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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一：發行作業平台專屬網際網路作業環境

主題二：名冊檔案傳輸系統採SFTP傳輸協定

主題三：原住民姓名並列羅馬拼音



3

主題一：發行作業平台專屬網際網路作
業環境之配合事項說明

4

一一一一、、、、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 為強化網路連線安全與資安防護，達到有效

識別連線對象與實施風險隔離，本公司已積
極規劃專屬網際網路作業環境

� 目前本公司已規劃採用不同線路與網路安控
設備配置，將現有網際網路作業環境區分為
一般網際網路作業環境(B2C)及專屬網際網路
作業環境(B2B)，以降低資安風險擴散

� 一般網際網路作業環境(B2C)不限制使用服務
對象

� 專屬網際網路作業環境專屬網際網路作業環境專屬網際網路作業環境專屬網際網路作業環境(B2B)(B2B)(B2B)(B2B)將限制使用服務將限制使用服務將限制使用服務將限制使用服務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需事先申通需事先申通需事先申通需事先申通IPIPIPIP開通事宜且需為固定開通事宜且需為固定開通事宜且需為固定開通事宜且需為固定IPIPIPIP

主題一：發行作業平台專屬網際網路作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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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使用單位之使用單位之使用單位之使用單位之IP開通規範曁申請流程開通規範曁申請流程開通規範曁申請流程開通規範曁申請流程
�規範

� 連線至本公司發行作業平台專屬網際網路者
，需依程序辦理IP開通設定

� 至多可申請至多可申請至多可申請至多可申請3333組組組組IPIPIPIP開通設定開通設定開通設定開通設定

�申請流程

� 填寫「網際網路應用系統連線作業申請書」
(如附表)

� 簽蓋原留印鑑後送交本公司業務單位辦理後
續IP開通設定事宜

主題一：發行作業平台專屬網際網路作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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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後續配合事項說明後續配合事項說明後續配合事項說明後續配合事項說明
� IP開通申請

� 日期:108/6108/6108/6108/6底底底底前完成前完成前完成前完成

� 業務單位連絡窗口:股務部

� 資訊單位連絡窗口:金融資訊部/資訊作業部

� 配合測試作業
� 日期:108/7108/7108/7108/7----108/8108/8108/8108/8

� 內容:連通測試曁相關作業驗證

� 回報:完成連通測試者，請向業務單位連絡窗口回報

� 上線日期
� 原則108/9108/9108/9108/9底底底底，，，，以實際公告日期為主以實際公告日期為主以實際公告日期為主以實際公告日期為主

主題一：發行作業平台專屬網際網路作業環境



主題一：發行作業平台專屬網際網路作業環境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網際網路應用系統連線作業申請書網際網路應用系統連線作業申請書網際網路應用系統連線作業申請書網際網路應用系統連線作業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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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名冊檔案傳輸系統
採SFTP傳輸協定



主題二：名冊檔案傳輸系統採SFTP協定

一一一一、、、、緣由緣由緣由緣由
依本公司資安政策，現行檔案傳輸協定以 FTP傳

檔方式，全面改用SFTP(安全檔案傳輸協定)，以下

就相關傳輸方式及改變項目，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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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名冊檔案傳輸系統採SFTP協定(續)

二二二二、、、、作業方式作業方式作業方式作業方式
�申請書:詳附件一詳附件一詳附件一詳附件一

�網路環境:不變(四合一網路、集保專線)

�帳號密碼:不變

�傳輸位置:IP不變

�傳輸目錄:不變(Download、Upload)

�連線方式:

– IE、、、、檔案總管檔案總管檔案總管檔案總管、、、、FTP指令指令指令指令：：：：不支援不支援不支援不支援SFTP

– 工具工具工具工具：：：：須有支援須有支援須有支援須有支援SFTP/SSH 相關連線協定相關連線協定相關連線協定相關連線協定，，，，

如如如如Core-FTP、、、、FileZilla、、、、WS_FTP (詳附件二詳附件二詳附件二詳附件二)

