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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台簡介



一、平台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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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架構

直播平台

視訊輔助股東會平台

投票平台

(股東e票通)

• 身分確認
• 登記
• 報到
• 投票

• 收看直播
• 文字提問
• 會議資料

系統需求

電腦：桌上型或筆記型電腦 (非Mac裝置)

穩定的網路

WWW

瀏覽器
• 投票平台: IE
• 直播平台: Chrome, Edge,Firefox或 Safari

請將下列網域設為白名單：
• .lumiagm.com
• .lumireactor.com

憑證 (擇一，實體憑證須另備讀卡機)：
• 證期共用憑證
• 工商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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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業事項及快速指引



項目 時間序 作業事項 頁碼

1 7/30前 提供集保電子投票議案及名冊
(同現行電子投票

操作方式)

2 7/31~8/5 提供集保委託人名冊(SFTP)

3 會議前 [直播平台]註冊後台帳號 p.8

4 會議3日前 集保提供發行公司/股代視訊輔助股東會之股東登記名單(SFTP)

5 會議2日前 [直播平台]完成會議設定 p.12

7
會議前30分鐘

[直播平台]揭露公告資料 p.26

8 [直播平台]啟動會議 p.29

9 會議快開始前 [投票平台]查詢或下載股東報到明細 p.52

10
會議開始

[直播平台]全程錄音錄影前台 p.31

11 [投票平台]開啟投票開關 p.57

12 會議中 [直播平台]管理提問 p.35

13

會議中(投票結束)

[投票平台]關閉投票開關 p.58

14 [投票平台]下載投票結果 p.59

15 [直播平台]公告投票結果 p.44

16
會議結束

[直播平台]下載會議報表 p.45

17 [直播平台]結束會議 p.4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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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播平台操作說明
(一) 註冊後台帳號

(二) 進行會議設定

(三) 揭露公告資料

(四) 啟動會議

(五) 全程錄音錄影前台

(六) 管理提問

(七) 公告投票結果

(八) 下載會議報表

(九) 結束會議



(一) 註冊後台帳號

1. 打開您於視訊輔助股東會申請表上填寫之信箱。
您將收到一封來自後台系統(noreply@lumiagm.com)之註冊邀請(主旨:您的Lumi AGM後台邀請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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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註冊後台帳號

2. 請打開後台註冊邀請函，並點選信中之註冊連結（連結有效時間為48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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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你到 tdccvsm1.lumiagm.com
你已被邀請使用 tdccvsm1.lumiagm.com 的操控板(後臺管理)以便新增及主持虛擬互動會議.
如接受邀請, 請按此連結:
https://tdccvsm1.dashboardsg.lumiagm.com/#/acceptinvitation?invitation_id=e91e53fe-
a9a7-4e4b-9f1c
若你是初次使用 tdccvsm1.lumiagm.com 操控板(後臺管理), 你將會被要求建立個人資料和登入密碼.
請注意, 如想達到最佳使用體驗, 我們建議您完成此步序並使用桌上型電腦, 筆記型電腦, 及平板電腦.

謝謝,

tdccvsm1.lumiagm.com 團隊.



(一)註冊後台帳號

3. 請於First Name欄位填入「公司名稱」、Last Name欄位填入「統一編號」、設定密碼，並點選
Save(儲存)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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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dccvsm1.dashboardsg.lumiagm.com/#/acceptinvitation?invitation_id=c132c143-d64f-46e5-9736-f0bab034cae6

請填寫下列後台註冊資料

sophie.chen@tdcc.com.tw

1. 輸入公司名稱 集保 23474232

4.再次輸入密碼

2. 輸入統一編號

3. 設定密碼 (8 碼以上，並包含大小寫
英文字母、數字或特殊符號任三者)

5. 點選儲存



(一)註冊後台帳號

4. 完成註冊後，系統將發送Email通知您後台登入網址，點選信中網址前往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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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ie Chen (Sophie.chen@tdcc.com.tw) 已跟你分享會議:

會議: 集保結算所110年股東會(Demo) 
會議號碼: 830-609-288

此會議將會顯示於你的Lumi AGM 操控板會議列表中, 你可以從以下連結進入列表: 
https://tdccvsm1.lumiagm.com

Lumi 點選信中網址前往後台



(二) 進行會議設定

1. 請前往Email通知的後台網址，切換語言為中文，並輸入您的Email及密碼進行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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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輸入Email

