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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隨著網路應用的普及，網路對現實世界的影響也日趨普

及，此種新興的媒體不但已經與傳統的媒體並駕齊驅，更發

展出來新的應用與影響力，例如利用網路進行投票已經通過

法律挑戰 1，並逐漸開始獲得採行 2，並進而擴大至美國領域

之外 3。而隨著網路安全機制的加強與各國主管機關對網路不

再予以歧視，網路所傳輸的安全電子資訊，可能會更進一步

的取代現實世界中的紙本，此種發展在企業領域中，將會更

形明顯。  

而在企業領域中，困擾各國業者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

股東會的召開問題。這是因為公開發行公司股東眾多，股權

分散，再加上股東散居各地，若要齊聚一堂，著實不易。因

此，各國公司法令都對股東會的決議方法、股東會的召集與

                                           
1 雖然網路的安全性仍有疑義，再加上利用網路投票有歧視沒有辦法接觸電腦選民的爭議，但是

在二千年美國所舉辦的總統大選初選時，亞利桑納州首先開始採用網路投票，並賦予網路投票

與親自去投票所投票相同的效力，為網路未來的應用，提供了最佳的註解。不過有少數族裔確

認為網路投票會導致身分詐欺、隱私權侵害、駭客攻擊等問題，進而會影響網路投票的公信力，

再加上此種方式亦可能加深與擴大數位化鴻溝（digital divide），進而造成族群歧視現象，因此

向美國法院提起訴訟，請求阻止網路投票的進行，但是此種見解卻不違法院所接受，而駁回其

請求。亞利桑納州民主黨網路投票的程序如下：該州民主黨先將個人識別碼（PIN）郵寄給合

格選民、選民則可從任何地點連線進入主辦該項初選的 Election.com 所設立的網站進行投票。

根據統計，由於採用網路投票，使得該州初選投票數達到一九九六年總統選舉投票的三倍，可

見 成 效 斐 然 。 請 參 見 http://www.usatoday.com/life/cyber/tech/cth507.htm; 

http://www.usatoday.com/life/cyber/tech/cth533.htm。 
2 例如，在亞利桑那州之後，美國加州州務卿 Bill Jones 所領導的一個特別小組亦對加州選舉採

用網路投票的可能做出結論，初步決定採取三階段的方式，第一階段將由選民向投票所報到

後，利用連接網路的投票機投票，第二階段將准許選民憑選務機構所核發的密碼透過網路進行

投票，第三階段則將准許選民直接在家中透過網路投票。有關該研究報告請參見

http://www.ss.ca.gov/executive/ivote。除了加州之外，佛羅里達州、南卡羅萊那州、猶他州與德

州亦準備逐步採行網路投票制度。 
3 美國網路公司 Election.com 最近開始向全球推展網路投票業務，除已經在倫敦、巴黎設立據點

之外，也將在南非設立分支機構鼓勵使用網路投票，可見網路投票的風潮將逐漸確立。請參見

http://www.techserver.com/noframes/story/0,2294,500209805-500294035-501605772-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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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書 (Proxy)等有相當的規定，以使股東因為無法出席時，

能夠委託他人代為行使股東權，並使公司於召開股東會時，

能 夠 達 到 各 國 公 司 法 規 所 規 定 的 法 定 召 集 人 數 的 定 額

（quorum），而能合法的議決相關議題。  

而在傳統的股東會召集過程中，必須由公司根據股東名

冊寄發股東會的開會通知，並於其中將該次股東會所要議決

的事項臚列。除此之外，發行公司亦會同時附上委託書，以

供股東能夠利用委託書委託他人出席股東會。不過，就傳統

的委託書運作情況而言，特別是在我國，都必須要出具公司

準備的委託書，並由委託人簽章（且其簽章應與股東名冊之

印鑑相同）後，交由受委託人方能完成法定要件而發生效

力，因此就國內習慣而言，實在不易想像以透過網路的方式

委託他人進行投票。  

相對的，就國外而言，特別是美國，由於許多投資人於

購買股票後，並不是直接以其名義登記為公司的股東，而是

登記在銀行或券商的名下，稱之為 Street Name，因此傳統

上，登記名義人都必須通知實際的投資人 4，或在獲得其指示

後進行投票，由於程序煩瑣，因此美國業者都是透過其他的

中 間 機 構 （ 例 如 Direct Report Corp., Automated Data 

Processing, Inc.等）所提供的服務，將委託書資料郵寄給實

際的受益人。另一方面，ADP 也擔任券商或銀行的受託人，

                                           
4 這些名義上的股東通常是由類似我國集保公司的集保信託公司（Depository Trust Company）執

行一份全面的委託書（Omnibus Proxy）將權利移轉給參與的券商或銀行，然後再由券商或銀

行等中介團體將委託書再轉交給實際的股東。美國證管會為規範此問題，亦特別訂定了諸多的

規範，例如 17 CFR 240.14a-13(要求公開發行公司應將委託書相關資料透過券商或銀行等名義

上持有人送交實際上持有人); 17 CFR 240.14b-1(要求券商在獲得補償其合理費用的保證後，應

將委託書資料轉交其客戶、實際上持有人); 17 CFR 240-14b-2(課徵銀行或其他有價證券的受託

人為他人利益採行與券商相同的義務)。不過，與我國最大的差異，就是在於美國並無所謂的

印鑑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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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彙整其所獲得的委託書後，再根據指示向公司進行投票。  

由於網路電子商務法迅速發展，為掌握此龐大的市場，

許多中間機構已經開發出利用電子方式接收傳達股東指示

的系統 5，再加上利用網路進行委託書資料的交付與投票有相

當多的優點，例如便利性、可以節省大量的費用 6、並可提升

股東參與股東會意願 7，使得許多美國業者紛紛採行此種方

式。不過，由於股東投票的方式是否合法乃係由各州州法所

規範，而美國德拉瓦州更早在一九八九年就開始准許以電話

投票（稱之為 datagrams）方式投票，因此各州亦逐漸放寬對

投票所利用媒體的限制，除了以電話進行投票之外，從一九

九七年股東會季節開始，利用網路行使投票權亦逐漸受到重

視 8。  

除了美國以外，國際證券委員會組織（ IOSCO）亦考慮

到網路發展對證券管理所可能帶來的衝擊，故透過其技術委

員會於一九九七年組成一個網路特別小組，負責就網路發展

對證券交易與管理所帶來的各項問題與挑戰加以研究，並提

出面對與處理這些新興問題的原則，以供各國證券主管機關

參酌。於研究後，該小組於一九九八年提出「網路上有價證

券交易（Report on Securities Activity on the Internet）報告」，

                                           
5 目前美國主要的股務代理機構都自行或與其他專業業者合作，以提供發行公司電子投票的服

務。例如，ADP 係利用其 Proxy Edge Service 進行此種服務，最初此種電子方式僅限於法人或

機 構 投 資者 ，但 是 目前 其 服 務已 經擴 展 至一 般 的 投資 人。 請 參見 該 公 司網站

http://www.proxyvote.com; http://www.investordelivery.com。至於 Direct Report Corp.則開發出

ProxyCenter 與 Shareholder Direct 等 系 統 提 供 業 者 使 用 。 請 參 見 其 網 站

http://www.shareholder.com.  

6 根據 ADP 公司的統計，利用網路之成本僅為書面的 9%，相對的若利用電話方式，其費用雖僅

為書面的 53%，但其成本仍是利用網路的六倍左右。請參見http://www.streetlink.com/serv.html。 

7有關網路投票的優點與分析，請參見http://www.shareholder.com/home/demos/proxycenter/index.cfm。 

8 請參見 Bell & Howell Adds Cybervoting, Internet Compliance Alert, August 25, 1997,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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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有價證券網路交易所產生的規範與執行等問題提出政策

性的建議，並經 IOSCO 會員大會於一九九八年九月通過。於

該報告中，IOSCO 亦特別針對網路股東會與投票的問題，建

議各會員國「在考慮投資人保護與秘密性的原則下，各國證

券主管機關應探討根據其本國公司法令，准許發行人、股務

代理（ transfer agents）、寄存機構（ depositories）與證券商

能充分利用網路特性，以散播投票訊息的可能性，以及在委

託書投票的過程中，利用網路作為協助股東積極參與股東常

會或是其他股東會議方式之一的可能性」 9。  

從上述的敘述可以清晰的瞭解，由於網路的普及性與便

利性，網路不但已經對企業經營模式與傳統行銷管道帶來重

大的衝擊，更對與公司民主直接有關的股東會帶來挑戰。而

在考慮到成本、安全性與投資人保護等問題之下，雖然各國

對是否准許利用網路進行投票、甚至召開網路股東會的問題

見解並不一致，但是 IOSCO 卻已經預見此問題的重要性，並

鼓勵各會員國採取積極開放的態度。  

而就電子商務最發達的美國而言，美國證管會不但積極

的協助企業利用網路，亦不斷的放寬對網路利用的管制，並

透過各種管道傳達出鼓勵的訊息，使得美國業者逐漸利用網

路作為與股東互動的重要管道，亦使得股東能透過網路獲取

資訊，並可進一步透過網路參與股東會並進行投票10。  

                                           
9  請 參 見 IOSCO Press communiqué, September 18, 1998, 

http://www.iosco.org/press/presscomm980918-eng.htm。 
10 美國證管會從一九九五年就開始以發佈各種行政命令的方式積極鼓勵業者利用網路。此等解

釋令包括：(1) Interpretation; Statement of the Commission Regarding Use of Internet Web Sites to 

Offer Securities, Solicit Securities Transactions, or Advertise Investment Services Offshore. March 

23, 1998. Effective date of interpretation: March 23, 1998 [Release No. 33-7516]; (2) Use of 

Electronic Media by Broker-Dealers, Transfer Agents, and Investment Advisers for Delivery of 

Information; Additional Examples Under the Securities Act of 1933,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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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網路利用已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再加上國際間亦開

始鼓勵企業利用此種方式，此外考慮到利用網路進行投票或

交付委託書等資料有其實際上的效益，因此隨著我國資本市

場的逐漸成熟，我國主管機關未來亦應考慮在我國現行法制

下，研究是否可以配合科技與國際趨勢發展，採行利用網路

進行投票的方式。此種因應，不但可以配合 IOSCO 的建議，

亦將會大幅降低業者現階段召開股東會所可能面臨各種問

題，例如收購委託書、股東會紀念品等問題。當然，採行網

路方式投票亦可能會對某些不熟悉電腦網路的投資人造成

困擾，因此若欲在現行法制之下採行網路進行投票，則值得

思考與討論的問題，就是如何在現行法規基礎之上，建構符

合未來發展趨勢的電子投票機制。  

為解決此等問題，並提供主管機關對國內外相關發展趨

勢的瞭解，本研究將首先針對國際與國外的相關規定與實務

加以介紹，其次則針對 IOSCO 的建議，在我國公司法令許可

範圍之下，探討我國現階段是否可以採行股東會網路投票制

度，以及若採取此種制度所可能會面臨的問題與法律上應配

合的相關問題。  

另一方面，正如 IOSCO 所指出的問題，網路投票亦涉及

投資人保護與保密的問題，再加上網路投票更與網路交易安

                                                                                                                         

and Investment Company Act of 1940; Securities Act Release No. 7288, Exchange Act Release No. 

37182, Investment Company Act Release No. 21945, Investment Advisers Act Release No. 1562; 61 

Fed. Reg. 24644 (May 15, 1996); (3) Use of Electronic Media for Delivery Purposes; Action: 

Interpretation; Solicitation of comment. 17 CFR Parts 231, 241 and 271 [Release No. 33-7233; 

34-36345; IC-21399 File No. S7-31-95] (October 13, 1995); (4) Reprot to the Congress, The Impact of 

Recent Technological Advances on the Securities Markets, http://www.sec.gov/news/studies/techrp97.htm. (5) 

On-line Brokerage Keeping Apace of Cyberspace。此之外，美國證管會亦在二千年四月二十五日

通過另外一個有關網路利用的解釋令，對網路利用相關的證券交易與證券管理等問題提出更明

確的指引。See Use of Electronic Media, Securities Act Release No. 33-7856, Exchange Act Release 

No.34-42728, Investment Company Act Release No. IC-24426 (April 28,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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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攸關，因此本研究亦將於第二部份中，特別針對建構利用

網際網路行使股東會表決權相關的技術架構進行研究，以兼

顧法律規範與技術要求，並以避免採行此種網路投票制度後

所可能帶來的缺失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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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際間對利用網路行使股東權  

之規定與發展現狀  

第一節 國際證券管理機構之立場  

網路快速發展的結果，雖然對各國證券主管機關與諸如

我 國 證 券 交 易 所 與 櫃 檯 買 賣 中 心 等 自 律 機 構

（Self-Regulation Organizations, SRO）造成相當的衝擊，但

是也對證券業者帶來新的挑戰。這是因為網路無國界、無時

差、與無紙化的特性，並不一定能為各國以紙本或是以電話

為基礎的傳統交易模式、交易環境或是證券法規所規範，但

是網路交易的快速發展，再加上各國企業積極擁抱網路的結

果，卻使得各國證券主管機關與自律機構面臨規範上的落

差。而在力求填補此等落差之際，又不可避免的會增加證券

主管機關與自律機構的負擔。  

一般而言，各國證券主管機關在進行證券管理之際，其

所秉持的主要原則，就是保護投資人、維持一個公平、效率

與透明的證券市場，並降低系統的風險。但是這些基本原則

在面臨網際網路環境之際，卻也受到相當的挑戰。因此，如

何在網路環境中，仍然能夠繼續維持此等基本的證券管理原

則，也成為證券管理機構的重要課題。為此，國際證券委員

會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 

IOSCO）的技術委員會特別組成一個網路特別小組，負責就

網路發展對證券交易與管理所帶來的各項問題與挑戰加以

研究，並提出面對與處理這些新興問題的原則，以供各國證

券主管機關參酌。  

經過該網路特別小組的研究後，於一九九八年提出一份

網路上有價證券交易（Report on Securities Activity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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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報告（以下簡稱為 IOSCO 報告），對有價證券網路

交易所產生的規範與執行相關問題提出諸多的政策性建

議，並經  IOSCO 會員大會於一九九八年九月十八日在肯亞舉

行的第二十三次年會中獲得通過 11。  

在這份 IOSCO 所通過的報告中，特別歸納出五個基本原

則與對各國證券主管機關的二十四點政策建議，以作為各國

證券主管機關在形成網路交易與管理相關政策之參酌。  

首先，就規範網路交易的基本原則而言，IOSCO 提出下

列五個基本原則：  

一、證券管理的基本原則應對使用傳統通訊方法與網路上的

交易活動均一體適用，不能因為使用媒體的不同而有

別。因此，利用網路進行證券交易時，亦應受到保護投

資人、維持一個公平、效率與透明的證券市場，以及降

低系統風險等基本證券管理目標的規範。  

二、遵從證券管理的基本原則，證券管理機關亦不可不必要

的阻礙市場參與者與市場本身合法的利用網路。除了為

推動證券管理的基本目標之外，各國證券管理機關不宜

對網路之利用加諸更嚴格的限制。  

三、各國證券管理機關應對其相關法規如何在網路環境中適

用的問題，努力追求透明性與一致性。  

四、各國證券管理機關應相互合作並交換資訊，以更有效的

監督與保護網路上的證券交易活動。  

五、各國證券主管機關應體認到電子媒介與使用此等媒介將

會進一步的發展。  

除了確立這五項基本原則外，IOSCO 報告亦對各國證券

                                           
11  請 參 見 IOSCO Press communiqué, September 18, 1998, 

http://www.iosco.org/press/presscomm980918-e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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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提出擬定各國網路交易管理政策的二十四項主要

建議。這些建議可以區分為下列四大類問題：如何將各國

國內證券法規適用於網路證券交易；如何對網路跨國證券

交易行使規範權力；如何利用網路以加強投資人教育與透

明性；如何利用網路強化有關執行方面之合作。  

事實上，由於各國證券法規訂定之際，都未能預見網路

電子商務的發展，因此多半仍建構在電話或其他傳統通訊方

式的架構下，而在面對電子商務普及後的企業環境時，現行

法規是否能因應如火如荼的網路交易活動，以及法規究竟應

如何適用，乃產生問題。對於此問題， IOSCO 報告特別針對

如何將各國國內法規適用於網路的問題，分別就公開揭露文

件與其他資訊的交付（Delivery of Disclosure Documents and 

Other Information）、會議之投票（Voting in Meetings）、通訊

與客戶下單（Communications and Customer Order）、記錄保

存（Recordkeeping） 12等問題分別提出建議 13。  

一、公開揭露文件與其他資訊的交付  

在公開揭露文件與其他資訊的交付（ Delivery of 

Disclosure Documents and Other Information）方面，

IOSCO 對各國證券主管機關提出下列建議：  

、各國證券主管機關應確保發行人 14若利用網路與股東

或潛在的投資者溝通或是遞交發行資料時，應對其

                                           
12 在記錄保存方面，IOSCO 之建議如下： 

1. 金融服務提供者應適用的記錄保存要求亦應同樣適用於網路交易。各國證券主管機關應確保

不論其使用的技術為何），記錄保存的主要標準均能夠達成（例如哪些記錄應備創造或保存、

哪些應永久保存、並不能被篡改、以及哪些應提供給主管機關。 

2. 記錄保存政策與要求應將與金融服務提供者之證券業務有關的電子郵件通訊亦納入規範。 
13 除此之外，於此部份，IOSCO 還對廣告與有價證券的要約（Offers and Advertisements）提出

建議。 

14 在這份報告中，所謂的發行人（issuer）包括所有的有價證券發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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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財務情況與證券相關問題，提供與紙本一般

的公開說明資訊，以便投資人 15能正確的評估投資該

發行人之投資風險與價值 16。  

、各國證券主管機關應對金融服務業者 17就如何利用網

路提供指導原則，以滿足其等交付公開揭露文件的

義務，包括：  

、於提供指導原則時，各國證券主管機關應特別

就何種情形構成交付，與電子交付如何提供即

時且正確的通知等問題詳加考慮。  

、於准許金融服務業者利用電子交付時，各國證

券主管機關應要求投資人能夠和接觸紙本交付

一般的接觸電子通訊。  

、若投資人於充分瞭解後同意（ informed consent）

接受以電子方式交付公開說明文件時，各國證

券主管機關應准許金融服務業者能以電子方式

交付 18。  

二、會議之投票  

在股東會之投票（Voting in Meetings）方面，IOSCO

對各國證券主管機關則提出下列建議：  

在考慮投資人保護與秘密性的原則下，各國證券主

                                           
15 所謂的投資人（investors）包括客戶與金融服務的其他消費者。 

16 該建議之原文如下︰Regulators should ensure that issuers who use the Internet to communicate 

with and send offering material to shareholders and potential investors provide the same disclosure 

about their operations, financial condition and securities that would be provided in a paper-based 

medium, so that investors can evaluate the risk and value of investing in the issuer。 

17 金融服務業者（financial service provider）在 IOSCO 報告中涵意最廣，包括國內所稱的經紀商

（brokers）、自營商（dealers）、投顧（investment advisers）、承銷商（underwriters）與銀行。 

18 該建議之原文如下：Regulators should permit the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 to deliver disclosure 

documents electronically when an investor has given an informed consent to this form of deli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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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應根據其本國公司法令，探討准許發行人、股務

代理（ transfer agents）、寄存機構（ depositories）與證

券商能充分利用網路特性，以散播投票訊息的可能性，

以及在委託書投票的過程中，利用網路作為協助股東積

極參與股東常會或是其他股東會議方式之一的可能性

19。  

三、通訊與客戶下單  

在通訊與客戶下單（Communications and Customer 

Order）方面， IOSCO 亦對各國證券主管機關提出下列

建議：  

、各國證券主管機關應要求金融服務提供者於利用網

路進行交易時，應繼續滿足適當性（ suitability）與

一般行為規範的要求。  

、各國證券主管機關應要求金融服務提供者確保其電

腦系統有充分的操作完整性（包括安全性、穩定性、

容量、備援系統與替代的通訊方式），並應要求其有

適當的人力以處理網路通訊，包括交易的指示。  

、各國證券主管機關應考慮要求金融服務提供者發展

書面程序，以作為審核員工與一般投資大眾間就該

金融服務提供者證券業務相關的電子通信之用。  

、各國證券主管機關應釐清在何種情況之下，或是是

否允許使用認證技術以及是否應要求書面簽名 20。  

                                           
19 該建議之原文如下：Subject to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confidentiality concerns, regulators should 

explore the possibilities under their company laws to enable issuers, transfer agents, depositories and 

broker-dealers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Internet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voting information and in the 

proxy voting process as one means to facilitate full participation by shareholders in annual and other 

meetings of shareholders。 

20該建議之原文如下：Regulators should clarify if, and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the u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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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的討論可以清楚的得知，國際證券機構對於

網路之應用，係採取積極審慎的態度，並針對網路對證

券市場與市場參與者之間所可能衍生的問題，提出了相

當多的建議，例如考慮准許利用電子交付方式與股東溝

通。而就是否可以利用網路進行股東會或是利用網路進

行投票的問題，IOSCO 亦採取肯定的見解，建議各國證

券主管機關在考慮保護投資人與秘密性的原則下，應探

討根據其本國公司法令（ company laws），准許市場參與

者能充分利用網路特性，以及利用網路散播投票訊息的

可能性。除此之外，IOSCO 亦建議各國證券主管機關在

委託書投票的過程中，探討利用網路作為協助股東積極

參與股東常會或是其他股東會議方式之一的可能性。  

因此，就國際趨勢而言，利用網路與股東溝通，例

如交付文件資料，或是准許股東利用網路的方式行使股

東權，以參與公司股東會，已經受到國際機構的支持。

雖然 IOSCO 此等建議，並無法律上的拘束力，且 IOSCO

亦僅建議各國主管機關探討其根據其本國公司法令是否

准許股東利用網路行使股東權、參與股東會，但是在網

路電子商務環境日漸成熟，網路科技日益進步，以及相

關法規日益完善之際，我國若能接受 IOSCO 之建議，對

我國相關法令加以體系性的探討，若我國法規並無明文

禁止的情況下，配合電子簽章法等相關法規之通過與安

全機制的建立，將可更進一步的強化企業民主的推動，

也更能有效的解決我國上市上櫃公司於召開股東會時所

面臨的諸多問題。  

 

                                                                                                                         

authentication technologies will be allowed and when manual signatures will be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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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國對利用網路行使股東權的相關規定與制度 