– 程式程式程式程式：：：：修改連線協定為修改連線協定為修改連線協定為修改連線協定為SFTP(22 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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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名冊檔案傳輸系統採SFTP協定(續)

三三三三、、、、作業時程作業時程作業時程作業時程
�本公司防火牆已於3月25日開通，自108年4月起，新申

請檔案傳輸者，即採用SFTP作為傳輸協定；另原FTP將

於109年起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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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工作項目工作項目工作項目
108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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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參加人自行開發或參加人自行開發或參加人自行開發或參加人自行開發或
採購採購採購採購SFTP

防火牆開通作業防火牆開通作業防火牆開通作業防火牆開通作業

SFTP環境環境環境環境開通及開通及開通及開通及
上線上線上線上線

集保結算所集保結算所集保結算所集保結算所關閉關閉關閉關閉
FTP

主題二：名冊檔案傳輸系統採SFTP協定(續)

�附件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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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名冊檔案傳輸系統採SFTP協定(續)

�附件二: CoreCoreCoreCore----FTPFTPFTPFTP ClientClientClientClient設定參考畫面設定參考畫面設定參考畫面設定參考畫面((((1111////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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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名冊檔案傳輸系統採SFTP協定(續)

�附件二: CoreCoreCoreCore----FTPFTPFTPFTP ClientClientClientClient設定參考畫面設定參考畫面設定參考畫面設定參考畫面((((2222////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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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名冊檔案傳輸系統採SFTP協定(續)

�附件二: CoreCoreCoreCore----FTPFTPFTPFTP ClientClientClientClient設定參考畫面設定參考畫面設定參考畫面設定參考畫面((((3333////5555))))

15

主題二：名冊檔案傳輸系統採SFTP協定(續)

�附件二: CoreCoreCoreCore----FTPFTPFTPFTP ClientClientClientClient設定參考畫面設定參考畫面設定參考畫面設定參考畫面((((4444////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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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名冊檔案傳輸系統採SFTP協定(續)

�附件二: CoreCoreCoreCore----FTPFTPFTPFTP ClientClientClientClient設定參考畫面設定參考畫面設定參考畫面設定參考畫面((((5555////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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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名冊檔案傳輸系統採SFTP協定(續)

�附件二: FileZillaFileZillaFileZillaFileZilla設定參考畫面設定參考畫面設定參考畫面設定參考畫面((((1111////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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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名冊檔案傳輸系統採SFTP協定(續)

�附件二: FileZillaFileZillaFileZillaFileZilla設定參考畫面設定參考畫面設定參考畫面設定參考畫面((((222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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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名冊檔案傳輸系統採SFTP協定(續)

�附件二: WS_FTPWS_FTPWS_FTPWS_FTP ClientClientClientClient設定參考畫面設定參考畫面設定參考畫面設定參考畫面((((1111////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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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名冊檔案傳輸系統採SFTP協定(續)

�附件二: WS_FTPWS_FTPWS_FTPWS_FTP ClientClientClientClient設定參考畫面設定參考畫面設定參考畫面設定參考畫面((((2222////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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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名冊檔案傳輸系統採SFTP協定(續)

�附件二: WS_FTPWS_FTPWS_FTPWS_FTP ClientClientClientClient設定參考畫面設定參考畫面設定參考畫面設定參考畫面((((3333////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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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名冊檔案傳輸系統採SFTP協定(續)

�附件二: WS_FTPWS_FTPWS_FTPWS_FTP ClientClientClientClient設定參考畫面設定參考畫面設定參考畫面設定參考畫面((((4444////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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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名冊檔案傳輸系統採SFTP協定(續)

�附件二: WS_FTPWS_FTPWS_FTPWS_FTP ClientClientClientClient設定參考畫面設定參考畫面設定參考畫面設定參考畫面((((5555////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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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名冊檔案傳輸系統採SFTP協定(續)

