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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兆豐投信「2021年管理基金出席股東會逐公司逐案投票紀錄

一覽表」 

證券 

代號 

證券 

名稱 

股東會 

日期 

股東會 

型態 
議案案由 決議結果 

1101 台泥 20210611 股東常會 選舉第 24屆董事 15席（含獨立董事 5席）。 承認或贊成 

解除新任董事之競業禁止限制案。 承認或贊成 
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承認或贊成 
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

分條文案。 

承認或贊成 

109年度盈餘分派案。 承認或贊成 
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承認或贊成 

1102 亞泥 20210625 股東常會 修正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案。 承認或贊成 

109年度盈餘分派案。 承認或贊成 

109年度決算表冊。 承認或贊成 

1216 統一 20210623 股東常會 本公司 109年度各項決算表冊案。  承認或贊成 

修正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部分條文案。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 109年度盈餘分派議案。 承認或贊成 

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解除本公司董事及獨

立董事於任期內競業禁止之限制。 

承認或贊成 

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承認或贊成 

1301 台塑 20210623 股東常會 為擬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請公決

案。       

承認或贊成 

為依法提出本公司 109 年度盈餘分派之議

案，請承認案。 

承認或贊成 

為本公司董事任期已屆滿，請依法改選案。 承認或贊成 

為擬修正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請公決

案。 

承認或贊成 

為依法提出本公司 109 年度決算表冊，請承

認案。 

承認或贊成 

為擬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指派代表人當選

本公司董事之法人股東競業禁止之限制，請

公決案。 

承認或贊成 

1303 南亞 20210622 股東常會 為擬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請公決

案。     

承認或贊成 

為依法提出本公司 109 年度決算表冊，請承

認案。 

承認或贊成 

為擬修正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請公決 承認或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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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 

代號 

證券 

名稱 

股東會 

日期 

股東會 

型態 
議案案由 決議結果 

案。 

為擬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請公

決案。 

承認或贊成 

1303 南亞 20210622 股東常會 為依法提出本公司 109 年度盈餘分派之議

案，請承認案。  

承認或贊成 

1326 臺化 20210618 股東常會 為擬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請公決

案。     

承認或贊成 

為依法提出本公司 109 年度盈餘分派之議

案，請承認案。 

承認或贊成 

為本公司董事任期已屆滿，請依法改選案。 承認或贊成 

為擬修正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請公決

案。 

承認或贊成 

為依法提出本公司 109 年度決算表冊，請承

認案。 

承認或贊成 

為擬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指派代表人當選

本公司董事之法人股東競業禁止之限制，請

公決案。  

承認或贊成 

1476 儒鴻 20210618 股東常會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案。  承認或贊成 

承認 109 年度盈餘分配案。 承認或贊成 

「董事選舉辦法」修正案。 承認或贊成 

承認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承認或贊成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承認或贊成 

選舉第 13屆董事（含獨立董事）。  承認或贊成 

1477 聚陽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 109 年度盈餘分配案。  承認或贊成 

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承認或贊成 

承認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 承認或贊成 

1590 亞德客

-KY 

20210528 股東常會 修訂本公司「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案。 承認或贊成 

承認本公司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

報表。 

承認或贊成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承認或贊成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承認或贊成 

修訂本公司「背書及保證作業程序」案。 承認或贊成 

2002 中鋼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本公司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告

案。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承認或贊成 



2021 年度履行盡職治理報告書                                                
 

26 

證券 

代號 

證券 

名稱 

股東會 

日期 

股東會 

型態 
議案案由 決議結果 

承認本公司 109 年度盈餘分配案。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 

承認或贊成 

2006 東和 

鋼鐵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 109 年度盈餘分派案。  承認或贊成 

辦理現金減資案。  承認或贊成 

修正「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承認或贊成 

承認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承認或贊成 

修正「董事選舉辦法」案。  承認或贊成 

修正「公司章程」案。  承認或贊成 

2027 大成鋼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 109 年度各項財務決算表冊。  承認或贊成 

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 承認或贊成 

承認 109 年度虧損撥補案。 承認或贊成 

討論本公司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承認或贊成 

2049 上銀 20210628 股東常會 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承認或贊成 
承認 2020年度盈餘分配案。 承認或贊成 
修訂「公司章程」案。 承認或贊成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承認或贊成 
承認 2020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 承認或贊成 
修訂「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承認或贊成 

2103 台橡 20210622 股東常會 本公司 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 承認或贊成 
解除本公司第 17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承認或贊成 
選舉本公司第 17屆董事案。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 109年度盈餘分配案。 承認或贊成 

2105 正新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背書保證及資金貸予他人作業程序」

修正案。     

承認或贊成 

承認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承認或贊成 

討論「董事選舉辦法」修正案。  承認或贊成 

討論「公司章程」修正案。 承認或贊成 

討論「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案。  承認或贊成 

承認 109 年度盈餘分配案。    承認或贊成 

討論「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案。  承認或贊成 

2207 和泰車 20210623 股東常會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承認或贊成 

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案。 承認或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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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 

