撥作業，依本公司收費辦法

向發行人或存託機構收取費

用。 

修正理由同第五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