�附件二: WS_FTPWS_FTPWS_FTPWS_FTP ClientClientClientClient設定參考畫面設定參考畫面設定參考畫面設定參考畫面((((6666////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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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三：配合原住民姓名並列羅馬拼音
股務部相關調整說明



主題三：原住民姓名並列羅馬拼音調整

一一一一、、、、緣由緣由緣由緣由

27

� 依依依依90909090年年年年6666月月月月20202020日修正公布之姓名日修正公布之姓名日修正公布之姓名日修正公布之姓名

條例條例條例條例，，，，原住民之原住民之原住民之原住民之傳統姓名傳統姓名傳統姓名傳統姓名得以得以得以得以

羅馬拼音並列登記羅馬拼音並列登記羅馬拼音並列登記羅馬拼音並列登記

� 顧及各機關顧及各機關顧及各機關顧及各機關（（（（單位單位單位單位））））使用之便使用之便使用之便使用之便

利性利性利性利性，，，，可可可可同意原住民同意原住民同意原住民同意原住民單獨單獨單獨單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以以以以中文中文中文中文表示之傳統姓名表示之傳統姓名表示之傳統姓名表示之傳統姓名

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91919191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4444日台內戶字第日台內戶字第日台內戶字第日台內戶字第95151951519515195151號函號函號函號函

� 依依依依104104104104年年年年5555月月月月20202020日修正公布之姓日修正公布之姓日修正公布之姓日修正公布之姓

名條例名條例名條例名條例，，，，原住民之原住民之原住民之原住民之傳統姓名傳統姓名傳統姓名傳統姓名或或或或

漢人姓名漢人姓名漢人姓名漢人姓名均得以傳統姓名之羅均得以傳統姓名之羅均得以傳統姓名之羅均得以傳統姓名之羅

馬拼音並列登記馬拼音並列登記馬拼音並列登記馬拼音並列登記

� 內政部預計內政部預計內政部預計內政部預計108108108108年年年年9999月底月底月底月底停止適停止適停止適停止適

用用用用91919191年函令年函令年函令年函令，，，，屆時屆時屆時屆時需完整呈現需完整呈現需完整呈現需完整呈現

原住民姓名原住民姓名原住民姓名原住民姓名

� 91919191年函令停止適用後年函令停止適用後年函令停止適用後年函令停止適用後，，，，原住民原住民原住民原住民

現行持有單列中文姓名之書證現行持有單列中文姓名之書證現行持有單列中文姓名之書證現行持有單列中文姓名之書證

文件文件文件文件，，，，仍屬有效仍屬有效仍屬有效仍屬有效

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91919191年函令年函令年函令年函令

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107107107107年年年年8888月月月月29292929日台內戶字第日台內戶字第日台內戶字第日台內戶字第12032501120325011203250112032501號函號函號函號函

主題三：原住民姓名並列羅馬拼音調整(續)

一一一一、、、、緣由緣由緣由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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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姓名登記樣態原住民姓名登記樣態原住民姓名登記樣態原住民姓名登記樣態

原住民姓名登記樣態原住民姓名登記樣態原住民姓名登記樣態原住民姓名登記樣態 舉例舉例舉例舉例

漢人姓名 王大明

漢人姓名並列羅馬拼音

傳統姓名 莫那魯道

傳統姓名並列羅馬拼音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

註註註註：：：：目前國人姓名最長為目前國人姓名最長為目前國人姓名最長為目前國人姓名最長為42424242個字個字個字個字



主題三：原住民姓名並列羅馬拼音調整(續)

一一一一、、、、緣由緣由緣由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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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姓名登記樣態原住民姓名登記樣態原住民姓名登記樣態原住民姓名登記樣態

原住民原住民原住民原住民
傳統姓名登傳統姓名登傳統姓名登傳統姓名登
記情形記情形記情形記情形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內政部戶政司內政部戶政司內政部戶政司106106106106年年年年8888月月月月

原住民姓名原住民姓名原住民姓名原住民姓名
登記樣態登記樣態登記樣態登記樣態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漢人姓名 約53萬 95%