代號 

證券 

名稱 

股東會 

日期 

股東會 

型態 
議案案由 決議結果 

109年度盈餘分派案。  承認或贊成 

2303 聯電 20210608 股東常會 選舉本公司第 15屆董事。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 109年度盈餘分派表。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 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承認或贊成 

2303 聯電 20210608 股東常會 擬辦理私募發行普通股、發行新股參與海外

存託憑證或發行海外或國內可轉換公司債

（包括有擔保或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額度

以不超過已發行普通股股數併計入上開具股

權性質有價證券已全數發行時所表彰普通股

股數總額之百分之十為限。  

承認或贊成 

2308 台達電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 109 年度盈餘分配案。  承認或贊成 
選舉本公司董事案。   承認或贊成 
承認 109 年度決算表冊案。 承認或贊成 
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承認或贊成 

2317 鴻海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本公司民國 109年度盈餘分派表案。 承認或贊成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承認或贊成 
承認本公司民國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案。 

承認或贊成 

2327 國巨 20210603 股東常會 本公司 109年度決算表冊案。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免除案。 承認或贊成 

擬以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承認或贊成 

選舉第 13屆董事。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 109 年發行海外存託憑證及海外第五

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之資金運用計畫變更

案。 

承認或贊成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提

請 決議。 

承認或贊成 

為本公司擬以發行新股進行股份轉換，取得

奇力新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百分之百股份，擬

提請股東會決議通過董事會作成之「股份轉

換契約」暨發行新股增資案，提請 決議。 

承認或贊成 

2330 台積電 20210608 股東常會 改選 10名董事（含 6名獨立董事）。 承認或贊成 

基於臺灣證券交易所近期對「公司董事選任

程序參考範例」之修訂，請核准更改本公司

董事選舉所採用選舉票之形式，並依此修訂

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 

承認或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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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 

代號 

證券 

名稱 

股東會 

日期 

股東會 

型態 
議案案由 決議結果 

承認民國 109年度之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承認或贊成 

核准發行民國 110年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 承認或贊成 

2338 光罩 20210531 股東常會 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 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承認或贊成 

2338 光罩 20210531 股東常會 同意新任董事代表人及獨立董事競業案。 承認或贊成 

修正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案。 承認或贊成 

補選 2席獨立董事。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 109年度盈餘分派案。 承認或贊成 

2344 華邦電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本公司民國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告案。 

承認或贊成 

討論解除本公司董事之競業禁止限制案。（副

董事長：詹東義先生） 

承認或贊成 

討論解除本公司董事之競業禁止限制案。（法

人董事代表人：蘇源茂先生） 

承認或贊成 

討論修正本公司規章案：(1)股東會議事規則

(2)董事選舉辦法(3)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承認或贊成 

討論解除本公司董事之競業禁止限制案。（獨

立董事：許介立先生） 

承認或贊成 

承認本公司民國 109年度盈餘分派案。 承認或贊成 

討論解除本公司董事之競業禁止限制案。（董

事：馬維欣女士） 

承認或贊成 

討論解除本公司董事之競業禁止限制案。（董

事長：焦佑鈞先生） 

承認或贊成 

討論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承認或贊成 

2345 智邦 20210617 股東常會 本公司 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承認或贊成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

限制案。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 109年度盈餘分配案。 承認或贊成 

選舉第 12屆董事（含獨立董事）選任案。 承認或贊成 

2351 順德 20210622 股東常會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

案。 

承認或贊成 

選舉第 19屆董事 承認或贊成 

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承認或贊成 

修訂「背書保證作業程序處理辦法」部分條

文案。 

承認或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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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 

代號 

證券 

名稱 

股東會 

日期 

股東會 

型態 
議案案由 決議結果 

109年度盈餘分配案。 承認或贊成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承認或贊成 

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承認或贊成 

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處理辦法」部

分條文案。 

承認或贊成 

2351 順德 20210622 股東常會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承認或贊成 

擬訂「董事選任辦法」案。 承認或贊成 

2354 鴻準 20210623 股東常會 修訂公司章程案。 承認或贊成 

承認本公司民國 109年度盈餘分派表案。 承認或贊成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承認或贊成 
承認本公司民國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案。 

承認或贊成 

2357 華碩 20210610 股東常會 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案。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 109年度盈餘分配承認案。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修訂案。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 109年度決算表冊承認案。 承認或贊成 

2368 金像電 20210610 股東常會 109年度決算表冊。 承認或贊成 
解除本公司部分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承認或贊成 
修改章程案。 承認或贊成 
109年度盈餘分配案。 承認或贊成 
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承認或贊成 
改選本公司董事 9人（含獨立董事 3 人）案。 承認或贊成 

2376 技嘉 20210616 股東常會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承認或贊成 
民國 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各項財務報表案。 承認或贊成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承認或贊成 
改選本公司董事案。 承認或贊成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承認或贊成 
民國 109 年度盈餘分派案。 承認或贊成 

