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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權證登錄暨權證登錄暨權證登錄暨權證登錄暨交付交付交付交付作業簡介作業簡介作業簡介作業簡介    

((((一一一一))))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配合本公司持續推動作業電子化政策，提高作業效率暨簡化證券

商辦理認購(售)權證登錄暨帳簿劃撥交付作業，以節省全市場作業時間

及成本，爰規劃本改善作業，並自 106 年 3月 27 日起上線。 

((((二二二二)))) 作業原則作業原則作業原則作業原則    

1. 證交所、櫃買中心於權證掛牌日前一營業日上午 8 時前，傳送次一交

易日新掛牌之初次發行權證資料予本公司，本公司依傳送之資料自動

辦理相關權證基本資料及發行資料之建檔作業。 

2. 權證發行人於權證掛牌日前一營業日，登入發行作業平台查詢並確認

次一營業日新掛牌權證發行資料（含上市(櫃)日期、權證代號、發行數

量、劃撥帳號等），經確認無誤後操作交易通知本公司，本公司依通知

產製配發媒體，辦理權證登錄暨交付作業。 

3. 有關增額發行權證部分，由本公司接獲發行人通知或證交所、櫃買中

心核准上市(櫃)之公告稿後，於發行作業平台建立發行資料(欄位內容

同初次發行權證)，並經權證發行人確認後通知本公司產製媒體，辦理

登錄暨交付作業。 

4. 遇颱風天致次一營業日臨時休市時，由本公司依現行颱風天作業模式，

於休市日前一營業日請證交所、櫃買中心先行以電子郵件寄送休市日

次一營業日權證掛牌之公告(稿)予本公司，由本公司於發行作業平台建

立資料，並請權證發行人確認後，辦理登錄暨交付作業。 

5. 權證於初級市場辦理公開募集申購，需採多筆交付時，因交付帳號僅

能指定 1 組有效之集保劃撥帳戶，故請發行人洽本公司協助辦理權證

採一般(需編製媒體)之登錄暨交付作業。 

 

((((三三三三)))) 權證發行人相關權證發行人相關權證發行人相關權證發行人相關作業內容作業內容作業內容作業內容    

1. 發行人帳號管理及相關權限設定之前置作業發行人帳號管理及相關權限設定之前置作業發行人帳號管理及相關權限設定之前置作業發行人帳號管理及相關權限設定之前置作業 

作 業 說 明 週期 使 用 時 機 使用人員 

申請單位使用者管理作業（S007） 不定期 新增或刪除使用單位之 管理者(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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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或經辦 

申請單位聯絡資料維護及查詢

（S014） 

不定期 維護使用者之聯絡資料 經辦、主管 

管理者(admin) 

 

