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一Ο五年股東臨時會議事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一Ο五年三月十八日上午九時正 

開會地點：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9號1樓（國泰金融會議廳） 

列    席：董事  林獨立董事振國、陳獨立董事世圯、吳獨立董事永乾 

監察人  王景益、文德誠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何瑞軒會計師、江美艷會計師 

鉅業國際法律事務所 梁懷信律師、林文鵬律師 

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 傅祖聲律師 

交通部派員指導：劉鎮賢科長、張哲勳專員 

高速鐵路工程局  楊正君主任秘書、徐榮崇組長、 

陳文美科長、楊純華視察、李泱穎科員、鍾芷芳科員、 

周銀來會計師、張昌琳法律顧問 

主    席：劉董事長維琪            紀    錄：王柏泰 

 

出席股數： 親自出席普通股股數為4,371,082,072股，公開徵求委託出席普通股股數為

0股，非屬徵求委託出席普通股股數為28,728,670股，合計出席普通股股數

為4,399,810,742股，出席率達78.49％。 

宣布開會：出席股東代表股數已達法定股數，主席宣布會議開始。 

 

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女士先生能在百忙之中撥空前來參加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105年的股

東臨時會，本人謹代表公司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歡迎各位蒞臨指導。本公司於去年(104
年) 9 月份曾召開股東臨時會討論財務改善方案，相關決議均已落實及推動，另去年

12 月 1 日新增三站通車，使台灣高鐵進入新的里程碑，去年旅客人數創九年來新高，

全年度超過 5,000 萬人次，且台灣高鐵經過去年財務改善方案及各位股東的支持後，

已轉虧為盈。而本次召開會議之目的主要係希望透過股東臨時會決議，得到大家的支

持使股票上市，增加股票流動性。同時為配合推動股票上市，本公司相關規章需加以

調整，故今日議案較多，有關「討論事項」10 個議案，將由司儀逐案宣讀並由股東逐

案討論後，最後再就十個議案一次進行每案投票表決，敬請各位股東支持，以節省股

東開會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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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事項 

第一案：有關本公司 104 年辦理減資彌補虧損案之營運改善成效報告案 

第二案：有關本公司 104 年私募普通股增資案資金運用情形、計畫執行進度及計

畫效益顯現情形報告 

主席補充報告：本次私募普通股增資均由政府公股及泛公股資金支持，

於立法院已有一附帶決議公股及泛公股佔本公司持股比例不得低於

63.8%，意即公股及泛公股持股不得出售。 

第三案：有關本公司無形資產-營運特許權資產之攤銷方法，由運量百分比法變

更為直線法報告案 

第四案：有關本公司部分營運特許權資產之攤銷年限變更報告案 

第五案：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報告案（請參閱附件一） 

第六案：修訂本公司「道德行為準則」報告案（請參閱附件二） 

第七案：訂定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報告案（請參閱附件三） 

第八案：訂定本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報告案（請參閱附件四） 

股東發言紀要： 

※ 股東（戶號65782）按修訂意旨「道德行為準則」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提經

準審計委員會審查...」應刪除“準”字；「誠信經營守則」第二十三條第二項末

段應刪除“或監察人”文字。另建議站長至少應每天巡視所轄站區乙次、檢舉

制度應規定檢舉人須具名陳報否則不予受理，以及應考量新購列車設計自動

駕駛功能等。 

※ 股東（戶號53）因公司經營不善卻由股東承擔減資六成之損失甚不合理；另

建議簡化股票交易程序。 

前揭股東詢問事項經主席充分說明及答覆後，股東洽悉。 

決定：報告事項第一案至第八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後，股東洽悉。

另依股東建議，修正報告事項第六案有關「道德行為準則」二十四條第一

項部分文字，以及報告事項第七案「誠信經營守則」第二十三條第二項部

分文字。 

 

貳、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申請股票上市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鑑於股票上市具有增加股票流動性、利於資本市場籌資、提昇公司形

象與知名度、促進員工向心力、延攬優秀專業人才，進而強化公司長

期經營發展以達致永續經營之優點，為本公司六萬多名股東之權益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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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及達致「全民高鐵」之目標，本公司 105 年 1 月 11 日第七屆第

九次董事會決議通過於適當時機向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證交所」)提出本公司股票上市之申請案，並授權董事長辦理送

