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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99 年 3 月 23 日

司法院 公告
主

第4期

院台廳民三字第 0990006980 號

旨：預告訂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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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依據：參照行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條。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司法院。
二、訂定依據：提存法第七條第二項及第十三條第二項。
三、草案全文如附件（條文對照表）。本案載於司法院公報及本院全球資訊
網站法規草案項下（民國99年4月司法院公報第52卷第4期；本院網址：
http：www. judicial.gov.tw）。
四、對本草案有任何意見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日起7日內，以郵
寄、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送司法院民事廳（地址：臺北市重慶南路1
段124號，傳真號碼：02-23816604，電子郵件：lw2512@judicial.gov.tw
）。
院長

賴

英

照

集中保管有價證券之提存及其償還金、替代證券、孳息代為受取辦法草案條文對照表
規

定

第一條

說

明

本辦法依據提存法第七條第 敘明本辦法訂定之法律依據。
二項及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集中保管有價 一、本辦法之適用範圍係以提存人所有登

證券提存，係指以提存人所有登

記形式或帳簿劃撥方式保管、登錄之

記形式或帳簿劃撥方式保管、登

有價證券之擔保提存為限。但以登記

錄之有價證券之擔保提存。但不

形式辦理發行中央債券之擔保提存業

包括以登記形式辦理發行中央登

於提存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七條及經理

錄債券及以外幣計價有價證券之
擔保提存。

中央登錄債券作業要點中另有規範，
該部分應適用前開規定，而不再適用

未以登記形式或帳簿劃撥方

本辦法，爰訂定第一項。至於地方政

式保管、登錄之有價證券，須先

府發行以登記形式或帳簿劃撥方式保

變更為以登記形式或帳簿劃撥方

管、登錄公債亦係由集保結算所辦理

式保管、登錄之有價證券，始得

登錄作業，目前已有台北市及高雄市

依本辦法辦理。

政府發行，則有本辦法之適用，併此
75

司法院公報

第 52 卷 第 4 期

2010 年 4 月

敘明。另現階段法院並未於代理國庫
之銀行申請開立有外幣案款專戶，為
避免衍生之孳息處理作業困難，本辦
法亦不適用於以外幣計價有價證券之
擔保提存。
二、現行實體有價證券辦理提存，係由代
理國庫之銀行保管之，為配合證券保
管採取帳簿劃撥制度之趨勢，並促使
提存人須先將實體有價證券變更為以
登記形式或帳簿劃撥方式保管、登錄
之有價證券，始得適用本辦法，爰訂
定第二項。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之參加人，係指 參加人須向集保結算所申請開設保管劃撥
向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 帳戶，以利將來提存轉帳、對帳等作業之
公司（以下簡稱集保結算所）申 進行，爰訂定本條。
請開設保管劃撥帳戶之機構。
第四條

有價證券之擔保提存，依下
列規定辦理：
一、受理有價證券提存之法
院，應先於代理國庫之
銀行（以下簡稱代庫銀
行）開立有價證券提存
專用之保管劃撥帳戶（
以下簡稱提存帳戶）。
二、提存人辦理有價證券提
存時，應先於集保結算
所往來之參加人開設保
管劃撥帳戶，檢附聲請
提存書、證券存摺、法
院裁判書影本及其他相
關文件，並填具「國庫
保管品申請書」，至該
參加人處申辦提存轉帳
登記。該參加人審核相
關文件後，應將提存人
提存轉帳之申請，通知
集保結算所。集保結算
所於收受前開提存轉帳

一、為使作業一致，爰於第一款明定法院
應於代理國庫之銀行申請開立有價證
券提存專用之保管劃撥帳戶之作業。
二、第二款規範提存人辦理有價證券擔保
提存之相關程序及應檢附之文件。另
集保結算所於接獲參加人通知提存轉
帳申請資料，審核無誤後，應將提存
物轉帳至法院提存帳戶，並通知參加
人及代庫銀行辦理轉帳登記，又為使
發行公司得知提存事宜，以便日後孳
息等之受取事宜，集保結算所應通知
發行人或其股務代理機構，爰訂定集
保結算所辦理擔保提存轉帳之相關作
業流程，以利適用。
三、第三款規範參加人於收受集保結算所
之提存轉帳通知後，應辦理之相關作
業。
四、第四款規範代庫銀行於收受集保結算
所之提存轉帳通知後，代庫銀行應直
接操作「寄存證開立通知」交易列印
寄存證相關聯單，及處理聯單之相關
作業。
76

