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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電子投票制度及董監候選人提名制相關事宜問與答 

 

104年 2月臺灣證券交易所彙總 

題次 問          題 頁號 

一 
公司股東會尚未通過採行電子投票，公司可以採行電

子投票嗎？ 
1 

二 

主管機關103年11月12日金管證交字第1030044333

號令：「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二十億元以上，且前次

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記載股東人數達一萬人以上之

上市（櫃）公司」應自 105年起採行電子投票，應以

哪一時點之股東人數為準？ 

1 

三 

公司章程目前規定「得採電子投票」，是否須因應主

管機關 103年 11月 12日令訂定應採電子投票之適用

範圍，而修正章程為「應採電子投票」？ 

1 

四 
電子投票的投票起始日為何？最晚應於何時完成投

票？ 
1 

五 

股東會前業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股

東會當天是否可出席？是否可於當場提出臨時動議

並參與表決？ 

2 

六 
以書面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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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何在？ 
2 

七 

依公司法第 177條之 1第 2項規定，以書面或電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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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棄權」，於該臨時動

議及修正之議案是否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2 

八 已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是否可更改投票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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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次 問          題 頁號 

果？ 

九 
採行電子投票之公司，對於解除競業禁止之議案應如

何運作？ 
3 

十 
採用電子投票是否有助於改善以往外資股東集中在

非常接近股東會開會日期才提供投票指示之情形？ 
3 

十一 

政府基金對於採行電子投票公司之出席權數及表決

權數之掌握與規劃，常扮演重要角色，如何能提高政

府基金之出席率及對議案之支持率？ 

4 

十二 

股東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是否可不表達意見，即

不贊成、不反對或不棄權？例如：對於公司股東會十

項議案之七項表示贊成，對另外三項不表達意見，將

如何計算表決數？ 

4 

十三 
未來所有公司皆採行電子投票後，是否無需召開實體

股東會？ 
4 

十四 

若有股東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對某議案投下反

對票或棄權，而股東會現場之股東對該議案均無異

議，是否仍需進行表決？ 

5 

十五 逐案票決在實務上應如何運作？ 5 

十六 是否強制公司採候選人提名制選舉董事、監察人？ 6 

十七 採提名制是否須搭配提名委員會？ 6 

十八 

依公司法第 192條之 1第 1項規定：「公開發行股票

之公司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者，應載明於章

程」，是否可於公司章程記載「本公司董事、監察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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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次 問          題 頁號 

之選舉方式依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辦理」？ 

十九 
持股 1%之股東可提名董監由董事會審查，若董事會

不為審查該如何處理？ 
7 

二十 採行電子投票之公司，如何發放紀念品？ 7 

二十一 是否應上傳英文版股東會議事手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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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與電子投票相關之問答 

一、問：公司股東會尚未通過採行電子投票，公司可以採行電子投票

嗎？ 

答：符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3年 11月 12日金管證交字第

1030044333號令之上市（櫃）公司，無論是否經股東會通過、

無論是否修正章程納入採行電子投票之相關內容，105年起應於

股東會採行電子投票。 

 

二、問：主管機關 103年 11月 12日金管證交字第 1030044333號令：

「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二十億元以上，且前次停止過戶日股東名

簿記載股東人數達一萬人以上之上市（櫃）公司」應自 105年起

採行電子投票，應以哪一時點之股東人數為準？ 

答：係以距離 105年股東會最近一次停止過戶日之股東名簿記載之股

東人數為準，例如：若 104年股東會後，曾辦理盈餘轉資增，則

以該次盈餘轉增資之停止過戶日之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人數為

準，達一萬人以上者，應自 105年起採行電子投票。 

 

三、問：公司章程目前規定「得採電子投票」，是否須因應主管機關

103年 11月 12日令訂定應採電子投票之適用範圍，而修正章程

為「應採電子投票」？ 

答：若公司符合主管機關 103年 11月 12日令訂定應採電子投票之適

用範圍，即使不修正章程亦應依法規辦理，爰建議配合修正章程

俾臻明確。 

 

四、問：電子投票的投票起始日為何？最晚應於何時完成投票？ 

答：公開發行公司依據公司法第 172條規定，應於股東常會 30日前

寄發開會通知，實務上公司會將其指定之電子投票起始日告知集

保結算所，一般而言，大多數公司自寄發開會通知之隔日起即可

投票。另依公司法第 177條之 2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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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前送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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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是以，若股東會於 105年 6月 4日召開，股東應於

105年 6月 1日 23:59:59之前完成電子投票。 

 