一、股東權行使與網路發展  

就美國而言，由於美國是電子商務發展最為快速的

國家，因此在公司與股東之間的互動上，利用網路的情

況也最為普遍，美國證管會（SEC）更特別針對利用電

子方式投票，或是利用網路使投資人與發行公司溝通等

問題，提出適用的原則以供業界遵循。  

另一方面，雖然傳統上公司股東會或是董事會都必

須在特定的地點舉行，但是由於利用網路交付股東會開

會通知與委託書已經為美國證管會所許可（詳後述），再

加上利用網路進行相關事宜不但促進股東的參與以及股

東會的民主，亦可為發行公司節省大量的費用 21，並可

加強發行公司與投資人的互動關係 22，因此業者也對利

用網路行使股東權的方式逐漸趨向肯定的態度，隨著網

路科技的進步，未來極可能發生僅有少數股東真正的在

現場出席股東會，而絕大多數散居各地的股東則利用網

路來參與股東會，將會從理想變成現實，例如在 1999

年的股東會季節中，已有多家美國公司利用網路現場實

況轉播股東會進行的情況，並允許股東事後亦可利用網

                                           
21 根據美國業者統計，網路投票的成本僅為書面投票的 9%，http://www.streetlink.com/serv.htm。

另外，由於網路投票可以節省印刷、郵資與紙張等費用，因此業者亦估計，只要 5%的股東改

用網路投票的方式，就可以為美國企業節省四千萬美元。請參見 Adam D. Amsterdam, Electronic 

Options For Street Name Shares, eSecurities, August 27, 1999。 

22 由於網路技術的進步，因此透過適當的設計，網頁可以較一般印刷方式所表現的方式更活潑，

也可以透過網頁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公司所欲傳遞的資訊。例如 Intel 公司就在其網站上提供了

三種不同類型的互動式年報資料，有些公司亦將其財物報表置於網路上，以使投資人可以直接

將其下載至電子試算表或其他財務分析軟體加以分析。請參見Gloria Santona, More Corporations 

Using ‘Net To Reach Investors, The National Law Journal, July 14, 1997 at B.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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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重新觀看 23。不過，是否真的會有網路股東會的出現，

仍受限於法律的規定，特別是在保護投票秘密、確認投

票股東的身分與直接接觸等問題是否能夠釐清，方能使

股東透過網路參與網路股東會並行使股東權的問題獲得

圓滿的解決。  

相對的，美國的許多機構投資人或是股東亦開始利

用網路以行使股東權，例如以網路徵求股東連署在股東

會提出議案 24、利用網路上徵求委託書 25或鼓勵其他股東

支持或反對特定議案 26、於惡意購併（hostile takeover）

時徵求股東同意購併 27、或是與其他股東就應如何投票

相互溝通 28。  

                                           
23 利用所謂的 streaming 技術，在 1999 年就有 Intel Corp., Ford Motor Co., Bell & Howell Co., 

Gateway 2000 Inc.等公司利用 broadcast.com 公司所提供的技術支援，進行網路股東會。請參見

Lawrence T. Kane & Loren D. Danzis, The Net May Be A New Venue For Annual Meetings, The 

National Law Journal, June 28, 1999, at p. B06。 
24 例如在美國影響力龐大的加州公務員退休系統（California Public Employees’ Retirement System, 

CPERS），早在 1996 年就開始利用網路徵求股東支持其在 Archer-Daniels-Midland Co.股東年會

時所作的提案。Ibid。 
25 請參見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Use of Electronic Media for Delivery Purposes, SEC 

Release, No. 33-7233; 34-36345; IC-21399 (Oct. 6, 1995)(以下簡稱為一九九五年解釋令)。當時的

美國證管會委員之一 Wallman 就十分支持此種見解，美國證管會並在 Brooke Group 與 RJR 

Nabisco 的一件爭議案中准許 Brooke Group 利用網路徵求委託書，請參見 Karen Donovan, The 

Web – A Valid Proxy For Procy-Fight Notices? The National Law Journal, January 1996, at B01。 
26 例如美國服務業受雇人國際工會（The 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 SEIU）在 1996 年

就利用網路鼓勵股東不要支持當時 Vencor, Inc. 與 Hillhaven Corp.的合併案，雖然並未成功，但

是卻是第一件利用網路影響股東投票的例證。請參見 David J. Berger, Marthe LaRosiliere, 

Takeover Battles Now Rage on the Internet, The National Law Journal, April, 15, 1996 at C01。又如

在 RJR Nabisco Corp. 與 Carl Icahn 就是否 RJR 應將其食品部份獨立為子公司的議題上，Icahn

的律師亦利用網路尋求股東的支持，請參見 Karen Donovan 前揭文。 
27 請參見 David J. Berger 前揭文。 

28 由於許多現行的證券法規都是在網路電子商務出現以前所訂定，因此是否能適用目前的網路

環境即有疑義。在美國而言，例如徵求（solicitation）是否包括利用網路的徵求就引發爭議。

為此，美國證管會在 1992 年修訂其委託書規則，以消弭對股東與股東間、或股東與其他第三

人間，就經營階層表現與在股東會投票相關事宜交換意見與見解的不必要規範限制。請參見

Regulation of Communications Among Shareholders, Exchange Act Release 34-31326 (Oc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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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國之所以在利用網路方面有如此迅速的進步，

乃奠基於美國聯邦與州政府相關機構開放的態度所致。

例如美國證管會在一九九五年就明確的表示，公開發行

公司利用電子媒體（例如網路）交付公開說明書或是其

他應交付的文件，在符合一定的要件下，可以被視為符

合證交法相關的交付規定。而在一九九五年十月所公布

的解釋令（ interpretative release）中 29，ＳＥＣ更明確的

訂定出利用電子方式交付文件的三個要件，若符合該等

要件，即可視為符合美國證交法之相關規定。  

、交付之通知（notice of delivery）  

原則上，由於利用網路與利用郵件交付不同，

前者係屬於一種被動的交付系統（ passive delivery 

system），因此僅在網站上張貼通知或其他文件，並

不足以構成合法的通知。是故，除非發行人可以證

明其確實已經為交付，否則於採行被動式交付方式

（例如利用網路）時，發行人應另行以電子郵件或

信件另行告知，以促使投資人瞭解該通知之交付。  

、接觸（ access）。也就是發行人應提供投資人與以郵

寄方式相當的方式，以接觸電子資訊。  

、顯示已為交付之證據（ evidence to show delivery）  

若發行人利用電子交付方式，應有合理的確信

                                                                                                                         

1992)。由於此修正使得股東間的溝通只要不是與徵求委託書有關，就可以免除委託書相關要

求與揭露事項的適用，此外，股東亦可自由的宣佈其意欲如何投票與其投票決策之理由，請參

見 17 C.F.R. 240.14a-2(b)(1) – (b)3；有關該修正的討論分析，請參見 David J. Berger, Constance E. 

Bagley, Marthe LaBasiliere, the Future of Proxy Contests: Some Strategic and Legal Consideration, 

16 Bank & Corporate Governance Law Reporter 19 (1996)。 

29 請參見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Use of Electronic Media for Delivery Purposes, SEC 

Release, No. 33-7233; 34-36345; IC-21399 (Oct. 6,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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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可以接悉該等資訊，並取得已為交付之證

據，例如電子郵件的回函，或是其他足資證明投資

人已接觸、下載或列印該等資訊的證據 30。  

另外，雖然美國證管會已經就發行公司透過網路方

式交付股東會資料（包括委託書資料）的問題有所規定，

但是於實際交付時，則仍然有所問題。首先，在交付之

通知方面，公司應在股東會開會前六個星期寄發開會通

知，並告知股東可以利用網路以電子投票的方式投票。

而在接觸方面，公司不但應該使用最容易讓股東下載資

訊的方法，更應該將相關的文件置於網站上使股東能夠

易於接觸。而在交付的證據方面，公司若要符合美國證

管會的要求，往往必須取得股東的書面同意。一般而言，

美國證券專家建議，此種同意，還必須是充分瞭解後的

同意（ informed consent），並載明下列事項：交付資

訊所利用的電子媒體；採用電子交付方式股東所可能

增加的成本；同意的有效期間；該同意所可適用的

文件 31。至於交付文件的方式，各公司則可以根據其實

                                           
30 根據 1995 年的解釋令中，發行人可以主張接獲投資人充分瞭解後的同意（informed consent），

表示願意以電子的方式接受資訊，即可符合此點的要求。另一方面，在 1996 年的解釋令

（Securities Act Release No. 7288 (May 9, 1996) [61 FR 24644]）中，美國證管會更進一步主張，

充分瞭解後的同意應以書面或電子方式為之。不過此等說明，亦引發是否可以利用電話方式同

意的爭議。為平息此種爭議，美國證管會在 2000 年 5 月 4 日生效的 Use of Electronic Media 解

釋令中，乃明確的指出，利用電話方式所得的同意(telephonic consent)亦可符合充分瞭解後的同

意之要求，只要其能滿足已為交付之證據要求即可。根據該解釋令註 22 的見解，電話同意的

記錄應儘可能包含與書面同意相當的細節，諸如取得的同意是否為全面性同意與所欲利用的電

子方式為何（The record of telephonic consent should contain as much detail as any written consent, 

including whether the consent obtained is global and what electronic media will be used）, 

http://www.sec.gov/rules/concept/34-42728.htm。 

31 請參見 Stephen I. Glover & Lanae Holbrook, Corporate Law: Electronic Proxies, The National Law 

Journal, March 29, 1999。至於對於員工股東的交付，若員工日常即利用電子郵件作為從事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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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情況決定，一部份以書面方式，一部份以電子方式，

例如年報或公開說明書以電子方式，但是開會通知以郵

寄方式為之。  

由於美國證管會對企業利用網路的態度較為積極，

因此美國企業界在有價證券方面利用網路的情況亦十分

廣泛，不論在發行市場或是交易市場方面，都有相當的

利用。例如在發行市場方面，美國證管會早就明確的指

出，若具備適當的通知與有適當的接觸，發行人或承銷

商可以利用網站公開說明書（web site prospectus）以滿

足交付公開說明書的義務 32，亦可透過網路提供銷售資

訊或文件 33；除此之外，下列的各種利用網站的方式，

都獲得美國證管會的同意進行 34：例如以光碟方式提供

公開說明書資料 35；或在複雜的公開發行過程中，准許

以電子檔方式提供表格資料；或是透過網路以電子方式

進行法人說明會（Road Shows）；或利用網站與投資人溝

通 36。除此之外，利用網路以電子方式交付委託書資料，

                                                                                                                         

作的需要時，亦可推定這些身為員工的股東已經默示同意以電子方式接收股東會資料的交付，

但是公司亦應准許員工股東選擇收受書面資料。 

32 請參見 Use of Electronic Media for Delivery Purposes; Action: Interpretation; Solicitation of 

comment. 17 CFR Parts 231, 241 and 271 [Release No. 33-7233; 34-36345; IC-21399 File No. 

S7-31-95] (October 13, 1995)例一至例十四。於一九九六年九月，Solomon Brothers 特別針對

Berkshire Hathaway Class B 的公開發行設立一個專屬的網站張貼，嗣後許多公司亦紛紛根據採

行此種方式。 

33 同前註。 

34 對於各種不同的網路利用模式，美國證管會並不一定都是以發佈解釋令（Interpretive Release）

的方式為之，反而許多都是透過不反對意見信函（No Action Letter）方式進行，有關美國證管

會所頒發且與網路利用有關的不反對意見信函，請參見 SEC, The Impact of Recent Technological 

Advances on the Securities Market, 1997, Appendix B. 

35 例如 Ameritrade.com 的公開發行就採用提供股東多媒體光碟的方式進行。 

36 根據美國國家投資人協會（NIRI）的調查，截至一九九六年，若公司資本額在十五億美元以上

者，已有 95%的業者已經建立或計畫建立自己的網站，而資本額在十五億以下者，其比例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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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以電子方式進行投票或舉行股東會，或是在委託書

徵求時以電子方式進行徵求等，亦開始挑戰傳統的紙本

模式，使得美國證管會對此亦開始積極注意。  

不過若兼採傳統投票與電子投票的方式時，發行公

司亦應注意是否會發生重複投票的問題。例如在 1997

年，H.F. Ahmanson & Co.對 Western Financial Corp. 提

出一項高達六十億美元的惡意購併，不過卻因為發生

Chase Manhattan Bank 將其所有的 520 萬股重複投票的

情事，而使得購併案受阻。而重複投票的原因，則在於

Chase Manhattan Bank 一 方 面 透 過 Automatic Data 

Processing Inc.以電子的方式進行投票，另一方面，又接

受 H. F. Ahmanson & Co.委託書徵求人之請託而授與委

託書，以致發生此種問題 37。  

另外，根據美國證券交易法之規定，公開發行公司

或其他人若欲徵求委託書時，必須先向美國證管會提出

申請，並向股東交付委託書聲明（proxy statement）。該

委託書聲明不但須符合一定的要件，而且必須附有一張

委託書卡片（proxy card）。38雖然美國證管會對徵求委託

書的徵求人與徵求程序，以及委託書聲明中應記載事項

有相當多的規定，但是由於有關股東會投票的制度乃係

由各州州法規定，因此對於股東是否有權利用網路進行

投票的問題，原則上美國證管會仍主張應依據州法定之

39。  

                                                                                                                         

達 75%。目前的比例可能更高。許多業者都紛紛利用網站作為與投資人或股東溝通的重要管道。 

37請參見 Karen Donovan, Double Votes In Proxy War Prompt Suit, The National Law Journal, May 12, 

1997, at p. B01。 

38 請參見 17 CFR 240..14a-3。 

39 請參見 SEC, Use of Electronic Media, Interpretive Release, Nos. 33-7856, 34-42728, IC-24426;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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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就美國證券實務而言，許多美國投資人

所購買的股票，並未直接登記在該投資人的名下，而是

登記在券商、銀行、或其他名義 .上持有人（nominees）

名下，此等股權稱之為 Street Name，故就發行公司之股

東資料而言，僅會出現名義持有人之名稱，而不會有真

正投資人的名義出現。  

由於此種情形普遍存在，為因應此種情事，並配合

各州要求公司應每年召集股東年會的要求，因此美國證

管會亦特別訂定了 Rule 14b-1(b)(1)40，要求券商在接獲

發行公司的請求時，應提供其係屬於該公司股權之真正

的權利人（或稱利益第三人，beneficial owners）的人數，

以便該公司能提供有關其股東會的足夠份數資料交由券

商轉交。而名義上的持有人不但有將此等股東會資料轉

交給真正投資人的責任，還有遵照其實際投資人之指示

代表該投資人投票的義務。  

而在交由名義上持有人（例如券商）轉交的開會資

料中，都會含有一個委託書，因此名義上持有人或其代

理人在轉交開會資料時，都會請求真正的權利人就登記

為 Street Name 的股份應如何投票給予指示。  

在一九九七年以前，名義上持有人所能利用的工

具，就是利用所謂的投票指示表（voting instruction form, 

VIF）, 請求真正的權利人填妥簽名後寄回給名義上的持

有人。於接獲權利人所填妥的投票指示表後，名義上持

有人會彙整所收到的所有指示，並以名義上持有人的名

義向發行公司提出一份委託書。此種傳統方式的委託方

                                                                                                                         

No. S7-11-00, http://www.sec.gov/rules/concept/34-42728.htm。 

40 Rule 14b-1(b)(1) of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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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與委託書模式，隨著科技的進步與相關州法對電子傳

輸方式的認可，而面臨重大的修正。  

隨著網路科技的進步，未來的網路投票將會更為便

捷迅速。一方面，公司不但可以透過電子郵件將委託書

直接送交給股東 41，使股東於打開電子郵件後就可以直

接接觸到投票單，另一方面，透過超連結方式，可以將

發行公司的財報、相關資料提供給股東，更可以將其他

的資訊，例如公司向證券主管機關所提供的各種申報文

件、分析師的報告、以及其他相關文件一併提供。此種

方式，不但可以便利股東的投票，更可以使股東獲得相

關的資訊，亦有助於股東作成投票的決議 42，屆時，股

東自然會因為便捷迅速與資訊的考慮，而逐漸採行網路

投票方式。  

二、利用網路行使股東會表決權之問題  

根據美國憲法的規定，公司的設立與規範等事項原

則上係屬於各州的權限，因此聯邦法律並未對公司的成

立與運作加以規範，亦未對股東會的召開與召開所利用

的媒體加以規範、而是由各州的公司法規或證券自律機

構（SROs）的相關規定加以規範 43。因此雖然美國證管

                                           
41 透過網路的各種傳輸模式與軟體，目前已經可以透過電子方式傳遞與原本相同的電子文件，例

如 pdf 檔目前就已經廣為各方利用，美國證管會在其於二千年四月所公佈的解釋令（interpretive 

release）中，已明文承認 pdf 的效力。另外，一般網頁中的表格亦可直接以下載方式取得相關

的表格與文件。 

42 根據 Direct Report Corp.的統計，若股東都同意公司經營階層的建議，則投票時間可以在一分鐘

之內，請參見 Ronald H. Gruner, Letter to Edward C. Stephens, September 14, 1999, 

http://www.shareholder.com/home/issues/NY_Times.cfm。 

43 例如為促進企業民主並平等對待所有的股東，包括真正的權利人與實際登載於股東名冊上的

股東，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在一九九五年就根據美國證管會於一九九五年二月十四日之

決定，訂定其自行的規範，要求所有在該交易所掛牌之公司，均應將季報提供給所有的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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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已經明確的表示以電子方式交付的文件，於符合一定

條件之下，可以與書面方式交付的文件有同一之效力，

但是對於是否可以利用網路進行投票或是參與股東會的

進行，則因屬於各州的權限，聯邦法規並未特別加以規

定。  

也因為如此，對於股東會的相關規定，包括股東會

的通知、召集、進行與投票等、都是由各州的公司法規

加以規範。而就是否必須以書面方式進行還是可以用電

話或網路等其他方式進行投票的問題，也當然屬於各州

的規範範圍之內。  

一般而言，美國各州的公司法規都僅規定股東會應

在一定的定點召開，但是除了少數的州之外，其他各州

並未對股東是否可以用電子的方式參與股東會有所規

定。因此，就發行公司是否可以利用網路進行股東會的

相關通知以及股東利用網路進行投票是否可以生效等問

題，乃涉及相當多的法律疑義，若深入加以分析，則尚

可區分為下列各種問題：各州州法是否准許以電子方

式傳遞委託書，如何確認該利用電子方式傳遞的委託

書確實係經股東授權，以電子方式所為的委託書通知

是否符合各州書面通知的要求，股東利用網路所進行

的投票是否可以作為計算出席股東表決權數是否已經達

到開會出席之定額（ quorum），以及此等投票是否合

法有效等問題，而這些問題就是必須先加以解決的問題。 

對於這些問題，美國各州的規定並不一致，有些州

                                                                                                                         

此舉，由於影響廣泛，亦促使各發行公司紛紛採用網路方式以交付季報，不但可節省成本，亦

可符合 NYSE 的要求。請參見 A Direct White Paper, Direct Approach to Shareholder 

Communication, December 1997, http://www.shareholder.com/home/issues/direct.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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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德拉瓦州、加州與紐約州等），由於其傳統上均較

能考慮企業的需求，因此其各別的公司法規乃對利用網

路行使股東權的問題有所規定。另一方面，亦有其他許

多州並未對利用網路行使股東權有任何的規定，而必須

透過習慣與解釋的方式，以決定是否可以利用網路行使

股東權。以下，謹先就德拉瓦州、加州與紐約州的規定

加以介紹，並就美國現行利用網路進行股東會投票的實

務加以介紹，並就各州若未能就利用網路問題加以明確

規定時的可能因應加以討論。  

、美國德拉瓦州對網路投票的規定  

而在美國各州中，自從德拉瓦州於一九八九年

大幅放寬對公司股東會開會與表決的限制，並准許

採用電子傳輸方式投票（包括電話投票，稱之為

datagrams 與其他方式）之後，已經有許多的公司開

始利用電子投票（包括電話投票與網路投票）之方

式進行投票 44。  

根據德拉瓦州公司法第二一二條第 c 項規定，

根據本條 b 項之規定，股東得授權其他第三人作為

其代理人（ proxy），公司不得特別限制其委託之方

式。若有下列情事之一時，應構成該股東已為有效

之委託：  

、股東得簽署一份書面，授權其他一人或數人擔

任其代理人。此項授權，得由該股東親自為之，

亦可由經被該股東授權之經理人員、董事、受

                                           
44 請參見 William O. Gauger, The Proxy Process:  Electronic and Telephonic Voting, Insights, Dec. 

1995 at 14。例如紐約州公司法第 609 條就幾乎與德拉瓦州公司法的規定相同，但是例如加州的

公司法就並無類似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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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人或代理人簽署此項委託之書面為之、或將

此 等 授 權 人 士 之 簽 名 以 任 何 合 理 方 式 附 著

（ affixed）在此等書面上為之，包括但不限於

傳真簽名 45。  

、股東得以自行傳輸、或以傳輸電報（ telegram）、

海外電報（ cablegram）、或其他電子傳輸方式

（other means of electronic transmission），授權

其他第三人為其代理人（proxy）之方式為該股

東代為行使權利。該第三人可為持有委託書之

人，或是徵求委託書之公司，或是委託書服務

機構或經此等第三人適當授權去接收此等傳輸

的代理人。但此等電報、海外電報、或其他電

子傳輸方式均應載明或提供必要的資訊，以確

定此等電報、海外電報或其他電子傳輸方式係

由該股東所授權。若該等電報、海外電報或其

他 電 子 傳 輸 方 式 經 證 明 為 真 正 ， 檢 查 人

（ inspectors）或若無檢查人時其他有權決定之

人，應陳述其所依據之資訊 46。  

                                           
45 Delaware General Corporation Law, Section 212. Voting rights of stockholders; proxies; limitations. 

(c) Without limiting the manner in which a stockholder may authorize another person or persons to 

act for such stockholder as proxy pursuant to subsection (b) of this section, the following shall 

constitute a valid means by which a stockholder may grant such authority: 

(1) A stockholder may execute a writing authorizing another person or persons to act for such 

stockholder as proxy. Execution may be accomplished by the stockholder or such stockholder's 

authorized officer, director, employee or agent signing such writing or causing such person's 

signature to be affixed to such writing by any reasonable mean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by 

facsimile signature. 

46 (2) A stockholder may authorize another person or persons to act for such stockholder as proxy by 

transmitting or authorizing the transmission of a telegram, cablegram, or other means of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to the person who will be the holder of the proxy or to a proxy solicitation firm, proxy 

support service organization or like agent duly authorized by the person who will be the holder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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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任何根據本條第（ c）項所創作的拷貝、傳

真電訊或其他可有效重製之書面或傳輸方式，得取

代或替代原始書面或原傳輸所欲達成之全部或一部

目的，但該拷貝、傳真電訊或其他重製物應完整重

製該原始書面或原傳輸之資訊 47。  

、美國紐約州法之規定  

與德拉瓦州一樣，紐約州對於根據其州法所註

冊的紐約州公司亦提供相當彈性的規定，使紐約州

公司亦能充分的利用網路的特性，並配合電子商務

的發展。因此，紐約州公司法乃在第 609 條 (i)、 (j)

兩項中，採類似德拉瓦州的立法方式與文字，對紐

約州公司可以利用的委託方式有極為周延的規定。  

根據紐約州公司法第 609 條 (i)項規定，依據本

條第 (a)項之規定，股東得授權一人或數人為其代理

人（ proxy），公司不得特別限制其委託之方式。若

有下列情事之一時，即應構成該股東已為有效之委

託 48：  

                                                                                                                         

proxy to receive such transmission, provided that any such telegram, cablegram or other means of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must either set forth or be submitted with information from which it can be 

determined that the telegram, cablegram or other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was authorized by the 

stockholder. If it is determined that such telegrams, cablegrams or other electronic transmissions are 

valid, the inspectors or, if there are no inspectors, such other persons making that determination shall 

specify the information upon which they relied.   