非漢人姓名 約 3萬 5%

合計 約56萬 100%

主題三：原住民姓名並列羅馬拼音調整(續)

內政部系統姓名欄位內政部系統姓名欄位內政部系統姓名欄位內政部系統姓名欄位
一一一一、、、、緣由緣由緣由緣由

�內政部戶役政資訊系統可容納內政部戶役政資訊系統可容納內政部戶役政資訊系統可容納內政部戶役政資訊系統可容納100100100100個中文字個中文字個中文字個中文字

姓名欄姓名欄姓名欄姓名欄1111（（（（中文中文中文中文））））50505050個字個字個字個字 ++++ 姓名欄姓名欄姓名欄姓名欄2222（（（（羅馬拼音羅馬拼音羅馬拼音羅馬拼音））））50505050個字個字個字個字

�身分證因版面限制身分證因版面限制身分證因版面限制身分證因版面限制，，，，電腦僅可列印電腦僅可列印電腦僅可列印電腦僅可列印35353535個字個字個字個字，，，，超過則採人工書寫超過則採人工書寫超過則採人工書寫超過則採人工書寫

姓名欄姓名欄姓名欄姓名欄1111（（（（中文中文中文中文））））15151515個字個字個字個字 ++++ 姓名欄姓名欄姓名欄姓名欄2222（（（（羅馬拼音羅馬拼音羅馬拼音羅馬拼音））））20202020個字個字個字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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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三：原住民姓名並列羅馬拼音調整(續)

二二二二、、、、本公司檢視須調整範圍本公司檢視須調整範圍本公司檢視須調整範圍本公司檢視須調整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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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條文條文條文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第1條 國民應以戶籍登記之姓名為本名

第4條 原住民原住民原住民原住民及其他少數民族少數民族少數民族少數民族之傳統姓名或漢人姓名，均得以傳統
姓名之羅馬拼音並列登記
外國人外國人外國人外國人、無國籍人無國籍人無國籍人無國籍人於歸化我國取用中文姓名時，得以原有外
文姓名之羅馬拼音並列登記

第5條 國民依法令之行為，有使用姓名之必要者，均應使用本名

第6條 學歷、資歷、執照及其他證件證件證件證件應使用本名；未使用本名者，
無效

第7條 財產財產財產財產之取得、設定、喪失、變更、存儲或其他登記登記登記登記時，應使
用本名，其未使用本名者，不予受理

姓名條例規定姓名條例規定姓名條例規定姓名條例規定

�上述羅馬拼音含上述羅馬拼音含上述羅馬拼音含上述羅馬拼音含「：」「：」「：」「：」以及特殊符號以及特殊符號以及特殊符號以及特殊符號「「「「 」」」」

主題三：原住民姓名並列羅馬拼音調整(續)

二二二二、、、、本公司檢視須調整範圍本公司檢視須調整範圍本公司檢視須調整範圍本公司檢視須調整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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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STEP  1STEP  1STEP  1

� 本公司產製之表單本公司產製之表單本公司產製之表單本公司產製之表單

、、、、檔案等檔案等檔案等檔案等，，，，包含姓包含姓包含姓包含姓

名者名者名者名者

STEP  2STEP  2STEP  2STEP  2

姓名條例姓名條例姓名條例姓名條例5.6.75.6.75.6.75.6.7條相條相條相條相

關關關關：：：：

� 證明文件證明文件證明文件證明文件

� 財產登記相關財產登記相關財產登記相關財產登記相關

� 交付本人或本人自交付本人或本人自交付本人或本人自交付本人或本人自

行查詢行查詢行查詢行查詢((((觀感問題觀感問題觀感問題觀感問題))))

