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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國際要聞包括「韓國金融服務委員會推出外商投資綜合帳戶」、「英

國實行保管行業改革」、「印度央行成立資安應變小組」及「新交所

推出首檔 SMART BETA 指數 - 亞洲發達國家（日本除外）品質指數」等 4

篇報導。要聞內容除了從 Thomas Murray、Global Custodian、Regulation 

Asia網站及 SGX摘錄各國證券金融市場最新動態新聞外，同時針對相關新

聞整理詳細的後續追蹤報導，俾提供讀者對世界各國證券金融市場最新訊息

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與瞭解。

本期特別報導一刊載台北醫學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謝邦昌、副教授蕭育仁、中

華資料採礦協會董事丁台怡與張葦憶、蕭凱元、李佳儒、謝明穎等合著之「大

數據在集保相關之應用分析  Big Data in TDCC」，本文主要以股東會的電

子投票數據為例，說明集保結算所如何有效利用大數據技術，加以取用、分

析其龐大資料中之資源，減少資料整理及搜尋的時間，即時從中獲取相關資

訊，提供組織進行營運決策，甚或後續於法令遵循及個資保護之原則下，提

供主管機關、研究機構、學者加以運用，以促進國家發展及社會公益。

本期特別報導二刊載景文科技大學副教授劉其昌著之「短期票券集保無實體

化交割提升交易安全與效率」，本文旨在說明推動短期票券初級市場無實體

化，由集中保管機構負責保管交割具有提升票券市場效率及作業安全性，不

僅符合世界國際化之潮流趨勢，更具有降低票券商初級市場人工作業成本負

擔、提高投資人持有意願及強化貨幣市場上金融商品之流動性，實為一進步

化、有效率之政策措施。

本期專欄刊載國立臺北大學財政系特聘教授劉彩卿、法律系教授王震宇、經

濟系特聘教授陳欽賢、行政系教授羅至美與銘傳大學企管系副教授汪志勇合

著之「外國股務作業監理制度之探討—兼論以電子投票保護股東權益」，本

文旨在探討在電子投票日漸普及下所衍生之相關問題，尤其針對電子投票股

東親自出席股東會之權益保障、委託書與電子投票之法律效力順序、同日召

開二場股東臨時會、停止過戶期間買進股票之股東權益如何行使、股東會紀

念品之現象等爭議問題進行分析。

編輯室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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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金融服務委員會推出外商投資綜合帳戶

• 英國實行保管行業改革

• 印度央行成立資安應變小組

• 新交所推出首檔 SMART BETA 指數 -- 

    亞洲發達國家（日本除外）品質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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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3月 28日韓國金融服務委員會（FSC）

與市場參加人舉行會議，討論規劃中的固定收益交

易使用 SNA帳戶（Special Nominee Account）之

實行程序。FSC建議，為固定收益開立的 SNA帳

戶只能用於 OTC交易，並說明以下處理流程：

• 外國證券公司、基金公司和本地經紀人允許以自己

的名義開立固定收益交易的 SNA帳戶。

• 外國證券公司或投資經理將根據 SNA向本地經紀

人下交易單。在這方面，各外國證券公司或投資經

理也將在結算日前，提供當地經紀人投資登記證

（IRC）的詳細資料。

• 本地經紀人將通過外國投資管理系統（FIMS）向

金融監督服務院（FSS）提交報告。

• 結算將按照交易對手之間的合約進行。

FSC還揭露了修改“金融投資業務規範”的計劃，

將 SNA納入固定收益交易。詳細資料會再提供給大

眾。

（資料來源 : Thomas Murray, 2017/04/11）

韓國金融服務委員會推出外商投資綜合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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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金融行為監理局（FCA）在 2017年的報

告中，對保管產業提出缺乏競爭、使用的技術系統

老舊和產生網路犯罪等問題，並把保管業務之改革

視為今年重點項目。

其中一個主要議題是由於利潤偏低，擬將數個

提供保管服務之業者整合為單一提供者。

FCA還提到保管業和投資經理之間的契約期間

是一個問題。

FCA說："雖然在市場上僅有少許保管銀行提

供服務，但我們還是看到這些保銀彼此之間殺價競

爭。"

"保管契約通常在 10年左右，想要更換合作的

保銀並不容易。"

FCA表示，由於保管不是核心業務，銀行需要

提供外匯交易和證券借貸等附加服務，以提高收入。

FCA表示，這些保管銀行推出一整套服務可以

阻止客戶為了獲得更好優惠而到處比價。

"低利潤也使銀行不願花費投資在新的系統。

我們擔心一直使用現有系統而不升級可能會對整個

行業產生負面影響。"

"依賴老舊系統也會對行業產生問題，客戶轉

向其他供應商時會面臨系統轉換障礙。"

投資新系統的銀行也擔憂網路攻擊，在未來 12

個月內，他們面對攻擊的防禦和恢復能力將受到檢

視。

（資料來源 : Global Custodian, 2017/04/18）

英國實行保管行業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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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中央銀行 (RBI)發表聲明，計劃成立一個

資安應變小組，以打擊越來越多發生在金融行業的

網路攻擊。

RBI繼監管部門成立專責單位後，接著設立此

資安應變小組。該部門一直在檢視銀行的網絡安全，

以找出弱點和進行補救措施。該單位於 2016/17年

度對 30家銀行進行詳細監測。在本年度，所有銀行

都將要接受測試。

據當地媒體報導，近期的 "道德駭客 "事件揭

露兩家公股銀行有嚴重的安全漏洞。與警察部隊中

資訊安全小組 "Cyberdome"合作的三位專家，能夠

破解安全系統，輕鬆獲得銀行帳戶，密碼和個人識

別號碼。

印度監管機構在過去一年中採取了幾個措施，

以應付日漸增加的網路威脅。

上個月，印度電子訊息技術部在電子支付方面

推出了關於網路安全和 KYC的諮詢。

截至 2016年底，印度央行確定了網路安全委

員會的成員，研究現有或新興技術本身會帶來的威

脅、採用各種安全標準、與利益相關者溝通，並提

出適當的政策措施來加強安全和恢復能力。

去年 9月份，印度證券交易委員會 (SEBI)當

時的主席對漸趨複雜以及幕後有國家資助的攻擊事

件表示擔憂，因此開始改革計劃，修改政策框架以

打擊網路攻擊。

（資料來源 : Regulation Asia,2017/04/19）

印度央行成立資安應變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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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交易所今天宣佈推出亞洲發達國家（日

本除外）品質指數，這是 SGX Index Edge 第一個

SMART BETA 指數，此類指數有別傳統加權指數，

為尋求投資亞洲地區品質因素的投資者提供不同選

擇。

新交所亞洲發達國家（日本除外）品質指數採

用創新的挑選方法，以由下至上的方式挑選成分股。

該指數使用 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 領先

於同業的 Alpha資料庫中的資料編制，SGX Index 

Edge 會根據投資者考量風險因素等策略的需求調整

該指數。

風險因素指數化是構成 smart beta架構的一

個重要元素，也是一種日益流行的替代策略，包含

了盈利能力、應計利息和財務槓桿率等品質因素。

新交所還發佈了一份白皮書，名為 “A Case for 

Quality in Asia”（《亞洲品質案例》），為挑選

亞洲發達國家品質因素時所使用的統計方法提供支

援。詳情請參見 www.sgx.com/smartbeta。

新交所 Market Data and Connectivity部門主

管 Ng Kin Yee 表示：“我們很高興推出 smart beta 

指數，擴大我們提供的指數產品，並開拓對此類產

品不斷增長的市場需求。在不明朗的經濟環境下，

投資者尋求替代性的指數策略，以獲得更理想和持

續的報酬。SGX Index Edge 反映了亞洲地區指數

設計中創新的解決方案，同時強化指數監管作業。”

在推出其第一檔 SMART BETA 指數後，SGX 

Index Edge 將繼續提高現有的研究和設計能力，為

亞太地區的產品發行人、資產管理機構、退休基金

和投資者開發進一步客制化的指數產品。在此之前，

SGX Index Edge 成功推出了新交所亞太股息領先 

REIT 指數和新交所主題系列指數。

（資料來源 : SGX, 2017/04/10）

新交所推出首檔 SMART BETA 指數 -- 

亞洲發達國家（日本除外）品質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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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

丁 台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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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在集保相關之應用分析

Big Data in TDCC

特別報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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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重要的發展趨勢。以下將針對每個方法進一

步說明。

一、資料採礦 Data Mining

根據 Berry and Linoff（1997）的定義：

「資料採礦」就是針對大量的資料，利用自動

化或半自動的方式進行分析，以尋找出有意義

的關係或法則；Grupe and Owrang（1995）

則認為「資料採礦」乃是從現存資料中剖析

出新事實及發現專家們尚未知曉的新關係。

在 Fayyad et al.（1996）的定義中，對於知

識 發 現（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 

KDD）與資料採礦的意義則有著不同的解

釋。其對知識發現的定義為：它是一個指出

資料中有效、嶄新、潛在效益的一個非細瑣

（nontrivial）流程，其最終的目標是瞭解資料

的樣式（patterns）。而在進行知識發現時其主

要的步驟可以參考圖 1。

壹、緒論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以下簡稱集保結算

所 )負責辦理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集

中交易及櫃檯買賣市場有價證券交割、興櫃股

票款券結算交割、期貨結算電腦處理、無實體

有價證券登錄、參加人有價證券電腦帳務處理、

短期票券之發行登錄、集中保管結算交割以及

基金發行登錄、交易、投資 ..等業務，承載證

券、期貨、票券及基金市場大量資料及相關資

訊，也就是說，集保結算所本身能收集大數據，

並擁有大數據，由於資料隱含價值，所以集保

結算所絕對具有發展大數據研究及應用之潛力。

本文除了介紹當前大數據分析主要涉及資

料採礦等一系列的方法外，並以股東會的電子

投票數據為例，說明集保結算所如何有效利用

大數據技術，加以取用、分析其龐大資料中之

資源，減少資料整理及搜尋的時間，即時從中

獲取相關資訊，提供組織進行營運決策，甚或

後續於法令遵循及個資保護之原則下，提供主

管機關、研究機構、學者加以運用，以促進國

家發展及社會公益。

貳、大數據分析規劃及分析方法現況
與發展趨勢

目前大數據分析的規劃及分析主要涉及資

料採礦等一系列的方法，最被常使用的方法包

括有針對結構性資料分析的資料採礦、資料映

射、時間序列及決策樹預測法等。針對非結構

性資料的分析法包括了文字探勘法與情緒分析

法。深度學習是人工智慧中成長最為快速的領

域，可協助電腦理解影像、聲音和文字等資料。

現在透過多層級的神經網路法已成為大數據分

圖 1從資料到知識的發現流程

（修改自 Fayyad et al., 1996 的 KDD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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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man等人（2000）提出了可應用於

各產業領域的資料採礦標準過程 CRISP－ DM

（Cross Industry Standard Process for Data 

Mining），此過程涵蓋了資料採礦中最主要的

六個階段。這六個階段構成了一個迴圈過程，

如下圖 2所示（謝邦昌，2001）

這六個階段涵蓋了資料採礦的全部過程，

這六個階段分別是：

(一 ) 專業領域理解（Business  understanding）：

專業領域理解包括決定專業領域的目標，

環境評估，決定資料採礦目標，及制定一

個專案計劃。這可能是資料採礦中最重要

的部分。

(二 )資料理解（Data understanding）：

這個階段強調需要清楚資料源是什麼，這

些資料源的特徵是什麼。它包括收集原始

資料，描述資料，探索資料，及驗證資料

的品質。

(三 )資料準備（Data preparation）：

在將你的資料源分類完成後，需要準備用

於後續採礦的資料。準備過程包括選樣、

清理、重構、整合及格式化資料等。

(四 )建模（Modeling）：

這當然是資料採礦中最具引人注意的部

分，成熟與完善的分析方法將能夠從資料

中提取資訊。這個部分包括選擇模型技巧，

產生測試計劃，及建模和模型評估。

(五 )評估（Evaluation）：

一旦選擇了模型，就應準備好對資料採礦

的結果進行評估，並了解是否符合資料採

礦最初設定的目標。這個部分包括評估結

果，回顧資料採礦過程，及確定接下來的

步驟。

(六 )展開（Deployment）：

這個階段著重於將你的新知識融入到每天

的商業運作過程中，從而解決最初的商業

問題。這個部分包括計劃發佈，監控與維

護，產生最終報告，及回顧整個專案。

在這個 CRISP-DM標準過程中，在前五個

階段之間存在以非線性方式互相影響的地方。

例如，資料準備通常在建模之前，但是在建模

過程中進行決策和資訊收集時，也會讓你重新

考慮資料準備方面的問題，而這些也會讓你重

新考慮建模方式，以此循環往復。相似地，評

CRISP-DM process model

圖 2 CRISP-DM過程模型

（取自 Chapman et a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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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膏、牙線），放在同一間貨架上。在客

