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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電子投票電子投票電子投票電子投票平台使用平台使用平台使用平台使用問答集問答集問答集問答集    

                                                                                                                                                                                                                                                        102102102102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版版版版    

壹壹壹壹、、、、電子投票之基本觀念電子投票之基本觀念電子投票之基本觀念電子投票之基本觀念 

1.1.1.1.何謂何謂何謂何謂「「「「電子投票電子投票電子投票電子投票」？」？」？」？        

答：現行股東出席公司股東會得親自出席或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表

決權，所謂「電子投票」依公司法規定，係以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且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 

2.2.2.2.「「「「電子投票電子投票電子投票電子投票」」」」法源依據為何法源依據為何法源依據為何法源依據為何？？？？    

答：依公司法第 177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

行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3333....為何需要為何需要為何需要為何需要「「「「電子投票電子投票電子投票電子投票」？」？」？」？    

答：為提高股東參與股東會之意願，使股東不受時空限制，可同時

參與多家股東會行使股東權，保障股東權益。 

4.4.4.4.何謂何謂何謂何謂「「「「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股東會電子投票平台股東會電子投票平台股東會電子投票平台股東會電子投票平台？？？？    

答：集保結算所受主管機關指示建置之「股東 e 票通」，係提供發

行公司股東以電子方式行使股東會表決權之平台。 

5.5.5.5.「「「「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對公司之服務內容包含對公司之服務內容包含對公司之服務內容包含對公司之服務內容包含那那那那些些些些？？？？    

答:本平台提供以下系統功能 

（1）安全機制 

A.提供 SSL 加密之網路安全機制，作為資料安全傳輸管道服務。 

B.系統自動斷線（Timeout）設計，資料存載過程均經系統控管，

並有 Log 存證。 

C.股東投票名冊使用 PKI（非對稱式加密機制）加密，匯入平

台須經解壓縮、解密處理。 

（2）備援機制 

本平台具有資料異地備援之服務，提供發行公司使用平台之

安全性。 

此外，本公司提供平台多層次使用之服務： 

（1）平台操作與功能 

本平台提供完整操作功能，故由發行公司授權股務單位建置

股東會參數、議案內容、製作股東投票名冊光碟、董監事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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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人名單及下載投票結果統計報表等相關作業。 

（2）辦理市場會測 

本公司邀集股務單位、專業機構法人等共同參與平台測試，

以期熟悉平台操作及相關功能。 

（3）指派專人服務 

為強化對發行公司或股務單位、專業機構法人等之服務，本

公司安排專人拜訪及聯繫窗口，提供本平台相關疑義諮詢。 

6.6.6.6.股東股東股東股東可可可可自自自自何處獲知何處獲知何處獲知何處獲知有使用有使用有使用有使用「「「「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電子投票平台電子投票平台電子投票平台電子投票平台之發行公司之發行公司之發行公司之發行公司？？？？    

答：請登入本網址首頁（www.stockvote.com.tw）上端工具列點選

「參加發行公司」，或經由公開資訊觀測站（mops.twse.com.tw）

及各發行公司寄發之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即可獲知相關資訊。 

7.7.7.7.股東使用股東使用股東使用股東使用「「「「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電子投票與電子投票與電子投票與電子投票與出席出席出席出席開會現場行使表決權開會現場行使表決權開會現場行使表決權開會現場行使表決權，，，，二者二者二者二者

權利義務有何不同權利義務有何不同權利義務有何不同權利義務有何不同？？？？    

答：依公司法第 177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

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基此，二者權利義務相同。    

8.8.8.8.股東使用電子投票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股東使用電子投票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股東使用電子投票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股東使用電子投票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如何行如何行如何行如何行

使表決權使表決權使表決權使表決權？？？？    

答：依公司法第 177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

股東，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

惟依經濟部函釋，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未撤銷意思表示

者，仍可出席股東會，且可現場提出臨時動議，就現場提出之

臨時動議，得行使表決權，但就原議案不得提修正案，亦不可

再行使表決權。 

9999....股東登入股東登入股東登入股東登入「「「「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行使表決權後行使表決權後行使表決權後行使表決權後，，，，仍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仍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仍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仍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

