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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滿足滿足滿足滿足集中保管有價證券持有人集中保管有價證券持有人集中保管有價證券持有人集中保管有價證券持有人之之之之

提提提提存作業需要存作業需要存作業需要存作業需要

二二二二、、、、配合提配合提配合提配合提存法相關法制規範存法相關法制規範存法相關法制規範存法相關法制規範

三三三三、、、、因應因應因應因應有價證券全面無實體發展趨勢有價證券全面無實體發展趨勢有價證券全面無實體發展趨勢有價證券全面無實體發展趨勢

四四四四、、、、強化強化強化強化集中保管帳簿劃撥功能集中保管帳簿劃撥功能集中保管帳簿劃撥功能集中保管帳簿劃撥功能

壹壹壹壹、、、、作業作業作業作業緣由緣由緣由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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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

貳貳貳貳、、、、法規依據法規依據法規依據法規依據

�第第第第7777條條條條

－－－－提存之有價證券提存之有價證券提存之有價證券提存之有價證券，，，，應交由法院應交由法院應交由法院應交由法院
或其分院所在地代理國庫之銀或其分院所在地代理國庫之銀或其分院所在地代理國庫之銀或其分院所在地代理國庫之銀
行保管之行保管之行保管之行保管之

－－－－前項有價證券以登記形式或帳前項有價證券以登記形式或帳前項有價證券以登記形式或帳前項有價證券以登記形式或帳
簿劃撥方式保管簿劃撥方式保管簿劃撥方式保管簿劃撥方式保管、、、、登錄者登錄者登錄者登錄者，，，，其其其其
提存程序由司法院定之提存程序由司法院定之提存程序由司法院定之提存程序由司法院定之

�第第第第13131313條條條條

－－－－提存物為有價證券者提存物為有價證券者提存物為有價證券者提存物為有價證券者，，，，其償還其償還其償還其償還
金金金金、、、、替代證券替代證券替代證券替代證券、、、、孳息孳息孳息孳息，，，，提存所提存所提存所提存所
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通知通知通知通知
保管機構代為受取保管機構代為受取保管機構代為受取保管機構代為受取，，，，以代替提以代替提以代替提以代替提
存物或連同保管之存物或連同保管之存物或連同保管之存物或連同保管之

－－－－前項代為受取程序前項代為受取程序前項代為受取程序前項代為受取程序，，，，由司法院由司法院由司法院由司法院
定之定之定之定之

�『『『『提存法施行細則提存法施行細則提存法施行細則提存法施行細則』』』』第第第第15151515條條條條

－－－－替代證券替代證券替代證券替代證券，，，，係指依法令或因係指依法令或因係指依法令或因係指依法令或因
發行證券者之決定發行證券者之決定發行證券者之決定發行證券者之決定，，，，替代原替代原替代原替代原
提存有價證券之證券而言提存有價證券之證券而言提存有價證券之證券而言提存有價證券之證券而言，，，，
原提存之可轉換公司債經轉原提存之可轉換公司債經轉原提存之可轉換公司債經轉原提存之可轉換公司債經轉
換為公司股票換為公司股票換為公司股票換為公司股票；；；；原提存之公原提存之公原提存之公原提存之公
司股票司股票司股票司股票，，，，因公司減資因公司減資因公司減資因公司減資、、、、更名更名更名更名、、、、
合併合併合併合併、、、、併購併購併購併購、、、、分割而換發之分割而換發之分割而換發之分割而換發之
股票均屬之股票均屬之股票均屬之股票均屬之

�『『『『集中保管有價證券之提存集中保管有價證券之提存集中保管有價證券之提存集中保管有價證券之提存
及其償還金替代證券孳息代及其償還金替代證券孳息代及其償還金替代證券孳息代及其償還金替代證券孳息代
為受取辦法為受取辦法為受取辦法為受取辦法』』』』99.7.5（106.4.14