戶行銷系統上，此種功能係用來確認交叉

銷售 (cross-selling)的機會以設計出吸引

人的產品群組。

(五 )同質分組：

將異質母體中區隔為較具同質性之群組

(clusters)。同質分組相當於行銷術語中的

區隔化 (segmentation)，但是此時假定事

先未對於區隔加以定義，而資料中自然產

生區隔。常用的技巧包括 k-means法。

二、資料映射 Data Mapping

建置關聯式資料庫之時，對於兩個或兩個

以上不同的關聯表或資料庫之間都會利用另一

個關聯表來串連，此關聯表的作用即是銜接兩

個相對應的資料庫。若此關聯表不存在時，於

是資料表或資料庫之間就無法直接合併了。本

研究的資料來源為跨資料庫，即關聯表自然不

存在，所有資料間無法直接串聯形成新的關聯

式資料庫。

資料映射 data mapping之研究概念，可分

為兩個部分，第一部份在於先判別輔助資料庫

與目標資料庫具有相關性的欄位，即虛擬索引

（Virtual indices，簡稱 VI），此步驟目的在找

出兩資料庫間的關連欄位，以提供成為欲映射

欄位從輔助資料庫轉換到目標資料庫的轉換依

據；第二部分則是要以輔助資料庫之資料表的

虛擬索引欄位，建立欲映射欄位的推估模型，

藉由推估模型與第一部分所找出的兩資料庫虛

擬索引的對應，便可將欲映射欄位推估到目標

資料庫之資料表中，在目標資料庫中產生出拓

增欄位。以圖 3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假設欲將

目標資料庫之資料表拓增 A�、B�、C�、D

估過程也會使你重新評估最初的專業領域理

解。這個時候，在新的目標下，你可以修訂原

來的專業領域理解和後續產生建模的過程及其

產生的模型。

一般而言，資料採礦（Data Mining）可包

含下列五項功能：分類（classification）、推估

（estimation）、預測（prediction）、關聯分組

（affinity grouping）、同質分組（clustering）。

這些功能的意義及可能使用的技巧簡述如下：

(一 )分類：

按照分析對象的屬性分門別類加以定義，

建立類組 (class)。例如，將創新研發企業

依其創新研發能力，區分為高度創新研發

企業、中度創新研發企業及低度創新研發

企業。

(二 )推估：

根據既有連續性數值之相關屬性資料，以

獲致某一屬性未知之值。例如按創新研發

企業之產業別、企業規模、地區等來推估

其創新研發投入經費與能力的情況。使用

的技巧包括統計方法上之相關分析、迴歸

分析及類神經網路方法。

(三 ) 預測：

根據對象屬性之過去觀察值來推估該屬性

未來之值。例如由企業單位過去之創新研

發能力預測其未來之創新研發能力。使用

的技巧包括迴歸分析、時間數列分析及類

神經網路方法。

(四 )關聯分組：

從所有物件決定那些相關物件應該放在一

起。例如超市中相關之盥洗用品（牙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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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數列。它是將某種統計指標的數值，按時間

先後順序排到所形成的數列。時間序列預測法

就是通過編製和分析時間序列，根據時間序列

所反映出來的發展過程、方向和趨勢，進行類

推或延伸，藉以預測下一段時間或以後若幹年

內可能達到的水平。其內容包括：收集與整理

某種社會現象的歷史資料；對這些資料進行檢

查鑒別，排成數列；分析時間數列，從中尋找

該社會現象隨時間變化而變化的規律，得出一

定的模式；以此模式去預測該社會現象將來的

情況。

時間序列預測法是一種根據動態資料揭

示系統動態結構和規律的統計方法，時間序列

的獲取是通過對已有資料進行分類匯總後得到

的，獲取時間序列資料以後可以對其進行預測，

從而準確地預測系統的演進（趙仁義 &朱玉

輝 ,2011）。在大數據背景下對學生的學習過程

或學習結果進行預測時使用時間序列法可將隨

著時間 t變化的量，即在 t1<t2<…<tn<…時所

產生的階段性學習結果的觀測值記為 y（t1）,y

（t2）,…,y（tn），…組成離散有序集合，稱

為一個時間序列，記作｛y（t）｝。由於不同

人在學習過程中的時間序列是由某一隨機過程

產生的，因此可將基於時間序列的學習預測記

作公式：y（t）=f（t）+p（t）+x（t）,其中 f（t）

為趨勢項反映 y（t）的變化趨勢；p（t）為週

期項，反映 y（t）不同階段的週期變化；x（t）

為隨機項，反映隨機因素對 y（t）的影響。

時間序列分析有二大特徵：

（一）時間序列分析法是根據過去的變化趨勢

預測未來的發展 ,它的前提是假定事物

四個欄位，且輔助資料庫之資料表中有此四個

欄位（分別為 A、B、C、D），則概念上的實

行步驟為：

（一）找出輔助資料之資料表與目標資料之資

料表可對應的欄位，如圖中的 X1、X1'

與 X2、X2'。

（二）判別 X1與 X1'、X2與 X2'之分佈是否

相同，以判別 X1、X2可否成為虛擬索

引。

（三）假設 X1、X2可成為虛擬索引，即以

X1、X2為輸入，A為輸出進行分類模

型的訓練。建立出分類模型後，即可將

X1�、X2'輸入此模型，推估出A'的值。

（四）以 B、C與 D取代 A，重複步驟 2、3的

運算，即可推估出B'、C'與D'欄位之值。

三、時間序列預測法 (Time Series)

時間序列，也叫時間數列、歷史複數或動

圖 3資料映射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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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如果在實際中，決策不得不在沒有完備知

識的情況下被在線採用，一個決策樹應該平行

機率模型作為最佳的選擇模型或在線選擇模型

算法。決策樹的另一個使用是作為計算條件機

率的描述性手段。

機器學習中，決策樹是一個預測模型；他

代表的是對象屬性與對象值之間的一種映射關

係。樹中每個節點表示某個對象，而每個分叉

路徑則代表的某個可能的屬性值，而每個葉結

點則對應從根節點到該葉節點所經歷的路徑所

表示的對象的值。決策樹僅有單一輸出，若欲

有複數輸出，可以建立獨立的決策樹以處理不

同輸出。 數據挖掘中決策樹是一種經常要用到

的技術，可以用於分析數據，同樣也可以用來

作預測。

決策樹學習也是數據挖掘中一個普通的方

法。在這裡，每個決策樹都表述了一種樹型結

構，它由它的分支來對該類型的對象依靠屬性

進行分類。每個決策樹可以依靠對源資料庫的

分割進行數據測試。這個過程可以遞歸式的對

樹進行修剪。 當不能再進行分割或一個單獨的

類可以被應用於某一分支時，遞歸過程就完成

了。另外，隨機森林分類器將許多決策樹結合

起來以提升分類的正確率。

五、Office的 SQL Server資料採礦增益集

在模型化之前組織及清除資料。使用儲存

在 Excel 中或任何 Excel 資料來源的資料。 您

可以建立並儲存連接，以便重複使用資料來源、

重複進行實驗或重新定型模型。許多有經驗的

資料採礦人員指出，有多達 70-90% 的資料採

礦專案是花費在資料準備上。 增益集可以藉由

的過去延續到未來。

時間序列分析 ,正是根據客觀事物發展

的連續規律性 ,運用過去的歷史數據 ,

通過統計分析 ,進一步推測未來的發展

趨勢。事物的過去會延續到未來這個假

設前提包含兩層含義 :一是不會發生突

然的跳躍變化 ,是以相對小的步伐前進 ;

二是過去和當前的現象可能表明現在和

將來活動的發展變化趨向。這就決定了

在一般情況下 ,時間序列分析法對於短、

近期預測比較顯著 ,但如延伸到更遠的

將來 ,就會出現很大的局限性 ,導致預

測值偏離實際較大而使決策失誤。

（二）時間序列數據變動存在著規律性與不規

律性

時間序列中的每個觀察值大小 ,是影響

變化的各種不同因素在同一時刻發生作

用的綜合結果。從這些影響因素髮生作

用的大小和方向變化的時間特性來看 ,

這些因素造成的時間序列數據的變動分

為四種類型。

四、決策樹預測法 (Decision Tree)

由一個決策圖和可能的結果（包括資源成

本和風險）組成，用來創建到達目標的規劃。

決策樹建立並用來輔助決策，是一種特殊的樹

結構。決策樹是一個利用像樹一樣的圖形或決

策模型的決策支持工具，包括隨機事件結果，

資源代價和實用性。它是一個算法顯示的方法。

決策樹經常在運籌學中使用，特別是在決策分

析中，它幫助確定一個能最可能達到目標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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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CEL Add IN 進行關聯分析

如果需要開發複雜的統計或工程分析，使

用 Excel [分析工具箱 ] 可以節省不少步驟和時

間。只需要為每個分析提供資料和參數，分析

工具就會使用正確的統計或工程巨集函數計算，

並在輸出表格中顯示結果。有些工具在產生輸

出表格時，還可以同時繪製圖表。

以下圖 4為例，透過 Excel Add-In進行關

聯分析，可以看到國民所得及經濟成長和人力

市場問題、產業成長情況、就業失業統計、工

作薪資、幸福指數等之間的影響關係。

提供 Excel 中的視覺效果和精靈幫助您進行這

些常見的工作，讓這項工作進行得更快：

(一 )分析資料並了解其分佈情形和特性。

(二 )透過隨機取樣或超取樣建立定型和測試資

料集。

(三 )尋找極端值並移除或取代它們。

(四 )重定資料標籤來提升分析的品質。

(五 )透過有人監督或無人監督的學習技術來分

析模式。透過容易使用的精靈的指引來執行一

些最常見的資料採礦工作，包括叢集分析、購

物籃分析和預測。

圖 4  EXCEL Add IN關聯分析

七、情緒分析（Sentiment Analysis）：

將情緒與意圖進行量化會遭遇到一些困

難及障礙，包含 :俚語、諷刺、誇張的詞彙可

能會阻礙數據的分析。情感分析（Sentiment 

analysis）可以被歸類為一個分類問題，其任

務是將訊息分為兩類，以它們所傳達的是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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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背景的不同而對同一段文字的意義有不同的

判斷，巨量資料分析如何進行文字語意的判斷，

演算法如何分析複雜的語言系絡與文字詞義結

構，將是巨量資料分析在運用上將受到的質疑。

文字探勘的技術類似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中的內

容分析法，Berelson（1952）定義內容分析方

法是針對傳播的明顯內容，做客觀、系統與定

量的研究，內容分析方法是運用量化的分析策

略，將所欲分析文本中的文字進行斷字與斷句

的拆解，拆解為可供分析的單位（字、句、陳

述等），接著針對文本進行編碼表的製作，訓

練編碼員將分析文本進行量化的編碼，再進行

統計分析。巨量資料分析則是運用類似的方法

進行文字探勘，差別在於巨量資料分析方法是

設計出一套演算法進行斷字與斷句，並且將正

負面語意例字與例詞寫入程式中訓練演算法自

動進行判斷。然而內容分析方法在方法論上的

客觀性也遭到挑戰，包括編碼員的訓練、分析

單位、信效度甚至於研究的可重製性都備受質

疑（游美惠，2000）。巨量資料分析所運用的

演算法是使用電腦軟體進行分析，政府應用巨

量資料精進公共服務與政策分析之可行性研究

可減去因編碼員差異導致的差異，而演算法程

序、斷字斷句邏輯與判斷正確性都是可能存在

的問題。

九、Fanpage

Fanpage Karma，能分析 Facebook 粉絲

團， Twitter、Instagram等，操作簡單，並提

供完善的分析報告，各時段貼文表現、粉絲喜

好、廣告價值、競品分析，還有最新功能是結

合 Pinterest、Google Analytics。如下圖 5。

或消極的情感來決定。以 Twitter為例，Twitter

的數據進行情感分析將耗費大量金錢與精力，

但是 Twitter的數據的顯著優點是很多的動態

消息有作者提供的情緒指標。當發動態消息的

作者使用表情符號，他們將自己的發言標註上

情緒狀態。這樣被註解的動態消息可以用來訓

練情感分類器（sentiment classifier）（Bifet, 

2013），然而人類的情緒表達是會隨著時間、

地域、國家不同而改變的，因此分析的演算法

與判斷依據也會因此而不同，情緒判斷的準確

性也會因此降低。 

八、文字採礦 (Text Mining)