件申請上市相關之各項事宜(包括但不限於：決定送件時間、簽署 IPO
相關專業顧問契約…等)。 

二、 依證交所股票申請上市審查書件之要求，股票申請上市應經董事會或

股東會決議通過，雖本公司董事會已通過股票申請上市案，惟考量股

票上市攸關全體股東權益，為凝聚股東共識，擬將董事會決議通過之

股票申請上市案提送股東會討論。 

三、 為免過度稀釋原股東獲利，並考量證交所有關上市申請應提出對外公

開承銷最低額度 2,000 萬股及公司法有關發行新股應保留 10%~15%
由員工承購之規定，謹建議上市申請發行新股為 2,300 萬股(即員工認

股 300 萬股，公開承銷 2,000 萬股)。 

四、 本案業經本公司第七屆第十一次董事會決議通過，提請  股東臨時會核

議。 

股東發言紀要： 

※ 股東（戶號65782）反對本案，主張中鋼及台糖於104年6月30日本公司股東會

前價購委託書，違法選出所支持六席董事，其當選無效並無權執行董事職務，

致使董事會決議無效。 

※ 股東（戶號83195）建議公司於申請股票上市之際，應提高資訊透明度，減少

資訊不對稱，以降低對小股東之權益侵害。另質疑減資前後公司財報自結數

字落差過大，有刻意醜化減資前公司財務狀況、且未計法定優待票短收差額

及返還站區之財務利益，以及相關重大訊息發布等，恐違證券交易法第155
條第6項散布不實資料之規定。 

前揭股東詢問事項經主席充分說明及答覆後，股東洽悉。 

主席裁示：本案股東已充分發言，裁示本案中止討論，因部分股東有不同意見，

本案進行投票表決。 

決議：經表決結果，贊成之投票權數4,573,861,020權，佔表決時表決權數

4,772,152,156權之95.84%，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為配合本公司申請股票上市，原股東放棄初次上市新股承銷之優先認股

權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補充規定」

第 17 條之 1 規定，申請股票上市應辦理初次上市新股承銷，擬提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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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授權董事會於不超過本公司章程額度資本額內，於適當時機辦

理初次上市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二、 初次上市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依公司法第 267 條第 1 項規定，保留發行

新股總數之 10%~15%供員工承購，其餘股份為配合辦理上市需要，

擬依證券交易法第 28-1 條規定，提請原股東放棄認購，全額提撥未

來本公司股票上市前對外公開承銷。 

三、 為免過度稀釋原股東獲利，並考量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關

上市申請應提出對外公開承銷最低額度 2,000 萬股及公司法有關發行

新股應保留 10%~15%由員工承購之規定，謹建議上市申請發行新股

為 2,300 萬股(即員工認股 300 萬股，公開承銷 2,000 萬股)。 

四、 有關員工認股部分，由董事會依本公司員工認股辦法規定，擬訂員工

認購股份之標準原則。至若有員工放棄認購或認購不足之部分，則授

權董事長洽特定人認購之。 

五、 初次上市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原發行股份相同。 

六、 初次上市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之實際發行股數、發行價格、發行條件、

募集金額、承銷配售方式、資金用途及其他有關事項，包括依主管機

關指示或為因應客觀環境有修正需要時，暨本案未盡事宜，擬請股東

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七、 本案業經本公司第七屆第十一次董事會決議通過，提請  股東臨時會核

議。 

股東發言紀要： 

※ 股東（戶號65782）反對本案，主張原始股東已承受利息損失、股票減資及折

價等損失。 

前揭股東詢問事項經主席充分說明及答覆後，股東洽悉。 

主席裁示：本案股東已充分發言，裁示本案中止討論，因部分股東有不同意見，

本案進行投票表決。 

決議：經表決結果，贊成之投票權數4,569,964,500權，佔表決時表決權數

4,772,152,156權之95.76%，本案照案通過。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為執行本公司申請股票上市案，並配合證券交易法、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函令、及「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

等相關規範，包括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採行電子投票制度、

董事候選人提名制及股利政策等，爰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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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修訂第 10、15、17、26、27-2、35、35-1、36 及 39 條規定，

並配合刪除第 28、30、31 及 32 條）。 

另鑒於執行高鐵財務解決方案辦理減資並引進新資金致股權結構有

所調整，經考量本公司經營發展規模及主要股東持股情形，並衡酌實

務運作需要，建議調整本公司董事人數之上限，由十五人增加至十七

人。（修訂第 17 條）。 

二、 擬具本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五。 

三、 本案業經本公司第七屆第十一次董事會決議通過，提請  股東臨時會核

議。 

股東發言紀要： 

※ 股東（戶號65782）詢及修正條文第十七條第一項「董事…由股東會就有行為

能力之人選任之…」與第二項「….董事選舉採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之

候選人提名制度…」，其董事選舉是否採雙軌制，二者有無衝突，建議應檢討

融合為一。 

前揭股東詢問事項經主席充分說明及答覆後，股東洽悉。 

主席裁示：本案股東已充分發言，裁示本案中止討論，因部分股東有不同意見，

本案進行投票表決。 

決議：經表決結果，贊成之投票權數4,573,915,900權，佔表決時表決權數

4,772,152,156權之95.85%，本案照案通過。 

 

