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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豐投信（原國際投信）成立 
兆豐投信（原國際投信）成立於 1983 年 8 月 9 日，為國內第一家投信，成立至

今已逾 30 年歷史，獲獎記錄輝煌。1983 年，為使台灣金融市場發展更加穩定與

成熟，同時邁向國際化，政府計劃性地開放國內六家銀行成立國際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並引進國外深具證券投資信託專業經驗的基金投資機構，一開始

即為台灣的投信事業奠定深厚的基礎。接著憑藉著優異的人才、對於趨勢的掌握、

以及領先潮流的產品設計與管理能力，帶領投信界朝向更專業的資產管理發展。 
 
投信蓬勃發展，兆豐投信從不缺席 
兆豐投信肩負投信領航者角色，不斷為投信界開創歷史新頁：從 1983 年 10 月開

始，兆豐投信首先在國外募集成立「國際 ROC 台灣基金」，引進外資投資台灣證

券市場；1986 年元月成立國內第一個開放式「國際第一基金」；1988 年 5 月，國

內第一批封閉式「國際國民基金」問世；1989 年 2 月，募集成立「國際全球基

金」，成為首支台灣募集、投資海外的開放式基金；在 1990 年 5 月，因應股市空

頭成立的「國際萬全基金」，亦成為國內第一檔開放式平衡型基金；1992 年 1 月

推出的「國際萬寶債券基金」，為債市發展作出貢獻；另外，首批全權委託業務

資格的取得，掌握全球未來生技產業蓬勃發展而推出「國際生命科學基金」等，

兆豐投信的每一步皆奠定投信業的穩固基礎，並在未來資產管理的範疇中，兆豐

投信不但不會缺席，更將繼續扮演領航者角色。 
 
穩健的投資決策 
「為投資人創造長期穩定的獲利」是兆豐投信操作基金的首要目標。因此，在決

定投資標的前，都需經由一套嚴謹的投資制度完成決策，經由研究人員評估公司

的管理階層、獲利狀況、財務結構、未來成長等基本面分析，配合總體經濟的趨

勢評估作成投資建議，並經由定期舉行的投資會議中提出報告，為投資人選出獲

利前景佳的上市櫃公司股票、收益高的政府公債及公司債、各種貨幣市場的短期

票券，為投資人創造長期穩定的獲利。  
 
專業的投資人才  
兆豐投信秉持為投資人提供專業理財服務的宗旨，對於基金經理人的要求特別嚴

謹，兆豐投信強調專業的團隊精神勝過單打獨鬥的隨機運氣。因此，旗下所管理

的基金操作穩定性強，而且每一基金經理人均具備足夠的選股、決定進出時機以

及調整投資組合比例的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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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的經營理念 
從 1983 年 10 月開始，兆豐投信首開國內基金在歐美兩地掛牌上市之先河，為國

內第一家引進外資投資台灣證券市場的基金管理公司，開創我國證券市場國際化

的契機，面對新知識經濟時代及全球化的來臨，兆豐投信秉持一貫的世界觀經營

理念，以優良的管理機制為基礎，與全球各領域表現績優之專業投資顧問合作，

為投資人掌握每一個景氣循環的投資契機，同時並發展電子商務資訊化以提高服

務效率及品質。 
 
專業的資產管理者 
身為國內第一家資產管理公司的兆豐投信，歷經多次的金融市場起伏，奠定績優

的資產管理經驗及完整的投信管理制度。兆豐投信全體同仁不僅以它過去優良的

歷史為榮，在這個承先啟後的關鍵時刻，我們將不斷創新、超越過去優良的紀錄，

為投資人帶來更好的投資績效。 
兆豐投信最大的信心與優勢，來自於三十多年的專業資產管理經驗，面對未來更

多元化與國際化的金融市場，兆豐投信將堅持「貼近投資人理財需求」，持續展

現投信領航者的風範，成為投資人最佳的理財夥伴。從 2002 金控元年開始，國

內金融業市場競爭日趨白熱化，穩健走過三十多年的兆豐投信，仍將積極投入為

國內共同基金市場及資產管理事業，創造更專業、更具國際觀的格局。提供專業

的資產管理服務，是本公司堅持不變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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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盡職治理報告中說明報告期間(如該年度)，機構投資人投入內部資源落實盡職