資料採礦（data mining）與文字採礦（text 

mining）關係緊密，相較於前者顯著的結構化，

後者長短不一、沒有規律，且尚有現今生活中

隨口說出來的字彙，或是從社群網站、BBS衍

生出的用語，都屬於非結構化的資料。又像是

Web頁面、新聞張貼，以及電子郵件訊息等文

件，都包含了非結構性、自由型態的文字，或

是許多符合特定電腦語言的語法及文法規則，

構成文字和語句的字串流。這些非結構化的資

料，隨著使用者每天更新及增減而無法事先定

義。一般說來，非結構化的文字採礦功能主要

是從獲得的文本資料中，分析訊息得到的詞頻

基本特質，建立詞頻關聯表與正負向情緒判別，

因此非結構化的文字採礦可以進行字詞的重要

性分析、關聯性分析、集群分析、文章的正負

向情緒分析、語意分析、脈絡分析…等。

面臨事件當中報導陳述的真實意義可能會

因為文字的前後系絡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並且

有可能因為不同的生活經驗、受教育情形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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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深度學習 (Deep Learning)

20世紀 80年代末期，用於人工神經網

路的反向傳播演算法的發明，給機器學習帶來

了希望，掀起了基於統計模型的機器學習熱

潮。這個熱潮一直持續到今天。利用 BP演算

法可以讓一個人工神經網路模型從大量訓練樣

本中學習統計規律，從而對未知事件做預測。

這種基於統計的機器學習方法比起過去基於人

工規則的系統，在很多方面顯出優越性。這

個時候的人工神經網路，雖也被稱作多層感知

機（Multi-layer Perceptron），但實際是種只

含有一層隱層節點的淺層模型。20世紀 90年

代，各種各樣的淺層機器學習模型相繼被提

出，例如支撐向量機（SVM，Support Vector 

圖 5關注者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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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ines）、Boosting。這些模型的結構基

本上可以看成帶有一層隱層節點（如 SVM、

Boosting），或沒有隱層節點（如 LR）。這些

模型無論是在理論分析還是應用中都獲得了巨

大的成功。相比之下，由於理論分析的難度大，

訓練方法又需要很多經驗和技巧，這個時期淺

層人工神經網路反而相對沉寂。

2006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教授開啟了深

度學習在學術界和工業界的浪潮。當前多數分

類、回歸等學習方法為淺層結構演算法，其局

限性在於有限樣本和計算單元情況下對複雜函

數的表示能力有限，針對複雜分類問題其泛化

能力受到一定制約。深度學習可通過學習一種

深層非線性網路結構，實現複雜函數逼近，表

徵輸入資料分散式表示，並展現了強大的從少

數樣本集中學習資料集本質特徵的能力。深度

學習的實質，是通過構建具有很多隱層的機器

學習模型和海量的訓練資料，來學習更有用的

特徵，從而最終提升分類或預測的準確性。

深度分析推動大數據智慧應用 預測決策、

精準推薦、語義化，這些涉及人的思維、影響、

理解的延展，都成為大數據深度分析的關鍵應

用方向。 深度學習成為大數據智慧分析的核心

技術相比于傳統機器學習演算法，深度學習借

助深層次神經網路模型 ，能夠更加智慧的提取

資料不同層次的特徵，對資料進行更加準確有

效的表達。而且資料量越大，深度學習演算法

越有優勢，可以得到更好的結果。目前，深度

學習已經在圖像分類檢索、 語音辨識等領域產

生重大突破。深度學習的興起凸顯出複雜機器

學習模型在利用大數據方面的突出優勢，進一

步考慮大數據 動態性、分佈性、關聯性的新型

機器學習技術將很快湧現。

參、股東會電子投票大數據分析

一、股東會電子投票的意涵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公司治理原則之公平對待股東，強調

公司治理架構應確保公平對待所有股東，包括

小股東。提倡與執行股東行動主義是落實公平

對待股東的管道，而電子投票是落實股東行動

主義的基礎，尤其台灣的資本市場已散戶居多

並且存在股東會舉行日期過度集中等問題，因

此為便利股東行使表決權，持續強化與推動公

司治理，金管會根據公司法第 177條之 1但書

之授權，從 101年開始逐步擴大電子投票的適

用範圍。首先強制資本額 100億元以上，且股

東人數達 1萬人以上的上市（櫃）公司採行，

逐步擴大到 103年的資本額 50億元，105年

的資本額20億元，再到107年，所有上市（櫃）

公司股東會將全面採行電子投票制度。此政策

的實施，不但將使我國進入全面電子投票時代，

更可與國際間推動的機構法人盡職治理守則

（Stewardship Code）制度接軌，真正落實公

司治理與股東行動主義。

電子投票不僅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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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電子投

票制度與股東會電子通知和電子委託書制度關

係密切，相輔相成，透過此一股東會電子化機

制，不但可降低股東會開會之成本，更有助於

股東積極參與，而且因電子投票的透明度，使

經營權之爭得以因「逐案表決」回歸股東會精

神，免於股東會報到及股東會現場議事程序調

整等爭議情事。透過股東會電子投票平台，實

施股東會逐案表決、董監提名制、強化股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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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數據資料

資 料 主 要 取 自 集 保 資 料 庫 中

SHAREHOLDER。本次收集資料的期間為

2015及 2016年度有進行電子投票之自然人，

共計 34,902筆。排除未滿 20歲之使用戶和

資料未完整的部分，共 2,449筆，最後，採計

32,453筆完整資料進行以下兩個面向的分析探

討：1. 進行電子投票之自然人的樣態分析。除

了整體性資料的探究外，我們進一步以 2016

年為參考依據年度，將進行電子投票之自然人

分為首投族 (代表 2015年未進行 2016年有進

行 )、流失族 (代表 2015年有進行 2016年未

進行 )以及持續使用族 (代表 2015年和 2016

年皆有進行 )。2.分析使用券商 APP進行電子

投票的自然人，其投資的公司所屬產業和券商

市占率之關聯性。

(二 )、問卷資料

問卷資料分析前，先就縣市別樣本比例與

母體比例作一比較，母體比例是以集保內部資

料作為依據。從圖 6中可以看出樣本比例與母

體比例有相似趨勢。再從表 1相關係數作為輔

助說明可以發現，樣本比例與母體比例的相關

性為 0.762，是為中強度相關，即代表樣本與母

體比例趨勢接近，此樣本具代表性。

動主義。且電子投票視為股東親自出席股東會，

保障股東執行議決權之權利，使公司股東會之

運作更公正、更透明，減少爭議性之機制。電

子投票有棄權或反對者，則須經過表決，故使

用電子投票促進股東會議事表決之透明化，且

搭配推動董監提名制，完善股東知的權利，促

進了公司準備股東會議案內容須更完整，同時

因為臨時動議，電子投票的權數視為棄權，權

數不容易超過門檻，所以公司也很難利用臨時

動議偷渡法案，更督促公司需強化與股東的溝

通，以取得對議案支持，從而改善公司之治理

(方元沂，2015)。

集保結算所建置股東會電子投票平台，把

它視為「推行公司治理的平台」，而不是單純

作為投票管道的選擇而已。透過拜訪、研討會、

發表會，以及宣導活動，乃至祭出各項優惠誘

因等，對發行公司、國內專業機構投資人、外

資機構投資人，以及一般投資大眾，不斷強化

其對電子投票的認知與使用，俾透過此一機制

推升台灣市場之公司治理。本文針對「電子投

票」進行了數據分析、問卷分析及文字探勘，

期能從分析結果中找出重要資訊以提供給集保

結算所推動業務之參酌。

二、資料來源

0.00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其他縣市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縣市別

樣本比例 母體比例

圖 6 縣市別樣本比例與母體比例 **. 相關性在 0.01 層上顯著（雙尾 )

表 1 縣市別相關係數

樣本比例 母體比例

樣本比例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N

1

22

.762**

.000

22
母體比例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雙尾）
                 N

.762**

.000

22

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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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與母體比例是相關係數為 0.169為低相關，

代表年齡層樣本比例與母體比例之趨勢較不相

同。

 接著進行年齡層樣本比例與母體比例之比

較，從圖 7中可看出樣本比例與母體比例趨勢

較不相同，再從表 2相關係數表中得到樣本比

0.00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40.000

20歲至30歲 31歲至40歲 41歲至50歲 51歲至60歲 61歲至70歲 71歲以上

年齡層

樣本比例 母體比例

圖 7 年齡層樣本比例與母體比例

表 2 年齡層相關係數

表 3 性別樣本比例與母體比例

樣本比例 母體比例

樣本比例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N

1

6

.169

.749

6
母體比例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雙尾）
                 N

.169

.749

6

1

6

從表 3可以看出男女性別比例與母體較接近。

在抽樣調查時，特別重視樣本的代表性問

題。常見的狀況是樣本與母體在人口特性上有

明顯不同，例如：已知母體中男女的人數比例

應為 1:1，但抽取的樣本男女比例卻為 2:1，此

時如果進行意見的統計，則女性的意見將被低

估。理論上如果抽樣過程夠隨機，並不會有代

表性問題。然而實際執行時，受到抽樣架構不

完整、訪問失敗、隱藏樣本等影響，樣本的人

口特性與母體可能不一致。而且差異越大，樣

本代表性越低，調查結果可信度越低。當發現

樣本結構與母體結構之間，具有統計上的顯著

性別 樣本比例 母體比例

男 51.255

48.745

45.687

54.313女

差異時，為了使樣本所作的推論更能反映母體

的特性，必須進行加權。

在圖 7、表 2可以得知年齡層之樣本比例

與母體比例較不一致，且男女性別之比例也較

相近，所以此部分以縣市別來做問卷加權，因

為在此份問卷縣市別較具代表性，且桃園市在

樣本比例方面比母體比例高太多，必須以加權

來作調整。加權方法則是將每個年齡層之樣本

比例及母體比例算出後，以樣本比例 /母體比例

所得出的權重做為之後分析資料之加權依據，

詳見圖 8與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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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原始問卷資料

註：加權後有些人數可能會差一個，原因可能是權數進行四捨五入後的結果

圖 9 加權後問卷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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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使用者最多的年齡層落在 40-49

歲，而 2016年則是 30-39歲使用戶居最

大數 (詳見圖 10)。

◆使用電子投票之使用者主要集中在六都

(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台

南市與高雄市 )，彰化縣則是非六都之外，

使用電子投票之自然人人數最高的縣市

(詳見圖 11)。

◆ 2016年使用電子投票之使用者共 28,559

人，男性使用者有 15,221人，女性有

13,338人，分別佔 53%及 47%(詳見表

4)。

三、數據分析結果

(一 ) 2015年和 2016年整體性數據探討

1. 性別、年齡與居住地分析

◆ 2015年使用電子投票之使用者共 11,429

人，男性使用者有6,008人，女性有5,421

人，分別佔 53%及 47%。

表 4 自然人性別分配比例

圖 10 年度年齡層折線圖

圖 11 電子投票使用者於台灣使用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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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皆使用。其中佔多數的投票管道為 6:

僅使用集保WEB(52.77%) 及 4:僅使用券

商 APP(38.71%) 。

◆男性使用券商 APP 的比率高於女性

(42%vs.35%)，反觀男性使用集保WEB

的比率低於女性 (50%vs.56%)。至於集保

APP的使用上性別並無存在太大差異 (詳

見表 5)。

◆券商 APP和集保WEB在使用電子投票自

然人之居住地的分布上，大致相近，唯獨

2.電子投票渠道與電子投票產業別分析

◆ 以投票管道來看，2016年透過集保電子

投票 APP進行投票者共有 1,429人、券

商 APP有 12,163人，而利用集保網頁之

使用者有 16,619人。

◆透過投票管道混合搭配可分為七種狀

況，分別為 1:僅使用集保 APP、2:集

保 APP+ 券 商 APP、3: 集 保 APP+ 集

保 WEB、4:僅使用券商 APP、5:券商

APP+集保WEB、6:僅使用集保WEB、7:

表 5 投票管道搭配在性別比上的統計結果

圖 12六都中不同平台投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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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流失族群前七名縣市男女人數

與表 6)。由於六都的股市自然人占絕對多數，

所以相對地流失族群也主要集中於此，流失族

群的年齡族群的分布也和使用電子投票的分布

相近。至於產業別方面，根據證交所股票交易

統計表可推測，由於前三名產業屬於成交股數

最高的前三名，也就是說此前三名產業可能是

因為股權相對分散所造成，唯獨第四名的鋼鐵

工業，在產業別的成交股數上並非名列前面，

因此可能原因為鋼鐵產業的特性已趨於成熟期，

投資的自然人大多是為了現金殖利率目的進行

投資，加上鋼鐵業公司的股東會討論議案，可

能相對單純有關，因而減少自然人參與股東大

會的意願。

券商 APP的使用上，彰化縣高於台南市。

此外，雖然居住於六都的自然人在集保

WEB和集保 APP都占多數，不過六都的

排序略有不同 (詳見圖 12)。

◆ 2015年電子投票產業別投票檔數前三

名分別為金融保險業 (18%)、半導體業

(10%)及光電業 (8%)；2016年則是半導

體業 (12%)、金融保險業 (11%)及光電業

(10%)。

 (二 ) 流失族群探討

 1. 性別、年齡與居住地分析

流失人口 (2015年有使用，2016無使用 )共

3,894人，主要年齡層為 40-49歲 (詳見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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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流失族群各年齡成男女比例對照表

四、問卷分析結果

2016年相較 2015年使用電子投票的自

然人成長比率將近 150%，除了符合『金管證

交字第 1030044333號』必須強制提供電子投

票機制的上市櫃公司增加 456家的緣故外，

也說明近年主管機關等相關單位在推行股東

行動主義的成效，由問券的結果也可以得知，

選擇使用電子平台的最主要原因為使用的方

便性 (74.7%)，其餘理由為有太多股動會要參

加 (30.5%)和活動抽獎贈品吸引人 (22.1%)。

在使用渠道方面，以使用集保WEB進行電子

投票的比率最高 (52.77%)，其次為使用券商

APP(38.71%)。根據問券的分析結果也可發

現，對「一般網頁」電子投票平台滿意度：選

擇滿意的為 79.7%，普通的為 20.3%，不滿

意、非常不滿意皆沒人選擇，表示大部分的人

對於使用一般網頁參與會議的態度為滿意。相

對於使用「券商 APP」的滿意度：選擇滿意

只有 22.6%，選擇普通的佔 77.4%，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也沒有人選填，表示大部分的人對

於使用券商 APP的滿意度持中性看法。受訪

者對於「一般網頁」的需要提出進一步改善的

是：選擇網頁不容易連上和選擇頁面跑很慢的

佔 55.9%、選擇網頁資訊不足的有 44.1%，選

擇功能過於單調的有 20.3%，瀏覽器不支援的

有 23.7%；受訪者對於「券商 APP」的需要提

出進一步改善的是：選擇無法支援所有手機系

統的佔 19.4%，選擇 APP軟體資訊不足的佔

19.4%，選擇功能過於單調的佔 30.6%，選擇

進入 APP軟體很慢的佔 29%。

男性參與電子投票的比率略高於女性，

而且女性喜歡透過集保WEB進行電子投票的

比率顯著高於券商的 APP，男性雖然透過集

保WEB進行電子投票的比率也高於券商的

APP，但是差異性並不明顯。1 此外，大部份的

自然人如果選擇 APP來進行，會高度傾向使

用券商 APP而非集保自行開發的 APP，原因

可歸咎於券商 APP所提供的功能性與內容相

較於集保 APP來的豐富，因此建議可擴大集

保 APP的服務項目，例如將集保基金交易平台

的資訊或是金融教育與政令宣導等一併置入於

集保 APP中，滿足投資人一站式的使用需求。

至於沒有透過股東會電子投票平台參與公司股

東會行使表決權的主要原因為：自然人原本就

沒有意願參與股東會的人佔 75.3%，過於麻煩

的人佔 12.3%，不知道如何連上平台的人佔

9.9%，持有股票之公司不支援電子投票功能的

佔 2.1%，不符合使用效益的佔 1.9%，無法連

上平台的佔 0.6%。

五、文字探勘分析結果

文字探勘與資料採礦的不同在於，資料採

礦所處理的資料屬性是結構化的資料，然而文

字探勘則是處理半結構或非結構化的資料。而

語意分析（Sentiment analysis）是對帶有情感

的主觀性文本進行分析、處理、歸納和推理的

過程，例如我們能從網路上的評論中來識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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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詞雲圖 14中可以發現在與電子投票相關

的文章中，多數會與選舉、公司、股東及股

東會有所關係，所以出現頻率皆相對較高 (詳

見表 7)。

用者對於電子投票的使用程度及看法，進而探

討使用者使用與否得相關原因。

(一 )ETTODAY相關新聞網、搜尋引擎之相關

度高之部落格、TDCC等網站分析

1.詞雲分析

 圖 14詞雲分析

圖 15 集群分析

表 7 字詞出現頻率

字詞 出現頻率 
投票 190 

電子投票 165 
選舉 102 
公司 101 
股東 93 

股東會 65 
進行 57 
方式 54 
系統 52 

表決權 45 

2.集群分析

從圖 15可以看出將文檔分成 5群之後，大

致上可以視為 (1)黑色其他應用 (2)綠色使

用媒介 (3)紫色電子投票本身探討 (4)紅字

電子投票系統相關 (5)藍色電子投票系統相

關。

3.脈絡分析：

從圖 16可以看出藉由搜尋引擎得到的文檔，

除了討論關於「電子投票」的相關定義、應

用及使用優劣外 (最右邊一條 )，多數仍在討

論 TDCC的電子投票系統的相關議題 (左邊

兩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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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開資訊觀測網分析

本分析資料源自 104年上市之常會 872

筆、104年上櫃之常會 716筆、104年上

市之臨時會 19筆及 104年上櫃之臨時會

41筆。

1.詞雲

從詞雲圖 17中可以發現在公開資訊觀測

網所爬取之文檔中「通過」、「盈餘分配」、

「盈虧撥補」、「董監事選舉」「營業報

告書及財務報表」等字詞出現頻率較高。

 
圖 16 脈絡分析

圖 17 詞雲分析

圖 18 集群分析

表 8 字詞出現頻率

字詞 出現頻率

通過 4220

董事 3326

無異議照案通過 2115

表決通過 2018

表決 1756

投票 1374

結果 1366

股東 1098

公司 1003

議案 972

 2.集群

從圖 18可以看出文檔大致上可以視為 (1)

紅色修訂案由 (2)綠色解除限制 (3)藍色

投票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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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脈絡分析：

從圖 19可以看出公開資訊觀測網所抓取

資料，在電子投票之議案主要分成兩部

分，分別為「內部治理」以及「表決、監

察」。

4. 關聯分析

透過文檔及詞彙建立的矩陣計算出字詞與

字詞間的距離，進而計算其相關性高低，

以「通過」為例可以得到下表。

圖 19 脈絡分析

字詞 相關性

程序 0.54

章程修訂 0.49

表決通過 0.48

結果 0.48

本公司 0.47

作業 0.47

解除 0.47

投票 0.45

限制 0.45

禁止 0.45

表 9關聯分析

 

 

（三）104年議案及表決結果統計資料 .csv

分析資料源自公司所提供之 csv檔，將其

資料分為合計為 0(此議案並不需要透過電

子投票 )及非 0(此議案需要透過電子投票 )

兩大部分，而合計為非 0者再進行細分。

1.詞雲

從詞雲圖 20中可以發現在此一檔案中，

此議案並不需要透過電子投票這一類的欄

位中「報告」及「年度」出現頻率較高；

而議案需要透過電子投票這一類的欄位

中，詞雲圖21則會出現相關議案描述「修

訂」及「盈餘分配」等等。

字詞頻率

報告 945
年度 601
本公司 324
營業 284
監察 227
公司 195
決算 181
審查 165
董事 154
情形 143
表冊 123
查核 114
守則 106
經營 104
誠信 104圖 20詞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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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集群：

從圖 22可以看出文檔大致上可以視為 (1)

自由提案 (紅色 ) (2)常用提案 (藍色 ) 兩

類。

(四 )104年法人電子投票資訊

將持有檔數明細資料表與出席家數進行串

檔，可得到哪些被投資之股票是否有進行

電子投票，以下分為使用與不使用電子投

票分別做關聯分析。

在有行使電子投票的行為下，買了亞泥的

法人有很大機會亦會購買台灣化學、正新

橡膠、台灣塑膠及中國鋼鐵。在沒有行使

電子投票的行為下，買了亞泥的法人有很

大機會亦會購買廣達電腦、正新橡膠及台

灣化學。

圖 22集群

圖 21詞雲 2

字詞頻率
年度 585
本公司 544
公司 440
董事 356
承認 327
討論 232
修訂本 231
解除 213
程序 206
禁止 199
限制 193
條文 192
修訂 178
修正 157
盈餘分配 153
章程 149
部份 134
營業報告 124
股東會 116
議事 113
規則 111
處理 103
發行 103



28

特別報導一

肆、結論及建議

不論是流行還是工具的成熟使然，巨量資

料（big data）分析已經成為所有組織的創新改

革的利器之一，集中保管結算所如何善用兼具

Volume（數據資料的大量）、Velocity（資料

分析的時效）、Variety （資料格式的多樣）、

與 Veracity（資料內容的真實）所謂 4V特質的

巨量資料分析能力，在 e化參與，以及數位服

務等面向，亟需積極展開各種應用的工作，然

而，由於這種技術應用的效能，需要創造出具

備跨專業領域技術應用的雙向回饋機制，才能

真正落實巨量資料在組織的應用實效。

本文以集中保管結算所的大數據平台架構

「趨勢、規劃與實作試行」的三階段論出發，

從執行單位的「需求」出發，先清楚定義巨量

資料應用的執行目標，再從這目標中尋找 結合

巨量資料分析與執行端應用效能提升的連接點

所在，進一步開發所需要的分析技術組合，如

此才能真正落實巨量資料在集中保管結算所的

應用目的。

針對大數據平台規劃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幾

個結論與建議 :

1.大數據應用平台規畫建設

●  設計規畫大數據應用平台的技術架構，集

成豐富的大數據分析計算與模型、結合有

價證券、短期票券、股務及基金等各部門

的智慧化實踐。

(五 )小結

由以上的各項分析來看可以發現，透過

Open data 蒐集而來的相關資料與公司內部提

供的資料相比起來是一致的，接下來可以針對

所關心的部分加以聚焦。透過文字探勘瞭解各

議案在電子投票上的使用及通過與否有沒有差

異，或是透過針對結構化資料進行的資料採礦

相關技術（集群、購物籃分析）找到其中的行

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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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數據挖掘運算方式：

●   屬性篩選：屬性篩選、資訊增益的屬性評

分、屬性的重要信評分、主成分分析、卡

方檢定屬性篩選等

●   分析預測：決策樹、神經網路分類、分類

回歸樹、向量分析、邏輯回歸、分類組合

模型

●    回歸預測：多元線性回歸、神經網路回歸、

廣義線性回歸、多變數回歸組合模型

●   聚類分析：均值群聚、分布估計、二階段

分類 (多階段分類 )