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為執行本公司申請股票上市案，並配合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令、及「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

上市審查準則」等相關規範，包括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職權、

採行電子投票制度及董事候選人提名制等規定，爰變更本公司「董事

及監察人選舉辦法」規章名稱為「董事選舉辦法」，並據以修訂第 1
條、第 2 條、第 3 條、第 4 條、第 6 條、第 8 條及第 11 條等條文。 

二、 擬具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六。 

三、 本案業經本公司第七屆第十一次董事會決議通過，提請  股東臨時會核

議。 

股東發言紀要： 

※ 股東（戶號65782）建議修正條文第三條增列「董事缺額時由得票數次高者遞

充」。若此建議受限於股東會議事規則議案修正之規定，公司應於今年股東常

會提案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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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戶號42501）詢及修正條文第二條與第四條（與現行條文差異），第三

條（電子投票），以及高鐵財務資訊與董事指派方式等問題。 

前揭股東詢問事項經主席充分說明及答覆後，股東洽悉。 

主席裁示：本案股東已充分發言，裁示本案中止討論，因部分股東有不同意見，

本案進行投票表決。 

決議：經表決結果，贊成之投票權數4,573,872,100權，佔表決時表決權數

4,772,152,156權之95.85%，本案照案通過。 

 

第五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為執行本公司申請股票上市案，並配合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令、及「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

上市審查準則」等相關規範，包括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職權、

採行電子投票制度等規定，爰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第 2 條

及第 11 條規定。 

二、 另為健全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有關股東會議事之相關規範，爰修訂前

揭規則第 4 條(股東會主席及列席人員)、第 5 條（會場秩序之維護）、

第 6 條（股東會之開會）、第 7 條（議案討論）、第 8 條（股東發言）、

第 9 條（股東提案）、第 9-1 條（股東會前提案之處理）之規定。 

三、 擬具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七。 

四、 本案業經本公司第七屆第十一次董事會決議通過，提請  股東臨時會核

議。 

股東發言紀要： 

※ 股東（戶號65782）反對本案，主張現行董事會係違法組成，反對董事會提案。 

※ 股東（戶號42501）詢及修正條文與內政部頒布法令之差異性、股票上市輔導

券商及承銷商、上市時程及作業流程等問題，並建議設置投資人信箱，鼓勵

股東集思廣益創造更高股票利益。 

前揭股東詢問事項經主席充分說明及答覆後，股東洽悉。 

主席裁示：本案股東已充分發言，裁示本案中止討論，因部分股東有不同意見，

本案進行投票表決。 

決議：經表決結果，贊成之投票權數4,573,763,500權，佔表決時表決權數

4,772,152,156權之95.84%，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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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公司治理準則」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為執行本公司申請股票上市作業，並衡酌公司治理實務運作需要，爰

配合證券交易法、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令、及「臺灣證券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等相關規範，擬修正本公司「公

司治理準則」相關條文。 

二、 擬具本公司「公司治理準則」修正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八。 

三、 本案業經本公司第七屆第十一次董事會決議通過，提請  股東臨時會核

議。 

股東發言紀要： 

※ 股東（戶號65782）詢及獨立董事有無規範其解任之相關條文；建議公司應與

員工多溝通，惟公司與員工溝通時不應無止境讓步，員工若有更多要求，公

司也應要求員工產出更高績效，並建議研擬列車自動駕駛功能，以取代人工

操作。 

※ 股東（戶號42501）詢及審計委員會相關規定、董事會開會次數、出席費及酬

勞標準、董監保險、獨立董事資格審查與任期等問題，並建議應審慎衡酌董

監酬勞，避免損及股東權益。 

前揭股東詢問事項經主席充分說明及答覆後，股東洽悉。 

主席裁示：本案股東已充分發言，裁示本案中止討論，因部分股東有不同意見，

本案進行投票表決。 

決議：經表決結果，贊成之投票權數4,573,800,500權，佔表決時表決權數

4,772,152,156權之95.84%，本案照案通過。 

 

第七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為執行本公司申請股票上市案，並配合本公司「公司章程」修正納入

「設置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之規範，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程序」，新增第 6.8.5 條：「本公司於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

審計委員會時，本程序所述監察人之權責，依法由審計委員會行使之。」

規定，以符合前述章程之調整。另為因應「台灣南北高速鐵路站區開

發合約」業已協議終止，併將第 3.0 n)及 6.2.1 條所載「站區開發合約」

之內容刪除。 

二、 擬具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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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案業經本公司第七屆第十一次董事會決議通過，提請  股東臨時會核