預告106.7.3施行）

－－－－規範開戶規範開戶規範開戶規範開戶、、、、提存提存提存提存、、、、提存物之提存物之提存物之提存物之
取回取回取回取回////領取領取領取領取////拍賣及其償還金拍賣及其償還金拍賣及其償還金拍賣及其償還金、、、、
替代證券替代證券替代證券替代證券、、、、孳息代為受取之孳息代為受取之孳息代為受取之孳息代為受取之
作業程序作業程序作業程序作業程序

� 法律－『提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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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帳戶架構帳戶架構帳戶架構帳戶架構

提存作業關係人提存作業關係人提存作業關係人提存作業關係人

�法院法院法院法院（（（（提存所提存所提存所提存所））））

�提存物保管機構提存物保管機構提存物保管機構提存物保管機構：：：：代理國庫之銀行代理國庫之銀行代理國庫之銀行代理國庫之銀行

�提存人提存人提存人提存人

�領取人領取人領取人領取人

參
加
人

參
加
人

參
加
人

參
加
人

客
戶
客
戶
客
戶
客
戶

客戶帳客戶帳客戶帳客戶帳
((((士林法院士林法院士林法院士林法院))))

客戶帳客戶帳客戶帳客戶帳
((((領取人領取人領取人領取人))))

客戶帳客戶帳客戶帳客戶帳
((((提存人提存人提存人提存人))))

客戶帳客戶帳客戶帳客戶帳
((((台北法院台北法院台北法院台北法院))))

集保結算所集保結算所集保結算所集保結算所 發行人發行人發行人發行人

代庫銀行代庫銀行代庫銀行代庫銀行
((((台灣中小企銀台灣中小企銀台灣中小企銀台灣中小企銀))))

代庫銀行代庫銀行代庫銀行代庫銀行
((((臺銀公庫部臺銀公庫部臺銀公庫部臺銀公庫部))))

證券商證券商證券商證券商
甲甲甲甲

證券商證券商證券商證券商
乙乙乙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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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作業原則作業原則作業原則作業原則

「「「「集中集中集中集中保管有價證券之提存及其償還金替代證券孳息代保管有價證券之提存及其償還金替代證券孳息代保管有價證券之提存及其償還金替代證券孳息代保管有價證券之提存及其償還金替代證券孳息代

為受取為受取為受取為受取辦法辦法辦法辦法」」」」第第第第2條第條第條第條第1項項項項

－－－－係指以係指以係指以係指以提存人所有登記形式或提存人所有登記形式或提存人所有登記形式或提存人所有登記形式或帳簿帳簿帳簿帳簿劃撥方式保管劃撥方式保管劃撥方式保管劃撥方式保管、、、、登登登登

錄之有價證券之錄之有價證券之錄之有價證券之錄之有價證券之擔保提擔保提擔保提擔保提存存存存

一、作業範圍

((((一一一一))))代庫銀行代庫銀行代庫銀行代庫銀行向本公司申請成為參加人向本公司申請成為參加人向本公司申請成為參加人向本公司申請成為參加人

((((二二二二))))地方法院地方法院地方法院地方法院向代庫銀行開設提存專用之保管劃撥帳戶向代庫銀行開設提存專用之保管劃撥帳戶向代庫銀行開設提存專用之保管劃撥帳戶向代庫銀行開設提存專用之保管劃撥帳戶

((((三三三三))))提存人提存人提存人提存人、、、、領取人領取人領取人領取人應向往來應向往來應向往來應向往來參加人參加人參加人參加人開設保管劃撥帳戶開設保管劃撥帳戶開設保管劃撥帳戶開設保管劃撥帳戶

二、開立集保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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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作業作業作業作業原則原則原則原則((((續續續續))))