2. 輸入密碼

3. 點選登入

登入直播平台後台

1. 點選右上角圖示，
切換語言為中文



(二) 進行會議設定

2. 登入後台後，請先點選右上角之 進行語言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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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使用者圖示

2. 點Language(語言)
展開選單

3. 點選「繁體中文」

4. 再點一次使用者圖示
即可收起選單



(二) 進行會議設定

3. 您會看到您有權限的會議清單，點選會議名稱即可進入會議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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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您要設定的會議名稱



(二) 進行會議設定

4. 點選左側功能列的「設定」上方「會議資訊」標籤，進行會議資訊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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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設定」

2. 點選「會議資訊」

3. 設定「會議名稱」

4. 設定「會議日期」 5. 設定「會議時間」 6. 時區請選「(UTC 08:00) Asia/ Taipei」



(二) 進行會議設定

5. (續) 點選左側功能列的「設定」上方功能列「會議資訊」，進行會議資訊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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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主視覺設定：
(1) 點選畫面中的圖片進

行更換。

※圖片格式:1920 x 400
畫素。



(二) 進行會議設定

17

8. 主視覺設定：
(2) 點選視窗中間，以選擇您電腦

中的圖片檔案。

(3) 點選儲存。

5. (續) 點選左側功能列的「設定」上方功能列「會議資訊」，進行會議資訊設定。



(二) 進行會議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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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設定「主標題」 (上限250字元)

10. 設定「副標題」 (上限250字元)

11. 設定「簡介」
(上限5,000字元)

12. 點選「儲存」

5. (續) 點選左側功能列的「設定」上方功能列「會議資訊」，進行會議資訊設定。



(二) 進行會議設定

19

6. 點選左側功能列的「設定」上方功能列「功能」，進行會議功能設定。

2. 點選「功能」

1. 點選「設定」

4.線上直播設定
(1) 開啟線上直播功能 (呈現橘色)
(2) 輸入直播網址

3.訊息設定
(1) 開啟「提問功能」 (呈現橘色)
(2) 開啟「訊息審核」(呈現橘色)
(3) 選擇「訊息長度中(上限1000字

元) 」



(二) 進行會議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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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續) 點選左側功能列的「設定」上方功能列「功能」，進行會議功能設定。

5.「使用Zoom」區塊之開
關請都維持灰色(不啟用)

6.「訪客登入」開關請顯示灰色 (不啟用)

7.「條款及聲明」開關請維持灰色 (不啟用)
(使用條款已設在投票平台)

8.「參加者同時用多個裝置登入」開關請維持橘色(已啟用)



(二) 進行會議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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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續) 點選左側功能列的「設定」上方功能列「功能」，進行會議功能設定。

9.請選「顯示: 登入已達法定人數」

10.客製化登入頁面設定：
(1) 用戶名欄位：集保統一設定為「帳號 (戶號)」，請不要更改。
(2) 密碼欄位：集保統一設定為「識別碼」，請不要更改。
(3) 登入按鈕：集保統一設定為「登入」，請不要更改。

11.「用戶能看到持有票數」開關請維持灰色(不啟用)
(票數將於投票平台顯示)

12.「允許分割投票」開關請維持灰色(不啟用)



(二) 進行會議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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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續) 點選左側功能列的「設定」上方功能列「功能」，進行會議功能設定。

13.「在全部群組別投票意暗中進行集體投票」開關請維持灰色(不啟用)
(投票功能在投票平台)

14.其他支援訊息設定：
集保統一設定內容，
請不要更改。

15. 點選「儲存」



(二) 進行會議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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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左側功能列的「設定」上方功能列「主題」，建議使用系統內建設定，不需更改。

建議維持系統內建設定。



(二) 進行會議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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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左側功能列的「設定」上方功能列「共享」須由集保進行相關設定。

須由集保進行相關設定，請勿自行設定。



(二) 進行會議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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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點選左側功能列的「文件」，點選「瀏覽」，選擇檔案。您可以上傳您的議事手冊、年報等資料。

2. 點選「瀏覽」，並選擇您電
腦中的檔案 (格式限PDF檔) 3. 點選「上傳」

4. 成功上傳的檔案將顯示於此

1. 點選「文件」



(三)揭露公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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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前30分鐘須於直播平台揭露下列資料：

1. 公司彙整徵求人及非屬徵求受託代理人徵得及受託代理出席股東

會明細資料

(即發行公司/股代於證基會公告之附件十)