股東會時股東會時股東會時股東會時，，，，其表決權以何者為準其表決權以何者為準其表決權以何者為準其表決權以何者為準？？？？ 

答：依公司法第 177 條之 2 第 3 項規定，股東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

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11110000....股東股東股東股東登入登入登入登入「「「「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可可可可使用之使用之使用之使用之 CACACACA 憑證種類有憑證種類有憑證種類有憑證種類有那那那那些些些些？？？？    

答：「股東 e 票通」使用者身分與憑證種類如下： 

（1）自然人股東：自然人憑證、證券商網路下單憑證、 網路銀行

憑證等 3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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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人股東：證券商網路下單憑證、網路銀行憑證、工商憑證、

公開資訊觀測站憑證、證券暨期貨共用憑證等 5 種。  

（3）保管銀行/投信公司/信託業/發行公司/股務代理/證券自營

商：證券暨期貨共用憑證、公開資訊觀測站憑證、工商憑證

等 3 種。 

（4）政府基金：政府憑證（GCA）、工商憑證等 2 種。 

11.11.11.11.「「「「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可否保障股東的個人資料可否保障股東的個人資料可否保障股東的個人資料可否保障股東的個人資料？？？？    

答：集保結算所基於公正、中立精神，提高資訊傳輸保密及股東資

料保全，且已通過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規範（TPIPAS）

驗證事宜，以提供股東最大的資通安全保障，故可以安心使用

本平台。    

12121212....股東股東股東股東使用使用使用使用「「「「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投票投票投票投票，，，，如何證明係由本人如何證明係由本人如何證明係由本人如何證明係由本人行使行使行使行使？？？？    

答：「股東 e 票通」係以股東之 CA 憑證針對其投票內容進行數位

簽章，即具有不可否認性，故可證明係由股東本人行使。    

    

    

貳貳貳貳、、、、資訊篇資訊篇資訊篇資訊篇    

一一一一、、、、電腦系統規格電腦系統規格電腦系統規格電腦系統規格    

1.1.1.1.使用使用使用使用「「「「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平台平台平台平台，，，，電腦系統需具備電腦系統需具備電腦系統需具備電腦系統需具備那那那那些規格些規格些規格些規格？？？？    

答：（1）本平台係採用網際網路模式設計，只要具可上網的電腦設

備即可登入。 

A.硬體需求規格 

PC RAM 1GB ， HDD 100MB 

B.軟體需求規格 

（A）Windows XP/2000、Windows 7 版本 

（B）Microsoft IE 6 至 IE 9 版本(相容性檢視)。 

（2）本平台使用 CA 憑證為身分辨識，部分 CA 憑證需自備讀卡

機。 

（3）目前本平台登入之數位簽章元件僅支援 windows IE

（Internet Explorer）瀏覽器，故僅支援 windows 作業

系統之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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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資訊傳輸安全資訊傳輸安全資訊傳輸安全資訊傳輸安全    

1.1.1.1.為何加密後的股東投票為何加密後的股東投票為何加密後的股東投票為何加密後的股東投票資料資料資料資料光碟只有集保結算所能解密光碟只有集保結算所能解密光碟只有集保結算所能解密光碟只有集保結算所能解密？？？？    

答：因股東投票資料光碟內容係由集保結算所的公開金鑰進行加

密，故僅能透過集保結算所的私密金鑰進行解密。 

2.2.2.2.股東採用股東採用股東採用股東採用「「「「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進進進進行行行行電子投票電子投票電子投票電子投票，，，，其資料是否有安其資料是否有安其資料是否有安其資料是否有安全控管機全控管機全控管機全控管機

制制制制？？？？ 

答：集保結算所建置「股東 e 票通」具有下述安全控管機制：  

(1)配置多憑證安控系統及憑證合法性即時驗證、憑證廢止清單

（CRL）之功能。  

(2)股東資料使用非對稱式加密機制（PKI）進行加密功能。  

(3)股東以 CA 憑證登入「股東 e 票通」進行電子投票，經股東

操作確認鍵傳送後，其投票內容即經由資訊系統以數位簽

章存證。 

三三三三、、、、使用者身分辨識使用者身分辨識使用者身分辨識使用者身分辨識    

1.1.1.1.如何登入如何登入如何登入如何登入「「「「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進行電子投票進行電子投票進行電子投票進行電子投票？？？？    