治理之情形。 

本公司相當重視與客戶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溝通及其回饋意見，於本公司網站

(https://www.megafunds.com.tw/Iitweb/about/about06_14.aspx)揭露履行盡職治

理之情形，包括本遵循聲明、出席被投資公司股東會與投票情形及其他重大

事項，以克盡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之責任，成為資產管理最佳的投信公司，

與客戶、股東及社會大眾共享投資成果。 

本公司不定期於本公司網站揭露前一年度之履行盡職治理之情形，包括遵循

聲明、無法遵循部分原則之解釋及盡職治理之各項原則，如：盡職治理政策、

利益衝突管理政策、與被投資公司之對話及互動、出席被投資公司股東會之

投票政策與投票情形及其他重大事項等。 

 
2.盡職治理報告提供客戶、受益人、被投資公司或其他機構投資人等利害關係人

聯繫之管道。 
客戶、受益人、被投資公司或其他機構投資人等利害關係人對本公司盡職治

理報告有疑問時，可詢問本公司法務暨法令遵循部(02-2175-8388)。 
 
3.說明報告期間是否發生重大利益衝突事件，並彙總說明事件原委及處理方式。 

本公司於評估期間(109/1/1-109/12/31)並無發生重大利益衝突事件。 
為確保本公司基於客戶或受益人之利益執行其業務，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

經理守則、誠信經營守則及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中，訂有與利益衝突管理相關

之規範，對於防範重大利益衝突事件具有效性。 
 

4.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及無法遵循部分原則之解釋，並評估盡職治理活動的有

效性。 

保障客戶與受益人之權益，本公司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

本於誠實信用原則。經理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應符合法令或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所准許之投資範圍、投資方針及投資限制；並顧及投資當時市場現況下執

行交易，且不得利用內線交易以達成績效或為自身獲利。 

為確保本公司基於客戶或受益人之利益執行其業務，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

經理守則、誠信經營守則及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中，訂有與利益衝突管理相關

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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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定期報告議合活動，以及相關摘要數據。 
一、本公司109年度定期議合活動呈現方式透過電訪或親自拜訪公司高層、

出席法說會、出席股東會、券商提供約訪與被投資公司對話。 

 

 
二、109年度關注議題之議題概分為財務表現、產業環境趨勢、經營策略

與公司治理、及其它(如澄清更正媒體公佈公司相關訊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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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6-10之內容將以下列個案方式呈現說明。 
6. 盡職治理報告說明如何評估是否需要與被投資公司互動、議合。 
7. 盡職治理報告說明互動、議合的執行是否符合其盡職治理政策。 
8. 盡職治理報告說明與被投資公司互動的議題、原因、範圍等互動、議合內容。 
9. 盡職治理報告說明互動、議合後所帶給被投資公司的正面影響。 
10. 盡職治理報告說明與被投資公司互動、議合後，預計後續的追蹤行為。 
盡職治理著重與被投資公司的互動與議合，機構投資人應監督被投資公司之公司 
治理。以下四頁附件個案是本公司在揭露與被投資公司的議合活動時，最常使用

的方式。透過該個案可了解本公司與被投資公司議合的實務作法。 
本個案內容符合提供以下事項： 
(一) 議合的執行是否符合其盡職治理政策 
(二) 互動的議題、原因、範圍等互動內容 
(三) 互動後所帶給被投資公司的正面影響 
(四) 後續的追蹤行為 
 
9958 世紀鋼 
時間 : 109 年 11 月 26 日 下午 2:00 
研究員 : 蔡 OO    同行者 : 陳 OO、顏 OO 
地點 : 台北市     受訪人 : 賴文祥董事長 
股價 : 127 元 
投資建議 :  

1. 3Q20 獲利表現低於預期，主因為營業費用增加約 7,000 萬元的一次性費用(技轉

費用+呆帳提列)，若不考慮此一次性因素，3Q20 獲利表現符合預期。管理階層

預期 4Q20 營業費用將回到正常水準，研究員預估 4Q20 EPS 為 1.48 元。 
2. 管理階層下修 2020 年風電營收預估至 40~45 億元(前次為 50 億元)，主因為 CIP 