●    時間序列：ARX時間序列、ARMA時間序

列

（2）統計分析運算方式：

●     敘述統計：歸納分析、關聯表等

●    數據分析：相關性、函數、離散、分布、

因子分析

●    異常檢測：K-signa異常檢測、線圖異常檢

測

●     層次分類：樣本分類、屬性分類

●    方差分析：單因子方差分析、多因子方差

分析

透過上述分析評估後將大數據加值應用，預期

可針對所內資料進行系統性蒐集彙整，深入剖

析各資料中所隱含之經濟與金融層面資訊，提

供所內部門、相關單位使用者更明確之執行方

●   設計規劃智慧化的金融投資產業大數據應

用平台的營運機制，建立大眾可依循大數

據運用之運作原則，標準化數據提供者、

數據挖掘者和數據應用者等多面向、機動

性，良好的大數據應用平台落實良性運

作。

2.大數據應用平台推動步驟

結合上述數據匯集與內容規劃並推動應用平台

規畫建置，初步規劃四步驟現況分析、數據匯

集標準化、評估數據開放權限及大數據深度價

值挖掘，推動步驟如下說明：

Step 1 匯集有價證券、短期票券、股務及基金

等數據集，建立公司內部數據標準。

Step 2 設計數據應用平台的總體框架，涵蓋數

據、業務、技術、串聯方式等多面向。

Step 3 參考國內外各領域大數據運用之模式，

釐清可對外釋放之數據集，加強公司與民眾連

結，以惠企惠民的理念設計大數據示範應用項

目。

Step 4 透過大數據挖掘規劃企業未來發展路

徑，編制短中長期發展規劃。

應用平台建置完成後，將整合內部各部門

營運數據，透過平台彙整將數據數據匯集、轉

換、統一併進行下階段的大數據價值挖掘，透

過電子化的數據挖掘運算方式及統計分析運算

等分析模組，挖掘數據集串連後之深度價值，

相關評估模組如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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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建議可擴大集保 APP的服務項目，例

如將集保基金交易平台的資訊或是金

融教育與政令宣導等一併置入於集保

APP中，滿足投資人一站式的使用需

求。

建議在電子投票期間，即可透過大數據平台快

速收集掌握資料的特性，即時追蹤與提醒自然

人使用電子投票，維護自身權益。

向，成為國內金融業相關重要參考工具；亦方

便內部使用者獲取相關參考資料，提高各部門

效率。

針對股東電子投票制度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

幾個結論與建議 :

1.在使用渠道方面，以使用集保WEB進

行電子投票的比率最高，其次為使用

券商 APP；

2.男性參與電子投票的比率略高於女性，

而且女性喜歡透過集保WEB進行電子

投票的比率顯著高於券商的 APP；

3.自然人如果選擇 APP來進行，會高度

傾向使用券商 APP而非集保自行開發

的 APP；

4.進行電子投票的族群的最主要族群仍舊

主要集中在大都會；

5.首投族的最主要族群 30-39歲和 40-49

歲主要是透過券商APP進行電子投票；

6.證券商的市佔率與使用券商 APP進行

電子投票之檔數相關係數只有呈現中

度相關 (0.46) ；

7.受訪者得到電子投票資訊大部分都是從

平面媒體得來，公司可以利用這方面

下手做宣傳；

8.電子投票的一般網頁及 APP仍有些需

要改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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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在 2014年 8月號遠東人月刊中提到男性在「工具」、「新聞」與「理財」類的 APP軟體上使用比例較女性高。以

「理財」類APP而言，佔男性使用APP類型近 40%，女性約 25%。另外，根據永豐銀行《2016電子金融趨勢報告》

調查，使用數位金融服務最多的年齡層落在 30~39歲，40~49歲次之，若以性別區分，男性比例則以 51%稍稍高

過女性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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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票券集保無實體化交割提升交易安全與效率

特別報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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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送集中保管機構保管或辦理發行登記。

集中保管機構保管或登記之短期票券，其

買賣之交割及設質，均應以帳簿劃撥方式為之，

不適用民法第九百零八條之規定。由集中保管

機構辦理發行登記之短期票券，其轉讓、繼承

或設定質權，非依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銀行訂定

之帳簿劃撥作業與以登記形式發行者之發行、

登記及相關事項之辦法規定辦理登記，不得對

抗第三人。為使集中保管機構辦理發行登記之

短期票券到期不獲付款時，其所出具之債權證

明文件及不獲付款證明文件定位更為明確，明

定由集中保管機構辦理發行登記之短期票券，

到期不獲付款時，集中保管機構應出具債權證

明文件及不獲付款證明文件交予執票人或持有

人；另依票券金融管理法第四條規定，短期票

券之定義，除公司及公營事業機構發行之本票

或匯票屬票據法所稱之票據外，可轉讓銀行定

期存單等非票據性質者，亦為短期票券之範圍，

爰依不獲付款短期票券之種類不同，就相關證

明文件交付對象分別以「執票人」、持有人」

之對應用語，以示區別。

短期票券中由公司及公營事業機構發行登

記形式之本票或匯票，仍屬票據法之票據，為

利執票人依票據法相關規定行使權利，明定票

據執票人經提示而取得之不獲付款證明文件，

為票據法之拒絕證書。因應大型企業對登記形

式本票發行需求，以提升貨幣市場效率與作業

安全性及提高投資人持有意願，並強化金融商

品流動性，鑑於發票人簽發之登記形式本票，

仍屬票據法規定之本票及不獲付款證明文件之

定位，且發票人於發行時，即已於相關發行文

件簽名同意指定集中保管機構擔任擔當付款

一、 前言

我國票券金融管理法自九十年七月九日制

定公布施行以來，歷經五次修正，最近一次修

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四年二月四日。因應國內

外經濟金融情勢之變化及金融市場之發展，在

促進票券業務發展及加強票券商監督管理並重

之前提下，已逐漸達成促進票券市場健全發展

及保障市場交易人權益等政策目標。為推動短

期票券初級市場無實體化，並因應大型企業對

登記形式商業本票發行需求，以提升貨幣市場

效率及作業安全性，降低票券商初級市場人工

作業及提高投資人持有意願，並強化金融商品

流動性，對於以債票形式及以登記形式發行之

短期票券，除國庫券外，應分別送集中保管機

構保管或辦理發行登記，推動短期票券之無實

體化，以及短期票券若到期不獲付款時之處理

方式，和如何聲請法院裁定之強制執行等，皆

為提升短期票�交易安全與效率及無實體化時

應有之配套措施。

二、集中保管結算機構扮演貨幣市場重要角色

民國九十三年短期票券集中保管結算交

割制度實施前，票券商出售短期票券，皆以實

體交付買受人或將其交由買受人委託之銀行保

管。自該制度實施後，票券商出售短期票券，

除國庫券因國庫券及短期借款條例相關規定已

另訂有作業規範，而於現行短期票券發行登錄

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第二條第二項將登

記形式國庫券排除適用外，實務上皆由集中保

管機構辦理保管或發行登記，已無交付買受人

或委託銀行保管之情形。爰明定除國庫券外，

以債票形式及以登記形式發行之短期票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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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券商配券彈性，提高投資人持有意願，短期

票券之無實體化易得進行票面金額之大額分

割，進而提升票券市場發展之廣度及深度，滿

足企業對登記形式商業本票發行之需求。

四、結語

 推動短期票券初級市場無實體化，由集中

保管機構負責保管交割具有提升票券市場效率

及作業安全性，符合世界國際化之潮流趨勢，

具有降低票券商初級市場人工作業成本負擔、

提高投資人持有意願及強化貨幣市場上金融商

品之流動性，係一進步化、有效率之政策措施，

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已研擬票券金融管理法

修正草案，經106年4月14日立法院三讀通過，

並經 106年 5月 3日總統令公布。未來上線實

施後，除可提供票券市場更安全及更高效率之

作業環境，並因無實體商業本票交易不受實體

票券面額之限制，票券商業務推展將更具彈性，

應可有效促進票券市場之發展。

人，嗣由該機構依規定代執票人辦理提示兌償，

故就公司或公營事業機構以登記形式發行之本

票，執票人於本票到期日，經依票據法相關規

定提示而不獲付款時，當得執集中保管機構出

具之本票債權證明文件及經提示而取得之不獲

付款證明文件，依票據法第一百二十三條規定

聲請法院裁定後強制執行。

此外對於票券商出售以債票或登記形式發

行之短期票券，未送集中保管機構保管或辦理

發行登記者未送由集中保管機構辦理發行登記

加處以行政罰規定，即處以新臺幣一百萬元以

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三、集保無實體化交割提升交易安全與效率

為因應國內外經濟金融情勢之變化及金融

市場之發展，在促進票券業務發展及加強票券

商監督管理並重之前提下，推動短期票券初級

市場無實體化，並因應大型企業對登記形式商

業本票發行需求，以提升貨幣市場效率及作業

安全性，降低票券商初級市場人工作業及提高

投資人持有意願，並強化金融商品流動性。

我國推動短期票券之無實體化，短期票券

得以債票或登記形式發行，以債票形式發行者，

應送集中保管機構保管，以登記形式發行者，

應由集中保管機構辦理發行登記。由集中保管

機構保管或登記之短期票券，其買賣之交割，

轉讓、繼承或其設質之交付，均以帳簿劃撥方

式為之，除可對抗第三人，此外可由集中保管

機構出具債權證明文件及將不獲付款證明文件

交予執票人或持有人外，它同時亦符合國際間

短期票券無實體化發行之趨勢，降低人工作業

成本，提升票券市場效率及作業安全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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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股東表決權行使之保障

一、股東於停止過戶期間行使其權益之保障

現代公司因為股權分散，使得交易或其他

因素而產生之股權變動，對於公司股東結構產

生不確定性使股東身分難以恆定，公司法為反

應此種現象，乃設定一「停止過戶期間」(又稱

為閉鎖期間 )，以確認股東名簿之變更並得以決

定股東權之歸屬，惟公司如配合停止過戶日規

定作業，倘若日期過短，勢所不能，故公司法

基於「股務作業考量」及「管理必要性」而制

定公司法第 165條第 3項及公開發行股票公司

股務處理準則第 41條第 1項之規定，「公開發

行股票公司於股東常會開會前 60日內，股東臨

時會開會前 30日內，停止辦理股票過戶」。因

此，股票持有人，無論其取得來源為何，凡屬

合法取得皆須完成轉讓過戶之登記作業，始可

享受公司分派股息、紅利、以及參加股東會等

權利，上述「停止過戶期間」之規範原係為了

配合公司確認股東名簿上之股東，而寄發股東

會開會通知與徵求委託書之便利而設計，此乃

股務作業中最基本的工作之一。惟隨著科技進

步以及無實體發行有價證券之普及化後，關於

停止過戶期間是否有檢討並縮短時程之可能，

似宜考量「實務作業流程以及公司管理上之必

要性」而決定之。

在實務上常發生公司遇上召開股東常會或

股東臨時會、分派股息、紅利、或其他重大利

益等特定情事時，公司派可能利用此停止過戶

期間的規定，將「召開股東臨時會之停止過戶

時間」刻意與「公開收購之期間」重疊，致公

開收購人於停止過戶期間應買股份卻因未及辦

理過戶而無法行使股東權利，或應賣人將委託

書交付不利於收購人之一方行使股東權利等不

壹、前言

「股務」乃處理與股東有關之事務，其包

含了股權移轉與登記、股東權利行使、獲配股

息紅利與股東應遵循之事項等等，1股務作業之

處理因涉及股東權益，時有發生公司與股東間

之爭議，甚或引起法律爭訟，可見股務作業是

證券市場中相當專業且重要之一環。我國對於

股務作業之監理，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以下

簡稱主管機關 ) 自民國 86年起指定臺灣集中保

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集保公司 ) 辦理

上市 (櫃 )、興櫃公司股務作業之查核事務，集

保公司為使股務作業有一致性標準，並降低公

司與股東間爭議，乃訂定股務單位內部控制制

度標準規範，對於違反規定之公司或其股務代

理機構，主管機關將課予罰則，然而，每年於

股東會期間，遇公司發生經營權爭議時，公司

派及市場派或多或少仍會發生影響股東權益之

情事，造成市場紛議。另一方面，電子投票制

度已成為未來實踐公司治理的主要趨勢，惟隨

著電子投票制度之普及，實務上已出現部分法

律爭議，本文將探討在電子投票日漸普及下所

衍生之相關問題，尤其針對：電子投票股東親

自出席股東會之權益保障、委託書與電子投票

之法律效力順序、同日召開二場股東臨時會、

停止過戶期間買進股票之股東權益如何行使、

股東會紀念品之現象等爭議問題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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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過度集中之問題，但並未對於同一家公司於