提存人申請提存之有價證券提存人申請提存之有價證券提存人申請提存之有價證券提存人申請提存之有價證券，，，，以司法院以司法院以司法院以司法院「「「「集中保管有價證券之提存及其償集中保管有價證券之提存及其償集中保管有價證券之提存及其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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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金替代證券孳息代為受取辦法還金替代證券孳息代為受取辦法還金替代證券孳息代為受取辦法」」」」第二條規定之有價證券為限第二條規定之有價證券為限第二條規定之有價證券為限第二條規定之有價證券為限，，，，該條文規該條文規該條文規該條文規

範不包括範不包括範不包括範不包括外幣計價之有價證券外幣計價之有價證券外幣計價之有價證券外幣計價之有價證券((((§§§§2))))

另考量證券市場實務作業另考量證券市場實務作業另考量證券市場實務作業另考量證券市場實務作業，，，，經與司法院經與司法院經與司法院經與司法院、、、、提存所提存所提存所提存所、、、、代庫銀行等相關單位多代庫銀行等相關單位多代庫銀行等相關單位多代庫銀行等相關單位多

次研商後次研商後次研商後次研商後，，，，亦亦亦亦不包括不包括不包括不包括未上市未上市未上市未上市（（（（櫃櫃櫃櫃））））、、、、限制上市限制上市限制上市限制上市（（（（櫃櫃櫃櫃））））、、、、私募私募私募私募、、、、緩課緩課緩課緩課/緩繳緩繳緩繳緩繳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及限制及限制及限制及限制轉讓之有價證券轉讓之有價證券轉讓之有價證券轉讓之有價證券

開放式受益憑證開放式受益憑證開放式受益憑證開放式受益憑證、、、、短期票券短期票券短期票券短期票券，，，，因涉及之作業細節與系統功能仍待與司法院因涉及之作業細節與系統功能仍待與司法院因涉及之作業細節與系統功能仍待與司法院因涉及之作業細節與系統功能仍待與司法院

研議研議研議研議，，，，現階段亦不納入提存標的現階段亦不納入提存標的現階段亦不納入提存標的現階段亦不納入提存標的。。。。

三、提存標的之範圍

� 得為提存於法院之有價證券

依照前司法行政部63.3.23台(63)函民字第02582號函之見解

• 所謂有價證券有價證券有價證券有價證券，係指在市面流通而得交易買賣之證券在市面流通而得交易買賣之證券在市面流通而得交易買賣之證券在市面流通而得交易買賣之證券而言

• 爰此「有價證券」必須具備得轉讓得轉讓得轉讓得轉讓、、、、表彰一定價值表彰一定價值表彰一定價值表彰一定價值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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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作業作業作業作業原則原則原則原則((((續續續續))))

提存物之償還金提存物之償還金提存物之償還金提存物之償還金、、、、替代證券及孳息替代證券及孳息替代證券及孳息替代證券及孳息，，，，均為提存效力所及均為提存效力所及均為提存效力所及均為提存效力所及，，，，

發放時即續充為提存標的發放時即續充為提存標的發放時即續充為提存標的發放時即續充為提存標的

四、續充提存標的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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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作業內容作業內容作業內容作業內容

一一一一、、、、提存轉帳提存轉帳提存轉帳提存轉帳

3. 轉帳

9.持寄存證相關聯單、法
院之相關文件辦理

4a.轉出
通知

提存人提存人提存人提存人

參加人參加人參加人參加人

法院法院法院法院
((((提存所提存所提存所提存所))))

代庫銀行代庫銀行代庫銀行代庫銀行

集保結算所集保結算所集保結算所集保結算所

發行人發行人發行人發行人

10.T+1

異動
通知

7.列印寄
存證相
關聯單

4b.轉入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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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提存退回轉帳提存退回轉帳提存退回轉帳提存退回轉帳

提存人應填具提存人應填具提存人應填具提存人應填具「「「「提存錯誤通知書提存錯誤通知書提存錯誤通知書提存錯誤通知書」」」」向其往來參加人辦向其往來參加人辦向其往來參加人辦向其往來參加人辦