五、問：股東會前業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股東會當

天是否可出席？是否可於當場提出臨時動議並參與表決？ 

答：依經濟部 101年 2月 24日經商字第 10102404740號函，若股東

已於股東會開會 2日前，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且未撤銷意思

表示者，股東會當日該股東仍可出席股東會，且可於股東會現場

提出臨時動議，該股東就現場提出之臨時動議，得行使表決權。 

 

六、問：以書面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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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何在？ 

答：公司法第 177條之 1第 2項規定：「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之股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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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公司應避免於股東會提

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以保障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之股東之權益。 

 

七、問：依公司法第 177條之 1第 2項規定，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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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棄權」，於該臨時動議及修正之議案是否算入已出

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答：依經濟部 95年 1月 11日經商字第 09402204660號函第二點：公

司法第 177條之 1第 2項規定「…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之股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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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之股東，既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於計算股東會決議成數時，

該股東之表決權數，自應計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惟因

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不計入

同意之表決權數。 



3 
 

 

八、問：已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是否可更改投票結果？ 

答：公司法第 177條之 2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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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前送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

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

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

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

權為準。」，是以，股東如欲更改投票結果，應於股東會開會 2

日前依前開規定辦理。 

 

九、問：採行電子投票之公司，對於解除競業禁止之議案應如何運作？ 

答：建議全面採行提名制選任獨立董事及一般董監事，則可於股東會

前確定候選人名單，併同將解除競業禁止納入股東會議案，便利

股東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十、問：採用電子投票是否有助於改善以往外資股東集中在非常接近

股東會開會日期才提供投票指示之情形？ 

答：為便利外資股東行使表決權，集保結算所已建置「跨國投票直通

處理（Straight Through Process，簡稱 STP）」，藉由與國外系

統連線，自動化處理外資股東投票指示，有效增進外資股東投票

效率。惟外資股東是否能提早提供投票指示，主要取決於公司是

否便利外資股東瞭解股東會議案內容，若公司提供英文議事手

冊、採提名制有明確之董監候選人名單，及妥善經營投資人關

係，將有助於外資股東及早確定投票指示內容。建議公司自行提

供英文議案或議事手冊（證交所網站提供英文版股東會議事手冊

參考範例供下載使用），使股東會相關作業更有效率，改善以往

外資股東集中在非常接近股東會開會日期才提供投票指示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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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十一、問：政府基金對於採行電子投票公司之出席權數及表決權數之

掌握與規劃，常扮演重要角色，如何能提高政府基金之出席率

及對議案之支持率？ 

答：目前有許多外國機構提倡政府基金及機構投資人積極參與股東

會，發揮機構投資人之角色與功能，主管機關 103年公布之公司

治理藍圖業規劃相關強化措施，相關機構業多次與政府基金溝

通，證交所亦將加強對政府基金及機構投資人之宣導，也建議政

府基金股權比例較大之公司加強與其溝通，提升其參與股東會及

表決權之行使。 

 

十二、問：股東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是否可不表達意見，即不贊

成、不反對或不棄權？例如：對於公司股東會十項議案之七項

表示贊成，對另外三項不表達意見，將如何計算表決數？ 

答：依公開發行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 44條之 4規定，股東以書面或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應依公司製作之書面或電子格式，對各

項議案為意思表示；未為意思表示者，該議案視為棄權。目前集

保結算所電子投票平台系統對於股東不表達意見之議案，平台會

自動出現提醒視窗，由股東確定棄權之意思表示。 

 

十三、問：未來所有公司皆採行電子投票後，是否無需召開實體股東

會？ 

答：依經濟部 93年 3月 11日經商字第０九三０二０三六二００號函

釋，股東會之開會方式不得以視訊會議為之。又按經濟部 102年

5月 20日經商字第一０二０二０四九一四０號函釋，說明股東

會議未如董事會得以視訊方式為之規定，尚不得類推適用公司法

第 205條第 2項規定。因此，公司採行電子投票仍須召開實體股

東會。 

 



5 
 

貳、與逐案票決相關之問答 

十四、問：若有股東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對某議案投下反對票或

棄權，而股東會現場之股東對該議案均無異議，是否仍需進行

表決？ 

答：依現行經濟部 94年 10月 03日經商字第 09402136260號函，如

股東採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而其中有反對權數或棄權權

數，股東會當日主席徵詢現場出席股東（不包括書面或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股東）無異議者，仍屬股東對議案有異議，議事錄就