司法院公報

第 52 卷

第4期

2010 年 4 月

通知後，應辦理提存轉
帳，並於完成提存轉帳
後通知參加人及代庫銀
行，由代庫銀行及參加
人辦理轉帳登記；集保
結算所於次一營業日通
知發行人或其股務代理
機構。
三、參加人於收受前開轉帳
通知而辦理證券提存轉
帳登記時，應列印國庫
保管品提存證明書（以
下簡稱提存證明書）交
付提存人。
四、代庫銀行收受前開轉帳
通知後，應列印寄存證
相關聯單四聯（第一聯
為國庫保管品寄存證、
第二聯為國庫保管品經
收憑證、第三聯為國庫
保管品經收通知書、第
四聯為國庫保管品收入
憑證），除其中第四聯
留存外，餘交由提存人
送交提存所或逕送提存
所。提存所收受前開寄
存證相關資料後，留存
第三聯，另第一、二聯
則分交法院出納室及會
計室。
第五條
有價證券之取回及領取，依 一、第一款前段規範提存人及領取人辦理
有價證券取回及領取應檢附之文件，
下列規定辦理：
及法院提存所、出納室審核無誤後應
一、有價證券之取回，應由
辦理之相關作業。同款後段規範有價
提存人檢附取回提存物
證券部分取回或領取之情形，代庫
聲請書、提存法第十條
銀行應分割寄存證，並列印各該新
第三項之取回通知書或
寄存證相關聯單，送交該管法院。
第十八條之證明文件向
另分割聯單作業係屬出納室行政作業
提存所提出聲請；有價
，併此敘明。
證券之領取，應由領取
人檢附領取提存物聲請 二、第二款前段規範代庫銀行審核無誤後
應辦理之相關作業程序；同款後段則
書及法院同意領取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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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存所審核無誤後，應
將蓋有准予取回或領取
之取回或領取提存物聲
請書交付予提存人或領
取人，並由法院出納室
將已加蓋法院原留印鑑
之寄存證發給提存人或
領取人。如係部分取回
或領取，代庫銀行應依
提存所公函，將寄存證
及續存部分，分割為兩
張新寄存證，並列印各
該新寄存證相關聯單，
送交該管法院。
二、提存人或領取人向代庫
銀行辦理取回或領取，
除檢附前款文件外，領
取人另應檢附完稅證明
，代庫銀行核對寄存證
及完稅證明後，應將提
存取回或領取轉帳之申
請通知集保結算所，集
保結算所收受通知後，
應辦理取回或領取轉帳
，並於完成提存取回或
領取轉帳後通知代庫銀
行及參加人，由代庫銀
行及參加人辦理轉帳登
記；集保結算所於次一
營業日通知發行人或其
股務代理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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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集保結算所於接獲代庫銀行通知
後，應辦理取回或領取轉帳，並通知
代庫銀行及參加人辦理轉帳登記等相
關作業。