2.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出席之明細資料

(「電子投票彙總表」下載途徑：股東e票通>電子投票平台>B25報表)



(三)揭露公告資料

27

1. 點選左側功能列的「文件」點選「瀏覽」，選擇要公告的PDF檔。

3. 點選「上載」

1. 點選「文件」

2. 點選「瀏覽」，並選擇您電
腦中的檔案
※註：檔案格式限PDF檔

編
輯
檔
案
名
稱

開
啟
檔
案

刪
除
檔
案



(三)揭露公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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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傳成功檔案會出現在列表裡。

完成上傳後檔案會出現在列表裡



(四)啟動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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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滑鼠移到頁面最上方會議名稱旁的三角形選單會自動跳出點選「開始會議」。

2. 點選「會議開始」

1. 滑鼠移到三角形的地方，選單會自動跳出



(四)啟動會議

30

2. 會議開始後，上方會議狀態會顯示「已開始」。

會議開始後，會議狀態會顯示為「已開始」。

直播平台已登入之
參加者人數



(五)全程錄音錄影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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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往前台登入網址：https://tdccvsm.lumiagm.com/，輸入您的會議號碼，並點選「參與」。

1.輸入會議號碼 (即會議ID)

2. 點選「參與」

※如何查詢會議號碼?

請詳簡報p.14之
「會議ID欄位」

https://tdccvsm.lumiagm.com/


(五)全程錄音錄影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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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輸入您的前台帳號(戶號)、識別碼，並點選登入。

1.輸入帳號(戶號)

2.輸入識別碼



(五)全程錄音錄影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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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登入會議後，您即可進行直播平台前台之全程錄音錄影。



1. 鍵盤同時按下
“ +Alt+r”，
螢幕會自動跳出
錄影工具，並開
始錄影。

2. 點選錄影工具列
中的停止鍵即可
停止錄影。

3. 點選” +g”
即可叫出錄影檔
案。

(五)全程錄音錄影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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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 10內建之免費螢幕錄影工具：

停止錄影鍵

靜音下僅錄取電腦內的聲音，
不錄電腦以外的聲音

※建議使用前先試
錄，以確認啟用
及聲音收錄均正
常。



(六)管理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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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左側功能列的「提問」。您會看到上方有「待審查」、「已審查」、「已發佈」、「歸檔」等
四種訊息類別頁籤。僅有「已發佈」頁籤下的訊息會顯示於前台。

內建四類訊息類別頁籤1. 點選「提問」

註：僅有「已發佈」頁籤下的訊息會顯示於前台



(六)管理提問-主席開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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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待審查」頁籤下有內建Chair(主席)開場白供使用，相關操作步驟如下。

1.「待審查」頁籤下有內建主席開場白供使用。

2.滑鼠點選框內任一處。
您可以使用內建之Chair開場白，
或，自行輸入開場白內容。

3.點選發送



(六)管理提問-主席開場白(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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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續)「待審查」頁籤下有內建Chair(主席)開場白供使用，相關操作步驟如下。

4.點選發佈按鈕

※註：「待審查」頁籤內的訊息均尚未發佈於前
台，須點選發佈按鈕。
訊息發佈後會自動移到「已發佈」頁籤。



(六)管理提問-股東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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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前台的提問都會先進到「待審查」的頁籤。您須於該提問右側點選「發佈」按鈕，訊息才會於前
台顯示。系統會自動將已發佈的訊息移至「已發佈」頁籤。

1.所有提問都會先進到「待審查」頁籤。
(註：此時提問還不會顯示於前台)

股東戶號

提問內容
2. 點選「發佈」按鈕



(六)管理提問-股東誤觸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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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股東誤觸，發送非股東會提問之訊息，您可以將該訊息移至「歸檔」頁籤。

點選「歸檔」按鈕，訊息將
自動移至「歸檔」頁籤



(六)管理提問-股東超過發言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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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股東超過發言次數，您可以於股東戶號旁點選「封鎖」圖示。之後該股東之發言將自動進入「歸檔」
頁籤。

點選封鎖圖示 (已封鎖符號會呈現紅色)，
再點一下即可解封鎖。

※註：被封鎖之股東還是可以於前台傳送提問，惟其提問會自動進到「歸檔」頁籤，不會顯示於前台。



(六)提問管理-主席發佈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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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欲透過直播平台同步發佈主席的回答，可利用「已發佈」頁籤之Chair訊息框進行發佈。

