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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公開發行公司申請辦理 110年股東常會視訊輔助作業應行注意事項 

名     稱 說      明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公開

發行公司申請辦理 110年股東常會視訊輔

助作業應行注意事項 

明定本注意事項名稱。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依「公開發行公司召開實體股東

會並以視訊輔助作業指引」第五條第二

項，為使公開發行公司（以下稱公司）

於 110年 8月 16日至 31日召開 110年

股東常會，採實體股東會並以視訊輔助

（以下稱視訊輔助股東會）之相關作業，

得以順利進行，本公司特建置「視訊輔

助股東會平台」（以下稱本平台），並

訂定本注意事項。 

明定本注意事項之訂定依據及本平台建

置之目的。 

第二條 本平台採網際網路連線，提供以

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之股東、公司及代

辦股務機構等使用者，以第四條所定之

身分識別方式登入使用視訊輔助股東會

相關事項。 

一、 明定本平台之連線方式、使用方式及

服務內容。 

二、 另因應 COVID-19 疫情，公司 110 年

股東常會延期召開，且召開視訊輔助

股東會之期間極短，為使作業單純，

本年服務對象將僅限股東、公司及代

辦股務機構等，不及於保管機構等其

他使用者。 

第三條 公司使用本平台辦理視訊輔助

股東會作業，須與本公司簽訂電子投票

平台委任合約，並填具基本資料表，簽

蓋原留印鑑，向本公司指定其使用於本

平台之電子憑證。 

公司召開 110年股東常會欲使用本

平台時，應自本公司公告日起至 110年

7月 30日止，填具「視訊輔助股東會服

務申請書」向本公司申請。 

代辦股務機構受委任辦理視訊輔

助股東會作業者，應由公司於前項申請

書載明代辦股務機構聯絡人資訊。 

前二項之聯絡人資訊應留存其公

司或公務使用之電子郵件信箱。 

一、因本平台服務須使用電子投票平台

之連線功能，公司如欲申請使用本平

台，須先與本公司簽訂電子投票平台

委任合約，並留存相關資料；如已簽

訂者，即可直接申請，爰訂定第一項。 

二、第二項明定公司召開 110年股東常會

申請使用本平台之申請期間及應提

出之文件。 

三、公司如有委任代辦股務機構辦理者，

為使代辦股務機構取得後台管理權

限及收受電子郵件，公司前項申請書

並應填具代辦股務機構聯絡人資訊，

爰訂定第三項。 

四、為避免公司或代辦股務機構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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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說      明 

之電子郵件信箱，於登入直播平台作

業時，揭露給其他使用者，可能造成

個人資料之不當利用，第四項明定聯

絡人應留存其公司或公務使用之電

子郵件信箱。 

第四條 使用者使用本平台，採電子憑證

之身分識別方式登入者，應依本平台公

告有效之下列任一電子憑證辦理登入： 

一、證券商網路下單憑證。 

二、網路銀行憑證。 

三、證券暨期貨共用憑證。 

四、自然人憑證。 

五、工商憑證。 

六、其他經本平台公告之電子憑證。 

股東使用本平台，得另透過智慧型

行動裝置，以下列方式辦理： 

一、使用本公司集保 e 手掌握之身分識

別方式登入。 

二、使用臺灣行動身分識別(TW FidO)或

其他經本平台公告之行動身分識

別(FidO)。 

一、第一項明定使用者以電子憑證作為

登入本平台之身分識別方式者，其可

使用之憑證種類。 

二、第二項明定一般股東得以前項憑證

以外之其他身分驗證方式，作為身分

識別之機制。 

第五條 公司或其代辦股務機構應於 110

年 7 月 30 日前，以其指定使用於本平

台之電子憑證，將股東會日期及議案案

由等相關資料輸入本平台。 

前項公司或其代辦股務機構輸入

之資料，如需變更，須於 110年 7月 31

日至 8月 5日止，通知本公司辦理變更。 

一、第一項明定公司或其代辦股務機構，

應傳輸股東會日期及議案相關資料

之方式及期限。 

二、第二項明定公司或其代辦股務機構，

於前項期限後，如需變更輸入之資料

者，其應辦理之期限及方式。 

第六條 公司或其代辦股務機構應於 110

年 7 月 30 日前，將有表決權股東資料

依本公司規定檔案格式及方式交付本公

司。 

明定公司或其代辦股務機構應交付本公

司，有表決權股東資料之期限及方式。 

 

第七條 公司或其代辦股務機構應於 110

年 7 月 31 日起至 110 年 8 月 5 日止，

將已交付委託書之股東明細資料依本公

司規定檔案格式及方式交付本公司。 

明定公司或其代辦股務機構應交付本公

司，已交付委託書股東資料之期間及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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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股東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應