答：個人或法人股東具備「股東 e 票通」公告得使用之 CA 憑證，

即可登入。    

2.2.2.2.登入登入登入登入「「「「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使用之使用之使用之使用之 CACACACA 憑證種類有憑證種類有憑證種類有憑證種類有那那那那些些些些？？？？    

答：股東可使用之憑證種類對照表如下表： 

 

     憑證種類 

 

 

使用者身分 

證單  

券憑 

商證 

網 

路 

下 

證用  

券憑 

暨證 

期 

貨 

共 

公站 

開憑  

資證 

訊 

觀 

測 

 網 

 路 

 銀 

 行 

 憑 

 證 

 自 

 然 

 人 

 憑 

 證 

工 

商 

憑 

證 

 

政 

府 

憑 

證 

 

自然人股東        

法人股東        

保銀/投信/自

營商 
 

  
  

 
 

發行公司/ 

股務單位 
 

  
  

 
 

政府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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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如何申請辦理如何申請辦理如何申請辦理如何申請辦理 CACACACA 憑證憑證憑證憑證？？？？    

答：（1）證券商網路下單憑證：直接向股東已開設集保帳號之證券

公司洽辦。 

（2）網路銀行憑證：直接向股東已開設存款帳號之銀行洽辦。 

（3）自然人憑證：直接向戶政事務所洽辦。    

四四四四、、、、使用者作業事項使用者作業事項使用者作業事項使用者作業事項    

（（（（一一一一））））一般股東一般股東一般股東一般股東    

1111....股東使用股東使用股東使用股東使用「「「「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的投票內容的投票內容的投票內容的投票內容，，，，其他股東其他股東其他股東其他股東可否可否可否可否查閱查閱查閱查閱？？？？    

答：股東的投票內容只能由其本人查閱，其他股東無法查閱。    

2222....股東股東股東股東於於於於「「「「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進行電子進行電子進行電子進行電子投票時投票時投票時投票時，，，，遇遇遇遇網路斷線投票內容網路斷線投票內容網路斷線投票內容網路斷線投票內容

是否有效是否有效是否有效是否有效？？？？    

答：網路斷線時若尚未執行 CA 憑證再次確認作業，資料將不

會存入資料庫，股東須重新連線登入平台進行電子投票。 

3333....股東如何股東如何股東如何股東如何了解了解了解了解「「「「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之操作方式之操作方式之操作方式之操作方式？？？？    

答：可在平台首頁點選「新手上路」，參考動畫介紹或點選「資

料下載」參閱宣導手冊。    

4444....股東登入股東登入股東登入股東登入「「「「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其其其其身分如何辨識身分如何辨識身分如何辨識身分如何辨識？？？？        

答：股東需具備本平台公告之 CA 憑證，並輸入身分證字號/

統一編號及憑證密碼等資料，作為登入平台身分辨識之

用。    

5.5.5.5.股東如何使用股東如何使用股東如何使用股東如何使用「「「「股東會電子投票平台股東會電子投票平台股東會電子投票平台股東會電子投票平台」」」」進行投票進行投票進行投票進行投票？？？？    

答：股東收到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後，逕至「股東 e 票通」，

或透過集保結算所網站連結至「股東 e 票通」後，以 CA

憑證登入本平台，查詢並點選可行使電子投票之公司

後，即可進行投票作業。    

6.6.6.6.股東如何取得更多該次股東會議事資料股東如何取得更多該次股東會議事資料股東如何取得更多該次股東會議事資料股東如何取得更多該次股東會議事資料，，，，作為採用作為採用作為採用作為採用「「「「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行使表決權之參考行使表決權之參考行使表決權之參考行使表決權之參考？？？？ 

答：「股東 e票通」提供與公開資訊觀測站（mops.twse.com.tw）

間之網站連結服務，股東可經由該網站，取得更多相關

議事資料。 

7777....股東股東股東股東登入登入登入登入「「「「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進行電子投票其進行電子投票其進行電子投票其進行電子投票其起迄期間為何起迄期間為何起迄期間為何起迄期間為何？？？？每日每日每日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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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時間為何投票時間為何投票時間為何投票時間為何？？？？ 