1. 選擇「已發佈」頁籤

2. 輸入您欲發佈的訊息。

3. 點選傳送



(六)提問管理-主席如何看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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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設定」「提問接收器」「新增提問接收器」 。主席即可透過具有網路之行動裝置
(如：平板)、連到提問接收器的網址來檢視提問 (示意圖詳下頁)。

1. 點選「設定」

2. 點選「提問接收器」

3. 點選「新增提問接收器」

4. 可設定密碼 (非必填)

5. 選擇「已發佈」

6. 點選「儲存」



(六)提問管理-主席如何看提問(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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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 (看到提問)

股東

(發佈提問)

(看到提問)

主席



(七)公告投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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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左側功能列的「文件」點選「瀏覽」，選擇要公告的PDF檔。

3. 點選「上載」

1. 點選「文件」

2. 點選「瀏覽」，並選擇您電
腦中的檔案
※註：檔案格式限PDF檔

4. 完成上傳後檔案會出現在列表裡



(八)下載會議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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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會議結束後，您可至左側功能「數據」點選上方「下載會議報表」(EXCEL檔)。

1. 選擇「數據」

2. 點選「下載數據報表」

※註：發行公司須於會議結束30天內完成報表下載。



(八)下載會議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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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議報表(EXCEL檔)內容包含股東之登入直播平台紀錄、提問紀錄。

※註：股東出席以投票平台的報到紀錄為準。



(九)結束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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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滑鼠移到頁面最上方會議名稱旁的三角形選單會自動跳出點選「結束會議」。

2. 點選「結束會議」

1. 滑鼠移到三角形的地方，選單會自動跳出

※註：發行公司應給予適當時間揭露投票結果後再結束會議。



(九)結束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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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續)滑鼠移到頁面最上方會議名稱旁的三角形選單會自動跳出點選「結束會議」。

點選「是」以結束會議。



(九)結束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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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議狀態應顯示為「已停止」。

會議狀態會顯示為「已停止」



(九)結束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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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先點選右上角之 進行登出。

1. 點選使用者圖示

2. 點選「登出」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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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票平台操作說明

(一) 查詢或下載股東報到明細

(二) 開啟投票開關

(三) 關閉投票開關

(四) 下載投票結果



(一)查詢或下載股東報到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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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往股東e票通，點選「發行公司/股務代理機構」。



(一)查詢或下載股東報到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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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輸入您的單位代號、憑證種類、使用者帳號、使用者密碼後，點選登入。

1. 輸入登入資料

2. 點選「登入」



(一)查詢或下載股東報到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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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股東會資料管理 股東會視訊場控維護輸入證券代號點選「查詢」。

2. 點選「股東會視訊場控維護」

3. 輸入證券代號

4. 點選「查詢」

1. 點選「股東會資料管理」

※註：如您的左欄功能列沒有「股東會視訊場控維護」，
請至貴公司之「 Admin帳號>系統管理>使用者權
限維護」進行權限設定。



(一)查詢或下載股東報到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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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選已報到明細資料欄內的「查詢」鍵

點選已報到明細資料欄內的「查詢」鍵



(一)查詢或下載股東報到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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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點選下載CSV檔。

點選「下載CSV檔」



點選圖中最右欄投票開關中的「開啟」

(二) 開啟投票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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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視訊場控維護輸入證券代號點選「查詢」點選圖中最右欄「投票開關」中的「開啟」。



※註：投票開關將一次關閉所有投票，一旦關閉後將無法再開啟。

點選圖中最右欄投票開關中的「關閉」

(三) 關閉投票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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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視訊場控維護輸入證券代號點選「查詢」點選圖中最右欄「投票開關」中的「關閉」。



※註：投票開關關閉後需3分鐘產製報表。發行公司須於會議結束30天內完成報表下載。

(四)下載投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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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統計報表(含股東個人資料) 整批表決結果下載(ZIP)輸入證券代號選擇資料日期點選「查詢」。

1. 點選「統計報表(含股
東個人資料)」

2. 點選「整批表決結果下
載(ZIP)」

3. 輸入證券代號

5. 點選「查詢」

4. 日期請選股東會日期



(四)下載投票結果

60

2. 點選下載檔案清單最右欄內的ZIP圖示即可下載檔案「查詢」。

點選圖示進行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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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專線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30〜17:30

 電話：(02)27195-805

分機109、222、427、341、188



附錄-前台顯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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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視覺

副標題

簡介或會議規則說明

主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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