理理理理；；；；由參加人操作提存錯誤通知交易通知本公司由參加人操作提存錯誤通知交易通知本公司由參加人操作提存錯誤通知交易通知本公司由參加人操作提存錯誤通知交易通知本公司

(一)提存錯誤通知

1.寄存證尚未列印或未交付法院提存所者寄存證尚未列印或未交付法院提存所者寄存證尚未列印或未交付法院提存所者寄存證尚未列印或未交付法院提存所者

由代庫銀行填具由代庫銀行填具由代庫銀行填具由代庫銀行填具「「「「提存退回轉帳通知書提存退回轉帳通知書提存退回轉帳通知書提存退回轉帳通知書」」」」，，，，並操作退回並操作退回並操作退回並操作退回

轉帳交易通知本公司轉帳交易通知本公司轉帳交易通知本公司轉帳交易通知本公司

2.寄存證已交付法院提存所者寄存證已交付法院提存所者寄存證已交付法院提存所者寄存證已交付法院提存所者

提存人應檢具法院之相關證明文件向代庫銀行請領提存人應檢具法院之相關證明文件向代庫銀行請領提存人應檢具法院之相關證明文件向代庫銀行請領提存人應檢具法院之相關證明文件向代庫銀行請領，，，，由由由由

代庫銀行辦理提存退回轉帳代庫銀行辦理提存退回轉帳代庫銀行辦理提存退回轉帳代庫銀行辦理提存退回轉帳

(二)提存退回轉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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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作業內容作業內容作業內容作業內容((((續續續續))))



提存人提存人提存人提存人
((((領取人領取人領取人領取人))))

參加人參加人參加人參加人

法院法院法院法院
((((提存所提存所提存所提存所))))

代庫銀行代庫銀行代庫銀行代庫銀行

集保結算所集保結算所集保結算所集保結算所

2.交還寄存證等文件

5.轉帳

發行人發行人發行人發行人

3.填具申請書，檢附
寄存證等文件
辦理

三三三三、、、、提存取回或領取提存取回或領取提存取回或領取提存取回或領取

伍伍伍伍、、、、作業內容作業內容作業內容作業內容((((續續續續))))

7.T+1

異動
通知

6a.轉入
通知

6b.轉出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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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寄存證分割寄存證分割寄存證分割寄存證分割

伍伍伍伍、、、、作業內容作業內容作業內容作業內容((((續續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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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存人申請取回提存人申請取回提存人申請取回提存人申請取回、、、、或領取人申請領取或領取人申請領取或領取人申請領取或領取人申請領取部分提存物部分提存物部分提存物部分提存物時時時時，，，，

代庫銀行依提存所公函代庫銀行依提存所公函代庫銀行依提存所公函代庫銀行依提存所公函，，，，填具填具填具填具寄存證分割通知書寄存證分割通知書寄存證分割通知書寄存證分割通知書，，，，並並並並

操作交易通知本公司操作交易通知本公司操作交易通知本公司操作交易通知本公司，，，，本公司系統產生二個新寄存證本公司系統產生二個新寄存證本公司系統產生二個新寄存證本公司系統產生二個新寄存證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一)分割寄存證

代庫銀行列印二張新寄存證相關聯單後送交法院代庫銀行列印二張新寄存證相關聯單後送交法院代庫銀行列印二張新寄存證相關聯單後送交法院代庫銀行列印二張新寄存證相關聯單後送交法院，，，，再再再再

由提存人或領取人持其中一張寄存證辦理取回或領取由提存人或領取人持其中一張寄存證辦理取回或領取由提存人或領取人持其中一張寄存證辦理取回或領取由提存人或領取人持其中一張寄存證辦理取回或領取

(二)列印新寄存證



提存人先依提存人先依提存人先依提存人先依提存登記提存登記提存登記提存登記作業程序作業程序作業程序作業程序，，，，向其往來參加人申請向其往來參加人申請向其往來參加人申請向其往來參加人申請