47  (d) Any copy, facsimile telecommunication or other reliable reproduction of the writing or 

transmission created pursuant to subsection (c) of this section may be substituted or used in lieu of 

the original writing or transmission for any and all purposes for which the original writing or 

transmission could be used, provided that such copy, facsimile telecommunication or other 

reproduction shall be a complete reproduction of the entire original writing or transmission.  
48 New York Corpora t ion Code ,  S  609.  Proxies.  

(i) Without limiting the manner in which a shareholder may authorize another person or person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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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得簽署一份書面，授權其他一人或數人擔

任其代理人。此項授權，得由該股東親自為之，

亦可由經該股東被授權之經理人員、董事、受

雇人或代理人簽署此項委託之書面為之、或將

此等授權人士之簽名以任何合理方式附著在此

等書面上為之，包括但不限於傳真簽名 49。  

、股東得自行傳輸、或以傳輸電報、海外電報、

或其他電子傳輸方式（other means of electronic 

transmission），授權其他第三人為其代理人之

方式為該股東代為行使權利。該第三人可為持

有委託書之人，或是徵求委託書之公司，或是

委託書服務機構或經此等第三人適當授權去接

收此等傳輸的代理人。但此等電報、海外電報、

或其他電子傳輸方式均應載明或提供必要的資

訊，以確定此等電報、海外電報或其他電子傳

輸方式係由該股東所授權。若該等電報、海外

電報或其他電子傳輸方式經證明為真正，檢查

人或若無檢查人時其他有權決定之人，應陳述

其所依據之資訊 50。  

                                                                                                                         

act for him as proxy pursuant to paragraph (a) of this section, the following shall constitute a valid 

means by which a shareholder may grant such authority. 

49 (1) A shareholder may execute a writing authorizing another person or persons to act from him as 

proxy.  Execution may be accomplished by the shareholder or the shareholder`s authorized officer, 

director, employee or agent signing such writing or causing his or her signature to be affixed to such 

writing by any reasonable mean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by facsimile signature. 

50 (2) A shareholder may authorize another person or persons to act for the shareholder as proxy by 

transmitting or authorizing the transmission of a telegram, cablegram or other means of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to the person who will be the holder of the proxy or to a proxy solicitation firm, proxy 

support service organization or like agent duly authorized by the person who will be the holder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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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第 609 條第 (j)項亦與德拉瓦州公司法相

同，明文規定：(d)任何根據本條第 (I)項所創作的拷

貝、傳真電訊或其他可有效重製之書面或傳輸方

式，得取代或替代原始書面或原傳輸所欲達成之全

部或一部目的，但該拷貝、傳真電訊或其他重製物

應完整重製該原始書面或原傳輸之資訊 51。  

、美國加州公司法之規定  

於德拉瓦州開放電子投票之後，加州亦立即跟

進，不過加州的規定卻與德拉瓦州與紐約州的規定

不同，而是採定義委託書的方式為之。根據加州公

司法第 178 條規定 52，「委託書（proxy）」係指由股

東或該股東事實上的律師（ attorney in fact）所簽署

                                                                                                                         

proxy to receive such transmission, provided that any such telegram, cablegram or other means of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must either set forth or be submitted with information from which it can be 

reasonably determined that the telegram, cablegram or other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was authorized 

by the shareholder.  If it is determined that such telegrams, cablegrams or other electronic 

transmissions are valid, the inspectors or, if there are no inspectors, such other persons making that 

determination shall specify the nature of the information upon which they relied. 

51  (j) Any copy, facsimile telecommunication or other reliable reproduction of the writing or 

transmission created pursuant to paragraph (i) of this section may be substituted or used in lieu of the 

original writing or transmission for any and all purposes for which the original writing or 

transmission could be used, provided that such copy, facsimile telecommunication or other 

reproduction shall be a complete reproduction of the entire original writing or transmission. 

52 California Corporations Code, Section 178. 其原文如下： 

178. "Proxy" means a written authorization signed or an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authorized by a 

shareholder or the shareholder's attorney in fact giving another person or persons power to vote with 

respect to the shares of such shareholder.  "Signed"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section means the placing 

of the shareholder's name or other authorization on the proxy (whether by manual signature, 

typewriting, telegraphic, or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or otherwise) by the shareholder or the 

shareholder's attorney in fact. A proxy may be transmitted by an oral telephonic transmission if it is 

submitted with information from which it may be determined that the proxy was authorized by the 

shareholder, or his or her attorney in f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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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書面授權或一個電子傳輸的授權，給予其他一人

或多人就該股東擁有股份進行投票的權利。「簽署

（ signed）」就本條之目的而言，係指由該股東或其

事實上律師將該股東的姓名與其他授權事宜登載於

委託書之上（包括以書寫方式簽名、打字、電報、

或電子傳輸或其他方式）。若委託書附隨的資料能判

斷其是經該股東或其事實上律師之授權所為時，該

委託書得以口頭電話方式（oral telephonic）傳輸。 

另一方面，加州公司法第 195 條亦明確的規

定，「書面（writing）」或「以書面（ in writing）」包

括傳真與電報等方式的通訊在內 53。  

從加州的規定觀之，加州對於利用電子方式顯

然採取鼓勵的態度，雖然並未如同德拉瓦州與紐約

州一般，對網路投票作詳細的規定，但是卻已實質

的將投票方式擴大至包括網路在內的電子方式。是

故依加州法律成立之加州公司，已可利用電子方式

（包括電話與網路等方式）行使其股東權。但是值

得特別注意的，則是加州公司法對股東會與董事會

開會方式的不同態度與規範，雖然加州首開各州風

氣之先，對董事會開會採取開放態度，准許公司以

電子方式，包括電話會議（ conference call）、電子

視訊銀幕訊（ electronic video screen communication）

或其他通訊設備（other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為之，但是亦要求發行公司必須符合三點規定，方

能合法召開董事會，反而較股東會之規定嚴格，亦

                                           
53 California Corporations Code, Section 195. "Written" or "in writing" includes facsimile and 

telegraphic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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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出在電子投資方面，立法者對股東會與董事會

所設定之角色與規範的不同。  

、利用網路行使股東權的問題分析  

雖然德拉瓦州、加州、紐約州等州的公司法已

經明文准許利用其他電子傳輸方式進行投票，因此

除了如何確保該利用電子方式傳遞的委託書確實係

經股東授權涉及技術與制度面的設計之外，其他的

相關問題，例如以電子方式所為的股東會通知符合

各州書面通知的要求，股東利用網路所進行的投票

是否可以作為計算出席股東表決權數是否已經達到

開會出席之定額（ quorum），以及此等投票是否合

法有效等問題，都已經獲得解決。  

但是另一方面，仍有相當多的美國各州州法對

於是否可以利用網路行使股東權則仍未能明文規

定，或是縱有規定，但是卻不甚明確。例如許多州

的公司法類似我國公司法，僅規定股東得委託代理

人投票（may vote by proxy），但是並未對委託的方

法如何加以規範。有些州亦僅規定委託書應經股東

簽章（ signed）方為有效，但是對簽名（ signature）

之意義為何亦未規定。有些則是州法並未明文規

定，但是公司章程中則明文規定委託書應經股東簽

名，或以郵件送達。因此根據這些州公司法所成立

的公司是否可以利用網路方式交付股東會資料、甚

至接受網路投票，即有疑問 54。  

也因為如此，對這些州的公司而言，若要採行

                                           
54 惟若州公司法未規定，僅各公司章程自行加以限制時，則可以直接以修改公司章程的方式為

之。請參見 Stephen I. Glover & Lanae Holbrook, 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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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方式的投票模式，就必須克服下列的問題： (1) 

以電子方式所為的委託書通知是否符合各州書面通

知的要求，(2)如何確認該利用電子方式傳遞的委託

書確實係經股東授權，(3)股東利用網路所進行的投

票是否可以作為計算出席股東表決權數是否已經達

到開會出席之定額（ quorum），以及 (4)此等投票是

否合法有效。  

對於州法並未明文規定可以採用電子或其他類

似方法傳遞委託書或行使股東權的各州而言，則必

須適用其他法規以克服法規規範不明的問題，以解

決委託書必須以書面為之且經簽名的問題。例如，

對要求委託書應由股東簽名的問題，由於大多數的

美國各州都已經有數位簽章法或是電子簽章法的立

法 55，而不論是數位簽章法或電子簽章法，都賦予以

電子簽章方式一定的法律效力，並在某些場合可以

具有相當於書面（writing）或簽名（ signature）的

法律效力，因此可間接的達成利用網路以電子方式

行使權利的目的。  

另一方面，縱使公司所在之州並未准許以電子

方式投票，但是公司與股東仍可利用技術方法以解

決此等問題。例如，企業可以將委託書與開會通知

                                           
55所謂的電子簽章(electronic signature)，乃係指以電子形式存在之資料訊息，依附在電子文件可

用以辨識及確認電子文件簽署人身分者。至於數位簽章(digital signature)，則係電子簽章之一

種，指將電子文件用數學演算法或其他方或運算為一定長度之數位資料，並以簽署人之私密金

鑰對其加密，形成一可供辨識簽署人身分及電子文件真偽之資料訊息。相關定義，請參見我國

電子簽章法草案第二條名詞定義之規定。就美國而言，自從猶他州首先制定數位簽章法以來，

多數的美國各州都已經訂定類似的法規。不過由於數位簽章的類型有限，因此多數的州則採取

訂定電子簽章法的方式，美國國會亦以訂定電子簽章法為努力目標，我國亦由行政院研考會主

導，於八十八年十二月通過電子簽章法草案，並送交立法院審議，但至八十九年五月仍然未能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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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子郵件方式寄發給股東或是張貼到其網站上，

以便股東下載並列印委託書，並於簽名後寄交給公

司或委託書徵求人，就不會有違反法律規定之虞。

另一種廣為各方所採行的方式，則是由真正的股東

以電子的方式將其投票之指示傳遞給銀行或證券公

司，然後再由銀行或證券公司彙整後依股東之指

示，自行或委託他人行使 56。  

其次，就確認股東是否已經確實為以電子方式

傳遞授權的問題而言，一般而言，乃涉及技術層面

的問題。例如就以電子方式進行傳遞委託書或是直

接進行線上投票而言，若在程序上使用認證號碼或

是數位簽章 /電子簽章的技術，就可以達到確認股東

身分的要求。事實上，就美國目前所採行的方式而

言，一般是在公司於寄發股東會開會通知資料與委

託 書 資 料 時 ， 就 一 併 將 股 東 的 個 人 認 證 號 碼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PIN）或密碼加以

指定後送交股東，然後由股東利用按鍵電話或是網

路等電子方式，在輸入個人認證號碼與密碼確認

後，方能進行下一步的投票。  

就以 ProxyVote.com 的運作方式而言，該公司

於其網站（ http://www.Proxyvote.com）上就明確的

說明其處理的程序與確認身分的問題。根據該網站

的說明，若股東係經由一般郵件接獲投票通知，其

處理程序為： (1) 詳細閱讀委託書說明，並注意所

附的投票指示表與印有控制碼（ control number）的

委託卡（Proxy Card）。 (2)輸入十二位數的控制碼以

                                           
56 請參見 Stephen I. Glover & Lanae Holbrook, 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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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網站上的電子投票單。(3)填妥電子投票單並傳

送投票指示。 (4)若要確認投票指示已經被接到，應

提供電子郵件。相對的，若股東直接透過電子方式

接獲投票資訊，其投票的程序如下： (1) 輸入投票

通知電子郵件中所提供的十二位數的控制碼與參加

電子交付方式所使用的個人識別碼（ PIN）以便接

進入子投票單網頁。(2)所顯示的電子投票單含有連

結至委託書說明與年報的超連結，應詳加閱讀。 (3)

填妥投票單後傳遞投票指示。  

雖然美國各州電子簽章法之立法起源甚早，從

猶他州首先立法以來，已經有超過四十個州訂定了

規範各州境內電子交易的電子簽章法。但是此種結

果，卻因為各州立法規範不一，反而造成對電子商

務發展的阻礙，因此美國統一州法委員會全國會議

（National Coference of Commissioners on Uniform 

State Law, NCCUSL）亦開始推動立法，以訂定類似

美國統一商法（Uniform Commercial Code, UCC）

的方式，統一各州對電子商務與電子交易方面規範

歧異的現象，並提供交易當事人一個通的規範機

制。在 NCCUSL 的努力之下，終於在一九九九年通

過統一電子交易法（Uniform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Act, UETA），並交由各州進行立法。  

不過，由於各州立法進度不一，但是要全部五

十個州都完成立法以達成統一對電子交易的目標耗

時甚久，但是在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之下，法規的

不確定性反而造成對電子商務發展的阻礙，因此美

國國會乃從一九九八年就展開電子簽章法立法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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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希望在各州根據 UETA 完成立法前，能提供電

子商務發展的法律基礎。但是由於一般契約法乃屬

各州的權限，並非聯邦政府的權限，再加上最初草

案對於消費者權益並未能有效保護，以致阻礙了法

案的進展。  

最後在各方的協商之下，在歷經兩年的爭議

後，美國國會在公元兩千年六月通過了全球暨國家

商務電子簽章法（The Electronic Signature of Global 

& National Commerce Act, 以下簡稱為電子簽章法

E-SIGN），除了對電子交易與電子記錄賦予法律效

力外，並建立了消費者保護的機制。此外，該法不

但對一般電子商務有直接影響之外，更由於賦予電

子簽章法律效力，故將會對金融、保險、證券等行

業，有重大的影響，未來並不可避免的會對全球電

子商務產生直接的影響。 57 

根據該法第 101(a)項之規定，在有關洲際或國

際貿易的交易行為中，任何簽名、契約、或其他記

錄都不能僅（ solely）因為其係以電子方式出現，而

否定期法律效力、有效性或執行力。58因此，日後利

用電子方式所成立的契約、簽名或是所傳遞的文件

記錄都將與紙本方式有相同的效力，而其最明顯的

影響，就是對於金融服務業。未來，銀行、保險、

證券等金融業者都將可以直接利用電子方式與消費

                                           
57參眾兩院終於在二ＯＯＯ年六月中分別以懸殊的票數通過該法，並荊軻林頓總統於六月三十日

正式簽署，預定於二ＯＯＯ年十月一日正式實施。請參見 Marc Lacey, Clinton Signs E-Signature 

Bill, http://www.nytimes.com/library/tech/yr/mo/biztech/articles/o1clinton.html.  

58 “a signature, contract, or other record relating to such [interstate or foreign] transaction may not be 

denied legal effect, validity, or enforceability solely because it is in electronic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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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締約，因此消費者可以直接利用網路開戶（包括

銀行戶頭與理財戶頭）、進行資金移轉、買保險、辦

理貸款等法律行為，更不用論一般利用網路所進行

的企業與企業間交易（Business to Business, B2B）

或企業與消費者間的交易（Business to Consumer, 

B2C），都將因此而獲得法律地位與效力。而在企業

控制（ corporate governace）方面，由於美國聯邦電

子簽章法已經賦予電子簽名相當於紙本的效力，並

明文規定除非有符合 103 條之除外規定（例如遺

囑、信託、終止或取消水電瓦斯等基本民生服務、

有關住宅被拍賣相關事項、產品回收與運送危險物

品等），不論聯邦或是州政府都不能拒絕承認電子簽

章之效力，事故此法案於二○○○年十月一日正式

實施後，將奠定網路投票之效力與基礎。這種趨勢

值得我國重視。  

、美國線上投票之現況  

於德拉瓦州公司法擴大委託書行使的範疇至書

面委託以外的方式，一舉將美國股東會的投票範圍

擴大至電子傳輸方式後，使得股東會之投票問題得

以獲得重大的突破，美國企業亦開始紛紛利用各種

電子傳輸方式。  

目前，美國公司准許股東利用電子方式所進行

的投票方式可以分為兩種，一種為利用按鍵電話的

方式進行，另一種則為利用網路投票。就電話投票

而言，自從德拉瓦州公司法開放後，電話投票因其

便利性與成本低廉的因素，已經成為美國最主要的

電子投票方式，而在德拉瓦州、加州、紐約州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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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七年開放網路投票後，網路投票亦急起直追。

就美國一九九九年股東會投票的經驗而言，各公司

選 擇 以 電 子 方 式 進 行 投 票 的 股 東 不 一 ， 但 約 在

10%-30%之間，平均約 20%，其中選擇使用電話投

票的股東，約有 80%-90%，而選擇網路投票的股東

約在 10%-20%之間。就以 BellAtlantic 電話公司為

例，15%選擇電話投票，1.5%選擇網路投票 59。但是

就員工股東而言，則選擇電話與網路的股東各半。

業者估計在公元兩千年這兩種電子投票方式合計約

佔 20%左右，其中電話投票佔 15%，網路投票佔

5%60。  

而就網路投票的發展情況而言，在一九九七年

就有數家公開發行公司與其股務代理人（ transfer 

agent）首次開始准許經登記的股東利用線上的方式

進行投票。其中，以位於紐約的第一芝加哥信託公

司（First Chicago Trust Co. of New York）首先設立

一個網路線上投票的先導計畫，稱之為「網路投票」

（Vote-by-Net），並立即有麥當勞公司、First Chicago 

NBD Corp. 與 Ameritech Corp.等三家公司參與 61。  

於此先導計畫獲得成功後，其他的企業紛紛跟

進。隨著網路與電子商務的發展，許多美國業者更

開始針對網路的特性提供網路委託投票（ Internet 

proxy voting）的服務。  

就以一九九七年開始提供此等服務的 ADP 公

                                           
59 請參見http://www.shareholder.com/home/issues/electronic.cfm。 

60 Ronald H. Gruner, Electronic Proxy Voting,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American Society of Corporate 

Secretary, Summer 1998 Newsletter。 

61 請參見 First Chicago Gets First Proxies Through the Net, Inv. Rel. Bus., March 24, 1997,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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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62:而言，該公司最初僅針對機構投資人提供線上

委託書投票指示的服務，但是隨著網路的普及，該

公司亦特別設立了一個專門負責網路投票的網站

(http://www.proxyvote.com) ，投資人可以直接至該

網站，根據其所接獲的資料輸入其密碼透過網路進

行投票，而不需要將其委託書資料另行寄還給發行

公司。  

為了網路投票的需要，  ADP 會根據發行公司

與權利人所持有的股數指定一個十二數字符號的控

制碼給權利人，而根據該控制碼就可以決定權利人

於該次股東會時，其所擁有的股數，以便於投票。

根據美國證管會第 34-36345 號令的規定，股東若提

供其電子郵件並同意以電子方式接受股東會相關資

訊時，將會透過電子郵件接到相關資訊的網址，以

供其利用。相對的，若該股東不願意繼續利用此種

方式時，亦可以隨時通知其往來券商與銀行終止此

種方式，嗣後該股東將會只收到書面的資料。  

根據統計，在一九九八年股東會季節，已經有

超過一千家的公司准許其股東透過網路方式投票

63，而在一九九九年股東會季節中，更有約二百二十

萬個 Street Name 帳戶（約佔 Street Name 帳戶的

6.5%）利用網路方式進行投票 64。根據 ADP 公司的

統 計 ， 該 公 司 所 設 立 的 網 路 投 票 網 站 每 天 約 有

                                           
62 該公司網址為：http://www.adp.com。 

63 請參見 Stephen I. Glover & Lanae Holbrook, Corporate Law: Electronic Proxies, The National Law 

Journal, March 29, 1999, at p. B05。 

64 請參見 Adam D. Amsterdam, Electronic Options for Street Name Shares, securities, August 27,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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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0 人次進站進行投票。除此之外，該公司調查

亦發現，於一九九九年利用網路投票的股東約有百

分之五十決定未來願意以電子方式與公司進行互動

65，可見利用網路行使股東權之優點與潛力。  

另外一家主要的股務代理機構 Direct Report 

Corp.亦從一九九三年起開始提供電話投票服務，並

於一九九五年開始提供法人機構網路投票服務，並

在一九九九年擴大至全面的網路投票服務。該公司

指出，在一九九九年已有四十家主要的美國公司超

過 一 百 萬 股 東 利 用 其 稱 之 為 Shareholder Direct 

Proxy 的網路投票服務。該公司估計，在三百萬的

美國個人名義帳戶中，利用網路投票的比例已經從

九八年的 2%上升到九九年的 4%66。另外，位於波

士頓的股務代理機構 Boston Euqiserve 公司於一九

九九年對其三十五家客戶的二百五十萬股東之投票

模式的統計中亦發現，約有 20%的股東使用電子投

票方式，其中以電話投票的約佔 85^%，以網路投票

的約佔 15%，該公司預估網路投票未來將會更進一

步的成長 67。  

相對於 ADP 與 Direct Report Corp.積極利用網

路進行投票的經營模式，Transaction News Service

亦著眼於此種市場，不過 TNS 的投票模式則因為考

慮到當時諸如德拉瓦州州法僅准許 datagram proxy

的投票方式，因此其進行方式乃與 ADP 有所不同。

                                           
65 Adam D. Amsterdam 前揭文。 

66 Electronic Proxy Very May Double This Year, April 1999, http://www.shareholder.com/home/issues/proxy.cfm.  

67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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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TNS 的模式，發行公司會指定給股東一個個人

識別碼（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PIN），股東

接獲該投票通知後，即可利用電話，以按鍵輸入的

方式進行投票。  

不過，隨著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再加上美國

各州已經擴大投票方式至其他電子方式，使得未來

股東利用網路進行投票、甚至發行公司利用網路進

行線上股東會的可能性大增。事實上，德拉瓦州最

高法院早在 1992 年就認為，現代的公司實務已經徹

底打破大型公開發行公司的股東必須親自出席股東

年會方能行使其股東權的迷思 68。另外，由於發行公

司與股東間透過網路所為的溝通正符合股東年會的

目的，再加上透過此種方式可以使所有有興趣的人

士參與，而不會受限於時間、地點與各種人為的限

制，也使得召開股東年會的意義與重要性隨之減

弱，若再從美國證管會與各州對公司利用網路所採

行的開放態度觀之，網路股東會已經不是夢了。  

                                           
68 請參見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在 Stoud v. Grace, 606 A.2d 75, 86 (Del. Supr. 1992)一案所作的評論。