Jacket 生產難度相對較高，施工進度相對較緩，8 月起雖然有台船的代工訂單(沃
旭 pin pile)，不過由於只認列加工費，因此營收貢獻不大(但毛利率相當好)。 

3. 世紀鋼離岸風電水下基礎工程長線展望仍相當樂觀，訂單能見度已達 2024 年，

且持續有開發商的加單需求或同業的轉單需求，目前現有產能已呈現滿載，研

究員預估世紀鋼 2020/2021 年 EPS 為 4.42 元/9.31 元，目標價先看 150 元(約 2021 
EPS x 16 倍)。 

4. 世紀離岸風電(2072)預計將於 11/30 興櫃掛牌，興櫃掛牌價為 88.88 元，掛牌後

世紀鋼的持有比重也將由 61.74%下降至 60.24%，研究員粗估世紀離岸風電

2020EPS 為 7.06 元，2021 年 EPS 約 24 元。 
5. 世紀鋼也表示目前國內傳統鋼構的需求相當強勁，預期 2021 年仍將處於供不應

求的態勢，因此建議可同時買進東鋼，東鋼持續受惠於國內建材需求強勁，鋼

筋能見度越來越長，H 型鋼報價亦持續上漲(部分反映原料廢鋼上漲)，預估東鋼

2020/2021 年 EPS 為 2.9 元/3.2 元，目標價 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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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鋼損益表 

 
 
世紀鋼產品組合 

 
 
3Q20 
3Q20 EPS 1.35 元，低於預期(原估 1.54 元)，主要原因為營業費用飆升至 1.42 億元。管

理階層表示 3Q20 提列一次性給丹麥 Welcon 的塔架技轉費用 125 萬歐元(約 4,000 萬台

幣)，也認列約 3,000 萬的呆帳損失，因此合計就增加了約 7,000 萬元的營業費用，導致

整體營業費用大幅提升。8月時世紀鋼開始接到來自於台船的代工訂單(沃旭的pin pile)，
不過鋼板是台船自行採購，世紀鋼只提供後續作業的服務，因此使認列加工費，不會認

列包含鋼板的營收，營收貢獻不大，毛利率卻相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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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Q20 展望 
4Q20 持續有台船代工訂單的營收貢獻，10 月營收為 6.2 億元，管理階層也預期 11~12
月營收跟 10 月差不多，4Q20 毛利率也將維持在 3Q20 的水準，4Q20 由於沒有什麼一次

性的因素，因此營業費用會較 3Q20 明顯下滑(可以抓 3Q20 營業費用扣除 7,000 萬的一

次性費用)。在營業費用的減少下，研究員也預估 4Q20 EPS 將達 1.48 元。 

  
2020 年展望 
管理階層目前預估 2020 年來自於離岸風電的營收約 40~45 億元(前次為 50 億元)，傳統

鋼構營收則將超過20億元(前次為20億元)。2020年離岸風電營收低於預期的原因在於，

CIP 的 Jacket 生產難度較高，因此雖然世紀鋼 3Q20 開始大量動工，不過工程進度較為

緩慢，這也是世紀鋼請丹麥 Bladt 團隊協助的原因，8 月時雖然開始有台船的代工訂單，

不過由於只認列代工費，因此在營收上的貢獻也相對偏低(不過毛利率很好)。 

  
離岸風電營運概況 
目前已經取得兩家開發商的訂單，(1)CIP，簽了 62 套 Jacket，合約金額 165 億元，第一

期16套(預計工期2020/4~2021/8)，第二期46套(預計工期2021/1~2023/07)；69支Pin pile，
還在等待 CIP 開工通知，預計工期 2021/1~2021/12、(2)沃旭，簽了 81 支 pin pile，原本