2. 權證登錄暨權證登錄暨權證登錄暨權證登錄暨交付交付交付交付申請作業申請作業申請作業申請作業 

T 日表上市(櫃)日期 

作 業 說 明 週期 使 用 時 機 使用人員 

權證發行人集保帳號資料維護及

查詢作業（F046） 

不定期 新增或異動發行人之(1)證

券商代號及發行作業平台之

參加人代號對應關係(2)權

證交付帳號 

經辦、主管 

權證登錄權證登錄權證登錄權證登錄/交付資料維護交易交付資料維護交易交付資料維護交易交付資料維護交易

(F041)_申請申請申請申請 

T-1 日日日日 確認申請資料 

＊狀態須為「經辦待申請」 

經辦 

權證登錄/交付資料維護交易

(F041)_刪除 

不定期 刪除原已申請資料 

＊狀態須為「經辦已申請」 

經辦 

權證登錄權證登錄權證登錄權證登錄/交付資料覆核交易交付資料覆核交易交付資料覆核交易交付資料覆核交易

(F043)_覆核覆核覆核覆核 

T-1 日日日日 覆核申請資料 

＊狀態須為「經辦已申請」 

主管 

權證登錄/交付資料覆核交易

(F043)_取消覆核 

不定期 取消已覆核之申請資料 

＊狀態須為「主管已覆核」

且「未結帳」 

主管 

權證登錄權證登錄權證登錄權證登錄/交付資料狀況查詢交付資料狀況查詢交付資料狀況查詢交付資料狀況查詢

（（（（F042）））） 

T-1 日日日日 查詢權證申請狀態 

＊＊＊＊僅能查詢上線後之資料僅能查詢上線後之資料僅能查詢上線後之資料僅能查詢上線後之資料，，，，

歷史資料歷史資料歷史資料歷史資料查詢查詢查詢查詢請請請請操作操作操作操作 F008 

經辦、主管 

配發/交付媒體檢核狀況查詢

（F012） 

不定期 查詢集保媒體檢測作業狀態 經辦、主管 

配發/交付測試結果通知查詢

（F011） 

不定期 查詢集保媒體檢測結果報表 經辦、主管 

無實體發行登錄申請查詢交易

（F021） 

不定期 查詢權證登錄資料 

＊＊＊＊查詢歷史之申請資料查詢歷史之申請資料查詢歷史之申請資料查詢歷史之申請資料 

經辦、主管 

帳簿劃撥配發/交付申請書資料查

詢(正式)（F008） 

不定期 查詢權證配發/交付資料 

＊＊＊＊查詢歷史之申請資料查詢歷史之申請資料查詢歷史之申請資料查詢歷史之申請資料 

經辦、主管 

配發媒體資料回寫收檔交易(正

式)（F006） 

不定期 查詢及下載配發/交付之結

果回寫檔 

經辦、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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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特殊作業其他特殊作業其他特殊作業其他特殊作業 

 

作 業 說 明 週期 使 用 時 機 使用人員 

權證登錄/交付資料維護交易(F041) 不定期 
颱風天作業 

操作畫面及方式同平日 

經辦 

權證登錄/交付資料覆核交易(F043) 不定期 主管 

權證登錄/交付資料狀況查詢（F042） 不定期 經辦、主管 

使用者可申報股票維護(S012) 不定期  

權證多筆配發交付，採一

般登錄暨交付申請作業 

 

請洽本公司開放相關作

業權限及協助辦理 

主管 

無實體登錄申請(F020) 不定期 經辦、主管 

編輯配發交付媒體(SIN) 不定期 經辦 

配發媒體傳檔交易(測試)（F003） 不定期 經辦 

配發交付申請書(F002) 不定期 經辦、主管 

配發媒體傳檔(F004) 不定期 經辦、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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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系統管理作業子系統系統管理作業子系統系統管理作業子系統系統管理作業子系統    

((((一一一一)))) 帳號管理員設定主管帳號管理員設定主管帳號管理員設定主管帳號管理員設定主管    

� 申請單位申請單位申請單位申請單位使用者使用者使用者使用者管理作業管理作業管理作業管理作業（（（（S007）））） 

*新增主管，例：a001，權限設定請勾選「帳簿配發及無實體登錄子系統_認購售權證」

 

更新後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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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使用者可申報股票維護使用者可申報股票維護使用者可申報股票維護使用者可申報股票維護         

� 使用者可申報股票維護使用者可申報股票維護使用者可申報股票維護使用者可申報股票維護(S012)   

*新增經辦可維護證券(權證)代號 

 

 

*更新後，點選查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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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設定單位聯絡資料設定單位聯絡資料設定單位聯絡資料設定單位聯絡資料 

� 申請單位聯絡資料維護及查詢申請單位聯絡資料維護及查詢申請單位聯絡資料維護及查詢申請單位聯絡資料維護及查詢（（（（S014）））） 

*新增聯絡人資料 

 

 

新後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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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權證權證權證權證登錄暨登錄暨登錄暨登錄暨交付交付交付交付申請申請申請申請作業作業作業作業 

((((一一一一)))) 前置作業前置作業前置作業前置作業    

� 權證發行人集保帳號資料維護及查詢作業權證發行人集保帳號資料維護及查詢作業權證發行人集保帳號資料維護及查詢作業權證發行人集保帳號資料維護及查詢作業（（（（F046））））  

*新增集保帳戶及統編，須請主管輸入代號及密碼 

 

 

((((二二二二)))) TTTT----1111 日日日日經辦經辦經辦經辦辦理登錄辦理登錄辦理登錄辦理登錄////交付申請作業交付申請作業交付申請作業交付申請作業    

1. 權證登錄權證登錄權證登錄權證登錄/交付資料交付資料交付資料交付資料維護交易維護交易維護交易維護交易(F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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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經辦可辦理申請之權證發行資料 

 

 

2. 權證登錄權證登錄權證登錄權證登錄/交付資料狀況查詢交付資料狀況查詢交付資料狀況查詢交付資料狀況查詢（（（（F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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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TTTT----1111 日日日日主管覆核作業主管覆核作業主管覆核作業主管覆核作業    

1. 權證登錄權證登錄權證登錄權證登錄/交付資料覆核交易交付資料覆核交易交付資料覆核交易交付資料覆核交易(F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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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權證登錄權證登錄權證登錄權證登錄/交付資料狀況查詢交付資料狀況查詢交付資料狀況查詢交付資料狀況查詢（（（（F042）））） 

 

 