同日召開二場以上之「股東臨時會」設限，且

上述每日家數限制之規範不適用於採通訊投票 

(即電子投票 ) 之公司，3另外，為鼓勵公司推

動股東使用電子投票，並避免影響股東行使表

決權，主管機關自 105年起新增「最近一年股

東會，電子投票出席股份總數占公司已發行股

份總數比率曾達 50%以上且已採用董監候選人

提名制之公司」，亦不受每日股東會召開家數

之限制。由上可知，雖然股東常會之數量上限

已有初步規範，隨著上市 (櫃 )及興櫃公司逐

漸採取電子投票之情況下，股東常會或股東臨

時會即使同一日召開，對於股東權利之行使之

影響也較為減少。

參、股東會電子投票衍生問題之解決

一、電子投票股東親自出席股東會之權益保障

我國自民國 94年修正公司法引進電子投票

制度後，鑒於相關法律配套措施尚未完整齊備，

主管機關除修正公司法外，並於同年 12 月 15 

日修正「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

使公開發行公司採行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之

股務作業有基本法令可資遵循。4現行法在規

範上將「電子投票」視為「親自出席」，倘若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投票方式行使表決權後，欲

親自出席股東會，則必須在股東會開會 2日前

撤銷之，否則「書面或電子投票之效力」將優

於「本人親自出席」，此規定被公司法實務界

公平現象，衍生股東與股東權利分離之情形。

以民國 104年間所發生之日月光公司公開收購

矽品公司股份為例，臺中地方法院之見解認為

在公開收購過程中，即使與股東臨時會之停止

過戶期間「競合」而無法行使股東權利，此乃

適用法律上停止過戶期間規定所得之結果，並

不構成假處分之依據，法院對於此公司治理範

疇之事務，不宜輕易介入。本文亦贊同上開法

院之見解，而認為股票停止過戶期間之規定宜

作出修正，但因基於「實際需求」與「必要性」

而作政策考量，並非必然與公開收購中的股東

行使表決權程序瑕疵畫上等號。

二、同日召開二場股東臨時會對股東權益之影

響

公司法上目前並無對於「股東臨時會」同

一日召集次數作限制，只要符合公司法規範下

有召集權人所合法召開之股東會且未超過單日

上限，其效力均相同，並無適用上之優先次序。

然而，為避免股東會召開日期過度集中，以落

實股東行動主義，主管機關於民國 99年頒佈

「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股東常會開會日期事

前申報機制」，2規範每日上市 (櫃 )及興櫃公

司召開「股東常會」之數量上限，以減少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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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各公開發行公司每屆股東會如有紀念

品，以一種為限，其數量如有不足時，得以價

值相當者替代之；公司對於股東會紀念品之發

放，應以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依第 12條及第

13條規定，檢附明細表送達公司或繳交一定保

證金予公司後，得向公司請求交付股東會紀念

品，再由其轉交委託人，公司不得拒絕。股東

會紀念品保證金之金額及收取方式，由公司基

於公平原則訂定之」。可見主管機關對於是否

應發放股東會紀念品並無強制規定，僅於相關

規範中規定如有於股東會發放紀念品之公司，

必須秉持「公平原則」，不得有差別待遇或歧

視之情形。11誠然，股東應積極參加或委託他

人出席股東會關心公司經營狀況，而非以領取

紀念品為目的。12近年來投資人為領取股東會

紀念品，有自市場上買進零股股票，或持仟股

股票向股務單位申請分割成零股，造成零股股

東暴增之現象，致發行公司對於紀念品數量無

法控管及股務相關作業成本劇增。發行公司為

兼顧股權分散之現況，競相以製發紀念品之方

式，爭取股東之委託出席，以達法定開會門檻，

讓公司股東會可以順利召開，同時，又要防範

為領取紀念品之零股股東暴增現象，實為公司

治理上亟待解決之問題。13 

當「股東會」對於「股東」之意義，僅在

於關心公司發放紀念品之形式與規格，則無異

本末倒置。而公司之所以採取發放股東會紀念

品之方式吸引股東出席股東會，主要原因有二：

(一 )在公司經營權爭奪之情況中，股權較分

散之公司派則經常以股東會紀念品之發放作為

誘因，藉由紀念品以徵求股東之空白委託書，

以支持股東會議案之通過。故實務上有許多公

司派製作紀念品並非為維護公司全體股東之利

認為引起「本尊不如分身」之問題。5同時，倘

若股東就「委託書」與「書面或電子投票」方

式同時進行時，「委託書」之效力又優於「書

面及電子投票」。6如股東以電子投票行使表決

權，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

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7此棄權

非屬同意，自不發生於會後再個別取得其同意

之問題。8然而，就股東會臨時動議與原議案之

修正而言，現場出席股東及採徵求委託書出席

之徵求人均可參與任何修正案之表決，倘若依

上開條文之規定，禁止採電子投票後又親臨股

東會現場之股東參與表決之權利，似有失公平。

二、電子投票與紀念品發放的管理

股東會發放紀念品之目的，從積極面觀之

係為鼓勵股東踴躍參加股東會，落實股東行動

主義，從消極面觀之係為符合公司法第 174條

對於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股東出席使得決

議之法定限制。9倘若股東會於召開時未達法定

出席人數 (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 )，則該次

股東會無法做成合法決議而形同流會，徒增公

司治理之困擾。股東會紀念品之管理並未見諸

於公司法之規範內，因其性質係屬於公司自治

之範疇，法律上並無強制要求公司發放紀念品。  
10然而，在我國特有的環境下，許多投資人將

「公司發放紀念品」視為股東會之必然結果，

並衍生買賣交易或以紀念品交換委託書現象，

使得主管機關不得不加以規範。依公開發行公

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 (以下簡稱委託

書管理規則 ) 第 11條之規定，「出席股東會委

託書之取得，除本規則另有規定者外，限制如

下：(一 ) 不得以給付金錢或其他利益為條件。

但代為發放股東會紀念品或徵求人支付予代為

處理徵求事務者之合理費用，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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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通知中應包括據以決定有權於股東會行使表

決權股東之基準日。除本法或公司章程另有規

定外，公司僅需通知在據以決定有權取得股東

會開會通知之基準日時，有權行使表決權之股

東」。15  

由於美國模範公司法採取基準日之規定，

故目前美國各州多數遵循此原則而訂立各州之

公司法，採取類似之制度。例如，美國德拉瓦

州公司法第 213條亦規定略以，「為使公司得

決定有權取得任何股東會開會或延期開會的通

知，董事會得訂定一基準日，此一基準日不得

早於訂定此一基準日的董事會決議日，且此一

基準日於開會日前不應多於 60日或少於 10日。

若董事會訂定基準日，此一基準日亦應為據以

決定有權於股東會行使表決權之股東之基準日，

除非董事會於訂定此一基準日時決議，另以此

一基準日後股東會前的某一日期或股東會當天

為據以認定有表決權股東之基準日」。此規定

亦可見於紐約州公司法第 604條、加州公司法

第 7611條、麻塞諸塞州公司法第 7.07條等。

比較上述各州之公司法中，對於以基準日來決

定通知股東開會，以及於股東會當日得行使股

東權利之認定方式，已成為美國公司法實務上

之主流。

(二 ) 股東表決權數之出席門檻

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要求各州就股東會決

議之法定出席門檻 (quorum) 加以規定，但該法

並未具體指出最少應由多少股份總數之股東出

席，而允許各州自行制訂或允許公司章程自訂

股東會法定出席人數。16依據統計資料顯示，

美國超過 17個以上的州法規範公司股東會之法

定出席人數應在 1/3以上，但公司章程若有更

高之限制，則由公司自訂。以美國德拉瓦州公

益，而僅係維持其經營權之目的；(二 )為符合

公司法第 174條對於法定開會門檻之限制，故

以發放紀念品方式爭取股東之委託出席，讓公

司股東會可以順利召開。

肆、股務作業監理制度之比較觀察與
分析

一、美國

(一 ) 基準日之規定

美國模範公司法對於基準日之定義為「基

準日係公司用以決定股東之身分及其持股之日

期。除非在定基準日之初，即已將決定之時間

加以特定，原則上應於基準日營業結束之時決

定之」。14同法 Section 7.07條針對基準日之

規定，「公司應將股東常會及臨時會的日期、

時間及地點於股東會日前 10日至 60日內通

知股東。倘若上述開會日期與據以決定有權取

得股東會開會通知之基準日不同時，公司之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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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電子投票親自出席股東會之權益與效力順序

日本會社法及公司實務上面對重複行使表

決權時，對於法律效力之優先順序，以本人親

自出席最為優先。當股東本人親自出席股東會

時，倘若以其他方式 (如委託書代理或書面通

訊投票等 ) 所為投票行為，均視為撤回，而以

本人出席為準。在日本公司實務上，倘代理人

較股東本人早到會場，因股東本人之親自出席，

公司可命已到場之代理人退席；反之，倘若股

東本人比代理人早到會場，公司亦可視為股東

本人代理權之撤回，而拒絕不具股東身分之代

理人入場。19而在「書面或電子投票」與「委

託代理出席 (委託書 )」重複表決之情況下，日

本公司法實務通說上，係以「委託代理出席 (委

託書 )」之效力優先於「書面或電子投票」，且

不得以公司章程加以限制。日本公司法學界亦

有所批評，認為在此種認定方式下，對於委託

書徵求有優勢的公司派較為有利，反而不利於

電子投票之推行。20 

(三 ) 股東表決權數之出席門檻

日本會社法第 309條規定，於普通決議事

項，「股東會之決議，除章程另有規定外，由

享有可行使表決權股東之表決權過半數之股東

出席，經出席之該股東表決權過半數為之。」，

實務上多數公司以章程排除適用最低出席門檻

之規定，於章程中規定「股東會之決議，除法

令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之表決權過半數為

之」。

三、中國大陸

(一 ) 基準日之規定

中國大陸依公司組織不同而有不同之規

範，對於一般公司採取「停止過戶制度」，而

司法第 216條為例，該法規定「公司章程或內

部規章得制定股東會之出席門檻，惟不得低於

有表決權股份總數之1/3；公司若未特別規定時，

應有表決權股份過半數之出席為之」。 17

二、日本

(一 ) 基準日之規定

日本為因應電子化時代之來臨，以強調公

司治理之效率性與公平性，乃於平成13年 (2001

年 )，修正商法中的會社法 (相當於我國之公司

法 )，提高電子投票股東權益之保障。18  日本會

社法第 124條規定，「公司得指定一特定日期

(以下稱基準日 )，在基準日股東名簿上所記載

或記錄之股東 (以下稱基準日股東 )，可行使其

權利。基準日股東可行使之權利，屬於股東會

表決權者，公司得規定在該基準日後取得全部

或部分股份者，得行使該權利。但行使該權力

時，不得損及基準日股東之權利」。日本法採

取單一基準日之規範，由公司董事會決議某一

特定日期作為行使股東權利之基準日，而公司

在不影響基準日股東權利之情況下，甚至可允

許該基準日後取得股份權利者，行使一部分或

全部之股東權益，對股東權利行使之保障較為

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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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會」之情況，中國大陸並無特別就此做規

範。

(二 ) 電子投票親自出席股東會之權益與效力順

序

中國大陸公司法第 106條規定，「股東可

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大會會議，代理人應當

向公司提交股東授權委託書，並在授權範圍內

行使表決權」。另外，中國大陸上市公司治理

準則第 9條規定「股東既可以親自到股東大會

現場投票，也可以委託代理人代為投票，兩者

具有同樣的法律效力」。中國大陸上市公司股

東大會規則第 20條第 3項規定，「股東可以親

自出席股東大會並行使表決權，也可以委託他

人代為出席和在授權範圍內行使表決權」，同

法第35條亦規定，「同一表決權只能選擇現場、

網路或其他表決方式中的一種。同一表決權出

現重複表決的以第一次投票結果為准」。由上

述規定可知，中國大陸對於「股東親自出席股

東會」與「委託代理人投票」視為同等之法律

效力，同一表決權，僅能於「親自出席」、「電

子投票」或「代理出席等其他表決方式」中擇

一為之，若有衝突時，則以「第一次投票結果

為準」。在實務上，中國大陸並未以親自出席

作為最優先之效力，因此，倘若有股東以「電

子投票」或「委託書代理」方式先進行表決權，

而其後又親臨股東會現場時，則以最先投票為

準。故本文中所討論可能引起「本尊不如分身

之問題」，在中國大陸公司法制上似仍無法解

決。

(三 ) 股東表決權數之出席門檻

中國大陸對於股東表決權數之出席門檻，

並無規定要過半數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之股東

出席，僅在「已出席股東」之表決門檻上做出

上市公司則以「基準日制度」為主。中國大陸

公司法第 139條規定，「記名股票，由股東以

背書方式或者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方式

轉讓；轉讓後由公司將受讓人的姓名或者名稱

及住所記載於股東名冊。股東大會召開前 20日

內或者公司決定分配股利的基準日前 5日內，

不得進行前款規定的股東名冊的變更登記。但

是，法律對上市公司股東名冊變更登記另有規

定的，從其規定」。上述 20天之停止過戶期意

即中國大陸公司法上所謂之「股東名冊變更登

記凍結期」。

相對於一般公司，中國大陸對於上市公司

有較為彈性之規範，依據上市公司股東大會規

則第 18條之規定，「股東大會通知中應當列明

會議時間、地點，並確定股權登記日。股權登

記日與會議日期之間的間隔應當不多於 7個工

作日。股權登記日一旦確認，不得變更」。由

此規定可知，中國大陸之上市公司係採取股權

登記日之方式，且與會議日期間隔不得超過 7

天，期間較一般公司為短。另外，同法第 23條

規定，「股權登記日登記在冊的所有普通股股

東 (含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 ) 或其代理人，

均有權出席股東大會，公司和召集人不得以任

何理由拒絕」。至於「同日召開二場以上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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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股東」與「股東權利」分離之情形。就