其原文為: “Realities of modern corporate life have all but gutted the myth that shareholders in large 

publicly held companies personally attend their annual mee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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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利用網路行使股東會表決權  

之可能性探討  

第一節 利用網路行使股東會的發展趨勢  

根據公司法之法理，股東會為股份有限公司的最高意思

決定機關，董事會雖然是公司的代表機關，但是於執行業務

時，仍須依據法令章程與股東會決議進行，否則即可能對公

司所遭受之損害負賠償之責任 69。因此，股東會乃是公司中

最重要的機關之一，公司法亦對股東會之召集、開會、表決

等重要事項有明確的規定。  

不過，傳統的股份有限公司股東人數有限，故不需要擔

心股東會召集與開會的問題。但是隨著國內上市上櫃的熱潮

出現，許多公開發行公司都面臨因股權分散所帶來的股東人

數增加的問題 70。特別是已經上市上櫃的公司，由於股票可

以自由買賣，透過集中交易市場的運作，投資人很容易買入

上市上櫃的股票，若在公司召集股東會之基準日仍未出脫股

票，即成為具有投票權的股東，特別是上市公司由於股本龐

大，再加上上市時間較久，有些公司的股東人數已達到五十

萬人以上 71。因此，若要尋找適當的開會場地，並將所有的

                                           
69 請參見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若董事會執行職務未依股東會決議，致公司遭受

損害時，參與決議之董事對公司應負賠償責任（第一百九十三條第二項）。 

70 根據上市上櫃的相關規定，若要申請上市，根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

審查準則第四條之規定，記名股東人數應達到一千人以上，其中持有股份一千股至五萬股的股

東人數應不少於五百人，若要申請上櫃，根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第三條之規定，持有股份一千股至五萬股的記名股東人數應不少於

三百人。 

71 例如資本額龐大的半導體公司如聯華電子就是一例。該公司由於股東人數眾多，因此股東會

紀念品的發放作業近年來均在中山足球場進行，於八十八年並曾影響附近之交通。此外，中鋼、

台塑、南亞、台積電等大型公司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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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聚集召開股東會，乃有事實上不能的問題。而根據目前

政府正積極推動中華電信的全民釋股計畫，一旦完成，可能

會有上百萬的股東，且可能分散於海內外，因此如何根據公

司法規定召開股東會，並使分散海內外的股東能夠平等的行

使其股東權，乃是一大挑戰。  

為解決股權分散所帶來的股東會召開不易所衍生的問

題，並使無法出席股東會的股東亦能表達意見，主管機關除

了對書面投票制度加以研究外，並考慮國內網際網路運用之

普及與技術的進步，研究是否可以經由網路行使股東表決權

的可行性。  

不過，日本所採行的書面通訊投票制度的前提，乃是基

於公司原則上可以不必召開股東會，而公司亦可視需要而召

開股東會，因此其書面通訊投票制度乃有其特殊之目的與功

效。相對的，雖然美國亦有類似的制度 72，但是由於公司法

在美國係屬於各州的權限，而各州的立法不盡相同，因此是

否可以於我國適用，亦有疑義。更重要的，就是有些美國的

州法順應網路的發展，不但准許利用電話方式進行投票，也

開始准許公司利用網路行使表決權，並可由股東利用網路以

電子郵件等方式參與股東會並提出問題。為此，美國亦已經

出現一些專門辦理網路股東會或網路投票事宜的公司。  

面對國外不同的發展與制度，並考慮到我國網路普及情

況與未來發展趨勢，公司是否可以透過網路傳輸股東會召開

的資訊與委託書，以及股東是否可以利用網路行使股東權，

就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72 美國採取書面通訊投票制度的州包括德拉瓦州、加州、康乃迪克州、阿拉巴馬州、阿拉斯加

州、亞利桑納州、科羅拉多州、麻州、賓州、維吉尼亞州、華盛頓州、威斯康辛州等。請參見

劉連煜、林國全，股東會通訊投票制度之研究，八十六年十二月，頁七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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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從我國公司法相關的規定可以清楚的得知，公

司法並未禁止利用科技產物協助股東會的進行，此觀諸相關

法條之規定即可得知。因此，若公司於召開股東會之際，以

網路技術，例如網路廣播（Webcasting）的方式，利用網路

向關心的股東轉播其股東會進行的情況，理論上法規並無任

何禁止之規定。有問題者，乃在於股東是否可利用網路進行

投票或傳遞委託書資訊。此外、未親自出席的股東以線上方

式利用網路行使股東表決權，或是在開會前依照公司法的規

定以網路傳輸的方式，委任他人為其受託人、代為行使其股

東權時，是否合法亦引發疑義。若主管機關要配合科技發展

與達成電子化政府的目標，而開放股東利用網路行使股東權

時，現行法制又有哪些窒礙難行之處，也是一個值得討論的

問題。  

除此之外，若法律並未禁止股東利用網路行使股東權，

而公開發行公司亦欲利用網路行使股東權時，則現行國內網

際網路發展的技術與安全機制是否已經達到一定的標準？

是否可防止他人擷取行使股東權相關資訊或是影響公司股

東會表決的結果，亦有探討的必要。至於欲透過網路行使股

東權的股東，其行使股東權之方法，係將其意思表示透過網

路直接傳給公司股務單位（股東直接投票），或是先傳輸至

一個客觀公正的中立機構，再由該中利機構彙整後轉交與公

司，還是由該中立機構代表股東行使股東權，以及該中立機

構與發行公司的法律關係等等，也是發行公司一旦欲透過網

路行使股東權時不容忽視的問題、以下即分別加以討論。  

 

第二節 我國公司法與證交法有關股東會規定的介紹  

根據公司法之規定，我國公司分為四種，分別為無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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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有限公司、兩合公司與股份有限公司。但是由於我國絕

大多數的公司都是股份有限公司，再加上公司法採取強制公

開的規定，要求公司資本額達新臺幣兩億元以上時，就必須

公開發行，而成為公開發行公司。除此之外，若欲上市上櫃

亦必須先完成公開發行程序、因此公司法與證券交易法亦均

對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相關事項有所規範。  

原則上，股份有限公司乃係由股東所組成，各股東就其

所認股份對公司負責。而由所有股東組成的股東大會乃為公

司的最高意思決定機關，有權決定所有公司的重要事項。因

此股東會的召集與開會乃對公司的實際運作影響重大。  

根據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股東會之召集，應於

一定期限前通知記名股東或公告予無記名股東知悉 73。不

過，對於通知的方式與可利用的媒體為何，公司法與相關法

令並無特別之規定，現行公司股務的作法，乃是透過股務代

理，以紙本的開會通知方式通知股東，並於報刊上刊登股東

會之通知。由於公司法並未對股東會之通知方式有任何限制

性的規定，因此理論上只要能使股東知悉，不論其係以紙本

或是其他方式，都可符合公司法通知之要求。  

另外，根據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股東得

於每次股東會，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

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就此項規定而論，可清晰的得知，委

託他人代理出席股東會乃係要式行為，須出具委託書委託他

人出席。不過，對於是否應以公司出具的委託書為限，股東

可否自行書寫委託書委託他人出席，則有疑義。  

                                           
73 根據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一項至第三項之規定，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二十日前通知各

股東，對於持有無記名股票者，應於三十日前公告之。臨時股東會之召集，應於十日前通知各

股東，對於持有無記名股票者，應於十五日前公告之。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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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此問題，似應根據公司法與證券交易法相關規定處

理，並依其是否已公開發行而有不同。若是尚未公開發行之

公司，由於僅適用公司法，並不適用證券交易法，司法實務

認為，股東得使用非公司印發之委託書以行使其股東權 74。

其理由固在於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僅規定股東「得」於股

東會出具公司印發委託書，並非「應」使用公司出具之委託

書。最高法院於六十五年台上字第一四一○號判例中，就明

確的指出：「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股東得於

每次股東會，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

代理人出席股東會。惟查該條項之規定，乃為便利股東委託

他人出席而設，並非強行規定，公司雖未印發，股東仍可自

行書寫此項委託書，委託他人代理出席，公司未印發委託書

並非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有何違反法令，不得據為訴請撤銷決

議之理由」。由於司法見解認為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一項之規

定僅係任意規定，而非強行規定 75，故股東自然行使其權利

即不以公司印發之委託書為限。  

不過，若該公司係公開發行公司時，則情況將有所不同。

這是因為此時證交法可基於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之法理而

適用。根據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五條之一明文規定：「公開發

行股票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應予限制、取締或管理；

其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使用委託書違反前項所定規則者，

其代理之表決權不予計算。」根據此項規定，財政部證券管

理委員會就特別針對委託書訂定「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

                                           
74 請參見梁宇賢，公司法實例解說，頁三○○。 

75 除此之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三項要求委託書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公司的規

定，國內公司法學者與司法機關都認為此亦非強行規定，請參見，柯芳枝，公司法論，第二六

二頁；最高法院七十一年台上字第二四○九號判決（該判決認為該項規定乃位便利公司之作

業，與代理出席會議之人是否已受合法委任無關，故此五日之限制，並非強行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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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委託書規定」以為依據。根據該規則第二條，「公開發

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之用紙，以公司依本規則所附

格式印發者為限。公開發行公司寄發股東會開會通知時，應

將前項委託書用紙同時附送」。此外，該規則第二十二條第

一項第一款亦明定，使用之委託書用紙，非為公司印發者，

其代理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雖然公司法與證交法都有關於股東會與委託書的規定，

但是該等規範立法之際，網路並未出現，立法者顯然無法考

慮到網路的問題，因此一旦公司或股東欲利用網路傳送股東

會資料與委託書，或是利用網路進行投票之際，就會發生適

法性的問題。  

 

第三節 利用網路行使股東權相關法律問題之探討  

就我國公司法制而言，可以很清楚的得知，相關的法規

除了對委託書有所規定外，並未特別對未親自出席股東行使

投票權的問題有特殊的規定，因此若要採用網路方式行使表

決權時，必須克服的問題，就包括下列問題：股東會的通

知與股東會資料之交付是否可以用電子的方式為之，可否

利用網路傳遞委託書，利用網路所傳遞的委託書是否可以發

生法律效力，以及股東直接利用網路進行的投票是否可以

列入第一百七十四條的出席股東會的定額（quorum）在內等

問題。  

一、可否利用網路傳遞股東會通知與開會資料  

就現行公司法之規定而言，公司法規僅規定公司有

「通知」之義務 76，但是並未對股東會之通知方式有任

                                           
76 根據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第六項規定，代表公司之董事，違反第一項或第二項通知期限之

規規定時，處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鍰，此項規定明顯的課公司一個遵期通知之義務。 



 44

何限制性的規定，因此理論上只要履行遵期通知之義

務，能使股東知悉，不論其係以紙本或是其他方式，都

可符合公司法通知之要求。由於公司法並未禁止或限制

使用電子方式，則利用電子方式為股東會之通知似乎並

無不可 77。但仍應有相當的基本原則以供遵循，例如美

國證管會所採納的通知三原則（詳下述）。  

惟若使用電子方式最大的問題，就是在於能否達成

安全性與秘密性的要求，並能夠證明該等應交付之資料

已經為股東所接悉 78。對於此等問題，雖然法規並無規

定，但是美國證管會卻利用發佈解釋令（ Interpretative 

Release）的方式，要求若以電子方式交付文件資料，只

要 符 合  交 付 之 通 知 （ notice of delivery），  接 觸

（ access），顯示已為交付之證據（ evidence to show 

delivery）等三個要件，就可以發生合法通知的效果。另

外，在今年四月所發佈的另外一個解釋令中，美國證管

會更將利用 PDF 檔案傳輸的文件認為符合上述要件，只

要其不會因為過於複雜而阻礙有效的接觸，就可以發揮

一定的法律效果 79，包括通知的法效在內。  

                                           
77 電子簽章法草案第七條即規定，電子文件以其完成傳送時，為發文時間。以收受者得取出該

項文件時，為收文時間。但當事人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因此縱使利用電子方式傳送股東會

資料，亦可確定其是否遵守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所規定的通知期間。 

78 國內學者對股東會通知的探討，多集中在「發信主義」與「到達主義」方面，國內通說認為

股東會之通知乃係「發信主義」，請參見柯芳枝，公司法論，八十六年十月增訂初版，頁二五

二，經濟部六十九年十一月十日，商字第 38934 號解釋。但是此種理論在網路世界中卻可能會

發生爭議，這是因為利用電子郵件傳送後，該郵件可能會因為各種原因而無法正確的遞交至特

定股東的電子郵件信箱之中，若採傳統的發信主義，而不加以適當的補強，則可能會對股東不

利。這也是美國證管會之所以還要另外增加其他要件，諸如顯示已為交付的證明，接觸等要件

的主因。 
79 請 參 見 SEC Interpretation, Use of Eectronic Media, 

http://www.sec.gov/rules/concept/34-427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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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美國證管會以解釋令的方式釐清可能的爭

議，我國公司與證券主管機關卻並未對此表示意見，因

此若公司真的採用電子方式交付股東會開會通知與相關

資料，仍會有適法性的爭議。  

對於此等與電子商務攸關的問題，由於並無任何法

律有明文規定，故不易釐清疑義。但是目前政府正積極

推動電子簽章法的立法以解決此等爭議問題。根據行政

院於八十八年十二月所通過的電子簽章法草案 80第四條

第一項規定，「法律行為得經當事人約定以電子文件為

之。其應以書面為之或訂定字據者，亦同。但法律明定

或經政府機關公告不適用者，不在此限。」若該法根據

目前之草案通過，則除非有該條但書之規定，亦即除非

公司或證券主管機關公告股東會通知不得以電子方式為

之，否則此項通知即可以電子方式為之並可發生一定效

力。  

此種推論亦可從該條草案之立法理由獲得支持。根

據該條立法理由二，「傳統賴以作為通信及交易行為基礎

的書面文件，其功能皆可利用現代資訊及通信以電子方

                                           
80 電子簽章法草案係於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經行政院第二Ｏ六一次院會審議通過，並送立

法院審議，但立法院迄八十九年五月底仍未通過該法。目前，歐美等主要國家為建立安全及可

信賴的電子通信及交易環境，並普及電子商務之應用，正積極推動電子簽章法之立法，並已經

有多個國家完成相關立法，例如德國（一九九七年八月）、馬來西亞（一九九七年）、義大利（一

九九七年三月）、新加坡（一九九八年六月）、韓國（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立法，一九九九年七月

生效）。至於美國，各州已紛紛完成其個別的電子簽章法或數位簽章法，其中猶他州首先於一

九九五年五月完成立法，至於美國聯邦政府，國會參院與眾議院已於一九九九年底通過各自的

相關草案，參院法案稱為「全球暨國家商業電子簽章法」（Electronic Signatures in Global and 

National Commerce Act, E-SIGN），眾院法案則稱為「千禧年數位商業法」（Millennium Digital 

Commerce Act），在兩院協商後於公元兩千年六月通過正式的電子簽章法（E-SIGN）。至於歐

洲，則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三日通過電子簽章指令（Directive 1999/93/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3 December 1999 on a Community Framework for Electronic 

Sign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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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製作、呈現、保存及傳送，為使電子文件能廣為各行

各業應用，減少書面與電子作業並行之不便，以充分發

揮數位化及網路化作業之效益，爰規定法律行為及依法

律規定應以書面文件製作者，得經當事人約定以電子文

件為之；另為保留適用彈性，爰將法律明定或政府機關

公告不適用者排除。」  

值得注意的是，該條草案第二項規定，「前項情形當

事人依約定之安全技術、程序及方法所製作之電子文

件，足以驗證其內容真偽者，推定為真正。」這項規定

的主要原因，乃在於考慮到電子文件雖可取代書面文件

作為通信及交易的媒介，但並非所有以電子方法製作的

電子文件，皆可防止被竄改及偽造，必須以當事人約定

之安全技術、程序及方法所製作之電子文件且可供驗證

真偽者，才能推定為真正 81。因此，若發行公司運用一

定的安全技術、程序及方法製作股東會的相關資料，包

括電子式的委託書，若能驗證其真偽時，即可推定為真

正，而可以發揮一定的效力。  

事實上，目前已經廣為國外法律界所採行的 PDF 檔

案就符合上述電子簽章法的要求，這是因為其具有不易

篡改的安全性，再加上其可以完整呈現原始文件內容，

並可驗證其真偽，故美國證管會特別於「使用電子媒體」

（Use of Electronic Media）的解釋令中承認 PDF 檔案的

法效，只要傳送的公司或是股務代理機構符合下列兩個

條件即可：在取得投資人同意以電子商務交付的同意

時，告知投資人其下載 PDF 檔案的相關要求；免費提

                                           
81 請參見電子簽章法草案第四條立法理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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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投資人必要的軟體與技術協助 82。  

因此，除了 PDF 檔案外，若發行公司或股務代理機

構利用其他技術，將股東會開會資料與委託書作成電子

文件，並以電子方式傳送給股東（例如以電子郵件或是

置於網站上供投資人下載），並由股東於下載或收到電子

郵件後直接列印出來，由於其內容與原本相同，在理論

上也相當於公司所印發，此時利用此種方式所傳送的委

託書即可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要求。  

二、可否利用網路傳遞委託書委託他人出席股東會？  

就目前的公司法規定而言，公司法並未就傳遞委託

書之相關問題加以規範，僅有的規定，僅規範於第一百

七十七條。該條規定，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公司

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相對於公司法的原則規定，證券交易法第 25-1 條亦僅原

則性的規定，「公開發行股票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

應予限制、取締或管理；其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使用

委託書違反前項所定規則者，其代理之表決權不予計

算。」 83 

根據證交法第二十五條之一的授權，證券主管機關

                                           
82 請參見前揭 SEC Interpretation: Use of Electronic Media, II. Interpretive Guidance, A. Electronic 

Delivery 的說明。在一九九五年的解釋令中，美國證管會指出，若欲使用某一種特殊的媒體，

不能過於複雜以致意欲送交的接受人無法有效的接觸所提供的資訊（the use of a particular 

medium should not be so burdensome that intended recipients cannot effectively access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由於此文字不夠明確，因此造成業者的困擾。由於 PDF 檔案已經廣為

接受，因此美國證管會特別在此解釋令中明確承認其效力。 
83 不過，此項規定並非強制規定，根據最高法院六十五年台上字第一四一Ｏ號判例，公司法之

所以要求公司印發委託書，乃為便利股東委託他人出席而設，並非強制規定，公司雖未印發，

股東仍可自行書寫委託書，委託他人代理出席。是故根據該項判例，縱未使用公司印發之委託

書，仍不妨礙其股東權之行使。相對於最高法院對第一百七十七條規定乃係任意規定之見解，

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五條之一的規定究竟係任意規定還是強行規定則並不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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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訂定了「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

則」。依照該規則，可取得委託書之方式包括徵求與非屬

徵求二大類，其中徵求係指「徵求人主動向股東以公告、

廣告、牌示、廣播、電傳視訊、信函、電話、發表會、

說明會、拜訪、詢問等方示取得委託書藉以出席股東會

之行為」（第三條第一項）」，至於非屬徵求，則係指非以

徵求之方式，而係受股東之主動委託取得委託書，代理

出席股東會之行為（第三條第二項）。  

從這些規定亦可以清楚的得知，徵求人可以利用電

子方式（例如電傳視訊與電話）主動向股東取得委託書

藉以出席股東會，但是該規則並未對被徵求人是否可以

用網路方式交付委託書有所規定。  

就一般的股務原則而言，不論是徵求委託書或由股

東主動委託（非屬徵求），股東都應該在公司印發的委

託書上簽章，一般更要求應與股東名簿上之印鑑相同，

因此，就現實面而言，除非股東確實在委託書上用印（蓋

用與股東名簿相同的印鑑）否則該委託書並不能發生效

力。從上述的規定觀之，不論公司法或是證券交易法相

關規定對於代理權的授與，似乎都表示代理權之授與應

以書面為之 84。  

不過，根據司法實務見解，出席股東會的代理與民

法代理權之授與並不相同，因此若股東利用他人為傳送

意思之機關，或係民法上代理權之授與，究與公司法出

席股東會之代理有所不同，除有特別約定外，無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一項之適用 85。因此，若股東不委託

                                           
84 更有學者認為此亦為要式行為。請參見柯芳枝，公司法論，民國八十六年版，頁二六七。 

85 該案例係股東出席股東會領取選票後請人帶填選票並投入票匭的問題，司法機關認為：「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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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代理出席，而直接利用網路服務業者或是中間機構

的服務傳達至公司，根據該判例之法理，股東乃係利用

他人進行投票，只要能確保其意思表示之正確且無篡改

之虞，似仍應承認其法律效力。縱使認為早期之意思表

示傳達機關的見解不可類推適用於網路，但若根據電子

簽章法草案之相關規定，似仍可達成類似的效果。  

根據該草案第九條，「依法令規定應簽名或蓋章者，

得經當事人約定以電子簽章代之。但法律明定或經政府

機關公告不適用者，不在此限。前項電子簽章以當事人

依約定之安全技術、程序及方法製作可資驗證電子文件

真偽者為限。」電子簽章法之所以為此規定的理由，在

於傳統以簽名或蓋章作為意思行使及查驗文書真偽之功

能，皆可以電子簽章達成，為使電子簽章能配合電子文

件廣為各行各業應用，減少書面與電子作業並行之不

便，充分發揮數位化及網路化之效益，乃規定經當事人

約定得以電子簽章代簽名或蓋章 86。  

根據此項規定，若公司法或證券交易法主管機關並

未公告委託書不適用此項規定，就可以用電子簽章的方

式取代簽名或蓋章。由於電子簽章法通過後，具有法律

的位階，而證期會所訂頒的各種有關股東會的辦法或規

則，乃屬行政命令的規則，因此電子簽章法的規定仍應

                                                                                                                         

委託他人出席股東會，應出具委託書，此項規定，僅於股東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時，始有其

適用。若股東親自出席股東會，而將已領取之選票囑人代為填寫被選人姓名，並將其投入票櫃，

要係利用他人為傳送意思之機關，或係民法上代理權之授與，究與公司法出席股東會之代理有

所不同，除有特別約定外，無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一項之適用，此種選票認為有效」，請

參照五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第二次民、刑庭總會決議(五)，最高法院五十四年台上字第一六八

七號判例。 

86 請參見電子簽章法草案第九條立法理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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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適用，並可排除與其規範相異的行政命令 87。  