答：(1)電子投票之起迄期間，請參閱各公司股東會開會通知

書，或登入平台首頁點選「參加發行公司」即可。 

(2)股東登入「股東 e 票通」進行電子投票之起迄時間，

為每日自 7：00 至 24：00 止。 

8888....股東股東股東股東已已已已於於於於「「「「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進進進進行行行行電子投票電子投票電子投票電子投票，，，，欲欲欲欲修改修改修改修改投票內容投票內容投票內容投票內容，，，，應應應應

如何辦理如何辦理如何辦理如何辦理？？？？    

答：股東於投票期間內，均可登入「股東 e 票通」，點選「修

改」選項修正投票內容。 

9999....股東股東股東股東已於已於已於已於「「「「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進行電子投票進行電子投票進行電子投票進行電子投票，，，，欲撤銷欲撤銷欲撤銷欲撤銷投票應投票應投票應投票應如何辦如何辦如何辦如何辦

理理理理？？？？ 

答：股東可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登入「股東 e 票通」，點選

「撤銷」選項撤銷投票。 

11110000....股東股東股東股東已於已於已於已於「「「「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進行電子進行電子進行電子進行電子投票投票投票投票，，，，可否於股東會現場可否於股東會現場可否於股東會現場可否於股東會現場

撤銷撤銷撤銷撤銷電子投票電子投票電子投票電子投票？？？？ 

答：否。依公司法第 177 條之 2 第 2 項規定，股東至遲應於

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行

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故股東不得於股東會現場撤銷。    

11.11.11.11.股東股東股東股東已於已於已於已於「「「「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進行電子投票進行電子投票進行電子投票進行電子投票，，，，可否可否可否可否以書面通知公以書面通知公以書面通知公以書面通知公

司撤銷電子投票司撤銷電子投票司撤銷電子投票司撤銷電子投票？？？？    

答：否。依公司法第 177 條之 2 第 2 項規定，股東至遲應於

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行

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故股東不得以書面通知公司撤銷

電子投票。 

12121212....股東股東股東股東使用使用使用使用「「「「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進行電子投票進行電子投票進行電子投票進行電子投票，，，，是否需是否需是否需是否需支支支支付付付付使用使用使用使用費費費費？？？？    

答：股東無須支付使用費用。    

（（（（二二二二））））發行公司發行公司發行公司發行公司    

1.1.1.1.何謂何謂何謂何謂「「「「一次簽約一次簽約一次簽約一次簽約，，，，逐次申請逐次申請逐次申請逐次申請」？」？」？」？    

答：（1）發行公司首次使用「股東 e 票通」前，須與集保結

算所簽訂委任合約書，並留存印鑑卡，委任集保結

算所辦理電子投票事務。  

（2）發行公司簽約後，決定使用「股東 e 票通」者，至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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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於當次股東會投票起日 10 日前，填具申請書向集

保結算所申請。 

2222....公司採用公司採用公司採用公司採用「「「「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股東會議案編排股東會議案編排股東會議案編排股東會議案編排，，，，有無標準化程序有無標準化程序有無標準化程序有無標準化程序? ? ? ?     

答：為利股東進行電子投票，公司股東會議程請依「一、報

告事項 二、承認事項 三、討論事項 四、選舉事項 五、

臨時動議」的程序編排。 

3333....公司採公司採公司採公司採用用用用「「「「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電子投票電子投票電子投票電子投票，，，，「「「「股東會議事規則股東會議事規則股東會議事規則股東會議事規則」」」」

是否是否是否是否須須須須配合修正配合修正配合修正配合修正？？？？ 

答：公司之股東會議事規則雖未修訂，惟因公司法第 177 條

之 1 已明定，公司即得依法採用。 

4444....公司公司公司公司採採採採「「「「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時時時時是否是否是否是否須須須須通知股東通知股東通知股東通知股東？？？？ 

答：公司除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外，應將電子投票行使方

法載明於開會召集通知，以顯著字體標示通知股東。 

5555....股東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股東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股東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股東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 2222

日前送達公司日前送達公司日前送達公司日前送達公司，，，，欲撤銷者亦應於股東會開會欲撤銷者亦應於股東會開會欲撤銷者亦應於股東會開會欲撤銷者亦應於股東會開會 2222 日前撤銷日前撤銷日前撤銷日前撤銷，，，，則則則則