自 110年 8月 6日起至公司股東會開會

四日前，於本平台辦理登記。 

股東為前項登記時，應同意放棄提

出與行使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修正案之投

票及參與實體股東會。 

股東為第一項登記後，欲參與公司

實體股東會者，應於該公司登記截止前，

以與登記相同之方式撤銷登記；逾期撤

銷者，僅得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 

股東已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或

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不得為第一

項之登記。 

一、第一項明定股東以視訊方式參與股

東會之登記期間。 

二、第二項明定股東登記以視訊方式參

與股東會者，於登記前依規定須聲明

放棄之權利事項。 

三、第三項明定股東登記後，如欲親自出

席參與實體股東會者，應於登記之期

限內撤銷，及逾期撤銷之效果。 

四、第四項明定股東已完成電子投票或

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不得再登

記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 

第九條 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將

公司基本資料、議事手冊等資料上傳至

本平台下之直播平台（以下稱直播平

台）。 

明定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前上傳本平台

下之直播平台相關會議資料。 

第十條 股東會開始前 30 分鐘，本公司

將開啟本平台下之投票平台（以下稱投

票平台），及其報到功能。 

已登記之股東於本公司開啟投票

平台，登入進行身分驗證，並辦理報到

後，公司始得將其列入出席權數。 

股東並得登入直播平台，觀看視訊

直播並提問。 

一、第一項明定投票平台開啟之時間。 

二、第二項明定股東報到計入出席權數

之原則。 

三、第三項明定股東於直播平台觀看視

訊直播及提問之權利。 

第十一條 公司或其代辦股務機構於股

東會開始前 30分鐘至會議結束前，得於

本平台查詢及下載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

東報到明細資料。 

為統計股東會當日出席權數，本平台將提

供公司或其代辦股務機構，得於會議開始

前 30 分鐘至會議結束前，於本平台下載

股東報到之明細資料，以計算股東會出席

權數，爰訂定之。 

第十二條 公司或其代辦股務機構應於

主席宣布開會時，開啟投票平台之投票

功能。 

股東在本平台進行各項議案表決

及選舉議案投票者，其意思表示於投票

結束前送達本平台者，即為送達公司。 

一、明定公司或代辦股務機構應開啟投

票平台之時間。 

二、明定股東在本平台為投票意思表示

之法律效果。 

第十三條 股東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前，

於本平台修改其已為之投票意思表示

明定股東投票後，亦得為撤銷、修改之權

利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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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即視為撤銷前意思表示，並以修改

後之意思表示送達為準。 

第十四條 公司或其代辦股務機構應於

關閉直播平台前，將各議案表決結果及

董事、監察人當選名單及落選名單（含

表決及選舉權數）等資料上傳直播平台，

並給予適當之揭示時間。 

明定公司將議案表決及選舉結果同步揭

露直播平台，予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知

悉之義務，且在直播平台關閉前，並應給

予適當之揭示時間，以使股東有充分時間

閱覽。 

第十五條 公司或其代辦股務機構於主

席宣布投票截止，並關閉本平台投票功

能後，得查詢及下載投票之明細及統計

結果等相關資料。 

公司或其代辦股務機構得於股東

會後三十日內，於本平台查詢及下載股

東之報到紀錄。 

一、為統計議案表決及選舉權數，第一項

明定公司或其代辦股務機構得於投

票結束後，查詢及下載投票統計相關

資料。 

二、第二項明定公司於股東會後下載股

東報到紀錄之期限。 

第十六條 公司應對以視訊方式參與之

股東，於本平台之報到、提問及計票結

果等資料進行記錄保存，並對實體股東

會現場及直播平台之直播畫面，全程不

間斷錄音及錄影。 

本公司對前項之直播畫面，亦將全

程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一、為使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產生

爭議時利於舉證，第一項明定公司應

就股東會以視訊輔助部分進行記錄

保存，並對實體股東會現場及直播平

台之直播畫面，全程不間斷錄音及錄

影。 

二、本公司基於記錄保存，亦將對直播平

台之直播畫面，全程不間斷錄音及錄

影，爰訂定第二項。 

第十七條 股東得於股東會後三十日內，

於本平台查閱其表決權之行使情形。 

明定股東得於本平台查詢其投票紀錄之

期限。 

第十八條 公司或其代辦股務機構輸入

本平台之資料、交付之有表決權股東資

料及股東之投票紀錄等，本公司至少保

存一年。但股東會經股東依法提起訴訟

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前項資料係以媒體方式交付者，本

公司保存該媒體至股東會後一年，但股

東會經股東依法提起訴訟者，保存至訴

訟終結為止。本公司銷毀該媒體時，公

司得派員會同辦理。 

一、第一項明定公司或其代辦股務機構

輸入本平台資料之保存期限。 

二、第二項明定以媒體方式交付資料之

保存期限，及公司得派員會同銷毀媒

體。 

第十九條 本注意事項未盡事項，悉依本

公司視訊輔助股東會平台操作說明、問

答集暨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明定未盡事宜之處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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