三、股東直接利用網路行使股東權是否可列入定額？  

對於電子投票之問題，由公司法之規定與司法實務

可知，公司法並未特別要求一定要以公司出具之委託書

方為有效，而證券交易法亦無強制規定，僅「公開發行

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 88第二條第一項規

定，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之用紙，以公

司依本規則所附格式印發者為限，若有不符，依同規則

第二十二條，則可不予計算。但該規則乃係行政命令之

性質，是否能因此變更公司法、證交法之規定實有疑議，

更何況若以電子方式傳送電子檔之委託書，在解釋上亦

屬公司出具之委託書 89，因此以電子方式傳送委託書似

無違法之理，有問題者，僅在於是否可以利用網路行使

投票權而已。  

另外根據「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議事規範」第一條，

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範

辦理。而該規範第二條則規定，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

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出席股

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計算之。  

是故根據現行知股東會議事規範，不但無法利用網

路委託他人出席股東會，亦無法利用網路直接行使股東

                                           
87 有關證管會所訂頒之「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議事規範」與相關股東會議事規則之法律問題，

請參見陳錦旋，股東會議事規則相關法令及實務問題之研究，載於財經法專論，五南圖書公司，

八十八年，頁一二九以下。 

88 該規則最早訂定於七十三年，並於八十五年與八十七年大幅修正，請參見八十七年四月二十

七日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87)台財證（三）第Ｏ一Ｏ六二號令。 

89若以前述的 PDF 方式而言，若股東將利用電子方式所傳送的委託書列印並蓋印鑑章之後，再送

交其代理人或徵求人，亦可發揮其法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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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因為均必須現實出示並繳交簽到卡方能計入股東會

出席股數之內。但是如前所述，此項議事規範乃係行政

命令之性質，故若電子簽章法通過，或是證券主管機關

修改此項辦法，即可解決此等問題。  

但是縱使如此，對於利用網路傳送之委託書或是股

東直接利用網路行使股東權時，其所為之委託或是透過

電子方式所為之意思表示是否能發生法律上的效果，仍

然有待釐清。  

另一個相關的問題，則在於委託書是否應計入股東

會最低出席定額（ quorum）。雖然我國公司法並未就股

東會開會的最低出席定額加以明確的規定，但是根據公

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之規定，亦即「股東會之決議，除

本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

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以及第

一百七十五條「出席股東會不足前條定額」即應以假決

議方式為之的規定觀之，我國公司法所規定的最低出席

定額似為已發行股份總數的過半數股份出席。  

根據證期會所訂頒的「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議事規

範」第八條，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

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

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

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

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

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

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

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

請大會表決。從此規定亦可間接推知，我國公司法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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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人數，乃係已發行股份總數的過半數股東出席，必

須達到此定額，方可有效的開會並作成決議。  

根據現行公司法的相關規定，股東會決議之作成，

係以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一定比例之股東「出席」為

前提，並要有出席股東一定比例之同意方能作成決議

90。雖然此處之「出席」究竟是否係指「親自出席」並

不明。不過，從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立法意旨與相

關司法見解觀之，公司法似並不要求股東親自出席，91只

要有人可以代理該股東出席即可，甚至代理人亦不一限

定為公司之其他股東 92。因此，若有適當的代理權授與

行為，而代理人之取得授權亦符合法律的要求，其所代

理之表決權即可被視為出席，而可以於股東會投票時計

入股東會表決之有效票數之內。  

四、出席股東會與出席董事會之區別  

雖然股東的代理公司法並無特別之限制，學者見解

與主管機關的見解亦認為股東出席股東會之代理並不限

於公司之股東，但是相對的，公司法卻對董事出席董事

會之代理有嚴格的限制。縱使網路科技的發達，透過網

                                           
90 公司所可能作成之決議包括普通決議（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第一百七十四條）、輕度特別

決議（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公司法第十三條第一項後段、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第一

百五十九條第一項、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二百零九條、第二百四十條、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二

百七十七條）與重度特別決議（出席股東表決權之四分之三、第三百十六條）等。不過，若出

席股東所代表之股份不足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之定額而為之決議，國內司法實務見解不一，

有認為係得撤銷者（例如最高法院六十三年台上字第九六五號判例，六十九年台上字第一四一

五號判決、七十六年台上字第四○四八號判決），有認為則係不成立者（例如最高法院六十五

年台上字第一三七五號判決、六十九年台上字第二一八八號判決），國內學者對此亦見解不一。

請參見王泰銓，公司法爭議問題，五南圖書公司，八十六年，頁二○二至二○九。雖然學說與

司法見解不一，但是均不以親自出席為要件。 

91 由於股份有限公司股權分散，若要求股東親自行使其表決權，則不免有強人所難之嫌。請參

見柯芳枝，公司法論，八十六年版，頁二六四。 

92 請參見柯芳枝，前揭書，頁二六五至二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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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視訊會議的技術，可以打破空間的限制，使散居各地

的人士一同參與會談，而達到相互討論之會議效果，與

親自出席無異，但是董事若欲利用此等方式召開董事會

時，則有相當的限制。  

對於董事會是否可以利用網路以視訊畫面會議方式

為之的問題，經濟部於討論後，在八十七年二月對此問

題作出解釋 93。該解釋函首先根據該部七十五年三月十

九日商字第一一七八九號函釋指出，「董事會之議事，應

作成議事錄，公司法第二百零七條第一項定有明文。又

依該條第二項準用同法第一百八十三條規定，議事錄應

記載會議之『年、月、日、場所』與『出席股東之簽名

簿』及『代理出席之委託書』一併保存。是以關於董事

會之召開，如未經董事親自出席或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於『某時』在『某地』（即場地）舉行之集會，而由散居

各地之董事以電話或其他視訊方式溝通、討論與決議，

尚難謂已合法召開董事會。」  

其次，該函指出，按現行公司法第二百零五條第三

項規定：「董事居住國外者，得以書面委託居住國內之其

他股東，經常代理出席董事會。」是以，董事會開會，

董事依法應親自出席，如不能親自出席，自可依上開規

定辦理。該函雖然指出，近年來電傳科技發達，視訊畫

面會議與親自出席無異，但是該函卻表示，「本部參考外

國立法例，爰納入公司法全盤修正中予以明文規範」，至

於有關是否可以利用視訊會議方式召開董事會的問題，

該函釋則表示，「仍請依前揭函釋辦理」，也就是說，在

公司法明文修正通過以前，七十五年商字第一一七八九

                                           
93 八十七年二月五日，經(87)商字第八七二○二八○八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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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釋仍有其拘束力。  

不過，經濟部對董事會是否可以利用電傳視訊的方

式召開的見解卻不一定可以作為否決利用網路召開股東

會或甚至利用網路投票的依據。這是因為根據現行公司

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的規定，股東若無法出席股東會時，

可以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

人出席股東會，至於代理人之資格，公司法、證券交易

法與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等都並未

特別加以限制，因此股東並無親自出席的強制規定，亦

可透過委託書的方式委託他人出席代為行使其股東權。  

相反的，根據公司法第二百零五條之規定，董事會

開會時，董事應親自出席，但公司章程訂定得由其他董

事代理者，不在此限。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

會時，應於每次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

圍（第二項）。代理人亦以受一人委託為限（第三項）。

若董事居住國外者，同條第四項亦例外規定，得以書面

委託居住國內之其他股東，經常代理出席董事會，但此

項代理，應項主管機關申請登記，變更時亦同（第六項）。 

從公司法對股東會與董事會的規定而言，可以清楚

的得知公司法對董事出席董事會乃係以親自出席為原

則，委託出席為例外。根據第二百零五條第一項但書之

規定，董事若無法出席而要委託其他董事代理時，則必

須公司章程對此等代理行為有明確規定者為限，否則似

無法任意委託其他董事代理，更不得委託其他非董事之

第三人代理行使其董事職權。  

另一方面，對於居住國外的董事，公司法第二百零

五條雖然有例外的規定，也就是可以書面委託居住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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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東經常代理出席董事會，但是此種代理的委託並非

可隨時為之，反而必須先向主管機關申請登記後，方可

發生效力，若要變更代理人時，亦應經主管機關的同意，

方可生效，可見公司法對董事代理的謹慎態度。  

事實上，此種規定與美國各州公司法類似。原則上，

董事不能出具委託書由第三人代理出席董事會，但是與

我國不同之處，就是在各州州法的許可範圍下，董事可

以不用親自出席但是仍可以利用其他方式參與董事會。

例如加州、德拉瓦州與紐約州的公司法就明確的准許發

行公司得以電話會議（ conference call）或其他類似方式

參與董事會，只要符合所有參與的董事都能聽見其他所

有董事發言的要件即可。此種參與，不只是可以算入出

席的人數，作為是否已經達到最低開會人數的目的，而

且利用此種方式參與的董事亦與親自參與的董事有相同

的法律地位，其所參與的決議與投票，亦與親自參與有

相同的效力 94。  

不過，雖然這些州的州法准許電話會議，但是對於

是否准許利用網路方式召開董事會則仍然採取保留的立

場。事實上，根據這些州的公司法規，若未提供所有董

事特殊的電話設備或是在董事的電腦中安裝適當的軟

體 ， 透 過 網 路 科 技 所 舉 行 的 線 上 會 議 ， 不 論 是 用

streaming 的 技 術 或 是 利 用 加 密 的 網 路 聊 天 室

（ confidential internet chat room）的方式為之，都無法

符合董事會召開的目的與要件 95。  

                                           
94 請參見 Lawrence T. Kane & Loren D. Danzis, The Net May Be A New Venue For Annual Meetings, 

The National Law Journal, June 28, 1999,  at p.B06。 

95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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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科技的發展並解決董事可否利用網路參與董

事會的問題，加州已於 1999 年率先修改該其公司法，除

了於第 307 條第 (6)項維持其原來准許利用電話會議方式

召開董事會的規定外 96，特別增加了可以利用網路技術

與設備召開線上董事會的規定 97。  

根據加州公司法新修正的規定，董事得利用電話會

議 、 電 子 視 訊 銀 幕 通 訊 （ electronic video screen 

communication）、或其他通訊設備參與董事會。對於電

話會議的部份，該項規定與其他各州的規定相同，亦即

若利用電話會議參與董事會時，只要所有參與會議的董

事均能聽見他人的發言，即視為親自出席 98。不過，該

項規定雖准許以電子視訊銀幕通訊參與董事會，但是亦

對使用該種方式加以特別的限制。亦即，根據本項規定

利用電子視訊銀幕通訊、或其他通訊設備（但不包括電

話會議）參與董事會時，若符合下列各款之規定時，亦

                                           
96 該項原文為： 

(6) Members of the board may participate in a meeting through use of conference telephone or 

similar 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as long as all members participating in such meeting can hear 

one another. Participation in a meeting pursuant to this subdivision constitutes presence in person 

at such meeting. 

97 根據加州公司法第 307 條(a)規定，除公司章程（但第 204 條第(5)項不在此限）或內部規則另

有規定外，下列各項之規定均應適用(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e articles or (subject to 

paragraph (5) of subdivision (a) of Section 204) in the bylaws, all of the following apply)。因此，新

修正的第六項亦適用到所有依加州法律成立的加州公司。 

98 修正後的加州公司法第 307 條第六項之規定則為： 

California Corporations Code, Section 307 (6)  

Members of the board may participate in a meeting through use of conference telephone, electronic 

video screen communication, or other 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Participation in a meeting 

through use of conference telephone pursuant to this subdivision constitutes presence in person at that 

meeting as long as all memb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meeting are able to hear one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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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親自出席董事會 99：  

、每一位參與董事會的董事均能與其他所有參與的董

事同時溝通。  

、在董事會召開之前，已對每一位董事均提供參與所

有事務的方法，包括但不限於建議或反對公司採行

特定決議的能力。  

、公司應採行並執行確認下列事項的方法：  

、參與會議者確實係董事或是其他有權參與董事

會之人。  

、所有董事會的決議或投票均係由董事所同意或

投票，而非由其他董事以外的第三人為之。  

因此，根據此項規定，現在的加州公司若能提供董

事適當的軟體與安全的傳輸環境，加州公司可以合法的

召開線上董事會 100。但是從加州法律對出席董事會之嚴

                                           
99 為確保利用線上方式召開董事會的安全，並確定參與者的身分，新修正的第 307 條第六項特

別針對以電子視訊銀幕通訊(electronic video screen communication)或其他通訊設備參與董事會

的問題加以適當的限制。現行之規定原文如下： 

Participation in a meeting through the use of electronic video screen communication or other 

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other than conference telephone) pursuant to this subdivision constitutes 

presence in person at that meeting if all of the following apply: 

(A) Each member participating in the meeting can communicate with all of the other members 

concurrently. 

(B) Each member is provided the means of participating in all matters before the board,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capacity to propose, or to interpose an objection to, a specific action to be 

taken by the corporation. 

(C) The corporation adopts and implements some means of verifying both of the following: 

(i) A person participating in the meeting is a director or other person entitl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board meeting. 

(ii) All actions of, or votes by, the board are taken or cast only by the directors and not by 

persons who are not directors. 

100 不過，亦有專家認為，其實線上董事會是否能夠真的風行，則還要看董事們是否願意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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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規範觀察，亦可瞭解董事應以親自出席董事會為原

則，至於其他州由於並無類似的立法，因此縱使欲利用

網路進行網路董事會，亦仍有實質上的困難。  

 

第四節 利用網路行使股東權之可能模式與分析  

為因應股權分散、股東人數眾多的大公司，其股東不易

親自出席、股東會召開困難的現實情況，主管機關已委託學

者就是否增訂股東會通訊投票制度以為因應 101。證期會並根

據研究結論，研擬修訂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五條之二，規定「股

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開發

行公司，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標準者，其不出席股東會之股

東，得以書面或主管機關所定方式行使表決權，不受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之限制」 102。由於擬議中的修訂條文規

定「得以書面或主管機關所定方式行使表決權」，顯然並不

限於擬議中的書面通訊投票制度，還可以涵蓋諸如利用網路

行使表決權的方式，因此若該修訂條文獲得通過，即可為網

路行使表決權取得法源依據 103。  

惟證交法之修訂過程往往耗費時日，但是利用網路行使

表決權之方式已隨網路之普及而在美國獲得廣大的迴響，並

呈現驚人的成長，因此實有必要就我國現行法制加以檢討，

                                                                                                                         

另外的考慮因素，則包括採行此種方式的保密程度與效率等問題。請參見 Lawrence T. Kane 前

揭文。 

101 請參見劉連煜、林國全，股東會通訊投票制度之研究，八十六年十二月。 

102 請參見證期會八十八年二月十二日，研商「股東會通訊投票制度」會議討論資料。 

103 另外，隨著科技的進步，又出現所謂的「二維條碼」的方式，我國在利用網路進行報稅時，

亦已經開始採取此種方式，因此有關利用網路行使投票權之方式，不宜自我設限，而可以隨科

技發展而有所改變，雖然其所表現的方式不一，但是均係利用網路傳輸的方式為之，因此本文

均將其納入廣義的利用網路行使表決權之範疇內加以討論。 



 59

以明瞭除修改證交法之外，是否有其他可行之方法可供利

用。  

就目前運用網路行使表決權的類型而言，可以大別為下

列二種形態：包括全面採行網際網路行使「委託行使」股

東會表決權；股東會兼採網路行使（親自或委託）股東會

表決權。而第二種方式又可以分為下列不同的可能方式：  

一、現場股東會、委託書、網路委託行使及網路親自行使表

決權。  

二、現場股東會、網路委託行使及網路親自行使表決權。  

三、網路委託行使及網路親自行使表決權。  

四、網路委託行使及書面親自行使表決權。  

惟就現況分析，若欲全面採行網路行使「委託行使」股

東會表決權，由於國內相關機制（包括法規、認證機構、交

易機制與相關配套措施）尚未建立，民眾對此制度仍然陌

生，因此貿然全面採行，恐滋生疑義。另外就以美國現階段

利用網路行使表決權的實務而言，雖然已經採行，但也僅是

股東可以選擇的投票方式之一，故目前仍以股東會兼採網路

行使表決權方式較為妥適。故本研究亦以此作為主要的研究

目標。雖然股東會兼採網路投票的方式可以有不同的排列組

合，但是其亦可以歸納為股東透過網路親自行使表決權與透

過網路委託行使表決權兩大類，以下即分別加以討論 104。  

                                           
104 不論採行哪一種方式，都會面臨另外一個實際的問題，那就是國內行之有年的股東會紀念品

的問題應如何解決。國內目前絕大多數的小股東（散戶），都不會親自出席股東會，僅在接獲

公司印發的股東會開會通知後，即以開會通知換領股東會紀念品。一旦採行網路投票制度，如

果不顧及目前的生態，小股東在無紀念品的情況下，是否會接受此種制度，若仍然要發紀念品，

應如何兼顧，此涉及各公司的決策問題，並非本文討論的範圍。惟事實上亦有公司在股東會通

知上載明「本次股東會不發紀念品」，可見紀念品並非絕對必要，但若處理不妥，亦可能滋生

事端，例如華碩上市後的第一次股東會即因紀念品不足造成股東會小股東砲聲隆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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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股東直接利用網路行使表決權  

為達到公司民主，並減少中間機構介入的問題，最

佳的解決方式就是由股東直接利用網路行使表決權。此

種方式雖然最直接，但是亦衍生出目前法規不明與各發

行公司是否能夠因應的問題。  

若欲採行此種方式，在股東選擇以網路方式進行投

票後，公司即會指定一定之密碼與控制碼給該股東，股

東在經憑證機構確認身分後，就可透過憑證機構直接將

其對股東會各項議案之意見傳輸給公司，並由公司股務

彙整後，併同股東會現場親自出席股東之意見彙計表決

權。  

此種方式的優點，在於由股東直接選舉，省卻中間

機構的運作，可以避免中間機構傳達不實或錯誤情況的

發生。另外，亦可兼顧未來股東利用網路直接參與股東

會的討論，甚至修正案與臨時動議提案的投票，有其延

伸性與擴張性。但是若欲採用此種方式則必須將透過此

種方式所為之投票定位為親自出席，否則既無代理人代

為出席，又未親自出席，在現行法律規範制度下，仍然

不易消弭爭議。雖然公司法與證券交易法並未對「出席」

有明確的定義，可以由主管機關透過適當的解釋方式並

建立一定的作業程序為之，但是最無爭議的方式則是透

過修改公司法或證券交易法的方式為之。不過，由於修

法時程掌握不易，不宜即刻採行。  

採行直接投票的另外一項缺點，則是由於並無客觀

公正的中間機構與適當的安全控管機制，若公司派有心

規避，反而更容易發生爭議。例如公司派將投票反對的

股東以沒有接獲或未即時接獲為由不予以計算，甚至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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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投票內容，都可能會發生，因此除非透過憑證機構有

客觀的認證，否則此種模式所生的爭議反而更不易解

決。但是若股東透過不同的憑證機構分別投票時，亦可

能發生疑義，故除了公司法與證交法的修正外，還應訂

定相關的行政命令以釐清可能的爭議點。  

二、透過客觀公正的中間機構  

此種作業模式，乃准許股東利用網路將其對股東會

議案之意見傳輸至一個公正客觀的中間機構，再由其彙

整各股東之建議後加以處理。此等中間機構，可以為憑

證機構，亦可以為股務代理機構或其他機構，而其可能

的模式則可分為下列三種方式：  

、由中間機構將彙整的意見與資料提供予接受公司委

託擔任受託代理人之股務代理機構，並由其在股東

會上代表各股東行使表決權。此種方式，類似現行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十

六條之規定，亦即委託股務代理機構擔任股東之受

託代理人，以出席股東會。另外，此種方式亦類似

美國現行的制度，也就是由指定的股務服務機構作

為股東投票的中間機構，並由其設立安全交易的網

站供股東於行使投票權時利用。若採取此種方式，

則應配合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

書規則」，並增訂利用網路傳輸委託意見的法律依據

及其他相關的配合措施。  

、由中間機構將彙整的意見與資料直接提供發行公

司，並併同現場親自出席股東之意見彙計出席權數

與表決權。此種方式的優點，在於中間機構僅係公

司的代理人或履行輔助人的地位，可降低股東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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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複雜性，但是由於將其定位為與親自出席同，

雖然公司法與證券交易法並未對「出席」有明確的

定義，但是此種由中間機構彙整轉交的方式究竟仍

與親自出席有別，因此宜於公司法或證券交易法中

增訂相關法律依據，並由主管機關訂定相關作業程

序，以資遵循。  

、由中間機構於彙整意見與資料後，由該中間機構自

行代表透過網路投票的股東參與股東會，並併同現

場親自出席股東之意見彙計出席權數與表決權。此

種方式的優點，在於其不需要透過修法的方式，僅

直接以修改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

則的方式為之即可，再加上中間機構可以委託書徵

求人的地位參與，若適當放寬中間機構的限制，將

可鼓勵現有的信託機構或股務代理機構等法人更積

極的參與股東會，並可進一步的強化股東會民主。  

三、我國引進網路投票制度之潛在問題與因應之道  

就上述的討論可知，我國若欲導入網路行使投票權

之制度，在法令與安全機制尚未具備的情況下，目前尚

不宜採行全部均以網路投票的方式進行，而宜循序漸

進，先以兼採網路投票的方式，待網路投票方式已經廣

為接受後，再逐步放寬。不過，不論採取上述的任何一

種方式，都必須建立一定的機制，例如由主管機關訂定

利用網路行使股東權作業辦法，以供各發行公司遵循。  

首先，在股東方面，應該給予股東選擇的機會，也

就是由符合一定條件的股東就其所欲利用的投票方式加

以選擇 105。至於選擇的方式，可以直接利用書面回函方

                                           
105 一般而言，股東必須要能夠使用網路並必須要有電子郵件信箱，以便於其利用網路投票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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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或是設立電子投票之網頁，由股東直接輸入相關資

料經驗證屬實後進行選擇。若選擇利用網路投票，則或

可採美國方式，由公司指定密碼，或是由個人自行或改

變公司指定密碼的方式，以確保網路投票的安全性與秘

密性。原則上，此種制度應力求簡便，不宜課以太多之

要求與限制，否則股東將不會選擇利用此種方式。  

其次，在發行公司方面，除應對股東廣為宣導網路

投票的相關事宜，包括使用注意事項與使用方法等外，

更應根據主管機關的相關辦法，建立內部的標準作業程

序，例如將股東會相關資訊（包括議程與議案等）置於

該公司網站中，以供股東瞭解，亦可採美國的模式，以

外包的方式由公司委託專業的股務服務機構提供與網路

投票相關的服務，以免增加公司額外作業的困擾。至於

實際作業時，則應針對可能發生的問題加以規範，例如

美國已經發生的重複委託問題，或是先採網路投票方式

但是又親自出席投票等問題 106都應預作規範。  

而在接受股東投票的股務代理機構或是中間機構方

面，則應在技術上與安全控管方面，採取充分且必要的

保密與安全措施，並架設安全交易的網站，不但在投票

前能有效確認股東的身分與密碼，更在股東投票之後能

保護投票的安全性與秘密性，並應將所有投票的記錄彙

整保全，作為轉交公司或代表投票股東作為行使股東表

                                                                                                                         

可以由中間機構以電子郵件方式發函確認已接獲其電子投票的結果。 

106 根據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三項，原則上「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