該該該該「「「「2222 日前日前日前日前」」」」是否為訓示規定是否為訓示規定是否為訓示規定是否為訓示規定？？？？        

答：（1）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

應於股東會開會 2 日前送達公司。依經濟部函釋，

該 2 日期限雖屬訓示規定，但在實務運作上，不應

對股東選擇性差別適用，如公司決定對於股東在股

東會開會前 2 日或 1 日送達之意思表示予以受理

時，則對全體股東應一體適用。 

（2）依公司法第 177 條之 2 規定，行使或撤銷電子投票

之期限為股東會 2 日前為之，該撤銷之意思表示倘未

遵守「2 日前」規定，即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

決權為準，故非屬訓示規定。    

（（（（三三三三））））股務單位股務單位股務單位股務單位    

1.1.1.1.股務單位應於何時將股東會資料輸入本平台股務單位應於何時將股東會資料輸入本平台股務單位應於何時將股東會資料輸入本平台股務單位應於何時將股東會資料輸入本平台，，，，供本平台辨識股供本平台辨識股供本平台辨識股供本平台辨識股

東身分及股東瀏覽議案資料東身分及股東瀏覽議案資料東身分及股東瀏覽議案資料東身分及股東瀏覽議案資料？？？？        

答：股務單位於股東會投票開始 7 日前將股東會參數、議案

及董監事候選人名單等相關資料輸入本平台，並將股東

投票資料光碟送交集保結算所上傳後，經其主管覆核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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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俾確認股東身分暨辦理電子投票事宜。 

2.2.2.2.股務單位股務單位股務單位股務單位於於於於「「「「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輸入輸入輸入輸入股東會股東會股東會股東會參數維護資料包含參數維護資料包含參數維護資料包含參數維護資料包含那那那那些些些些

作業項目作業項目作業項目作業項目？？？？        

答：股務單位輸入之股東會參數維護資料包含開會日期、表

決權行使期間、董監事選舉名額及方式、有權投票股東

人數、已發行股份總表決權等項目。 

3.3.3.3.股務單位股務單位股務單位股務單位於於於於「「「「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辦理辦理辦理辦理「「「「股東會議案維護股東會議案維護股東會議案維護股東會議案維護」」」」作業作業作業作業，，，，議議議議

案案案案編編編編號應如何編定號應如何編定號應如何編定號應如何編定？？？？        

答：股務單位輸入議案編號應與議事手冊及公告內容之編號

方式一致（例如：壹、一或 1..等），避免混淆交錯使用，

俾供股東明確識別。 

4.4.4.4.股務單位於股務單位於股務單位於股務單位於「「「「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輸入輸入輸入輸入股東會股東會股東會股東會等資料等資料等資料等資料生效生效生效生效後後後後，，，，若若若若欲欲欲欲變變變變

更資料內容更資料內容更資料內容更資料內容，，，，應如何辦理應如何辦理應如何辦理應如何辦理？？？？        

答：於股東會投票開始日 4 日前變更者，可登入平台自行辦

理變更；另於股東會投票開始日前 1 日到 4 日變更者，

須通知集保結算所放行後方可辦理變更。 

5.5.5.5.董事董事董事董事選舉案選舉案選舉案選舉案其中僅其中僅其中僅其中僅獨立董事獨立董事獨立董事獨立董事為為為為提名制時提名制時提名制時提名制時，，，，「「「「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應應應應如如如如

何何何何列示被選舉人席次列示被選舉人席次列示被選舉人席次列示被選舉人席次？？？？    

答：平台投票畫面除揭示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外，另空白列

示應選非獨立董事席次供股東填選。 

6666....股務單位可於何時透過股務單位可於何時透過股務單位可於何時透過股務單位可於何時透過「「「「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查詢或下載股東查詢或下載股東查詢或下載股東查詢或下載股東電子投電子投電子投電子投

票票票票投票結果投票結果投票結果投票結果？？？？    

答：(1)於電子投票期間內，每日提供查詢或下載股東投票統

計資料與個別股東投票明細等相關資料。 

(2)自電子投票截止日翌日起至股東會後 90 日內，每日

提供查詢及下載電子投票之檔案資料，包含議案表決

及董監事選舉彙總/明細表（PDF/CSV) 及文字檔

（TXT）。 

7777....公司採公司採公司採公司採「「「「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電子投票電子投票電子投票電子投票，，，，是否是否是否是否需需需需辦理統計驗證辦理統計驗證辦理統計驗證辦理統計驗證？？？？ 