新提存有價證券新提存有價證券新提存有價證券新提存有價證券之提存轉帳之提存轉帳之提存轉帳之提存轉帳

(一)先提存

提存人再依提存物取回作業程序提存人再依提存物取回作業程序提存人再依提存物取回作業程序提存人再依提存物取回作業程序，，，，申請取回原提存物申請取回原提存物申請取回原提存物申請取回原提存物

(二)再取回

五五五五、、、、提存物變換提存物變換提存物變換提存物變換

先向法院先向法院先向法院先向法院聲請變換提存物聲請變換提存物聲請變換提存物聲請變換提存物，，，，經法院裁定許可經法院裁定許可經法院裁定許可經法院裁定許可，，，，

依下列程序辦理依下列程序辦理依下列程序辦理依下列程序辦理：：：：

伍伍伍伍、、、、作業內容作業內容作業內容作業內容((((續續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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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提存物拍賣提存物拍賣提存物拍賣提存物拍賣－－－－轉入拍賣帳戶轉入拍賣帳戶轉入拍賣帳戶轉入拍賣帳戶

伍伍伍伍、、、、作業內容作業內容作業內容作業內容((((續續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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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法院法院法院
((((提存所提存所提存所提存所))))

代庫銀行代庫銀行代庫銀行代庫銀行

集保結算所集保結算所集保結算所集保結算所

5.轉帳

發行人發行人發行人發行人

7.T+1

異動
通知

6a.轉入
通知

6b.轉出
通知

參加人參加人參加人參加人

執行機關執行機關執行機關執行機關
((((拍賣拍賣拍賣拍賣帳戶帳戶帳戶帳戶))))

執行機關執行機關執行機關執行機關



六六六六、、、、提存物拍賣提存物拍賣提存物拍賣提存物拍賣－－－－轉入拍定人帳戶轉入拍定人帳戶轉入拍定人帳戶轉入拍定人帳戶

伍伍伍伍、、、、作業內容作業內容作業內容作業內容((((續續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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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法院法院法院
((((提存所提存所提存所提存所))))

代庫銀行代庫銀行代庫銀行代庫銀行

集保結算所集保結算所集保結算所集保結算所

6.轉帳

發行人發行人發行人發行人

8.T+1

異動
通知

7a.轉入
通知

7b.轉出
通知

參加人參加人參加人參加人

拍定人拍定人拍定人拍定人

執行機關執行機關執行機關執行機關

4.提示完稅
證明

伍伍伍伍、、、、作業內容作業內容作業內容作業內容((((續續續續))))

七七七七、、、、有價證券權利行使有價證券權利行使有價證券權利行使有價證券權利行使

－－－－提存有價證券償還金提存有價證券償還金提存有價證券償還金提存有價證券償還金、、、、替代證券替代證券替代證券替代證券、、、、孳息代為受取程序孳息代為受取程序孳息代為受取程序孳息代為受取程序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本公司作業本公司作業本公司作業本公司作業 發行人發行人發行人發行人（（（（股代股代股代股代））））或本息兌領機構或本息兌領機構或本息兌領機構或本息兌領機構

替替替替
代代代代
證證證證
券券券券

減資、合併、更
名、強制轉換等
換發之有價證券

1.以提存人為所
有人，編製所
有人名冊註記
提存，屬權益
證券另編製提
存附檔
2.通知發行人或
其股務代理機
構、本息兌領
機構

將減資、合併、股份轉換、更名、
強制轉換後之股票撥入法院提存
帳戶

孳孳孳孳
息息息息

無償配股
將股票股利交付至提存人帳戶，
再由本公司轉帳至法院提存帳戶

現金股利或利益
將現金股利或利益扣除稅款、匯
費及補充保險費後之淨額撥入法
院提存案款帳戶

償償償償
還還還還
金金金金

減資、合併、股
份轉換、還本、
付息、收回給付
之款項

將減資、合併、股份轉換退回之
股款及還本、付息、收回之款項，
扣除稅款、匯費及補充保險費後
之淨額撥入法院提存案款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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