應於股東會開會前五日送達公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書

者，不在此限。」因此若有重複委託時，即可依此該項規定加以解決。至於委託後親自出席的

問題，由於司法機關認為五日前送達之規定乃屬任意規定，故股東親自出席則可以視為撤銷前

委託，並以股東於股東會現場所為之意思表示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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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權之用。  

另外，於引進網路投票之際，亦可考慮先從已經有

一定規模的公司，例如資本額已達二億以上之公開發行

公司開始適用，如此一來，可以直接適用證券交易法相

關子法之規定，亦可減低修法所可能面臨的問題。  

 

第五節 利用網路行使投票權的可能問題  

雖然利用網路行使表決權有前瞻性、成本低廉、可加強

公司民主、促進股東參與等諸多的優點、但是不可避免的在

實際運作之際，亦會有其他的問題發生，必須要事先加以考

慮與因應。而就網路投票而言，除了股東直接投票的情形宜

以解釋的方法或立法將其認定為另一種出席方法之外，可能

會有代理人代為出席股東會。因此，所要考慮的問題則包括

下列兩種。  

一、安全機制與認證機制的建立  

利用網路行使表決權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安全

性與身分之確認的問題。這是因為若無法確認股東的身

分，並進而保障股東利用網路行使表決權的秘密性與安

全性，則網路投票可能變成另一種操縱投票的工具，而

這兩個基本的關鍵問題，就與安全機制的建立攸關。  

為確保網路投票制度的安全，不但應確保投票資訊

於傳輸過程中無被竊取或篡改之虞，並應確認投票股東

的身份。若要達成此種目的，不但需要發行公司的努力，

更需要客觀公正的機制加以確保。  

就目前我國的現況而言，就政府部門而言，行政院

研考 會已經完成政府 機構利用的政府 憑證管理中心

（Government Certification Authority, GCA）之建置，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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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辦理政府機構間憑證管理工作，藉由政府機構所建立

安全可靠的網路認證制度，以達到公正性與安全性的目

的，並促進網路電子商務的發展。但是對民間機構而言，

則無法利用政府憑證機構，而須利用一般的民間憑證機

構。事實上在電子商務環境中，憑證機構（Certification 

Authority, CA）扮演著重要的公正第三者之角色，地位

重要，歐美國家多依市場機制開放電子認證機構的營

業，我國電子簽章法草案亦同，對憑證機構採開放態度，

故目前已經有許多國內業者正積極準備跨入此領域 107。

但由於電子簽章法尚未完成立法工作，因此有關憑證機

構與憑證機構管理的問題尚無法解決 108。  

而在電子簽章法尚未通過前，若欲採行網路投票的

方式，可考慮採取美國的方式，由發行公司根據其股東

名冊指派有意參與網路投票的各股東個別的密碼與控制

碼，以確立股東之身分。此外，並應與網路業者與股務

代理機構合作，建立一個安全交易網站，以確保網路傳

輸的安全。而在電子簽章法通過後，則可透過符合該法

要求的憑證管理機構（CA）作為確認股東身分與確保傳

輸資料安全性與秘密性的認證工作 109。至於安全與認證

機制建立的相關規劃與技術問題，本研究報告將在第二

                                           
107 例如金資中心、關貿網路以及其他民間財團都有意擔任 CA 的角色，財政部亦有意成立一個

財經認證公司，以對諸如網路證券交易等提供認證服務。 

108 雖然電子簽章法草案有對憑證機構加以規範，但是卻並未詳加規定，而僅於草案第十一條規

定，憑證機構應製作憑證實務作業基準，載明憑證機構經營或提供電子認證服務之相關作業程

序，送經主管機關核定後，並將其公布在憑證機構設立之公開網站供公眾查詢，始得對外營業；

變更時亦同。前項憑證實務作業基準應載明事項，由主管機關定之。 
109 電子簽章法草案第十二條為規範憑證機構，特別訂有罰則規定，以保護交易安全與消費者利

益，該草案規定：憑證機構違反前條規定者，得由主管機關視其情節，命其限期改正或處新臺

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其情節重大者，並得停止其一部或全部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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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詳加討論。  

二、對修正案與臨時動議之處理  

與書面投票制度類似，就是利用網路行使投票權

時，對於股東會現場所提出的修正案與臨時動議案可能

無法即時表示意見或參與投票。但是網路投票與書面投

票不同之處，則在於若加以適當的規劃與網路技術的運

用，利用網路行使投票權亦可兼顧修正案與臨時動議。  

根據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股東會（包

括股東常會與股東臨時會）之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

事由，並得列臨時動議。雖然同條第四項規定，改選董

事、監察人、變更章程或公司解散或合併之事項，應在

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同樣的，證券

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亦規定，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

之公司召集股東會時，關於公司法第二百零九條第一項

（董事競業之許可）、第二百四十條第一項（將股息紅利

轉發新股）及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一項（資本公積轉增資）

之決議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

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但是在股東會進行之際，仍然可能會發生修正案或

其他臨時動議出現的情形，例如國內就經常發生小股東

對股息紅利分配或資本公積轉增資不滿而要求變更的情

事，由於利用網路行使表決權之際，可能該等修正案或

臨時動議尚未出現，均無法確實瞭解股東對此等議案的

看法與投票意向。不過，此種情形較可能發生在股東直

接利用網路投票而無代理人之情形，若透過中間機構或

由中間機構轉交的方式，由於有代理人出席，故只要在

代理權限範圍之內，代理人仍可於股東會現場代表該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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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行使股東權。  

若是在股東自行利用網路投票的場合，雖然目前在

現行法令下仍有是否出席的疑義，但是在目前網路技術

的進步情況與寬頻逐漸普及的情況下，已經可以利用網

路廣播（webcasting）的方式將股東會現場的情況利用

網路做同步的傳播，需要瞭解的股東均可以透過網路得

知股東會進行的情況，若相關機制建立且法令許可，股

東甚至可以利用電子郵件或其他互動裝置參與討論甚至

投票。此種技術上可能性使網路投票與書面投票制度發

生極大的差異，此時則應考慮是否准許股東能做即時的

線上投票。若將利用網路投票亦視為出席時，則對修正

案或臨時動議之表決，亦可因股東有出席而可參與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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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就股東是否可以透過網路行使表決權的問題而言，若准

許此種方式，不但可以增加股東的參與與降低公司的成本，

更可以加強公司與股東間的互動，對於股東行使其股東權與

公司股東會的順利召開，有其前瞻性與便利性。隨著網路科

技的快速進展與頻寬限制的解決，未來利用網路投票或甚至

透過網路召開股東會都不會只是夢想而已。但是透過網路行

使股東表決權的問題，亦涉及諸多的技術問題（例如如何確

保安全性與秘密性、如何確認股東的身分、與如何確定股東

投票的正確性與防止篡改等），更與法律密切相關。不過由

於我國公司法與證券交易法並未對此有明確的規定，如何在

現行法律架構下推動此等結合科技與法律的措施，亦需要周

延的設計與考慮。  

惟就 國際間的發展趨 勢而言，國際證 券委員會組織

（ IOSCO）早在一九九七年就針對網路與證券管理相關問題

組成專案小組加以研究，並建議各國在保護投資人與維護交

易安全的前提下，探討准許發行人、股務代理、寄存機構與

證券商能充分利用網路特性，以散播投票訊息的可能性，以

及在委託書投票的過程中，利用網路作為協助股東積極參與

股東常會或是其他股東會議方式之一的可能性。根據 IOSCO

的建議，美國已對利用網路行使表決權的制度有制度化的規

範，諸如德拉瓦、加州、紐約州等，已經修改其公司法，不

但准許個別股東可以利用中間機構（例如 ADP 或其他機構）

直接進行投票，而機構投資人或法人亦可利用中間機構傳遞

其投票的指示。透過此等中間機構以及指定公正第三者檢查

人（ inspector）的設計，以防止公司所可能採行的任何不公

平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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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我國現行公司法制與股票市場而言，由於並非所有

的投資人都熟悉網路的應用與擁有電腦網路設備，因此我國

似不宜單純的全面採行網路投票的機制，否則將會不當的歧

視不懂電腦網路或是無法購買電腦或連上網路的股東。另

外，除非公司能提供便捷的投票環境（例如設立網路投票的

設施），否則由於各發行公司規模不一，公司內部的股務或

是外部的股務代理機構對於網路的運作仍有待加強等各種

因素，現階段仍不宜全盤採行網路投票機制，而應與傳統的

書面投票制度相互配合，方能發揮其效能。  

其次，除非能建構一套客觀公正的系統以處理透過網路

而來表決權，否則單純的推動網路投票制度將無法發揮其預

計的功能。因此，就現階段而言，似以透過客觀公正的中間

機構進行的方式較為妥當，此舉，不但可以避免修改公司法

或證券交易法拖延時日的問題，更能透過中間機構的介入，

而維持結果的公正性與客觀性。  

至於透過中間機構的作法，雖然有不同的模式，但最容

易採行、且阻力最小的方式，則以透過中間機構彙整股東利

用網路行使表決權的結果後，送交股務代理機構的方式較

佳。若要擴大網路投票的影響力，則可開放股務代理機構或

是信託機構擔任中間機構，使其得直接代理所徵求或委託的

股東行使表決權。雖然可以採行的模式不一，但本研究仍建

議以分階段的方式實施網路投票的制度，在近程方面，以宣

導為重，並修改「公開發行公司使用委託書規則」，以配合

網路投票制度的採行，建立先導制度。中程則可考慮擴大適

用的範圍，至利用中間機構的情他類型，遠程則以配合書面

通訊投票制度的採行，而以修法的方式為之，以提供利用網

路行使表決權的一個法源依據。  



 

 

 

 

 

 

 

 

第二篇第二篇第二篇第二篇  

網際網路行使股東會表決權網際網路行使股東會表決權網際網路行使股東會表決權網際網路行使股東會表決權  

技術架構之研究技術架構之研究技術架構之研究技術架構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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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隨著科技進步，網際網路已由美國擴展至全世界，臺灣

寛在政府及民間之共同努力下，在頻 的基礎建設及軟硬體的

研發上，均已達到美國矽谷的水準，也就是說在這一波所謂

『資訊革命』或『 Internet 的第二章』，臺灣儼然在亞太地區

的國家中己佔領先之地位，所以在整體 Internet 的平台、技

術及人才，將繼高科技及軟體工業後，將臺灣推向『綠色矽

島』的將來。  

國內整體自由經濟不斷發展，資本市場規模加大，上市

（櫃）公司數目不斷成長，股東人數亦不斷上昇；國內之證

券商，己由傳統之營業員下單方式，在近兩年逐步改為語音

下單乃至網路下單甚至手機（Wireless Application Protocal, 

Wap）下單，由此可知股東已較能接受各種不同電子方式的

服務。  

目前國內上網人口已超 400 萬人，加上年底固網開放，

國內高科技廠商投入 IA（資訊家電）開發，民間各項電子商

務網站大量成立，均顯示在不久之未來，網路與民眾之生活

消費將密不同分，再加上政府各機構亦大力推展電子化政

府，如何創造另一項通路及媒體，使股東藉由網路即能行使

股東會表決權，以因應趨勢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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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技術架構  

方案一︰  

 

股務單位

Internet

資料處理機構

股務單位股務單位股務單位股務單位

憑證認證機構

股東股東 股東 股東

註︰股務單位含股務自辦者及股務代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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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  

 

股務單位

Internet

資料處理機構

股務單位股務單位股務單位股務單位

憑證認證機構 憑證認證機構憑證認證機構憑證認證機構

股東股東 股東 股東

註︰股務單位含股務自辦者及股務代理公司。  



 76

方案三︰  

股務單位

Internet

股務單位股務單位股務單位股務單位

憑證認證機構 憑證認證機構憑證認證機構憑證認證機構

股東股東 股東 股東

註︰股務單位含股務自辦者及股務代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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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技術架構說明  

第一節 流程解釋  

一、資料處理機構  

、 公 司 透 過 代 理 公 司 向 憑 證 認 中 心 申 請 ID 、  

PASSWORD(KEY) 

、 代 理 公 司 透 過 寄 發 開 會 通 知 書 ， 核 發 ID 、

PASSWORD(KEY)，並明確告知股東如何使用網站

對每一議題表達之程序，並請股東於網路上回覆。  

、股東透過網路，進入資料處理機構，登錄 ID、

PASSWORD(KEY)，經由憑證認證中心進行身份辨

識，如辨識無誤，即進行股東表決權之事宜。  

、資料處理機構於完成時，需將股東表決之相關資料

及統計結果繳回代理公司作業。  

二、憑證認證中心  

、依數位簽章認證方式，建立公開金鑰（Public Key）

架構，在網路環境下，提供每位股東惟一的 ID、

PASSWORD(KEY)之憑證，當然在方案二或方案三

之架構下，憑證之產生可透過現行之傳統憑證媒體

（如集保存摺、提款卡、信用卡、 IC 健保卡等），

並經過現行之開放或封閉網路（如提款機、查詢機、

櫃台終端機），進行唯一憑證之發放。  

、協同資料處理機構進行身份之認證。  

三、代理公司  

、在方案一或方案二，扮演角色與原來無異。  

、在方案三，需兼俱資料處理機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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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料處理機構  

一、網站建置  

二、連線規劃  

三、安全作業規劃  

 

第三節 憑證認證中心  

(CA , Certification Authority) 

ID 核發  

CA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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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技術架構優缺點比較  

方 案 優   點 缺   點 

方案一 

一致性︰CA 認證 

沿用舊有體制 

不可否認性︰單一作業中心及認

證中心 

機密性︰內控內稽標準化機密措

施較嚴謹 

市場無法自由化 

ID 發放嚴整性及便利性較差 

方案二 

股東可透過較多管道取得不同

CA 之認證，較為便民。 

 

ID 管理及代理公司對股東憑證之

確認無唯一性 

CA 與 CA 之間，CA 與資料處理

機構技術層次及複雜度提高。 

方案三 
自由競爭市場 

服務性及便利性最強 

管理不易 

技術難度及複雜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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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IOSCO 一九九九年報告建議  

Key Recommendations 

 

 The key principles described above guide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A. Application of Domestic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to Securities Activities on 

the Internet 

 

◊ Offers and Advertisements 

 

1. Regulators and SROs should provide guidance to alert market participants 

and markets as to how their existing registration, licensing and other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apply to offers and advertisements conducted on 

the Internet and alert them to the possibility that other jurisdictions 

likewise may impose other requirements. 

   

2. Regulators should amend, or seek to have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or 

legislative bodies amend, specific requirements when appropriate to 

accommodate and ensure appropriate regulatory coverage of the Internet 

environment. 

 

3. General antifraud provisions should apply to all offers and advertisements 

involving securities or financial services, regardless of the medium and 

regardless of whether a regulator or SRO is involved in approving the offer 

or advertisement. 

 

4. Regulators and, where appropriate, SROs should strengthen surveillance of 

Internet advertising and offerings for unauthorized or fraudulent activities. 

 

◊ Delivery of Disclosure Documents and Other Information 

 

5. Regulators should ensure that issuers who use the Internet to communicate 

with and send offering material to shareholders and potential investors 

provide the same disclosure about their operations, financial condition and 

securities that would be provided in a paper-based medium, so that 

investors can evaluate the risk and value of investing in the issu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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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egulators should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 on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to satisfy their obligation to deliver disclosure 

documents.  

 

◊ In providing guidance, regulators should consider what constitutes 

delivery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electronic delivery provides timely 

and adequate notice. 

 

◊ In permitting the use of electronic delivery by the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 regulators should require that investor access to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be at least as good as that provided by paper delivery. 

 

◊ Regulators should permit the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 to deliver 

disclosure documents electronically when an investor has given an 

informed consent to this form of delivery. 

 

◊ Voting in Meetings 

 

7. Subject to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confidentiality concerns, regulators 

should explore the possibilities under their company laws to enable issuers, 

transfer agents, depositories and broker-dealers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Internet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voting information and in the proxy 

voting process as one means to facilitate full participation by shareholders 

in annual and other meetings of shareholders. 

 

◊ Communications and Customer Orders 

 

8. Regulators should require that financial service providers continue to 

satisfy suitability and general conduct requirements when transacting 

business over the Internet. 

 

9. Regulators should require that financial service providers ensure that their 

computer networks have sufficient operational integrity (security, 

reliability, capacity, backup systems and alternativ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nd that they have adequate personnel to handle Internet 

communications, including trading instructions. 

 

10. Regulators should consider requiring financial service providers to 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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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procedures for the review of incoming and outgoing electronic 

correspondence between employees and the public relating to the financial 

service provider’s securities business. 

 

11. Regulators should clarify if, and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the use of 

authentication technologies will be allowed and when manual signatures 

will be required. 

 

◊ Recordkeeping 

 

12. Recordkeeping requirements applicable to financial service providers 

should apply to Internet transactions.  Regulators need to be satisfied that 

the key standards of recordkeeping can be met regardless of the technology 

used (e.g., that certain records be created and maintained; that these 

records are durable, cannot be altered and are available and accessible to 

the regulator).  

 

13. Recordkeeping policies and requirements should address e-mail 

communications that relate to the securities business of a financial service 

provider. 

 

 

B. Exercise of Regulatory Authority over Cross-Border Securities Activities on 

the  Internet 

 

14. Regulators should provide guidance on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they will exercise regulatory authority over Internet offers. 

 

15. If an issuer’s or financial service provider’s offer or sales activities over 

the Internet occur within a regulator’s jurisdiction, or if the issuer’s or 

financial service provider’s offshore activities, in fact,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upon residents or markets in the regulator’s jurisdiction, a regulator 

may impose its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e.g., licensing and registration 

requirements) on such activities. 

 

16. Regulators should examine the following factors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o 

assert regulatory authority over an offer of securities or financial services 

on the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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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tors that may support the assertion of regulatory authority include: 

 

◊ It is evident that information is targeted to residents of the regulator's 

jurisdiction.  

 

◊ The issuer or financial service provider accepts purchases from or 

provides services to residents of the regulator's jurisdiction (unless 

made pursuant to an exemption or under circumstances that may 

exclude a public offering). 

 

◊ The issuer or financial service provider uses e-mail or other media to 

‘push” the information to residents of the regulator’s jurisdiction. 

 

Factors that may support a decision not to assert regulatory authority include: 

 

◊ The issuer or financial service provider clearly states to whom the 

Internet offer is directed, rather than appearing to extend the offer into 

any jurisdiction. 

 

◊ The Web site contains a statement listing those jurisdictions in which 

the issuer or financial service provider has been (or has not been) 

authorized to offer or sell its securities or services. 

 

◊ The issuer or financial service provider takes precautions that are 

reasonably designed to prevent sales to residents in the regulator’s 

jurisdiction. 

 

C. Use of the Internet to Foster Investor Education and Transparency 

 

17. Regulators and SROs should include use of the Internet in educating 

investors and providing guidance to the securities industry. 

 

18. Regulators and SROs should educate investors about securities fraud on 

the Internet by providing information about possible fraudulent activities.  

For example, regulators and SROs could use their Web sites to post 

warnings regarding false or misleading offerings or advertisements. 

 

19. Regulators, SROs, and organized markets should consider using their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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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s to provide current and potential investors with access to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current laws, regulations, by-laws and 

governance procedures.   

 

20. Regulators, SROs, and organized markets should facilitate investor access 

to corporate and market information by developing electronic databases for 

reports and legally required disclosure documents, and making the 

information publicly available on their Web sites. 

 

D. Use of the Internet to Enhance Cooperation in Enforcement Matters 

 

21. Regulators or other authorities in their jurisdictions should have the 

authority to gather and share information regarding activities that occur 

over the Internet that appear questionable or that have been prosecuted in 

their jurisdictions. 

 

22. Regulators and SROs should strengthen surveillance of Internet activities 

by routinely monitoring for unauthorized or fraudulent activities. 

 

23. Regulators and SROs should have staff sufficiently trained in current 

techniques for conducting surveillance on the Internet. 

 

24. Regulators should assist one another by exchanging details about 

techniques for monitoring Internet advertising, offers of securities or 

financial services that may contain false or misleading information, and by 

sharing expertise with regulators who have limited experience in thi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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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美國德拉瓦州、加州與紐約州  

電子投票之規定  

壹、德拉瓦州公司法  

§§§§212. Voting rights of stockholders; proxies; limitations. 

(a)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and subject to §213 

of this title, each stockholder shall be entitled to 1 vote for each share of capital 

stock held by such stockholder. If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provides for 

more or less than 1 vote for any share, on any matter, every reference in this 

chapter to a majority or other proportion of stock shall refer to such majority or 

other proportion of the votes of such stock. 

(b)Each stockholder entitled to vote at a meeting of stockholders or to express consent 

or dissent to corporate action in writing without a meeting may authorize another 

person or persons to act for such stockholder by proxy, but no such proxy shall be 

voted or acted upon after 3 years from its date, unless the proxy provides for a 

longer period. 

(c) Without limiting the manner in which a stockholder may authorize another person 

or persons to act for such stockholder as proxy pursuant to subsection (b) of this 

section, the following shall constitute a valid means by which a stockholder may 

grant such authority: 

(1) A stockholder may execute a writing authorizing another person or persons to 

act for such stockholder as proxy. Execution may be accomplished by the 

stockholder or such stockholder's authorized officer, director, employee or agent 

signing such writing or causing such person's signature to be affixed to such 

writing by any reasonable mean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by facsimile 

signature.  

(2) A stockholder may authorize another person or persons to act for such 

stockholder as proxy by transmitting or authorizing the transmission of a 

telegram, cablegram, or other means of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to the person 

who will be the holder of the proxy or to a proxy solicitation firm, proxy support 

service organization or like agent duly authorized by the person who will be the 

holder of the proxy to receive such transmission, provided that any such 

telegram, cablegram or other means of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must either set 

forth or be submitted with information from which it can be determined that the 

telegram, cablegram or other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was authorized by the 

stockholder. If it is determined that such telegrams, cablegrams or other 

electronic transmissions are valid, the inspectors or, if there are no insp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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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other persons making that determination shall specify the information upon 

which they relied. 

(d) Any copy, facsimile telecommunication or other reliable reproduction of the 

writing or transmission created pursuant to subsection (c) of this section may be 

substituted or used in lieu of the original writing or transmission for any and all 

purposes for which the original writing or transmission could be used, provided 

that such copy, facsimile telecommunication or other reproduction shall be a 

complete reproduction of the entire original writing or transmission.  

(e) A duly executed proxy shall be irrevocable if it states that it is irrevocable and if, 

and only as long as, it is coupled with an interest sufficient in law to support an 

irrevocable power. A proxy may be made irrevocable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interest with which it is coupled is an interest in the stock itself or an interest in 

the corporation generally. 

 

(8 Del. C. 1953, § 212; 56 Del. Laws, c. 50; 57 Del. Laws, c. 148, § 12; 67 Del. 

Laws, c. 376, § 6; 71 Del. Laws, c. 339, §§ 28-31.) 