議。 

股東發言紀要： 

※ 股東（戶號65782）反對本案，主張原站區開發土地地上權返還政府，致使公

司獲利減少。 

※ 股東（戶號42501）詢及取得或處分資產之處理及公告程序。 

前揭股東詢問事項經主席充分說明及答覆後，股東洽悉。 

主席裁示：本案股東已充分發言，裁示本案中止討論，因部分股東有不同意見，

本案進行投票表決。 

決議：經表決結果，贊成之投票權數4,573,713,300權，佔表決時表決權數

4,772,152,156權之95.84%，本案照案通過。 

 

第八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為執行本公司申請股票上市案，並配合本公司「公司章程」修正納入

「設置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之規範，擬修訂本公司「衍生性商品

交易處理程序」，新增第 6.13.2 條如下：「本公司於依證券交易法規定

設置審計委員會時，本處理程序所述監察人之權責，依法由審計委員

會行使之。」規定，以符合前述章程之調整。 

二、 擬具本公司「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

十。 

三、 本案業經本公司第七屆第十一次董事會決議通過，提請  股東臨時會核

議。 

股東發言紀要： 

※ 股東（戶號65782）反對本案，主張現行董事會係違法組成，反對董事會提案。 

※ 股東（戶號42501）詢及內控制度有無訂定衍生性商品之管理權責及金額限制，

實際執行情形如何。 

前揭股東詢問事項經主席充分說明及答覆後，股東洽悉。 

主席裁示：本案股東已充分發言，裁示本案中止討論，因部分股東有不同意見，

本案進行投票表決。 

決議：經表決結果，贊成之投票權數4,573,796,100權，佔表決時表決權數

4,772,152,156權之95.84%，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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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為執行本公司申請股票上市案，並配合本公司「公司章程」修正納入

「設置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之規範，擬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

業程序」，新增第 6.7.6 條：「本公司於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計委

員會時，本程序所述監察人之權責，依法由審計委員會行使之。」規

定，以符合前述章程之調整。 

二、 擬具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十一。 

三、 本案業經本公司第七屆第十一次董事會決議通過，提請  股東臨時會核

議。 

股東發言紀要： 

※ 股東（戶號65782）反對本案，主張現行董事會係違法組成，反對董事會提案。 

※ 股東（戶號42501）修訂條文按規定頒布，同意本案無補充意見。 

前揭股東詢問事項經主席充分說明及答覆後，股東洽悉。 

主席裁示：本案股東已充分發言，裁示本案中止討論，因部分股東有不同意見，

本案進行投票表決。 

決議：經表決結果，贊成之投票權數4,573,789,417權，佔表決時表決權數

4,772,152,156權之95.84%，本案照案通過。 

 

第十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為執行本公司申請股票上市案，並配合本公司「公司章程」修正納入

「設置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之規範，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

人作業程序」，新增第 6.8.8 條：「本公司於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

計委員會時，本程序所述監察人之權責，依法由審計委員會行使之。」

規定，以符合前述章程之調整。 

二、 擬具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十

二。 

三、 本案業經本公司第七屆第十一次董事會決議通過，提請  股東臨時會核

議。 

股東發言紀要： 

※ 股東（戶號65782）反對本案，表示現行董事會係違法組成，反對董事會提案。 

※ 股東（戶號42501）詢及初次申請股票上市（IPO)之時程規劃及發行價格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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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揭股東詢問事項經主席充分說明及答覆後，股東洽悉。 

主席裁示：本案股東已充分發言，裁示本案中止討論，因部分股東有不同意見，

本案進行投票表決。 

決議：經表決結果，贊成之投票權數4,573,946,500權，佔表決時表決權數

4,772,152,156權之95.85%，本案照案通過。 

 

參、臨時動議： 

股東發言紀要： 

※ 股東（戶號65782）提出關於提高股東會出席率、員工執行力及員工之身心照

顧、機械設備維持率、服務滿意度，以及推動修改法令提升經營獲利等建議。 

※ 股東（戶號90000002）主張65歲以上之外國人不應享有搭乘高鐵半價優惠，

另建議依股數提供股東乘車優惠。 

※ 股東（戶號63489）詢及高鐵建物與列車使用年限、折舊攤提依據、員工解決

問題標準作業流程、天災意外應變時間及檢討改進報告等問題。 

※ 股東（戶號83195）建請董事長向交通部爭取於本公司公股股權中釋出30億元

予員工認股，每股認購價10元。 

前揭股東詢問事項經主席充分說明及答覆後，各發言股東洽悉。 

 

肆、散會：散會時間同日下午十二時十八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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