答：依股務處理準則規定，公司於股東會前，對於採用電子

投票者，均應辦理統計驗證並作成書面記錄，並於股東

會開會 1 日前將委託書與電子投票重覆之情形，上傳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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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平台。 

（（（（四四四四））））專業機構法人專業機構法人專業機構法人專業機構法人（（（（保銀保銀保銀保銀////投信投信投信投信////自營商自營商自營商自營商////保險保險保險保險////銀行銀行銀行銀行////信託信託信託信託////政府政府政府政府基金基金基金基金））））    

1.1.1.1.專業機構法人專業機構法人專業機構法人專業機構法人如何使用如何使用如何使用如何使用「「「「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進行電子投票進行電子投票進行電子投票進行電子投票？？？？    

答：專業機構法人可填具申請書向集保結算所申請相關權限

設定後，即可透過平台電子投票。    

2.2.2.2.專業機構法人專業機構法人專業機構法人專業機構法人採採採採「「「「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應如何進行電子投票應如何進行電子投票應如何進行電子投票應如何進行電子投票？？？？    

答：專業機構法人中，屬保管銀行及投信公司得採整批傳檔

方式進行投票，其餘屬自營商及政府基金等則採單筆投

票方式，上述均須經主管覆核後，方才完成投票作業。 

3.3.3.3.專業機構法人專業機構法人專業機構法人專業機構法人採用採用採用採用「「「「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進進進進行行行行電子投票電子投票電子投票電子投票後後後後，，，，如何變更如何變更如何變更如何變更

其投票結果其投票結果其投票結果其投票結果？？？？    

答：專業機構法人之經辦，可於股東會電子投票行使期間，

登入「股東 e 票通」首頁，點選「已投票」股東資料中

之「修改」欄位，進入畫面變更投票結果，經主管覆核

後完成變更。 

4.4.4.4.專業機構法人專業機構法人專業機構法人專業機構法人採用採用採用採用「「「「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進行投票後進行投票後進行投票後進行投票後，，，，可於何時列印可於何時列印可於何時列印可於何時列印

投票證明投票證明投票證明投票證明？？？？    

答：專業機構法人之經辦，得自投票起至股東會後 90 日內，

列印投票證明。    

5.5.5.5.「「「「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是否提供是否提供是否提供是否提供英文版之議事手冊英文版之議事手冊英文版之議事手冊英文版之議事手冊？？？？ 

答：倘若公司有將英文版議事手冊上傳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即可透過平台連結查詢。 

6.6.6.6.專業機構法人中專業機構法人中專業機構法人中專業機構法人中，，，，若若若若保管銀行保管銀行保管銀行保管銀行申請使用申請使用申請使用申請使用「「「「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後後後後，，，，客客客客

戶有異動戶有異動戶有異動戶有異動，，，，如如如如何何何何處理處理處理處理？？？？    

答：(1)屬新增客戶者，請保管銀行進入平台輸入客戶資料。  

(2)屬客戶異動者，請原保管銀行先刪除客戶資料後，再

由新保管銀行輸入客戶資料。 

    

    

參參參參、、、、使用平台收費方式使用平台收費方式使用平台收費方式使用平台收費方式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之付之付之付之付費者費者費者費者為何為何為何為何？？？？    

答：「股東 e 票通」係由發行公司與集保結算所簽訂委任合約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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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使用，故付費者為發行公司，股東登入「股東 e 票通」進行電

子投票，無須支付費用。 

 

 

肆肆肆肆、、、、股股股股東會紀念品請領東會紀念品請領東會紀念品請領東會紀念品請領    

股東使用股東使用股東使用股東使用「「「「股東股東股東股東 eeee 票通票通票通票通」」」」進行電子進行電子進行電子進行電子投票後投票後投票後投票後，，，，可否領取可否領取可否領取可否領取股東會紀念品股東會紀念品股東會紀念品股東會紀念品？？？？    

答：「股東 e 票通」係受發行公司委託辦理股東會電子投票事務，不代

為處理股東會紀念品，故可否領取股東會紀念品，請參閱股東會開

會通知書或逕洽股務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