 13

((((四四四四)))) 取消取消取消取消後重新後重新後重新後重新申請申請申請申請    

1. 請電話通知集保請電話通知集保請電話通知集保請電話通知集保，，，，辦理辦理辦理辦理相關更正及相關更正及相關更正及相關更正及放行作業放行作業放行作業放行作業 

(1) 取消或更正原因可能為，證交所或櫃買中心傳送之權證發行清單內容與預期不

符(如發行檔數有誤、發行數量有誤)或辦理之權證登錄/交付申請內容有誤(如交

付之集保帳戶有誤)，請電話通知本公司說明原由，並待本公司通知及協助辦理

相關更正作業。 

(2) 欲更正資料若尚未經主管覆核，經辦可自行刪除後重新申請；若主管已辦理覆

核，請待本公司通知後，依下列步驟辦理更正。 

2. 權證登錄權證登錄權證登錄權證登錄/交付資料狀況查詢交付資料狀況查詢交付資料狀況查詢交付資料狀況查詢（（（（F042）））） 

資料狀態及結帳狀態須為「主管已覆核」及「未結帳」。 

 

3. 主管主管主管主管取消覆核取消覆核取消覆核取消覆核－－－－權證登錄權證登錄權證登錄權證登錄/交付資料覆核交易交付資料覆核交易交付資料覆核交易交付資料覆核交易(F04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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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權證登錄權證登錄權證登錄權證登錄/交付資料狀況查詢交付資料狀況查詢交付資料狀況查詢交付資料狀況查詢（（（（F042）））） 

資料狀態及結帳狀態須為「經辦已申請」及「未結帳」。 

 

5. 經辦刪除申請經辦刪除申請經辦刪除申請經辦刪除申請－－－－權證登錄權證登錄權證登錄權證登錄/交付資料交付資料交付資料交付資料維護交易維護交易維護交易維護交易(F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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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經辦重新申請經辦重新申請經辦重新申請經辦重新申請－－－－權證登錄權證登錄權證登錄權證登錄/交付資料交付資料交付資料交付資料維護交易維護交易維護交易維護交易(F041) 

 

 

 

 



 17

((((五五五五)))) 其他查詢其他查詢其他查詢其他查詢作業作業作業作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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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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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無實體發行登錄申請查詢交易無實體發行登錄申請查詢交易無實體發行登錄申請查詢交易無實體發行登錄申請查詢交易（（（（F021）））） 

 

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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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發配發配發配發/交付媒體檢核狀況查詢交付媒體檢核狀況查詢交付媒體檢核狀況查詢交付媒體檢核狀況查詢（（（（F01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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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11）））） 

 

 
 

5. 配發媒體資料回寫收檔交易配發媒體資料回寫收檔交易配發媒體資料回寫收檔交易配發媒體資料回寫收檔交易(正式正式正式正式)（（（（F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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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其他特殊作業其他特殊作業其他特殊作業其他特殊作業 

((((一一一一)))) 權證颱風天配合作業權證颱風天配合作業權證颱風天配合作業權證颱風天配合作業    

1. 待本公司通知，配合提前(T-2 日)辦理颱風天次營業日掛牌權證申請作業。 

2. 經辦操作權證登錄/交付資料維護作業(F041)，確認颱風天次營業日掛牌之權證發行

資料及交付帳戶，操作方式同平日作業。 

3. 主管操作權證登錄/交付資料覆核作業(F043)，覆核經辦申請之颱風天次營業日掛牌

權證發行資料及交付帳戶，操作方式同平日作業。 

4. 主管覆核後，若需修改請洽本公司。 

((((二二二二)))) 權證採一般權證採一般權證採一般權證採一般登錄暨登錄暨登錄暨登錄暨交付交付交付交付作業作業作業作業    

� 權證上市(櫃)前，若於初級市場辦理公開募集申購，且申購完成後需採多筆交付時，

因權證交付帳號僅能指定 1組有效之保管劃撥帳戶，故需採一般作業；權證若採多

筆交付，最遲請於掛牌前一日通知本公司開啟相關權限，並由本公司協助辦理相關

作業。 

� 相關作業參考如下： 

1. 主管操作使用者可申報股票維護(S012)設定經辦權限 

2. 經辦/主管操作無實體登錄申請(F020)辦理登錄作業 

3. 經辦編輯配發交付媒體(SIN) 

4. 辦理配發媒體傳檔交易(測試)（F003）作業 

5. 經辦/主管操作配發交付申請書(F002)辦理交付申請作業 

6. 經辦/主管操作配發媒體傳檔(F004)上傳 SIN 媒體 

7. 通知本公司辦理日結作業及後續確認作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