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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0年9月15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6792 號

案由：本院委員鍾佳濱等 21 人，為加速我國企業數位轉型，符合國
際潮流，並鼓勵小股東參與公司決策，以落實良好之公司治
理，應適度開放公開發行股票公司得於章程訂明股東會開會
時，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同
時針對以視訊參與股東會者，得行使表決權之範圍，及與其
他現有表決權行使方式有所衝突時之判斷準據予以敘明，爰
擬具「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公司法現行條文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二第三項規定，明文排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得於章程訂
明以視訊會議方式召開股東會，其立法理由係為考量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股東人數眾多，
且視訊會議尚有股東身分認證、視訊斷訊之處理、同步計票技術之可行性等相關疑慮，執
行面尚有困難。惟鑒於網路技術之發達，是否仍無法解決上開技術性問題不無疑義，且該
項規定亦剝奪公開發行公司選擇以實體、視訊會議並行方式召開股東會之權利，實有檢討
之必要。
二、作為配套措施，參酌美國德拉瓦州公司法第 211（a）(2)條，及德國股份法第 118 條第一項
規定，課予公開發行公司相對義務：以視訊會議召集股東會時，應確認股東之身分、是否
得行使表決權，並確保視訊參與者之資訊取得權、發言權、提案權、表決權等權利皆受到
保障。相關辦法則授權證券管理機關定之。（修正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二第三項，新增第四
項）
三、確立以視訊參與股東會，但曾使用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而未依法撤銷者，以委
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新增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五項）
四、確立以視訊參與股東會，但曾使用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而未依法撤銷者，以書面或
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並參酌經濟部 2012 年 5 月 3 日經商字第 10102414350 號函釋
，敘明以視訊參與股東會者，且已使用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雖然對原議案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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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棄權，但仍得對臨時動議進行表決（新增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二第四項）
五、考量公開發行公司具有股東數量眾多之特性，股東會所作之決議牽涉廣大投資人之權益，
故明訂公開發行公司以視訊方式召開股東會時，應充分告知股東關於股東會出席及行使表
決權之方法，以利股東參與。（新增第一百七十七條之四第一項）
六、為避免公開發行公司以視訊召開股東會，於人數眾多時，可能因技術上問題形成表決結果
正確性之風險或爭議，故將以視訊參與者得行使表決權之範圍，限縮於非重大決議事項（
包含非重大之原議案及其修正案、臨時動議）。至於屬公司法及證交法規定不得以臨時動
議提出之重大事項，則鼓勵當日無法親自參與之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投票先行表決，或使用
委託書，以降低股東會當日計票、驗證之負擔及爭議。（新增第一百七十七條之四第二項
、第三項）
七、敘明已使用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而未依法撤銷者，適用本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
二項規定及經濟部之見解，對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但對臨時動議仍得進行表決。（新
增第一百七十七條之四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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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二

公司章

現

行

條

文

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二

公司章

說

明

一、修正第三項。

程得訂明股東會開會時，以
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

程得訂明股東會開會時，以
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

二、第四項新增。
三、原第三項之立法目的係為

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
股東會開會時，如以視

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
股東會開會時，如以視

考量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股
東人數眾多，且視訊會議尚

訊會議為之，其股東以視訊
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訊會議為之，其股東以視訊
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有股東身分認證、視訊斷訊
之處理、同步計票技術之可

。

。

行性等相關疑慮，執行面尚
有困難，故排除公開發行股

公開發行公司以視訊會

前二項規定，於公開發

議召開股東會，應建立內部
控制制度，確認股東身分、

行股票之公司，不適用之。

票公司之適用。惟鑒於網路
技術之發達，是否仍無法解

表決權行使之適法性，並確
保股東對會議資訊取得完整

決上開技術性問題不無疑義
，且該項規定亦使公開發行

，發言、提案、表決之權利
受到保障，及表決結果正確

公司無法選擇以實體、視訊
會議並行之方式召開股東會

性之落實。
前項內部控制制度及其

，實有檢討之必要。
四、觀諸其他先進國家之立法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證
券管理機關定之。

，少有明文限制公開發行公
司不得以視訊方式召開股東
會之規定：英國公司法（C
ompany Act 2006）第 360A
條，及公司破產管理法（C
orporate Insolvency and Go
vernance Act 2020）第三十
七條準用附件十四（Schedu
le 14）下之第 3(1)(3)、3(
1)(4)條，皆准許公司股東
會以電子方式召開；歐盟指
令（EU Directive）2007/36/
EC 第八條亦要求各成員國
提供股東以電子方式參與股
東會之管道，且只有在符合
比例原則的前提下才可予以
必要之限制；同樣地，美國
德拉瓦州公司法（Deleware
General Corporation Law
）第 211（a）(1)條也明文
，股東會得於公司章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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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由董事會決議下，以遠距
方式（remote communicatio
n）進行，而不限於特定地
點召集。
五、綜上所述，為加速我國企
業數位轉型，符合國際潮流
，並鼓勵小股東參與公司之
決策，以落實良好公司治理
，爰修正本條規定，開放公
開發行公司亦得於章程明訂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方式召開
。同時參考美國德拉瓦州公
司法第 211（a）(2)條，及
德國股份法第 118 條第一項
規定，課予公開發行公司相
對義務，亦即以視訊會議召
集股東會時，應確認股東之
身分及是否得行使表決權，
並確保視訊參與者之資訊取
得權、發言權、提案權、表
決權等權利受到保障。相關
辦法則授權證券管理機關定
之。
第一百七十七條