「股東於停止過戶期間行使其權益之保障」而

言，目前於現行法上，投資人雖得於「停止過

戶期間內」買進公司股票，惟因在該期間內不

能記載於股東名簿上，不得以其轉讓對抗公司，

尚無法於股東會上行使股東權利，衍生「股東」

與「股東權利」分離之情形。尤其部分公司利

用此「停止過戶期間」之空窗期 (股東常會為

60天、股東臨時會為 30天 )，作為反制敵意併

購之法律手段，公司派董事會已決議方式使得

「停止過戶期間」與敵意併購之「公開收購」

競合，以至於產生在停止過戶期間內，「收購

人應買股份卻因未及辦理過戶無法行使股東權

利」，或「應賣人因此將委託書交付不利於收

購人之一方行使股東權利」之現象。日月光與

矽品敵意併購案發生後，主管機關認為為使公

司能防範敵意併購，可考量縮短「停止過戶期

間」之規定，經濟部商業司也願意檢討，但目

前無法全部取消。當初證券主管機關要求上市

公司「停止過戶期」較一般公司長，主因是上

市公司股東人數眾多，通知股東作業時間較久

之故。隨時代變遷與科技發達之故，「停止過

戶制度」似可適度調整。

從比較法觀點而言，「停止過戶期間」為

早期各國所使用之方式，而以晚近之法律規範

觀之，多數國家均以「基準日」(record day) 之

訂定取代「停止過戶期間」之規定。法制上之

變遷主要原因有三：(一 )採基準日制度較為簡

便，股票之自由移轉不再受停止過戶期間之限

制；(二 )對公開發行公司而言，禁止已轉讓之

股票辦理過戶，經過一定期間之後，才准許將

在這段期間內累積起來均未辦理過戶之股票一

口氣辦理過戶，此作法容易造成「股東」與「股

普通決議 1/2與特別決議 2/3之規範。依中國

大陸公司法第 103條第 2項規定，「股東大會

作出決議，必須經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表決權

過半數通過。但是，股東大會作出修改公司章

程、增加或者減少註冊資本的決議，以及公司

合併、分立、解散或者變更公司形式的決議 ,

必須經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表決權的 2/3以上

通過」。因此，股份公司股東大會通過決議時

所要求的絕對或相對多數的計算起點都是以

「出席股東人數或所持表決權數」，而不以「全

部股份額」為準。中國大陸之所以對股份公司

股東大會會議召開的出席股東人數或所持表決

權數均無要求，原因係參加股東會係股東之「個

別權利」而非義務，若為權利則可以自由行使，

當然也可以放棄，故無需規定所有公司一定必

須在一定比例以上之出席股數始得表決。

伍、研析意見與修法建議

本文參考美國、日本、中國大陸等地之股

務作業監理制度之規範，並參酌目前我國公司

實務面臨的問題，基於維護股東權益與市場秩

序之原則，乃針對股務作業之監理與股東以電

子方式行使投票權所衍生之問題，提出對於未

來公司法令修正與設計相關配套措施之建議，

以供主管機關參酌。

一、公司法應以基準日代替停止過戶日

股務作業中的「停止過戶期間」規定原係

方便確認股東權益之歸屬，然而卻於實務上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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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經由股務專家評估需要的時程，操作面上

看是否有「必要性」作為考量。蓋「停止過戶

期間」為一中立之概念，係為方便公司決定股

東權行使之依據，故本文建議公司法修法時應

以「技術上實際需求」與「必要性」而加以考

量。

二、避免公司同日召開二場以上股東臨時會

公司在經營權爭奪時，時常發生董事會及

監察人、或同時有 2位以上之監察人分別於同

一日召集股東臨時會之情事，影響股東權利之

行使。對於上述問題，現行公司法並無對於股

東臨時會同一日召集次數作限制，在實務上只

要是符合公司法規定下合法召集人，其所召開

之股東臨時會皆為有效，並無效力優先順序之

差別。然而，主管機關為使股東行動主義落實，

對於同一公司於同日召開二場以上股東臨時會

之情況，較持保留之態度。此現象在比較法上

幾乎不曾出現，由於美國、日本、中國大陸等

地對於股東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配套措施

較為完整、或允許實體、視訊或虛擬股東會之

召開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之規範，故公司同

日召開二場以上之股東會情況較少發生，比較

法上也無特別針對此問題加以規定。

本文認為，主管機關對於每日股東會召開

家數之數量限制已有初步成效，但仍應更進一

步對於「同一家公司於同日召開二場以上股東

臨時會」之情況加以規範。另一方面，主管機

關若能命上市 (櫃 )及興櫃公司漸次擴大強制

採取電子投票之範圍，則股東臨時會即便於同

一日召開，對於股東權利之行使之影響也相形

較少。本文建議如下：(一 )修正公司法第 173

條規定，針對董事會、監察人、少數股東對於

同一事項召開二次以上股東臨時會加以限制；

東權」分離之現象，不利於公司治理，亦不符

合公平原則；(三 )上市 (櫃 )之股份轉移頻繁，

停止過戶期間將不當影響公司之決策，且不利

於公司股東會決議之正當性，引起實務上之紛

爭。世界各重要國家多數採取以基準日取代停

止過戶日之作法，值得我國深思。21本文認為，

「停止過戶期間」所代表之「停止過戶制度」

應適時檢討。依據比較法上之分析，美國模範

公司法及多數州法、日本會社法、中國大陸公

司法等最新立法趨勢上，均以「基準日」取代

「停止過戶日」，可見在適用基準日給公司帶

來的彈性，以及對股東的保護上，皆比我國現

行上的停止過戶期間為優。我國亦可朝向此立

法模式，故本文提出二種公司法之修正方案：

(一 ) 以基準日取代停止過戶期間之規定；或倘

若考量目前尚未形成修法之共識時，至少採取 

(二 ) 直接縮短停止過戶期間之規定。至於「基

準日」距離「股東會開會日」之最短期間，則

可參考股務作業之技術上實際需求與必要性，

予以斟酌考量。

另外，關於公司採取以停止過戶期間作為

反制敵意併購之手段，本文認為此部分應探討

我國在企業併購相關法令之規定，修正有關公

開收購之期間與股東權益保障之規定，該併購

之規範與此處所探討之「停止過戶期間」應無

太大關聯。未來公司法之修正應優先以基準日

(record day) 取代停止過戶期間之規定。本文

建議應以股務作業之「實際需求」與「必要性」

為依據，縮短停止過戶期間規定。上開停止過

戶期間並非不能縮短，主要考量因素係召開股

東常會或股東臨時會之「股務作業」時間要求，

倘若能滿足公正中立，則可考量縮短「停止過

戶期間」。停止過戶期間本來就是個政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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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同樣情況，在股東未依法定期間撤銷

委託代理出席之情況時，「委託書」之效力又

優於「書面或電子投票」。可見我國公司法對

於日漸普及之電子投票制度並未相應調整法律

上之效力順序，由於法律規範未能與時俱進，

反造成股東權益未受合理保障之情況。在比較

法之觀察上，美國、日本等地均朝向「股東親

自出席」之效力最為優先，其次在「委託代理

人出席」與「電子投票方式」上則有各自不同

之規定。而中國大陸對於股東「親自出席」與

「委託代理人出席」與「電子投票方式」等視

為同等法律效力，同一表決權，僅能擇一為之，

若有衝突時，則以「第一次投票結果為準」。

本文建議現行法上對於各項投票方式法律

效力之順序性應全盤檢討調整，股東行使表決

權在法律上效力之優先順序應為：「股東親自

出席股東會」為最優先，一切通訊投票或代理

投票之方式均不得與本人親自出席股東會相牴

觸；其次，「法律上擬制親自出席」應為第二

順位，依現行公司法第 177條之規定，股東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投票，視為「親自出

席」，此即法律上之擬制效果，故通訊投票 (書

同時，應立法規範同一公司於「一定期間內」

不得召開二場以上股東會。此「一定期間」建

議可採取「同一日內不得召開二場以上股東臨

時會」、或「十五日內不得召開二場以上股東

臨時會」；(二 )設置商業法院與強化其迅速解

決紛爭之功能，由於公司法第 173條及第 220

條等關於少數股東與監察人召集股東臨時會之

規定均設有法定條件，但在實務上，判定是否

符合該法定要件者，惟一般法院之法官，且通

常係反對派以申請假處分「停止該股東臨時會

舉行」、或「宣告系爭股東臨時會無效」之方

式為之，基於公司自治事項，法院多半不在初

期介入，僅以宣告假處分方式暫時解決問題，
22日後若進行「撤銷股東臨時會決議之訴」時，

不但曠日廢時，且使公司經營長期處於不確定

狀態，影響甚鉅。本文建議，未來應朝向設置

商業法院之方向立法，並將此類股東臨時會鬧

雙胞之議題，由專業法庭加以判斷並搭配臨時

措施之裁定 (如假處分或假執行等 )，藉以迅速

處理股東臨時會召集權與召集事由等之爭議。

三、股東會表決權效力順序應修法調整以維護

股東權益

股東採電子投票後，又親赴股東會會場參

加股東會，經濟部解釋股東可於現場提出臨時

動議並參與該臨時動議表決，惟對於原議案之

修正案視同棄權。實務上，如不給予那些採電

子投票後又親臨股東會現場之股東參與表決權

利，似有失公平性，並產生「本尊不如分身」

之問題。依目前公司法第 177條之 2第 1項

之規定「股東電子投票視為親自出席」，但股

東於電子投票後欲親自出席股東會，上開條文

亦規定必須在股東會開會 2日前撤銷之，否則

「書面或電子投票」之效力將優於「本人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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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寬電子通知之規定，本文建議公司法應可朝