第六條
提存人依法變換供擔保之有 提存人原供擔保提存之有價證券依法變換
價證券時，依前二條規定辦理。 時，其有關程序可適用第四條、第五條規
定辦理，爰訂定本條。
第七條
提存之有價證券經執行法院 本條規範民事執行處或行政執行機關執行
或行政執行機關扣押者，於其核 扣押有價證券時，提存所、集保結算所及
發執行命令通知提存所將提存物 代庫銀行應辦理之相關作業。
撥入其指定之帳戶時，提存所應
以書面通知執行法院或行政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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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代庫銀行、法院出納室及
會計室，將提存物轉帳至執行法
院或行政執行機關指定之帳戶。
指定之帳戶為執行法院或行
政執行機關於參加人處開設之拍
賣帳戶者，代庫銀行接獲提存所
轉帳通知函並核對寄存證後，應
通知集保結算所。集保結算所於
收受通知後，應辦理轉帳，並於
完成轉帳後，通知代庫銀行及拍
賣帳戶之參加人，由代庫銀行及
參加人辦理轉帳登記；集保結算
所於次一營業日通知發行人或其
股務代理機構。
指定之帳戶為拍定人於參加
人處開設之帳戶者，代庫銀行接
獲提存所轉帳通知函並核對寄存
證及拍定人提示之完稅證明後，
應通知集保結算所。集保結算所
於收受通知後，應辦理轉帳，並
於完成轉帳後，通知代庫銀行及
拍定人帳戶之參加人，由代庫銀
行及參加人辦理轉帳登記；集保
結算所於次一營業日通知發行人
或其股務代理機構。
第八條
有價證券之償還金、替代證 一、第一款規範提存物為固定收益證券之
情形：
券、孳息代為受取之程序，依下
（一）第一目規範固定收益證券到期
列規定辦理：
、還本付息或收回之情形，集
一、提存物為固定收益證券
保結算所應辦理扣帳作業，並
者：
通知本息兌領機構將款項撥入
（一）固定收益證券到
代庫銀行等作業。
期、還本付息或
（二）第二目規範提存物於提存期間
收回時，集保結
因發行人更名、合併致有變更
算所應辦理法院
之情事，集保結算所及代庫銀
提存帳戶之扣帳
行應辦理之相關作業。
，並通知代庫銀
（三）利害關係人得知固定收益證券
行及本息兌領機
到期、還本付息或收回者，得
構。本息兌領機
依提存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構依據集保結算
聲請提存所通知保管機構代為
所之通知，將本
受取到期、還本付息或收回之
息扣除稅款及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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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後之淨額撥入
款項，以保障其權益。爰於第
代庫銀行之存款
一款第三目訂定提存所因利害
帳戶，代庫銀行
關係人聲請代為受取之相關程
於確認本息入帳
序。
後，應通知法院 二、第二款規範提存物為權益證券情形：
提存所。
（一）提存物為權益證券，於提存期
（二）提存物於提存期
間遇有配息及配股之情形，其
間，遇有發行人
現金股利或利益（如基金、可
更名、合併致證
轉換公司債之孳息）及股票股
券名稱或代號變
利屬權益證券所生之法定孳息
更時，集保結算
，亦為質權效力所及，爰於第
所應通知代庫銀
一目訂定集保結算所、權益證
行變更情事，代
券之發行人或其股務代理機構
庫銀行於收受通
處理孳息之相關作業。
知後應轉知提存
（二）利害關係人得知權益證券有孳
所。
息者，得依提存法第十三條第
（三）提存所因利害關
一項規定聲請法院提存所通知
係人聲請代為受
保管機構代為受取孳息，以保
取到期、還本付
障其權益。爰於第二目訂定提
息或收回之款項
存所因利害關係人聲請代為受
，經審核認其聲
取之相關程序。
請為正當者，應
（三）提存物為權益證券者，於提存
向發行機構查詢
期間遇有發行人減資、合併、
相關資訊，並通
還本付息、強制轉換或收回之
知代庫銀行代為
情形，其減資、合併或強制轉
受取。代庫銀行
換後之股票，減資、合併退還
於代為受取後，
之股款及還本付息、強制收回
應以書面通知提
之款項，應續充為提存標的，
存所。提存所於
爰於第三目訂定集保結算所、
代為受取完成後
權益證券之發行人或其股務代
，應通知聲請人
理機構處理前開股票、款項之
已代為受取之情
相關作業。
事。
（四）利害關係人得知權益證券有減
二、提存物為權益證券者：
資、合併或強制轉換後之股票
（一）集保結算所於有
，減資、合併退還之股款及還
價證券停止過戶
本付息、強制收回之款項者，
開始日起三日內
得依提存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
，應將提存人名
定聲請提存所通知保管機構代
冊送交發行人或
為受取前開股票、款項，以保
其股務代理機構
障其權益，爰於第四目訂定提
。發行人或其股
存所因利害關係人聲請代為受
務代理機構於收
取之相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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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按其配息率及
配股率，計算提
存標的可分配之
現金股利或利益
及股票股利，並
將現金股利或利
益扣除稅款及匯
費後之淨額撥入
代庫銀行之存款
帳戶，將股票股
利帳簿劃撥交付
至提存人帳戶，
再由集保結算所
撥入法院提存帳
戶。
（二）提存所因利害關
係人聲請代為受
取孳息，經審核
認其聲請為正當
者，應發函向發
行機構查詢相關
資訊，並通知代
庫銀行代為受取
。代庫銀行於代
為受取後，應以
書面通知提存所
。提存所於代為
受取完成後，應
通知聲請人已代
為受取之情事。
（三）提存之有價證券
於提存期間遇有
發行人減資、公
司合併時，集保
結算所應將提存
人名冊送交發行
人或其股務代理
機構；遇發行人
還本付息、強制
轉換或收回時，
集保結算所應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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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所有人名冊、
有價證券強制轉
換名冊或收回名
冊，通知發行人
或其股務代理機
構。發行人或其
股務代理機構於
收受前開通知後
，應將公司減資
、合併或強制轉
換後之股票帳簿
劃撥交付至法院
提存帳戶；將減
資、合併退還之
股款及還本付息
、強制收回之款
項，扣除稅款及
匯費後之淨額撥
入代庫銀行之存
款帳戶。
（四）提存所因利害關
係人聲請代為受
取公司減資、合
併或強制轉換後
之股票，減資、
合併退還之股款
及還本付息、強
制收回之款項，
經審核認其聲請
為正當者，應向
發行機構查詢相
關資訊，並通知
代庫銀行代為受
取。代庫銀行於
代為受取後，應
以書面通知提存
所。提存所於代
為受取完成後，
應通知聲請人已
代為受取之情事
。
本辦法施行日期另定之。
本辦法訂定後，集保結算所及代庫銀行尚
須配合開發作業系統，為預留準備期間，
爰明定本辦法之施行日期由本院另定之，
以資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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