股東得於每

第一百七十七條

股東得於每

一、第五項新增。

次股東會，出具委託書，載
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

次股東會，出具委託書，載
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

二、為避免股東於委託他人行
使表決權後，又以視訊出席

出席股東會。但公開發行股
票之公司，證券主管機關另

出席股東會。但公開發行股
票之公司，證券主管機關另

股東會要求當場撤銷委託，
或產生重複投票之問題而造

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

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

成股務作業之困擾與爭議，
且使得委託書徵求人徵得股

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
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

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
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

數具有不確定性，第四項之
規定於視訊參與之股東亦應

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
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

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
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

適用之。

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
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
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
，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
，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

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公司
，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

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公司
，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

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
委託者，不在此限。

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
委託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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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書送達公司後，股
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

委託書送達公司後，股
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

，以書面向公司為撤銷委託
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

，以書面向公司為撤銷委託
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

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
為準。

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
為準。

前項規定，於欲以視訊
參與會議並行使表決權者，
適用之。
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二

股東以

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二

股東以

一、第四項新增。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

二、為避免股東以書面或電子
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又以視

開會二日前送達公司，意思
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

開會二日前送達公司，意思
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

訊出席股東會參與表決，產
生重複投票之問題，不利於

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
表示者，不在此限。

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
表示者，不在此限。

已完成電子投票之計票作業
，第二項之規定亦適用於以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後，欲親自出席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後，欲親自出席

視訊參與之股東。惟參照經
濟部 2012 年 5 月 3 日經商

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
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

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
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

字第 10102414350 號函釋，
臨時動議係開會時臨時提出

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
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

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
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

，係該股東原已行使過表決
權以外之議案，該股東事先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
表決權為準。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
表決權為準。

並未行使過表決權，因此不
論親自出席或以視訊參與股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

東會者，自可在會議中對臨
時動議行使表決權。

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
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

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
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

權為準。
第二項之規定，於欲以

權為準。

視訊參與會議並行使表決權
者，適用之。但對臨時動議
之表決，以親自出席或視訊
參與股東會者行使之表決權
為準。
第一百七十七條之四

公開發

一、本條新增。

行公司以視訊會議方式召開
股東會時，應將出席及行使

二、公開發行公司具有股東數
量眾多之特性，股東會所作

表決權之方法載明於股東會
召集通知。

之決議牽涉廣大投資人之權
益。為使所有股東皆知悉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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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以視訊參與會議者
，對本法第一百七十二條第

東會的召開方式及行使表決
權之方法，以鼓勵股東參與

五項，及證券交易法第二十
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

公司決策，爰增訂第一項規
定。

規定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之
議案，視為棄權。但有委託

三、本法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五
項，及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

代理人出席股東會，或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

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規
定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之議

，不在此限。
第一項以視訊參與會議

案，皆屬公司之重大決議事
項。為避免公開發行公司之

者，對非屬前項之議案及其
修正案、臨時動議，得行使

股東以視訊參與股東會並行
使表決權，於人數眾多時，

表決權。但曾以書面或電子
方式行使表決權而未依法撤

可能因技術上之問題形成表
決結果正確性之風險或爭議

銷者，對原議案之修正視為
棄權。

，影響公司和股東權益甚鉅
，故增訂第二項規定，限縮
公開發行公司股東以視訊參
與股東會，得行使表決權之
範圍於非重大事項，並鼓勵
股東對重大事項以書面或電
子投票先行表決，或使用委
託書，降低股東會當日計票
、驗證之負擔及爭議。
四、以視訊參與股東會者，對
於不屬本條第二項所列舉之
重大決議事項，應比照親自
出席之股東，於聽取股東會
報告及討論後，得行使表決
權。縱使仍有前述關於表決
結果正確性之風險或爭議，
但因係屬非重大決議事項，
對公司營運及股東權益影響
輕微，故應保障以視訊參與
股東會者之相關權利。惟已
使用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而未依本法第一百七
十七條之二第二項規定撤銷
者，應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之表決權為準，並適用本
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二
項規定，及參照經濟部
2012 年 5 月 3 日經商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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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414350 號函釋，對原
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但仍
可對臨時動議行使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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