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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單位類別 
使用單

位代號 

對應行業別/ 

業務項目名稱 

對應行業別/

業務項目代號 
審查權責單位 受理窗口 

銀行 BK 代庫銀行 BK21 金融業務部 

集保結算所金融業務部 

聯絡電話 

02-2719-5805#343、806、830、

309、277 

聯絡地址：105 台北市松山區

復興北路 363 號 3 樓 

銀行 BK 黃金保管銀行 BK38 金融業務部 

銀行 BK 兼營證券商 BKB0 金融業務部 

銀行 BK 保管機構 BKB2 金融業務部 

銀行 BK 兼營票券商 BKB7 金融業務部 

銀行 BK 非參加人之銀行 BKBK 金融業務部 

銀行 BK 債券自營商 BKTB 金融業務部 

銀行 BK 中華郵政 BKPS 金融業務部 

銀行 BK 中國輸出入銀行 BKEX 金融業務部 

農會信用部 A1 農會信用部 A1-- 金融業務部 

漁會信用部 A2 漁會信用部 A2-- 金融業務部 

票券商 BS 質權人 BS60 金融業務部 
集保結算所金融業務部 

聯絡電話  

02-2719-5805# 821、825、

827 

聯絡地址：105 台北市松山

區復興北路 363 號 3 樓 

票券商 BS 票券商 BS70 金融業務部 

票券商 BS 債券自營商 BSBT 金融業務部 

壽險公司 I1 壽險公司 I1-- 基金暨國際部 

集保結算所基金暨國際部 

聯絡電話 

02-2719-5805 #814、157 

聯絡地址：105 台北市松山區

復興北路 363 號 3 樓 

產險公司 I2 產險公司 I2-- 基金暨國際部 

保代 I3 保代(法人) I300 基金暨國際部 

保代 I3 保代(非法人) I301 基金暨國際部 

保經 I4 保經(法人) I400 基金暨國際部 

保經 I4 保經(非法人) I401 基金暨國際部 

投顧 IA 銷售機構 IAF2 基金暨國際部 集保結算所基金暨國際部 

聯絡電話 

02-2719-5805 #414、194 

聯絡地址：105 台北市松山區

復興北路 363 號 3 樓 

投顧 IA 投資分析 IAF5 基金暨國際部 

投信 IT 基金發行人 IT31 基金暨國際部 

投信 IT 銷售機構 ITF1 基金暨國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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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 ST 兼營銷售機構 STF2 基金暨國際部 
 

證券 ST 專營銷售機構 STFF 基金暨國際部 

證券 ST 經紀商 ST00 業務部 

集保結算所業務部 

聯絡電話  

02-2719-5805#411、423 

聯絡地址：105 台北市松山區

復興北路 365 號 2 樓 

證券 ST 自營商 ST10 業務部 

證券 ST 保管機構 ST20 業務部 

證券 ST 發行機構 ST30 業務部 

證券 ST 承銷商 ST32 業務部 

證券 ST 股務代理 ST39 業務部 

證券 ST 兼營期貨 ST88 業務部 

證金 SF 證券金融事業 SF-- 業務部 

期貨 FT 期貨商 FT88 業務部 

信合社 LA 信合社 LA-- 稽核室 

集保結算所稽核室 

聯絡電話 

02-2719-5805#225、228 

聯絡地址：105 台北市松山區

復興北路 365 號 9 樓 

租賃公司 LE 租賃公司 LE-- 稽核室 

電子支付機構 LF 電子支付機構 LF-- 稽核室 

信用卡公司 LG 信用卡公司 LG-- 稽核室 

虛擬通貨平台 LH 虛擬通貨平台業者 LH-- 稽核室 

會計師/事務所 NA 會計師/事務所 NA-- 稽核室 

記帳士 NB 記帳士 NB-- 稽核室 

法院公證人 NC 法院公證人 NC-- 稽核室 

不動產代銷業 NE 不動產代銷業 NE-- 稽核室 

律師/事務所 NL 律師/事務所 NL-- 稽核室 

民間公證人 NP 民間公證人 NP-- 稽核室 

不動產仲介業 NR 不動產仲介業 NR-- 稽核室 

記帳及報稅代理人 NT 記帳及報稅代理人 NT-- 稽核室 

地政士 NX 地政士 NX-- 稽核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