 

貳、美國加州公司法  

CALIFORNIA CODES 

CORPORATIONS CODE 

178. "Proxy" means a written authorization signed or an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authorized by a shareholder or the shareholder's attorney in fact giving another 

person or persons power to vote with respect to the shares of such shareholder.  

"Signed"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section means the placing of the shareholder's 

name or other authorization on the proxy (whether by manual signature, 

typewriting, telegraphic, or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or otherwise) by the 

shareholder or the shareholder's attorney in fact.  A proxy may be transmitted 

by an oral telephonic transmission if it is submitted with information from 

which it may be determined that the proxy was authorized by the shareholder, or 

his or her attorney in fact. 

 

195.  "Written" or "in writing" includes facsimile and telegraphic communication. 

 

307. (a)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e articles or (subject to paragraph (5) of 

subdivision (a) of Section 204) in the bylaws, all of the following apply: 

(1) Meetings of the board may be called by the chair of the board or the 

president or any vice president or the secretary or any two dir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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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gular meetings of the board may be held without notice if the time 

and place of the meetings are fixed by the bylaws or the board.  

Special meetings of the board shall be held upon four days' notice by 

mail or 48 hours' notice delivered personally or by telephone, including 

a voice messaging system or other system or technology designed to 

record and communicate messages, telegraph, facsimile, electronic mail, 

or other electronic means.  The articles or bylaws may not dispense 

with notice of a special meeting.  A notice, or waiver of notice, need 

not specify the purpose of any regular or special meeting of the board. 

(3) Notice of a meeting need not be given to a director who signs a waiver 

of notice or a consent to holding the meeting or an approval of the 

minutes thereof, whether before or after the meeting, or who attends the 

meeting without protesting, prior thereto or at its commencement, the 

lack of notice to that director.  These waivers, consents and approvals 

shall be filed with the corporate records or made a part of the minutes of 

the meeting. 

(4) A majority of the directors present, whether or not a quorum is present, 

may adjourn any meeting to another time and place.  If the meeting is 

adjourned for more than 24 hours, notice of an adjournment to another 

time or place shall be given prior to the time of the adjourned meeting to 

the directors who were not present at the time of the adjournment. 

(5) Meetings of the board may be held at a place within or without the state 

that has been designated in the notice of the meeting or, if not stated in 

the notice or there is no notice, designated in the bylaws or by resolution 

of the board. 

(6) Members of the board may participate in a meeting through use of 

conference telephone, electronic video screen communication, or other 

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Participation in a meeting through use of 

conference telephone pursuant to this subdivision constitutes presence 

in person at that meeting as long as all memb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meeting are able to hear one another. 

Participation in a meeting through the use of electronic video 

screen communication or other 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other than 

conference telephone) pursuant to this subdivision constitutes presence 

in person at that meeting if all of the following apply: 

(A) Each member participating in the meeting can communicate with 

all of the other members concurr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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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ach member is provided the means of participating in all matters 

before the board,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capacity to 

propose, or to interpose an objection to, a specific action to be 

taken by the corporation. 

(C) The corporation adopts and implements some means of verifying 

both of the following: 

(i) A person participating in the meeting is a director or other 

person entitl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board meeting. 

(ii) All actions of, or votes by, the board are taken or cast only by 

the directors and not by persons who are not directors. 

(7) A majority of the authorized number of directors constitutes a quorum of 

the board for the transaction of business.  The articles or bylaws may 

not provide that a quorum shall be less than one-third the authorized 

number of directors or less than two, whichever is larger, unless the 

authorized number of directors is one, in which case one director 

constitutes a quorum. 

(8) An act or decision done or made by a majority of the directors present at 

a meeting duly held at which a quorum is present is the act of the board,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310 and subdivision (e) of Section 

317. The articles or bylaws may not provide that a lesser vote than a 

majority of the directors present at a meeting is the act of the board.  A 

meeting at which a quorum is initially present may continue to transact 

business notwithstanding the withdrawal of directors, if any action taken 

is approved by at least a majority of the required quorum for that 

meeting. 

(b) An action required or permitted to be taken by the board may be taken 

without a meeting, if all members of the board shall individually or 

collectively consent in writing to that action.  The written consent or 

consents shall be filed with the minutes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board.  

The action by written consent shall have the same force and effect as a 

unanimous vote of the directors. 

(c) The provisions of this section apply also to committees of the board and 

incorporators and action by those committees and incorporators, mutatis 

mutandis. 

(d) This section shall remain in effect only until January 1, 2003, and as of that 

date is repealed, unless a later enacted statute, that is enacted before January 

1, 2003, deletes or extends that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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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a)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e articles or (subject to paragraph (5) of 

subdivision (a) of Section 204) in the bylaws: 

(1) Meetings of the board may be called by the chairperson of the board or 

the president or any vice president or the secretary or any two directors. 

(2) Regular meetings of the board may be held without notice if the time 

and place of such meetings are fixed by the bylaws or the board.  

Special meetings of the board shall be held upon four days' notice by 

mail or 48 hours' notice delivered personally or by telephone, including 

a voice messaging system or other system or technology designed to 

record and communicate messages, telegraph, facsimile, electronic mail, 

or other electronic means.  The articles or bylaws may not dispense 

with notice of a special meeting.  A notice, or waiver of notice, need 

not specify the purpose of any regular or special meeting of the board. 

(3) Notice of a meeting need not be given to any director who signs a 

waiver of notice or a consent to holding the meeting or an approval of 

the minutes thereof, whether before or after the meeting, or who attends 

the meeting without protesting, prior thereto or at its commencement, 

the lack of notice to such director.  All such waivers, consents and 

approvals shall be filed with the corporate records or made a part of the 

minutes of the meeting. 

(4) A majority of the directors present, whether or not a quorum is present, 

may adjourn any meeting to another time and place.  If the meeting is 

adjourned for more than 24 hours, notice of any adjournment to another 

time or place shall be given prior to the time of the adjourned meeting to 

the directors who were not present at the time of the adjournment. 

(5) Meetings of the board may be held at any place within or without the 

state which has been designated in the notice of the meeting or, if not 

stated in the notice or there is no notice, designated in the bylaws or by 

resolution of the board. 

(6) Members of the board may participate in a meeting through use of 

conference telephone or similar 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as long as 

all members participating in such meeting can hear one another. 

Participation in a meeting pursuant to this subdivision constitutes 

presence in person at such meeting. 

(7) A majority of the authorized number of directors constitutes a quorum of 

the board for the transaction of business.  The articles or bylaws may 

not provide that a quorum shall be less than one-third the authorized 

number of directors or less than two, whichever is larger, unles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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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zed number of directors is one, in which case one director 

constitutes a quorum. 

(8) Every act or decision done or made by a majority of the directors present 

at a meeting duly held at which a quorum is present is the act of the 

board,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310 and subdivision (e) of 

Section 317.  The articles or bylaws may not provide that a lesser vote 

than a majority of the directors present at a meeting is the act of the 

board.  A meeting at which a quorum is initially present may continue 

to transact business notwithstanding the withdrawal of directors, if any 

action taken is approved by at least a majority of the required quorum 

for such meeting. 

(b) Any action required or permitted to be taken by the board may be taken 

without a meeting, if all members of the board shall individually or 

collectively consent in writing to such action.  Such written consent or 

consents shall be filed with the minutes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board.  

Such action by written consent shall have the same force and effect as a 

unanimous vote of such directors. 

(c) The provisions of this section apply also to committees of the board and 

incorporators and action by such committees and incorporators, mutatis 

mutandis. 

(d) This section shall become operative on January 1, 2003. 

 

參、美國紐約州公司法  

S 609. Proxies. 

(i) Without limiting the manner in which a shareholder may authorize another person 

or persons to act for him as proxy pursuant to paragraph (a)  of  this  section,  

the following shall constitute a valid means by which a shareholder may grant such 

authority. 

(1) A shareholder may execute a writing authorizing another person or persons to 

act from him as proxy. Execution may be accomplished by the shareholder or 

the shareholder`s authorized officer, director, employee or agent signing such 

writing or causing his or her signature to be affixed to such writing by any 

reasonable mean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by facsimile signature. 

(2) A shareholder may authorize another person or persons to act for the 

shareholder as proxy by transmitting or authorizing the transmission of a 

telegram, cablegram or other means of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to the person who 

will be the holder of the proxy or to a proxy solicitation firm, proxy support 

service organization or like agent duly authorized by the person who will b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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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der of the proxy to receive such transmission, provided that any such 

telegram, cablegram or other means of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must either set 

forth or be submitted with information  from which it can be reasonably 

determined that the telegram, cablegram or other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was 

authorized by the shareholder.  If it is determined that such telegrams, 

cablegrams or other electronic transmissions are valid, the inspectors  or, if 

there are no inspectors,  such other persons making that determination shall 

specify the nature of the information upon which they relied. 

(j) Any copy, facsimile telecommunication or other reliable reproduction of the 

writing or transmission created pursuant to paragraph (i) of this section may be 

substituted or used in lieu of the original writing or transmission for any and all  

purposes for which the original writing or transmission could be used, provided 

that such copy, facsimile telecommunication or other reproduction shall be a 

complete  reproduction of the entire original writing or trans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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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網路投票委託書樣張  

 

 

ABC Company

Annual Meeting

Proxy Form 

You may now cast your vote by proxy for the ABC Company Annual Meeting to be 

held on March 1, 1999 for shareholders of record as of February 1, 1999.  

CUSIP: 064057102 

Your internet vote authorizes the named proxies to vote your shares in the same 

manner as if you marked, signed and returned the proxy card.  

Please enter the Control Number found on your proxy card and click on the 

"Submit" button. 

 

Control Number: 
Submit

 

 

 

Copyright © 1998-1999 by The Bank of New York and Direct Repor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Internet services provided by Shareholder 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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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PROXYVOTE.COM 網頁  

globleft.jpg (21609 bytes)
globetop.jpg (6229...  

 

glob_ani.gif 
(20017 bytes)  

 

globebtm.jpg 
(8022 bytes)

 

 

 

WELCOME TO PROXYVOTE.COM 
 

Please select one of the links below...  

If you received your proxy material in the mail, please have your material 

and your control number ready.  

If you received a notification via e-mail, please have your control number 

and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ready.  

 
To submit your voting instructions over our secure site, click HERE.  

If your browser cannot support secure transactions via SSL encryption, 

click HERE.  

 
Need to update to a security enabled browser? Click HERE.  

ProxyV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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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left.jpg (21609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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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can submit your proxy voting instructions right over the Internet 

It's fast, convenient, and your voting instructions are immediately posted.  

If you received notification by postal mail:  

1. Read the Proxy Statement. The accompanying Voting Instruction Form or Proxy Card contains 

your Control Number.  

2. Enter the 12 digit Control Number to access an electronic ballot.  

3. Complete the electronic ballot and submit your voting instructions.  

4. Provide your E-Mail address if you want confirmation of your voting instructions.  

If you received notification by E-Mail:  

1. To access an electronic ballot, enter the 12 digit Control Number contained in your E-Mail 

message and the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PIN) you used when you 

enrolled for electronic delivery.  

2. The ballot displayed contains Internet Links to the Proxy Statement and the Annual Report; 

read them carefully.  

3. Complete the ballot and submit your voting instructions.  

Enter your CONTROL NUMBER: (Please skip any spaces)  

Enter your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PIN): (Required for the 

E-Mail option only)  

Click to Conti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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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InvestorDelivery.com 網頁資訊  

InvestorDelivery.com

 
INSTRUCTIONS: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USE:  

 
If your enrollment number begins with the letter 'V' 

You enrolled for electronic delivery of shareholder material when you submitted 

your voting instructions at www.ProxyVote.com. We have your e-mail address 

and PIN information on file. You do not need to enroll again. We are building a 

facility that will enable you to modify your enrollment information. When it is 

available, we will notify you via e-mail. Thank you.  

 
INSTRUCTIONS: 

• IF YOU WISH TO VIEW AVAILABLE SHAREHOLDER MATERIAL ONLINE, RECEIVE YOUR 

VOTING INSTRUCTION FORMS BY E-MAIL, AND SUBMIT YOUR VOTE VIA THE INTERNET, 

PLEASE PROCEED.  

• WHEN YOU ENTER THE SITE, CLICK 'NEW ENROLLMENT' AND THEN YOU WILL GO TO 

THE NEW ENROLLMENT SCREEN.  

o IF YOU HAVE RECEIVED A DOCUMENT FROM YOUR BROKER OR BANK 

ADVERTISING THIS FACILITY FOR A PARTICULAR CORPORATION, ENTER YOUR 

ENROLLMENT NUMBER, YOUR E-MAIL ADDRESS AND YOUR PIN (WE SUGGEST 

THE LAST 4 DIGITS OF YOUR SOCIAL SECURITY OR TAX ID NUMBER). WHEN 

YOU ARE FINISHED, CLICK THE 'SUBMIT' BUTTON.  

• AFTER SUBMITTING YOUR ENTRY, A CONFIRMATION SCREEN WILL DISPLAY ALL THE 

INFORMATION THAT YOU ENTERED. AT THIS POINT, YOU CAN CLICK THE 'BACK' 

BUTTON OF YOUR BROWSER TO MAKE ANY CHANGES, OR CLICK 'SUBMIT' TO 

COMPLETE YOUR ENROLLMENT. A NOTE WILL BE DISPLAYED INDICATING THAT YOUR 

ENTRY HAS BEEN RECEIVED. YOU WILL BE SENT RETURN EMAIL CONFIRMING YOUR 

E-MAIL ADDRESS. IF YOU DO NOT RECEIVE THIS E-MAIL WITHIN 24 HOURS, YOU MAY 

HAVE SUBMITTED AN INVALID OR INCOMPLETE E-MAIL ADDRESS. PLEASE ENROLL 

AGAIN.  

• IF YOU WISH TO CHANGE OR CANCEL YOUR ENROLLMENT, OR IF YOU WISH TO VIEW 

YOUR ENROLLMENT INFORMATION, CLICK 'CHANGE/CANCEL OR VIEW ENROLLMENT' 

FROM THE MAIN SC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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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CLICK 'VIEW MY ENROLLMENT INFORMATION', ENTER YOUR ENROLLMENT 

NUMBER AND PIN, AND CLICK 'SUBMIT'. THE NEXT SCREEN WILL DISPLAY YOUR 

ENROLLMENT INFORMATION.  

o CLICK 'CHANGE MY E-MAIL ADDRESS' TO UPDATE YOUR PROFILE INFORMATION 

WITH A NEW E-MAIL ADDRESS. ENTER YOUR ENROLLMENT NUMBER, PIN AND 

NEW EMAIL.  

o CLICK 'CANCEL MY ENROLLMENT',ENTER ENROLLMENT NUMBER AND PIN, 

AND CLICK 'SUBMIT' IF YOU NO LONGER WISH TO RECEIVE ELECTRONIC 

DISTRIBUTION OF SHAREHOLDER MATERIAL.  

o CLICK 'I FORGOT MY PIN', ENTER ENROLLMENT NUMBER AND CLICK 'SUBMIT'. 

YOU WILL BE SENT AN E-MAIL MESSAGE (TO THE ADDRESS ON FILE) 

CONTAINING YOUR PIN NUMBER.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TOP]  

• How does InvestorDelivery.com work? 

When a corporate issuer in whom you have a security position sends a communication to its 

shareholders, you will NOT receive a paper copy of the shareholder material. Instead, you will 

receive an e-mail that will notify you that this material is available on the Internet (provided 

that the corporate issuer has made this shareholder material available on the Internet). This 

e-mail will contain links to the material associated with that shareholder communication. If this 

is a distribution for an annual or special meeting, you will also receive a unique control number 

and an instruction to go to ProxyVote.com to execute your vote. 

• Do I need to enroll for each security that I own? 

No. Your enrollment is good for all securities that you hold in this account with your broker or 

bank.  

• I have multiple accounts with my broker. Do I need to enroll for each account that I have? 

Yes. We require that you enroll separately for each account that you have, even if they are in 

the same broker or bank 

.  

• Will I still receive hard-copy distributions? 

You will continue to receive hard-copy shareholder distributions for your holdings in any 

companies that do not provide shareholder material via an easily accessible, verifiable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URL") on the Internet. 

• What if I want a hard copy of a particular mailing? 

Upon receipt of e-mail notification of electronic material, notify your broker or bank that you 

would like a set of printed shareholder material. 

• What if I change e-mail providers? 

Simply go to InvestorDelivery.com and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to change your e-mail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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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 I cancel my enrollment? 

Yes. Go to InvestorDelivery.com and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to cancel your enrollment.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USE:: [TOP]  

BY USING THIS SITE (INVESTORDELIVERY.COM), YOU CONSENT TO RECEIVE 

ANNOUNCEMENTS FOR ALL AVAILABLE CORPORATE MATERIAL,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QUARTERLY AND ANNUAL REPORTS, PROXY STATEMENTS, AND NEWSLETTERS, 

VIA E-MAIL DELIVERY (IF MADE AVAILABLE BY THE CORPORATE ISSUER) IN LIEU OF 

HARD-COPY DISTRIBUTIONS. YOU WILL VIEW THE ELECTRONICALLY PRESENTED CORPORATE 

MATERIAL ONLINE, VIA THE INTERNET. THIS ENROLLMENT IS EFFECTIVE FOR ALL HOLDINGS 

IN THIS SPECIFIC ACCOUNT AT YOUR BROKER OR BANK.  

UPON ENROLLMENT IN THIS SERVICE, YOU WILL RECEIVE E-MAIL NOTIFICATION OF 

ELECTRONIC MATERIAL AVAILABILITY WHEN: YOU HAVE A SECURITY POSITION AS OF THE 

RECORD DATE FOR A CORPORATE ISSUER'S DISTRIBUTION, AND THE CORPORATE ISSUER HAS 

MADE THE ASSOCIATED MATERIAL AVAILABLE VIA AN EASILY ACCESSIBLE AND VERIFIABLE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URL') FOR ACCESS VIA THE INTERNET. IF THE CORPORATE 

ISSUER IN WHICH YOU HAVE A SECURITY POSITION DOES NOT MAKE SHAREHOLDER 

MATERIAL AVAILABLE ELECTRONICALLY, YOU WILL CONTINUE TO RECEIVE HARD-COPY 

DISTRIBUTIONS FOR THAT SECURITY.  

IF, DURING AN INVESTOR COMMUNCATION, YOUR E-MAIL ADDRESS PROVES TO BE INVALID, 

YOUR ENROLLMENT IN INVESTORDELIVERY.COM WILL BE CANCELLED AND YOU WILL 

RECEIVE A HARD-COPY NOTIFICATION OF THE COMMUNICATION. THIS NOTIFICATION WILL 

PROVIDE LINKS TO THE ELECTRONIC MATERIAL, AND WILL CONTAIN AN INSTRUCTION TO GO 

TO INVESTORDELIVERY.COM TO RE-ENROLL IN INVESTORDELIVERY.COM.  

IF, AFTER ENROLLMENT IN INVESTORDELIVERY.COM, YOU WOULD LIKE TO RECEIVE A 

PRINTED SET OF SHAREHOLDER MATERIAL FOR A PARTICULAR SECURITY, IN ADDITION TO 

YOUR E-MAIL NOTIFICATION, YOU MAY REQUEST HARD COPY DELIVERY FROM YOUR 

BROKER OR BANK.  

ENROLLMENT IN THIS FACILITY HAS NO EXPIRATION DATE; IT IS IN FORCE UNTIL FURTHER 

INSTRUCTION IS RECEIVED.  

CONSENT FOR ELECTRONIC DISTRIBUTION MAY BE CANCELLED UNDER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1) IF YOU ELECT TO CANCEL ELECTRONIC DELIVERY OF MATERIAL AND 

EXECUTE THE CORRESPONDING TRANSACTION IN INVESTORDELIVERY.COM, OR 2) IF THE 

E-MAIL ADDRESS IN YOUR INITIAL ENROLLMENT PROVES TO BE INVALID, YOUR 

ENROLLMENT WILL BE CANCELLED, OR 3) IF, AFTER CONFIRMATION OF YOUR ENROLLMENT, 

YOUR E-MAIL ADDRESS PROVES TO BE INVALID, RESULTING IN FAILURE TO DELIVER E-MAIL 

NOTIFICATIONS TO YOU, YOUR ENROLLMENT WILL BE CANCELLED.  

THE CONTENT PROVIDED FOR ELECTRONIC MATERIAL DELIVERY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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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PORATE ISSUERS PRESENTING IT; THE BROKER OR BANK IS NOT RESPONSIBLE FOR 

CONTENT OF ELECTRONIC SHAREHOLDER MATERIAL.  

ENROLLMENT IN THIS FACILITY REQUIRES THAT YOU HAVE ACCESS TO THE INTERNET. THIS 

ACCESS MAY INCUR CHARGES FROM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AND LOCAL TELEPHONE 

COMPANIES.  

THE BROKER OR BANK WILL NOT BE RESPONSIBLE FOR THE COSTS ASSOCIATED WITH 

ELECTRONIC ACCESS; THESE CO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SHAREHOLDER.  

[TOP OF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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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Shareholder.com 電子投票服務費用資料  

Shareholder.com

 

Home Clients News Services Demos Company Contacts  
 ...

 

 

ProxyCenter 

Electronic Meeting and Voting Services  

For the 2000 Annual Meeting season, Shareholder.com is providing 

Shareholder Direct client companies a complete suite of Electronic Meeting 

and Voting Services. These services are tightly integrated with your existing 

Shareholder Direct applications.  

In addition, ProxyCenter, our industry-leading electronic voting service, is 

also available in 2000 to companies that are currently not Shareholder Direct 

clients.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contact Michael Hobbs, Manager of Proxy 

Services, at 1-800-990-NEWS. To start immediately, print, sign and fax our 

non-binding Development Authorization. We'll take it from there.  

• Why Electronic Meeting and Voting Services 

• Electronic Meeting Services 

• Electronic Voting Services 

• Shareholder Direct Benefits 

• Telephone and Web Sample Proxies 

• 2000 Price Schedule 

• Interactive Cost Calculator 

• Electronic Proxy Voting: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ASCS

Newsletter)  

Why Electronic Meeting and Voting Services?  

 

 

  

SHAREHOLDER 

DIRECT DEMOS 
  

 

  

  

Dialog 
  

 

  

  

WebCenter 
  

 

  

  

PhoneCenter 
  

 

  

  

NewsCenter 
  

 

  

  

Mail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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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e of electronic proxy voting is on the rise and expected to grow 

significantly in future years. The growth is being fueled by three major 

factors:  

• Shareholder Convenience  

• The Expectation of Significant Cost Savings  

• The Opportunity for Higher Shareholder Participation  

Today's shareholders use the telephone and Internet for a broad range of 

transactions. Providing them the option of voting using the medium with 

which they feel most comfortable is a courtesy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ompanies are extending their shareholders.  