股東對議案有異議，應載明通過表決權數及其權數比例，其記載

可為「出席股東表決權數ΟΟΟ，ΟΟΟ同意通過，占總權數Ο

Ο.ΟΟΟ％」。另集保結算所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2年

11月 7日金管證交字第 1020038442號函示，於 102年 12月 4

日（保結稽字第 10200241762號）函知各上市櫃興櫃公司及股務

代理機構，為保障股東權益，股東會採行電子投票之公司，其電

子投票股東對議案有反對或棄權之表示者，公司對議案應行表

決。 

 
十五、問：逐案票決在實務上應如何運作？ 

答：逐案票決在目前實務上作法大致可分為三種，係主席之職權，應

於股東會開會前與主席溝通清楚，由主席依股東會現場情形採行適合

之作法，無須於章程載明，謹提供參考： 

（一） 逐案討論逐次票決：每個議案討論完畢後立刻進行票決，每

個議案開票時間大約 5至 10分鐘，並不會增加太多時間。有

些公司係將議案依其先後關聯順序安排好（例如：先安排盈

餘分派案，再安排盈餘轉增資案），再於每個議案討論完畢

後，就該議案進行投票。 

（二） 部分逐案討論逐次票決、部分一次性票決：部分相關聯性議

案逐次票決（比如：先通過盈餘分派案再通過盈餘轉增資案）

其他議案全部討論後一次性票決，主席必須很清楚整個股東

會過程議案討論到了哪個階段該採哪個步驟，且投票箱應標

示清楚是投哪一個議案，才不會造成投票及計票之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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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部討論後一次性票決：全部議案討論完畢後再進行全部議

案一起投票，投票箱應標示清楚是投哪一個議案，才不會造

成投票及計票之困擾。 

 

 

參、與提名制相關之問答 

十六、問：是否強制公司採候選人提名制選舉董事、監察人？ 

答：目前僅「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五條

規定獨立董事之選舉應依公司法第 192條之 1規定採候選人提名

制度，並載明於章程，其餘一般董事、監察人之選舉是否採候選

人提名制度，則由公司自行決定。另查行政院會已於 103年 1月

9日通過公司法第 177條之 1修正條文草案，規定採電子投票之

公司應採提名制選任董事、監察人，該草案並經 103年 2月 21

日立法院會一讀通過。 

 

十七、問：採提名制是否須搭配提名委員會？ 

答：目前公司法第 192條之 1係規定採提名制者，由持有已發行股份

總數 1%以上股東或由董事會提名董監候選人，並未規定應設置

提名委員會，而「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係建議公司設置

提名委員會，故採提名制之公司可評估其需求後自行決定是否設

置提名委員會。 

 

十八、問：依公司法第 192條之 1第 1項規定：「公開發行股票之公

司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者，應載明於章程」，是否可

於公司章程記載「本公司董事、監察人之選舉方式依主管機關

相關規定辦理」？ 

答：考量股東未必均瞭解主管機關相關規定之內容，建議不宜於章程

載明「依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辦理」。另依經濟部 94年 8月 12日

經商字第０九四０二一一五四七０號函，按公司法第 192條之 1

規定：「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度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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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明於章程…」。準此，公司如採董事選舉提名制度，即應於章

程中明確載明，尚不可選擇採用，即不得如來函載明為：「本公

司董事選舉，『得』採候選人提名制度…」。同法第 216條之 1有

關監察人選舉提名制度，亦同此意旨辦理。有關採行提名制應如

何載明於章程，建議詢問公司法主管機關經濟部。 

 

十九、問：持股 1%之股東可提名董監由董事會審查，若董事會不為

審查該如何處理？ 

答：公司法第 192條之 1第 5項規定：「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集

股東會者，對董事被提名人應予審查，除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外，

應將其列入董事候選人名單：一、提名股東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

出。二、提名股東於公司依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項或第三項停止

股票過戶時，持股未達百分之一。三、提名人數超過董事應選名

額。四、未檢附第四項規定之相關證明文件。」；另同條第 6項

規定：「前項審查董事被提名人之作業過程應作成紀錄，其保存

期限至少為一年。但經股東對董事選舉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

訟終結為止。」。 

 

 

肆、其他相關問答 

二十、問：採行電子投票之公司，如何發放紀念品？ 

答：股東會紀念品發放應符合公平原則，對於採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之股東，亦應發放，公司應於開會通知載明發放方式，例如：使

用電子投票的股東可在股東會後某段期間內至股務單位領取紀

念品。 

 
二十一、問：是否應上傳英文版股東會議事手冊？ 

答：目前尚未強制規定，惟考量公平對待股東及外資股東之需求，公

司治理評鑑指標第一屆第 23項及第二屆第 2.9項業納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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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於股東常會開會 30日前同步上傳英文版開會通知，並於開

會 21日前上傳英文版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鼓勵公司上

傳英文版股東會議事手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