預計工期 2019/8~2020/11，但世紀鋼提早在 2020/7 就完工，因此也得以協助台船代工

36 支沃旭的 pin pile(台船因為時間壓力生產不出來)，預計工期 2020/8~2021/3。最近沃

旭又有想要增加 pin pile 訂單，中鋼旗下的興達港也希望把 jacket 轉單給世紀鋼，但世

紀鋼都不太願意承接，因為產能已經滿了，只能道義上先完成台船的代工訂單。 

  
潛在客戶 : (1)NPI(海龍)，使用國內最大風機(單支 14MW)，風場總容量共 300MW，預

計要用 21套 Jacket(每套 jacket配 3支 pin pile)及 63支 pin pile，預計工期 2022/8~2024/5、
(2)台電(富崴)，一支風機 9.5MW，預計要用 31 套 Jacket(1 套 jacket 搭配 4 支 pin pile)、
124 支，預計工期 2022/9~2024/5。目前世紀鋼也有跟幾個競標開發商在談中，特別是

2026 年後的區塊開發，各大統包商都有來找世紀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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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鋼結構 
目前在手建案已有 17 案，總金額約 30 億元，預計會在 2022 年前全部交付完成。

2021~2022 年台灣的傳統鋼構需求都在高檔，已超過台灣現有鋼構廠的產能，新的合約

價格都提升 15~20%，利潤上也有提升，目前傳統鋼結構的毛利率已達 12~15%(之前

8~10%)。最近鋼材原料、人力工資都有漲價，私人案件通常價格不太會因此變動，但公

共工程會隨成本調整價格。雖然傳統鋼結構的需求相當強勁，不過目前世紀鋼的營運主

力已轉向離岸風電，因此未來傳統鋼結構會移到雲林廠及緬甸廠生產，傳統鋼結構的營

收佔比也預期會降低至 15~20%。 

  
世紀集團 
世紀鋼做水下基礎建設的前段製程(包含鋼板採購、鋼板局部加工)，世紀離岸風電主要

進行組裝、成品儲存，供業主裝載使用。世紀鋼不太可能發生焊接的問題(世紀鋼投資

非常多設備，供應商無法提供半成品時，世紀鋼可以自己承接製作)，委外加工非常少。

世紀鋼檢測共有四關 : 自我檢查、沃旭委託 SGS 現場 24 小時監督檢測、泰瑞公司、沃

旭又委託丹麥 NSK(國際水下基礎檢測公司)。中船、興達港出了焊接問題後，沃旭也來

檢查世紀鋼 81 支 pin pile，基本上完全沒問題。 

  
世紀樺欣是世紀鋼、樺欣、台欣公司合資成立，在台中港 106 碼頭運作，總共取得 30
公頃土地，2020 年底會把主要廠房建置完成，主要生產塔架(wind tower)。2020/9 與丹

麥 Welcon 公司(全球最大塔架公司)簽技術約，世紀樺欣員工已經在丹麥受訓中，塔架預

期 2022 年開始投產。2021 年世紀樺欣會先幫永冠建置新廠房(預計 2021 年 10 月前會認

列 5 億元的營收)。 

  
世紀離岸風電 
世紀離岸風電(2072)也預計將於 11/30興櫃掛牌，世紀離岸風電資本額 10億元，累積 2020
年前十月 EPS 為 5.94 元，預定興櫃掛牌價為 88.88 元。世紀鋼目前持有世紀離岸風電股

權約 61.74%，也預計將拿出 1,500 張給輔導券商認購(約 1.5%股本)，因此世紀離岸風電

上興櫃後，世紀鋼的持股比重也將下滑至 60.24%。研究員粗估世紀離岸風電 2020EPS
為 7.06 元，2021 年 EPS 約 24 元。 

 
11. 盡職治理報告說明與其他機構投資人的合作行為政策與案例。 
目前有合作機構為母公司兆豐金控及金控旗下其它子公司，目前有合作的活動如員

工志工關懷、淨山淨灘活動與通勤交通碳排放調查等。 
https://www.megaholdings.com.tw/tc/page.aspx?mid=153&cid=171&cchk=38edb7fb
-8232-40e6-8533-74fbac1b6976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01229002550-260410?chdtv 
 

https://www.megaholdings.com.tw/tc/page.aspx?mid=153&cid=171&cchk=38edb7fb-8232-40e6-8533-74fbac1b6976
https://www.megaholdings.com.tw/tc/page.aspx?mid=153&cid=171&cchk=38edb7fb-8232-40e6-8533-74fbac1b6976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01229002550-260410?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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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出席或委託出席被投資公司股東會之情形。 
本公司出席股東會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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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全年度 
親自出席：95家(皆採用電子投票) 
委託出席：0家 
 