Today, the majority of savings are attributable to reduced inbound postage 

and tabulation costs - typically $.36 per proxy. In the future, many 

companies expect to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ir annual report and proxy 

printing and mailing costs as shareholders elect to obtain these documents 

electronically through the Internet.  

As technology progresses, smart companies are beginning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Annual Meeting Aftermarket." These companies are going beyond 

simply providing their annual report on-line and are providing audio and 

video multimedia versions of the meeting to the investment community both 

during and after the annual meeting.  

Electronic Meeting Services  

 

These services are available as part of Shareholder Direct clients' standard 

subscription fee. The services have been designed to facilitate Annual and 

Special Meetings for shareholders. Services include:  

Electronic Meeting Notification. 

 

This new service allows shareholders to request electronic notification of 

annual and special meetings by submitting their email address and 

shareholder account number and/or Social Security number. Shareholder 

Direct will then email notification of the meeting with links to the on-line 

annual report, proxy document and proxy form prior to the meeting. 

Alternatively, Shareholder Direct will provide secure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of the database to your company, your stock transfer agent or other 

 

  

 
ProxyCenter 
  

 

 

 

Prefer a customized 

demonstration?  

 

Contact a Client 

Representative at 

1-800-990-NEWS 

or 

info@sharehold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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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party. 

 

Electronic Meeting Materials. 

 

 

Standard Shareholder Direct services include a mini-annual report with 

10-K, the Chairman's presentation and recorded commentary and proxy 

document on your Web site. Your shareholders, informed of the meeting 

through Shareholder Direct's Electronic Meeting Notification service can 

then view these documents electronically, saving costly printing and mailing 

costs. 

Electronic Voting Services  

 

Many of the nation's most respected corporations consider Shareholder 

Direct the leader in telephone and Internet-based proxy.  

In 1999, nearly 100 major companies and well over a million shareholders 

used Shareholder Direct Proxy including General Electric, Lucent 

Technologies, Morgan Stanley Dean Witter, Sears Roebuck, Alcoa, Pacific 

Gas & Electric, Union Carbide, Lehman Brothers, Con Edison and many 

others. The Bank of New York has once again selected Shareholder Direct 

as its exclusive electronic proxy provider for 2000.  

 

 

"This is the easiest vote I have ever made. Thank you!" 

 

"This is a superb innovation, using the Internet. My compliments to 

management." 

 

"This makes voting really easy. I probably would have thrown out the card 

and never have mailed it." 

 

Actual comments from hundreds

of positive comments in 1999

 

 

Shareholder Direct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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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en, Reliable Service 

 

Shareholder Direct has provided telephone-based shareholder 

communication services since September, 1993 and Internet-based services 

since December, 1994. Nobody understands how to provide reliable, secure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better than we do. 

 

High Capacity 

 

Shareholder Direct has the capacity to handle thousands of simultaneous 

telephone and Internet votes. Even during the busiest periods, shareholders 

are never frustrated by busy signals. 

 

Cost-Effective 

 

Shareholder Direct Proxy typically costs under $.20 per voted proxy. Use 

our Interactive Cost Calculator to estimate your total savings.  

 

Integrated with Other Shareholder Direct Services 

 

As part of Shareholder Direct's growing suite of services, Shareholder 

Direct Proxy can include versions of the annual report, proxy statement, 

management commentary and slide presentations. 

 

Fast, Flexible Customization 

 

Every company has different requirements. Shareholder Direct proxies are 

designed to meet each company's requirement whether it is to minimize 

cost, provide extensive voting options or be a technology showcase. 

 

Fast Turn-Around 

 

 

Shareholder Direct's automated development system provides eight business 

hour turn-around for new proxies. Changes to existing proxies can generally 

be made in four business hours or 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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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ed, Daily Reports 

 

 

Detailed, secure reports are provided on-line twenty-four hours a day. 

Information reported daily includes vote tabulations, extensive telephone 

and Internet usage statistics, shareholder comments, address change 

requests, planned annual/special meeting attendance and vote 

reconciliations. 

 

Telephone and Web Sample Proxies  

 

For an example of telephone and Web-based proxy voting, please try... 

 

 

Telephone: 

1-800-833-2180 

Control: 

99912347 

 

 

Web Site: 

http://proxy.shareholder.com/abc 

Control: 

99912347 

 

 

These sample proxies are provided as representative examples only and do 

not imply endorsement or specific voting recommendations by any of the 

named parties. 

 

2000 Price Schedule  

 
 

Set-Up Fees 
 
Telephone and Internet Voting for Annual or Special Meeting (1) 

$995.00

per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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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ic Meeting Notification (1) 

$995.00

per Meeting 
 
Dedicated 800 Number 

$ 275.00

per Number 
 
Vote Tabulation for all Registered and Beneficial 

    Voting by Paper, Telephone and Internet 
$2,750.00

per Meeting 
 

Electronic Meeting Materials (2) 
 

Chairman's Letter and 10K, HTML formatted (1) 
$275.00

Total 
 

Annual Report, HTML formatted 
$275.00

per Page 
 

Annual Report, PDF formatted 
$75.00

per Page 
 
Notice of Meeting and Proxy Statement, HTML formatted (1) 

$75.00

per Page 
 

Synchronized Audio and Slide Presentation (1) 
$475.00

Total 
 

Meeting Video Broadcast Live (3) 
$5,000.00

Typically 
 

Paper Document Production and Mailing Fees (4) 
 

 
Electronic Notification Consent Letter, 

    Mailing Envelope and Presort Postage 
$0.55

per Mailing 
 

Production and Mailing of Proxy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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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luding Proxy Form, Business Reply Envelope, Mailing 

    Envelope, Insertion of All Meeting Documents 

    and Estimated Postage at $3.00 
$3.75

per Mailing 
 

Proxy Voting Fees 
 
Web Proxy 

$0.05

per Vote 
 
Typical Telephone Proxy (Assumes 45 Second Call Length) 

$0.17

per Call 
 

Vote Selectively Telephone Proxy  
$0.22

per Minute 
 
Paper Proxy by Registered or Employee Shareholder 

$0.36

per Vote 
 
Bank or Broker Vote 

$2.25

per Vote 
 

Electronic Notification Fees 
 
Electronic Notification in lieu of Hard Copy Mailing 

$0.05

per Email 
 

 

On-Line Reports 
 

Detailed Daily Reports 
No Charge 

 

 

Notes: 

 
(1) Waived for Shareholder Direct Clients. 

 
(2) Subject to HTML formatting constraints. 

 
(3) Fees vary based on location, format, length and audience. 
 

(4) Estimated fees for optional paper-based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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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ic Voting Cost Calculator  
 

Shareholder Direct Client?

 
 

Distribute Annual Report and Proxy Electronically?

 
 

Shareholder.com Provides Consent Mailing?

 
 

Shareholder.com Provides Paper and Tabulation Services?

 
 

Total Registered Shareholders

 
 

Cost to Print and Mail Annual Report and Proxy

$6.00
 

 

Cost to Return Mail and Scan Printed Proxy

$ .36
 

 

Percentage of Shareholders Voting, by Any Means

50%
 

 

Of Those Voting, Percentage Voting Electronically, by Any Means

30%
 

 

Of Those Voting Electronically, Percentage Voting by Telephone

75%
 

 

Of Those Voting by Telephone, Percentage Voting All Proposals as Board 

Recommends

90%
 

 

Of Those Voting by Internet, Percentage Electing Email Annual Meeting and 

Proxy Notification

50%
 

Estimate Proxy Costs
 

 

 

 

 



 107

 

 

Choose a topic to find out more: 
Home

 
 

 

  

 

© 2000 Shareholder.com. All rights reserved. 

We value your 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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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議事規範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八月四日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86)台財證(三)第○四

一○九號函訂頒 

一 公開發行公司（以下簡稱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

者外，應依本規範辦理。  

二 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

到卡以代簽到。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計算

之。  

三 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四 上市及上櫃公司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

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

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五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

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

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

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

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

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

其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  

六 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

會。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戴識別證或臂章。  

七 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

存一年。  

八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

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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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

時。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

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

規定為假決議。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

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大會表決。  

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

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

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

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

行開會。  

一○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

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

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

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

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一一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

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股東發言違反前項規定或

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一二 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

席。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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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一三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一四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

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一五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

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

做成紀錄。  

一六 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  

一七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

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  

一八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

表決之順序。  

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

再行表決。  

一九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

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

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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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電腦安控  

電腦安控主要分為三部份電腦安控主要分為三部份電腦安控主要分為三部份電腦安控主要分為三部份：：：：  

一、用來規範電腦使用者使用電腦資源（如檔案系統程

式及核心程式）權限的取存管制（ access control）。 

二、為避免電腦系統遭受重大毀損（damage）的自動回

覆（ auto recovery）系統。  

三、亂解碼（加解密）（ encryption、decryption）系統；

它是電腦與電腦間通訊安全之保障。  

亂碼與解碼亂碼與解碼亂碼與解碼亂碼與解碼  

    人們可以閱讀的文字我們稱之為 ’’明碼 ’’（ plain 

text），明碼訊息可經過一連串的處理過程，將訊息內容轉化

「暗碼」（ cipher text），這種將明碼轉化成暗碼的過程我們稱

之為亂碼化（ encryption）。反之將暗碼轉譯還原為明碼的相

反程序我們稱之為解碼化（decryption）。  

舉例來說如果明碼為 P，亂碼過程之函數（ function）為

E( )，P 經過亂碼化後產生之暗碼為 C，則  

E(P)=C 

相反的過程，暗碼 C 經過解碼化函數 D( )的作用，可將

暗碼 C 轉譯為明碼 P，則  

D(C)=P 

這種加解密（亂解碼）系統的演算過程，我們稱之為

cipher【1】，cipher 是一種用來亂碼解碼的數學函數，為了使

亂碼過程更具安全性，通常我們會使用一個基碼 K（或譯金

鑰，key）【2】，來影響亂解碼函數的作用，所以上述公式可

改寫成  

EK(P)=C 

DK(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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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密系統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將明碼文字隱藏起

來，為免讓不相關的人知道，俟接收端接收暗碼後再將之還

原為明碼，而整個系統演算過程主要依靠數學函數及基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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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對稱式加密系統  

顧名思義，對稱式（ symmetric）加密系統意指通訊的雙

方使用相同的基碼（ key）來處理亂碼與解碼的過程（如圖

2.1）目前使用這種演算方法處理加密系統最為廣泛者首推

DES（Data Encryption Standard）。  

 

HOST A 

 

 HOST B 

 

 

 

 

 

 

圖 2.1 對稱式加密系統  

 

KEY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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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 

DES 最早源自於 IBM 內部的一個專案 Lucifer，1997 年

1 月由美國政府選定作為標準的加密處理方法稱為 DES。  

DES 加密系統屬於 block cipher，它將 64bits 的明碼（plain 

text）亂碼化後產生 64bits 的暗碼（ cipher text）。基碼（key）

的長度為 56bits，如果基碼增加了對偶檢查（parity check）

的功能，其長度就增為 8 bytes。      

DES 的演算邏輯（ algorithm）共分為 19 個步驟（ step）。

第一個步驟，先將 64bits 的輸入區塊（ input block）重新排

列（ reorder）產生一個新的區塊（block）。最後一個步驟（第

十九步驟）則將排列次序重置回來。第十八個步驟係將區塊

左邊 32 個 bits 與右邊 32 個 bits 互換（SWAP）。  

其他的 16 步驟（稱為 Round），則是功能各自獨立的演

算步驟，它們利用每個 round 的專屬基碼及 round number 將

輸入字串演算化為輸出字串。在每一個 round 當中，演算函

數會將左右兩組各 32bits 的輸入字串演化為左右兩組個

32bits 的輸出字串；左邊（32bits）的輸出字串（Lo）係單純

地由輸入字串右側（Ri）的 32bits 直接搬移而產生。右邊

（ 32bits）的輸出字串（Ro）則是由左側輸入字串（Li）及

右側輸入字串（Ri）與 round number 的基碼 K 之函數 f（Ri，

K）互斥 XOR 而產生。  

Lo=Ri 

Ro=Li＋ f（Ri，K）  

 

Round1 的左右輸入字串（Lo 與 Ro）於是又成為 round2

的左右輸入字串（Li 與 Ri）並依此循環演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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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32bits） Ri（32bits） 

 

Lo（32bits） Ro=Li＋f（Ri，K）（32bits） 

Li 左側輸入字串  

Lo 左側輸入字串  

Ri 右側輸入字串  

Ro 右側輸入字串  

圖 2.2DES round 1 至 round 1 6 的演算方法  

解碼時，步驟恰與上述步驟相反。  

 

Triple DES 

Triple DES 加密系統係由 DES 演變而來，其演算方式與

DES 並無不同。圖 4.4 顯示使用三組長度為 56bits（不含檢

查碼）的 DES 基碼來作為三個 DES 軟體區塊的押密鍵。它

的 亂 碼 回 過 程 是 亂 碼 － 解 碼 － 亂 碼 （ encrypt 

decrypt-encrypt，EDE），而其解碼化過程則是反向的 DED。 

Triple DES 的基碼有三組，稱為 K1、K2 與 K3，K1 可

設定為等於 K3，則基碼長度為 112bits（16bits），這種 Triple 

DES 稱為〝2 key Triple DES〞有別於一般的Ｚ〝3 key Triple 

DES〞。  

HOST A 

 
 

HOST B 

K1  K2  K3             K3  K2  K1 

 

E   D   E              D   E   D 

圖 2.3Triple DES 演算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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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非對稱式加密系統  

網景（Netscape）公司在 1995 年 9 月發表了該公司的網

路瀏覽器（browser）軟體，該軟體使用 1000bits 的新密碼技

術，但這個密碼在上市的隔天其亂碼化的演算過程就被加州

大學的一個研究生所破解，這件新聞在全球造成大轟動。  

使用對稱式（ symmetric）加密系統最大的問題在於通訊

兩邊（both side）的主基碼（master key）必須相同，在傳統

封閉式系統裏該主基碼可以利用人工或特殊的通訊協定分

別載入，主基碼截入時利用「通訊基碼」（ communication 

key）予以保護。  

COMM KEY

 

A 系統 

 

 
B 系統 

 

圖 3.1 對稱式加密系統主機碼載入方式  

如果上圖之系統是屬於封閉式系統，那麼事情的確甚為

單純，但是一但系統變成開放式架構（ open architecture），

情況將變得複雜且不易掌握。例如不同作業系統間，或完全

不同的通訊架構等等，另外主基碼是否容易外洩也令人憂

慮。  

MASTER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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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公開金鑰（Public Key）  

公開金鑰於 1976 年首見於 IEEE【3】的一篇論文。在公

開金鑰的加密系統裏，每一個使用者都會取得一對金鑰，公

開金鑰及私密金鑰（ secret key），公開金鑰係公開化的，而

私密金鑰則不予揭露。  

需要由網路上互相交換者為公開金鑰，私密金鑰是不可

以傳送給他人或被他人知道，只有使用者自己知道。  

例如，A 欲傳送一串加密訊息給 B，A 藉由公開金鑰目

錄取得 B 的公開金鑰（PKB），利用該金鑰將訊息加密，然

後傳送給 B，B 接獲訊息後在使用自己的私密金鑰（SKB）

將加密的訊息解譯（圖 4.1）  

 

PKB                                                  SKB 
 

 

明碼                         明碼 

A                      B 

圖 4.1 Public Key 加密演算流程  

因此任何人只要取得 B 的公開金鑰及可發送加密文件給

B，但是除了 B 本人以外沒有人能解譯該訊息。  

公開金鑰加密系統（Public Key crytosystem），其作業系

統稱為押碼作業，以圖 4.1 為例，發信者 A 係利用收信者 B

的公開金鑰來押碼。另一種稱為公開金鑰數位簽章（ digital 

signature）的方法（圖 4.2），則是發信者 A 使用自己的私密

HOST A 

 

 HOST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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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鑰 SKA 來產生數位簽章。收信者 B 收到訊息後再利用 A

的公開金鑰解開，由於私密金鑰並未公開，因此 A 不可否認

這 封 信 並 非 為 其 所 發 出 。 這 項 特 點 稱 為 不 可 否 認 性

（Non-repudiation），不可否認性在商業交易上有其必要性甚

為重要。  

 

SKA                            PKA 

 

訊息 訊息 

 

 A B 

圖 4.2 數位簽章加密演算流程  

HOST A 

 

 

 

HOST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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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數位簽章及數位信封  

公開金鑰演算方法有兩個目的：  

(1)使用收信者的公開金鑰將訊息亂碼解碼，以免訊息內容外

洩為第三者得知。  

(2)使用收信者的私密金鑰將訊息亂碼解碼，以便確認收信者

是誰。  

這種加密演算法係對整串訊息亂碼解碼，所花費的時間

成本甚高。  

如果我們對訊息之認証採焦點式認証，那麼所花費的時

間成本將大為降低。舉例而言；使用一些數學運算法（如雜

湊函數）計算出訊息摘要（message digest），再使用發送者

之私密金鑰將訊息摘要加密，而將加密後的訊息大綱添加在

整串訊息之後傳送出去，這種方法也可說是數位簽章加密

法。  

圖 4.3.1 及 4.3.2 顯示這種作業流程；在收信者方面，當

接獲訊息則使用相同的數學演算法先計算出訊息摘要，然後

使用發送者的公開金鑰將訊息解開，以便證實為確實發送者

傳送之訊息。  

經過數位簽章的文件具下列的功能與特性：  

(1)個體識別（Entity Authentication）：數位簽章使用的「私

密金鑰」為簽署者所擁有，且保持機密不予公開，因此利

用數位簽章識別來簽署者的身份，這具有 X.509 的強識

別，此為採用數位簽章作為個體識別的主因。  

(2)資料完整性（Date Integrity）：經過數位簽章的文件，即使

只有一個位元被人篡改，其文件彙記必定不同，無法通過

簽章認證，可確保文件之完整。  

(3)不可否認性（Non-repudiation）：簽章所用的「私密金鑰」

只有簽署者擁有，且保持機密不予公開。因此密鑰擁有者

無法於簽署後，否認該份文件為其所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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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A 

 

 

 

 

 

圖 4.3.1A 使用數位簽章將訊息傳給 B 

 

訊   息 

 

雜湊函數演算 

 

訊息摘要 

 

亂碼 

 

簽章 

 

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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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A 

 

 

 

 

 

 

 

圖 4.3.2B 使用 PkA 認證訊息  

 

 

 

 

 

 

 

 

 

  PKB 

 

 

圖 4.4.1 發信者 A 使用數位信封之演算  

 

數位簽章 

 

訊息 

 

解碼 
雜湊函數演

算法 

 

訊息摘要 

 

訊息摘要 

加密後之 RK 訊息 

 

訊息 

 

對稱式演算法 

 
RK 

 

亂碼化 

加密後之 RK 以 RK 加密後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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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訊息內容有加密保護的必要，則可利用數位信封

（digital enveloping）的方式來處理，這種方法是發信者隨機

產生一亂碼金鑰，再合併一個對稱式的演算法將訊息攪亂。

圖 4.9.1 及 4.9.2 說明數位信封演算法作業流程，圖 4.9.1 係

發信者 A 隨機產生一個金鑰（Random Key，RK），它使用

RK 將訊息加密（亂碼），並同時使用收信者 B 的公開金鑰

（PKB）將 RK 加密（亂碼）。圖 4.9.2 則是收信者 B 在收到

訊息後首先使用自己的私密金鑰將左側的「加密後的 RK」

還原以取得 RK 再利用 RK 將訊息解碼。  

 

 

 

 

 

 

   SKB 

 

 

 

 

 

 

圖 4.4.2 收信者 B 使用數位信封之演算  

 

 

加密後之 RK 

 

以 RK 加密後之訊息 

 

解碼 

 
RK 

 

對稱式演算法 

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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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A 加密演算法  

公開金鑰加密演算法我們或稱為 RSA 演算法，它是由三

位發明者（Rivest、Shamir 及 Adlemaner）的姓各取第一個字

母而命名的。RSA 運算法如下：  

(1)選擇兩個較大互質的數 p 及 q。  

(2)計算其乘積 n=pq。  

(3)隨機選擇亂碼鍵（key）e，e 及（p-1）（ q-1）必為互質。 

(4)計算出解碼鍵（decryption key）d，  

令 e*d=1（mod（p-1）*（q-1））。  

(5)Public Key： {e，n}Secret Key： {d}。  

E 及 n 我們稱之為 Public Key，d 即是 Secret Key。如果

將訊息 M 加密，首先我們先將訊息拆成數個連續區塊，每一

個區塊使用一個整數來代表，我們以數學同餘的概念求出：  

C=M e mod  n 

為了加密後的訊息可以解開，我們使用 d 作為 C 的次方

數繼而求出：  

M=C d mod n 【4】  

在 RSA 系統裏 d 稱為私密金鑰， e 及 n 稱為公開金鑰，

金鑰的長度完全是變動的，最常見的則為 512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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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憑證認證中心 CA 

為了使公開金鑰密碼系統得以順利運作，必須設法緊密

結合並證明某一把金鑰確實為某人所有，讓他人無法假冒、

偽造。解決方法是模仿印鑑證的方式，由可信賴的第三者或

機 構 （ Trusted Third Party， TTP ） 來 當 作 公 鑰 認 證 當 局

（Certificate Authority，CA），以簽發公鑰憑證管理（Public 

Key Certificate）的方式來證明公鑰的效力。  

   此外，必須建立一個公鑰管理系統來負責簽發、註

銷及管理憑證，以輔助公開金鑰密碼系統的應用。目前除 ITU

與 國 際 標 準 組 織 ISO 所 發 表 的 ITU-T Rec.X.509 或 稱

ISO9594-8 外，PEM（Privacy Enhanced Mail）、PGP（Pretty 

Good Privacy）、SET（Secure Electronic Transaction）、SSL

（ Secure Socket Layer）與美國加標準局（NIST，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建議美國聯邦政府使

用的 PKI，均各有各的憑證管理系統。上列幾項除 PGP 與 SSL

外均以 ITU-T X.509 為範本。  

認證中心（Certificate Authority，CA）是在公開金鑰管

理重要的一部份，認證中心係提供電子認證功能，以利網路

簽署公開金鑰憑證，提供憑證管理服務，以確保於網路傳輸

文件或網路交易時辨識使用者身份及安全電子交易認證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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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憑證認證中心作業管理資訊系統  

 

 

憑證認證中心
伺服器

CA Server

憑證註冊管理中心
伺服器

RA Server目錄伺服器
DS

公佈簽發之憑證
公佈廢止之憑證

送出@慼證簽發要求
送出憑證廢止要求

憑證使用者 憑證當事者

下載憑證
下載廢止憑證
查詢憑證狀態

憑證註冊窗口
RA Operator

憑證申請者

下載憑證作業軟體

送出欲廢止憑證資料
送出申請者資料

提出簽發申請

提出廢止申請

簽發申請核准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