向「在一定條件下，允許公司以公告方式代替

寄發開會通知，以簡化股東會開會通知之流程」

之方向修正，此舉不但能符合股東會書面資料

電子化之趨勢，更可以鼓勵股東以更簡便之方

式參與公司決策，積極落實股東行動主義。

五、股東會之法定出席門檻應予以降低或取消

由於主管機關將自民國 105年起擴大強制

採用電子投票公司之範圍，倘若股東採電子投

票之比例已達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半數以上，

是否可將該議案視為通過而免進行表決，相關

法律並無明文規定，但因公司法目前要求公司

仍需召開「實體股東會」，對於議案是否應「逐

案討論表決」，本文建議由公司章程自行決定

即可，如此既可考量公司治理之成本與效率，

亦可彰顯電子投票之功能。關於股東會出席門

檻之規定，就比較法觀點而言，多數外國立法

例中，對於股東會出席門檻之法定數額，乃交

由公司章程自訂，並由出席股東過半數同意之

多數決即可；各國公司法僅於公司章程未規定

法定出席數額時，訂立不得低於一定比例之出

席門檻 (可能為 1/2、1/3、或 1/4)。例如：美

國模範商業公司法要求各州就股東會決議之法

定出席門檻加以規定，但該法並未具體指出最

少應由多少股份總數之股東出席，而允許各州

自行制訂或允許公司章程自訂股東會法定出席

人數。依據統計資料顯示，美國超過 17個以上

的州法規範公司股東會之法定出席人數應在 1/3

以上；日本實務上多數公司以章程排除適用最

低出席門檻之規定；中國大陸對股份公司股東

大會會議召開的出席股東人數或所持表決權數

均無門檻要求。本文建議，在目前電子投票已

逐漸成為主流的情況，主管機關宜斟酌我國之

面或電子 )應有第二優先之效力；最後，才是「委

託代理人出席」，尤其公司法係民法之特別法，

若依民法代理行為之法理，本人自可隨時撤銷

(或撤回 )其代理權，故委託書在我國現行法上

的優先效力，實有大幅修正之必要，否則電子

投票制度將難以發揮其預期之效果。

四、股東會開會通知方式應考量通訊電子化之

影響

國內保管銀行之客戶－外國專業投資機

構，持有同一家上市櫃公司之比例甚高，因此

每逢股東會季節，保管銀行須處理同一家上市

櫃公司寄發之大量開會通知書，造成資源之浪

費與效率之低落。過去在電子郵件與行動通訊

設備尚不普及的年代，公司必須以郵寄方式寄

發開會通知書，民國 94年修正公司法時，允許

股東會召集通知，得以電子方式寄送開會通知，

只要事前獲得股東同意即可。誠然，我國許多

投資人以持零股方式投資公司，而國內因電子

行動裝置之普及，投資人對電子化需求日益升

高，尤其是身為外國專業投資機構之國內代理

人角色之保管銀行，更期盼採用電子化通知，

俾降低其作業成本。基於上述背景，並參考現

行證券交易法第 26之 2條針對公開發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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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治本」，本文建議有二：(一 )降低股東會法

定出席門檻之限制：具體做法為調降公司法第

174條對於股東會法定出席門檻之限制，由現

行法之半數以上出席降低為三分之一以上出席

即可。如此一來，將可使股權較為分散之公司，

不必再為擔心未達法定開會門檻，而花費大量

金錢以製作股東會紀念品，吸引小股東出席股

東會；(二 )主管機關進一步擴大強制公司使用

電子方式投票之適用範圍，以政策引導投資人

以「親自出席」或「電子投票」等直接方式行

使股東會表決權，而減少以「委託書」之間接

方式行使其權利。

國情與公司實務之現狀，以明確的政策引導公

司朝向良善治理之方向發展，調降或甚至取消

公司法第 174條對於股東會法定開會門檻之限

制，引導投資人以「親自出席」或「電子投票」

等直接方式行使股東會表決權，積極參與公司

決策，而公司亦不必拘泥於開會門檻之限制而

增加經營決策之成本。

六、股東會紀念品發放之管理應回歸公司治理

層面解決

股東會紀念品之發放，本質上乃為公司自

治事項之一，但近年來投資人為領取股東會紀

念品，有自市場上買進零股股票，或持仟股股

票向股務單位分割成零股，造成零股股東暴增

之現象，致發行公司對於紀念品數量無法控管

及股務相關作業成本劇增。在比較法上，美國、

日本、中國大陸都沒有特別針對股東會發放紀

念品之事進行特別規範，可見持有零股之股東

將委託書作為換取紀念品之目的，為我國公司

法實務上特殊之現象，本文建議紀念品發放之

問題可由強化公司治理而得到改善，股東會紀

念品之管理，應從其源頭規範著手方能「治標

註釋 :

1.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 2條。

2.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99.1.15臺證上字第 0991700149號函。

3.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104.12.18證櫃監字第 1040035582號函。

4. 公司法第 177條之 1。

5. 劉連煜，現代公司法，2015年 9月版，頁 370。

6. 公司法第 177條之 2規定。

7. 公司法第 177條之 1第 2項。

8. 經濟部 102.7.15經商字第 1020207667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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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公司法第 174條。      

10.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88.5.6台財證 (三 )字第 41105號函。

11.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7條。

12.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問答集，第 103題，頁 49-50。

13. 劉連煜，<停止發放股東會紀念品遏止陋習 >，收錄於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主辦之「如何健全委託書管

理、落實股東權益」座談會，2006年 1月 25日，工商時報，A16版。

14.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2006), Section 1.40 (19).

15.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2006), Section 7.07.

16. U.S.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 7.25.

17. Art. 216 of Delaware Code Title 8 “Corporation”, Quorum and required vote for stock corporations.

18. 杜怡靜，E化環境中關於股東權行使之比較研究—以書面及電子投票為中心關於股東行動主義之理論與實踐，

政大法學評論，第 133期，頁 249，民國 102年 6月。

19. 杜怡靜，前揭註 86，頁 260-261。

20. 杜怡靜，前揭註 86，頁 259。

21. 林國全、戴銘昇，建構完整股東會作業之探討，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委託研究報告，2011年 5

月。該篇報告中，採取二階段方式逐步以「基準日」取代「停止過戶」制度，而以公開發行公司及上市 (櫃 )

公司優先全面採用。觀諸該報告之結論與建議，在大方向上與本研究建議持相同見解。

22. 例如，2016年 9月間，台灣農林股份有限公司被士林地方法院宣告假處分「暫停股東臨時會進行董事全面改

選」，並禁止使用電子投票，此一處分即關係到該公司電子投票股東之權益。本案市場派股東之所以申請法

院為定暫時狀態假處分，顯然考慮到其向法院提起確認董事會決議無效之訴 (即董事會就董事候選人名單審

查而為之決議應為無效 )進行可能需耗費一些時間，但台灣農林即將於 9月 29日舉行股東臨時會改選董事，

故為避免如該董事如期選舉將造成其權益之重大損害，且此具備急迫危險性，因而提出此保護當事人之暫時

保護措施。參考姚志明，從農林案看股東權益之維護，工商時報，2016年 09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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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本公司派員至印度齋浦爾市參加第 19屆亞太地區集保機構組織（ACG）中階幹部教育訓練。

4/13
渣打銀行新加坡分行派員來訪，就本公司新近業務概況進行交流。

4/22
基於社會關懷與企業回饋社會公益責任，本公司參與心路基金會舉辦之第五屆「好天天齊步走」公益園遊會，

當日義賣所得款項 2萬餘元全數捐助心路基金會辦理服務心智障礙者相關經費。

4/19-20
邀集股務單位業務人員舉辦本年第二梯次「股務單位業務人員教育訓練說明會」，共計 74人參加。

4/24
本公司林董事長率員赴香港參加亞洲基金論壇，並於會中就本公司基金作業平台使用金融科技之經驗進行分享

演說；與會期間亦就基金業務與摩根大通銀行、渣打銀行、施羅德投資管理公司等機構進行交流。

4/26
本公司派員赴日本東京拜訪日本證券集保公司，就 ACG會務及新近業務概況進行交流。

4/26
本公司贊助之花蓮吉安國小射箭隊師生，由李國清校長率隊參訪股票博物館，由孟總經理接待並進行意見交

流。

4/27
本公司林董事長於美國證券保管結算公司 (DTCC)舉辦之「臺灣金融服務產業概況研討會」進行開場致詞，本
公司亦派員於會中就跨境保管業務進行演說發表。

4/27
本公司派員參加印尼集保公司於日本大阪舉辦之使用者研討會，並於專題研討場次分享本公司建置 e-voting及
全面無實體之相關作業經驗。

4/28
為協助政府提倡我國足球運動風氣，本公司長期捐助東港高中國中部足球隊訓練相關經費，為了解學校足球隊

運作情形，孟總經理率隊至該校訪視，除嘉勉球員外，並與校方進行意見交流。

5/9
為落實政府推動金融科技的目標、響應數位時代潮流的趨勢，並提供投資人更完整與即時的服務，本公司舉辦

「集保 e存摺」發表會，邀請金管會、證券商公會、證期局、中華電信及證券業界之代表等貴賓與會，共計
154人參加。

5/10
金管會鄭貞茂副主委至本公司視察，並參觀臺灣股票博物館，對豐富珍貴的館藏與多媒體互動的展覽方式表達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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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6
邀集票券商及發行人舉辦 8場「推廣 CP2登記形式發行服務案說明會」，共計 560人參加。

5/12
本公司派員擔任證基會舉辦之「發現台股投資價值宣導講座」講師，對投資人宣導電子投票及股票博物館相關

業務，共計 196人參加。

5/14
本公司孟總經理隨同主管機關赴牙買加出席第 42屆 IOSCO年會。

5/17
匯豐銀行及 The Bank of NY Mellon新加坡代表來訪，就本公司新近業務概況進行交流。

5/17-18
本公司長期捐助之花蓮中華國小、溪口國小及北昌國小，邀集復興國小，四校共同舉辦「集時行樂 保守所愛」
聯合音樂會，期藉由推廣音樂藝文活動，提升學生文化涵養，本公司由景主任秘書率隊赴花蓮欣賞學生精彩演

奏。另參訪本公司贊助之射箭、羽球重點學校吉安國小及宜昌國中，關懷學生訓練與學習情形，並與校方進行

意見交流。

5/31
本公司林董事長率員赴韓國拜會韓國集保公司（KSD），與亞太地區集保機構組織（ACG）大會主席 - KSD 
Chairman and CEO Mr. Lee Byungrhae就 ACG會務及雙方近期業務進行交流與討論。另拜訪韓國基金網路
平台公司（FOK），就未來業務發展及市場因應策略進行雙向交流。

5/31
本公司孟總經理出席工商時報主辦之「第八屆台灣權王啟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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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金管會鄭貞茂副主任委員至本公司視察，並參觀臺灣股票博物館，對豐富珍貴的館藏與多媒體互動的展覽方式

表達肯定。

4.24
本公司林董事長率員赴香港參加亞洲基金論壇，並於

會中就本公司基金作業平台使用金融科技之經驗進行

分享演說。

5.14
本公司孟總經理隨同主管機關赴牙買加出席第 42屆
IOSCO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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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為落實政府推動金融科技的目標、響應數位時代潮流的趨勢，並提供投資人更

完整與即時的服務，本公司舉辦「集保 e存摺」發表會，邀請金管會、證券
商公會、證期局、中華電信及證券業界之代表等貴賓與會。

4.22
基於社會關懷與企業回饋社會公益責任，本公司參與

心路基金會舉辦之第五屆「好天天齊步走」公益園遊

會，當日義賣所得款項全數捐助心路基金會辦理服務

心智障礙者相關經費。

5.31
本公司孟總經理出席工商時報主辦之「第

八屆台灣權王啟動典禮」。





股東   票通網站：

www.stockvote.com.tw

手機投票真輕鬆
   下單App嘛ㄟ通

即日起，投資人也可使用手機透過

合作證券商下單App，登入後直接

進行線上電子投票！

電子投票公司家數大突破
106年度超過1,200家以上之上市(櫃)、興櫃公司，
股東會使用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相關資訊請上「股東e票通」網站查詢。

主管機關公告
自107年起全體上市(櫃)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將電子方式列為表決權行使管道之一。

查詢合作證券商資訊，請掃描QR Code

STOCKVOTE



電子投票好處多
上萬獎項讓你抽

106年股東會電子投票平台 抽獎活動

即日起，投資人也可使用手機

透過合作證券商下單App，

登入後直接進行線上電子投票！

所有於6/30前參與電子投票並留存手機號碼及Email的股東

均可再參加百萬現金抽獎：

  。特獎1名：郵政禮券50,000元

  。頭獎1名：郵政禮券30,000元

  。二獎1名：郵政禮券20,000元

  。三獎1名：郵政禮券10,000元

  。四獎1000名：每名超商購物金300元

  。五獎1500名：每名超商購物金200元

  。普獎8000名：每名超商購物金100元

  。APP加碼抽200名：每名量販店即享券5,000元

第     重3 百萬現金抽獎

電子投票單筆股數達1,000股以上者，即可參加每日抽獎。

。4/15∼5/15：每日抽出50位，每名超商購物金50元

。5/16∼6/15：每日抽出120位，每名超商購物金50元

。6/16∼6/30：每日抽出50位，每名超商購物金50元

第     重1 每日抽抽樂

4/15∼6/30單檔股票達50,000股以上者，獲驚喜獎一份，

股數越多者給予越高的超商購物金。

第     重2 驚喜獎

活動詳情請上股東   票通網站查詢：

www.stockvo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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