13. 以讀者友善的方式，例如按ESG議題、以圖表，揭露投票紀錄。 
109全年度投票皆為贊成票 
109全年度股東會各類議案投票情形： 

 
(註) 
財務性議題包含營業報告書與財務報告之承認(197)、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

(201)。 
公司組織與人事議題包含章程或作業程序修訂(282)、董監事選舉(63)、解除董事

競業禁止(101)。 
股東權益議題包含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7)、低於市價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3)、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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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藏股低於實際平均買回價格轉讓員工(0)、公司解散、合併、收購、股份轉換

或分割(12)、增資(盈餘/資本公積/紅利分派轉增資或現金增資發行新股)(33)、私

募有價證券(7)、減資/現金減資(彌補虧補或現金退還)(2)、行使歸入權(0)。 
其他(4) 
 
14. 若有使用代理研究和代理投票服務，說明如何使用，以及使用的情況與紀

錄。 
109全年度股東會本公司並無使用代理研究與代理投票事項。 
 本公司內控仍有修訂代理投票規則： 

本公司除依規定方式行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持有股票之表決權外，對於所經理之任

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持有公開發行公司股份達三十萬股以上或全部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合計持有股份達一百萬股以上者，於股東會無選舉董事、監察人議案時；

或於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議案，而其任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所持有股份均

未達該公司已發行總數千分之五或五十萬股時，本公司得指派本事業以外之人員

出席股東會。 

 
15. 彙總說明反對或棄權的議案類型，並說明反對或棄權理由。 
109全年度股東會本公司並無反對或棄權議案。 
仍如前述，對於被投資公司之經營專業並促進其有效發展，對於經營階層所提出

之議案原則皆表示支持，但對於有礙被投資公司永續發展等違反公司治理之議案

(如財報不實、董監酬勞不當等)、對環境或社會具負面影響之議案(如汙染環境、

違反人權、剝奪勞工權益等)，得不予支持；若涉及董事、監察人選舉之議案，

除依法令及相關規範另有規定外，將不行使表決權。 
 
16. 逐公司、逐案揭露投票情形，並說明反對議案之理由。 
由於本公司近幾年並無投票反對或棄權之案例，故此題無法答覆。惟下頁所附之

附件雖然是同意該議題事項，但內容顯示本公司身為機構投資人，逐公司逐案揭

露投票結果為最高標準之作法，亦為盡職治理守則最建議之投票揭露做法。 

 

#2448晶電 特定議案評估報告 
研究員：沈OO  
日 期： 109 年 7 月 24 日  
 
評估說明： 
1) 109年第一次股東臨時會召集事由: 就晶電擬與隆達共同進行股份轉換，設立

「富采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審議結果報告。 
 

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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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討論事項:  
擬與隆達共同進行股份轉換，使新設之「富采控股」百分之百取得晶電及隆

達全部股份，且晶電及隆達終止上市，提請股東會決議通過股份轉換案及共

同轉換股份協議暨增補協議。 
將訂定「富采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公司章程、股東會議事規則、董事

及監察人選任程序、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程序、選任富采控股第一屆董事及監察人(董事五人、監察人二

人)。 
 
3) 評估分析 

考量晶電與隆達兩家成立投資控股公司，將有助重整LED整體產業秩序，兩

家公司於上下游產業鏈中，分別各有其專精技術與下游產品出海口，從長期

營運角度來看，動能轉持正面，雙方既有產能以及客戶關係具備互補效果，

因此對此案正面看待。 
 
 
行使建議： 
表決權 
 1支持公司 2不投票 3支持反對派 4賣掉股票 5贊成修約條款 6不贊成修約 
條款分析依據 
1公司經營良好，穩健發展 2公司派無心經營，本業有衰退之虞 3經營權有爭奪戰   
                    
 
 
報告人:             部門主管：               總部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