STEP  3STEP  3STEP  3STEP  3

� 針對符合範圍之作針對符合範圍之作針對符合範圍之作針對符合範圍之作

業業業業，，，，檢視本公司資檢視本公司資檢視本公司資檢視本公司資

訊系統訊系統訊系統訊系統姓名欄位長姓名欄位長姓名欄位長姓名欄位長

度度度度是否足夠是否足夠是否足夠是否足夠、、、、是否是否是否是否

能輸入特殊符號能輸入特殊符號能輸入特殊符號能輸入特殊符號



主題三：原住民姓名並列羅馬拼音調整(續)

二二二二、、、、本公司檢視須調整範圍本公司檢視須調整範圍本公司檢視須調整範圍本公司檢視須調整範圍----集保戶基本資料集保戶基本資料集保戶基本資料集保戶基本資料

33

一般戶名一般戶名一般戶名一般戶名
19191919個字個字個字個字

長戶名長戶名長戶名長戶名
79797979個字個字個字個字

二二二二、、、、本公司檢視須調整範圍本公司檢視須調整範圍本公司檢視須調整範圍本公司檢視須調整範圍----登錄專戶基本資料登錄專戶基本資料登錄專戶基本資料登錄專戶基本資料

主題三：原住民姓名並列羅馬拼音調整(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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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戶名一般戶名一般戶名一般戶名
19191919個字個字個字個字

無中文無中文無中文無中文
長戶名長戶名長戶名長戶名



二二二二、、、、本公司檢視須調整範圍本公司檢視須調整範圍本公司檢視須調整範圍本公司檢視須調整範圍----餘額查詢餘額查詢餘額查詢餘額查詢

主題三：原住民姓名並列羅馬拼音調整(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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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名僅戶名僅戶名僅戶名僅
19191919個字個字個字個字

戶名僅戶名僅戶名僅戶名僅
19191919個字個字個字個字

二二二二、、、、本公司檢視須調整範圍本公司檢視須調整範圍本公司檢視須調整範圍本公司檢視須調整範圍----報表報表報表報表

主題三：原住民姓名並列羅馬拼音調整(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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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戶名一般戶名一般戶名一般戶名
19191919個字個字個字個字

開支票時開支票時開支票時開支票時????



主題三：原住民姓名並列羅馬拼音調整(續)

三三三三、、、、本公司規劃調整作業本公司規劃調整作業本公司規劃調整作業本公司規劃調整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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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規劃調整說明規劃調整說明規劃調整說明規劃調整說明 相關檔案相關檔案相關檔案相關檔案、、、、交易交易交易交易或報表或報表或報表或報表

108年9月底 • 名冊檔案

• 新增登錄專戶股東
基本資料之中文長
戶名

• SMART交易及相關報
表顯示完整中文戶
名

• 公開收購/董事承諾收購

• G70/G70S

• 141/142/149/160/434/
440/672/672F

• ST55F ST55J
• ST55S ST56J
• ST55P ST409 ST112

110年第2季(預計)
配合中文字碼專案

• 規劃整合140/179及
670/G70之戶名欄位，
且長度比照內政部
系統

140/179/146/920/921/G70/
670…及相關交易及報表

主題三：原住民姓名並列羅馬拼音調整(續)

三三三三、、、、本公司規劃調整作業本公司規劃調整作業本公司規劃調整作業本公司規劃調整作業────108108108108年年年年9999月底前月底前月底前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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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SMARTSMARTSMART交易交易交易交易 作業名稱作業名稱作業名稱作業名稱

141 新發證券存摺

142 換發證券存摺

149 補發證券存摺/磁條重

160-2 客戶基本資料查詢

160-4 客戶餘額資料查詢

434 單式存摺資料查詢(設質)

440 單式存摺(設質)

G70 登錄專戶股東中/英文長
戶名維護及傳檔G70S*

672 登錄專戶明細資料查詢及
收檔672F*

報表代號報表代號報表代號報表代號 報表名稱報表名稱報表名稱報表名稱

ST409 專案名冊-發行公司申請主要
股東名單

ST55F* 受益憑證買回名冊

ST55I 存託憑證兌回/特別股轉換/賣
回名冊

ST55J* 有價證券強制轉換／收回名冊

ST55S* 有價證券買回／贖回／賣回名
冊收檔

ST55P 帳簿劃撥質權設定拍賣有價證
券過戶轉帳通知書

ST56J 法院扣押資料彙總表

ST112 設質異動帳簿劃撥通知書

公開收購/董事承諾收購名冊*＊＊＊＊傳傳傳傳、、、、收檔功能收檔功能收檔功能收檔功能，，，，外部單位須配合調整外部單位須配合調整外部單位須配合調整外部單位須配合調整



主題三：原住民姓名並列羅馬拼音調整(續)

三三三三、、、、本公司無須調整之作業或系統本公司無須調整之作業或系統本公司無須調整之作業或系統本公司無須調整之作業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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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作業或系統相關作業或系統相關作業或系統相關作業或系統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停過之證券所有人名冊 已提供中、英文長戶名附檔

電子投票作業 姓名欄位長度已為100個中文字

C.A. Net 無符合姓名條例第5、6、7條之發行人股務相關作業
＊保管機構作業有2項須調整

發行作業平台 無符合姓名條例第5、6、7條之發行人股務相關作業

配發媒體格式
1. BOK雖有中文姓名欄位，惟對應至670戶名欄位，

爰不須調整
2. SIN、SIC媒體格式內無中文姓名欄位

四四四四、、、、本公司規劃之調整原則說明本公司規劃之調整原則說明本公司規劃之調整原則說明本公司規劃之調整原則說明
((((一一一一))))新增罕用字新增罕用字新增罕用字新增罕用字

配合羅馬拼音使用之符號配合羅馬拼音使用之符號配合羅馬拼音使用之符號配合羅馬拼音使用之符號，，，，除除除除「「「「：：：：」」」」外外外外，，，，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 」」」」6666個中文罕用字個中文罕用字個中文罕用字個中文罕用字

((((二二二二))))顯示完整戶名顯示完整戶名顯示完整戶名顯示完整戶名

畫面畫面畫面畫面、、、、報表及檔案之中文戶名欄位由現行報表及檔案之中文戶名欄位由現行報表及檔案之中文戶名欄位由現行報表及檔案之中文戶名欄位由現行19191919個中文字個中文字個中文字個中文字

放寬至可顯示完整戶名放寬至可顯示完整戶名放寬至可顯示完整戶名放寬至可顯示完整戶名，，，，且若有長戶名時且若有長戶名時且若有長戶名時且若有長戶名時，，，，則改顯示則改顯示則改顯示則改顯示

長戶名取代原一般戶名長戶名取代原一般戶名長戶名取代原一般戶名長戶名取代原一般戶名

((((三三三三))))檢核中文長戶名須較一般戶名長檢核中文長戶名須較一般戶名長檢核中文長戶名須較一般戶名長檢核中文長戶名須較一般戶名長((((須大於須大於須大於須大於19191919個中文字個中文字個中文字個中文字))))

主題三：原住民姓名並列羅馬拼音調整(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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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會再正式公告相關規格本公司會再正式公告相關規格本公司會再正式公告相關規格本公司會再正式公告相關規格



主題三：原住民姓名並列羅馬拼音調整(續)

五五五五、、、、108108108108年時程規劃年時程規劃年時程規劃年時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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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8108108年年年年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10101010

內政部停止適用內政部停止適用內政部停止適用內政部停止適用91919191年函令年函令年函令年函令

邀集外部單位召開會議邀集外部單位召開會議邀集外部單位召開會議邀集外部單位召開會議

辦理宣導說明辦理宣導說明辦理宣導說明辦理宣導說明

公告介面規格公告介面規格公告介面規格公告介面規格

系統開發系統開發系統開發系統開發

正式上線正式上線正式上線正式上線

＊＊＊＊110110110110年配合中文字碼之調整時程將另行通知年配合中文字碼之調整時程將另行通知年配合中文字碼之調整時程將另行通知年配合中文字碼之調整時程將另行通知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