2377 微星 20210611 股東常會 全面改選董事。 承認或贊成 
109年度盈餘分派案。 承認或贊成 
109年度決算表冊。 承認或贊成 
修正「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承認或贊成 

2379 瑞昱 20210608 股東常會 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承認或贊成 
解除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承認或贊成 
改選董事（含獨立董事）案。 承認或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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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 

代號 

證券 

名稱 

股東會 

日期 

股東會 

型態 
議案案由 決議結果 

109年度盈餘分配案。 承認或贊成 
2395 研華 20210527 股東常會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案。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 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案。 承認或贊成 

2395 研華 20210527 股東常會 本公司之子公司「寶元數控股份有限公司」

將進行股票上市櫃之規劃，為符合相關法令

規定，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辦理該子公司

送件前釋股相關事宜案。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 109年度盈餘分派案。 承認或贊成 
2408 南亞科 20210527 股東常會 為依法提出本公司 109 年度決算表冊，請承

認案。 

承認或贊成 

為擬修正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請公決

案。 

承認或贊成 

為依法提出本公司 109 年度盈餘分派之議

案，請承認案。 

承認或贊成 

為擬修正本公司章程，請公決案。 承認或贊成 
為擬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請公決

案。 

承認或贊成 

2409 友達 20210610 股東常會 核准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參與發行海外

存託憑證及／或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及／或

現金增資私募普通股及／或私募海外或國內

轉換公司債案。 

承認或贊成 

承認民國 109年度盈餘分派案。 承認或贊成 
核准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及「為

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處理程序」案。 

承認或贊成 

承認民國 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承認或贊成 
核准解除董事競業限制案。 承認或贊成 

2412 中華電 20210528 股東常會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案。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 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承認或贊成 
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章程修正案。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修正案。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 109年度盈餘分配案。 承認或贊成 

2454 聯發科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本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 承認或贊成 
承認民國 109 年度之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承認或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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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 

代號 

證券 

名稱 

股東會 

日期 

股東會 

型態 
議案案由 決議結果 

案。 

解除本公司第 9 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承認或贊成 
討論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承認或贊成 
改選第 9 屆董事（含獨立董事）案。 承認或贊成 
承認民國 109年度盈餘分配案。 承認或贊成 

2474 可成 20210531 股東常會 本公司為籌募營運資金擬辦理現金增資發行

普通股或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案。 

承認或贊成 

民國 109 年度盈餘分派案。 承認或贊成 
民國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承認或贊成 

2548 華固 20210525 股東常會 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 承認或贊成 
109年度盈餘分配表 承認或贊成 

2603 長榮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 109 年度營業報告及財務報告案。 承認或贊成 
討論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承認或贊成 
討論解除張董事長衍義競業限制案。 承認或贊成 
承認 109 年度盈餘分配案。 承認或贊成 

2606 裕民 20210610 股東常會 修正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份條文案。 承認或贊成 
109年度盈餘分配案。 承認或贊成 
109年度決算表冊。 承認或贊成 

2618 長榮航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辦理「長榮航太科技（股）公司」釋股

規劃案。 

承認或贊成 

承認 109 年度營業報告及財務報告案。 承認或贊成 
討論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承認或贊成 
討論修正公司「章程」案。 承認或贊成 
承認 109 年度盈餘分配案。 承認或贊成 

2723 美食

-KY 

20210604 股東常會 2020年度盈餘分配案。 承認或贊成 
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辦法案。 承認或贊成 
2020年度決算表冊案。 承認或贊成 

2881 富邦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109年度盈餘分配案。 承認或贊成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承認或贊成 
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擬規劃辦理長期資金募集案。 承認或贊成 

2881 富邦金 20211105 股東臨時

會 

本公司擬吸收合併日盛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案。 

承認或贊成 

2882 國泰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承認案。 承認或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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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 

代號 

證券 

名稱 

股東會 

日期 

股東會 

型態 
議案案由 決議結果 

本公司擬規劃辦理長期資金募集討論案。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討論案。 承認或贊成 
109年度盈餘分派承認案。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修正討論案。 承認或贊成 

2886 兆豐金 20210625 股東常會 解除本公司第 8 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董事吳宏謀。 

承認或贊成 

2886 兆豐金 20210625 股東常會 解除本公司第 8 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董事張兆順。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 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承認或贊成 
解除本公司第 8 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法人股東財政部。 

承認或贊成 

解除本公司第 8 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法人股東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承認或贊成 

選舉本公司第 8 屆董事案。 承認或贊成 
解除本公司第 8 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董事胡光華。 

承認或贊成 

解除本公司第 8 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法人股東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 109年度盈餘分配案。 承認或贊成 
解除本公司第 8 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法人股東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 

承認或贊成 

2891 中信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本公司 109 年度決算表冊案。 承認或贊成 
承認本公司 109 年度盈餘分派案。 承認或贊成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承認或贊成 

3006 晶豪科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承認或贊成 
討論修正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承認或贊成 
承認 109 年度盈餘分派議案。 承認或贊成 
討論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案。 

承認或贊成 

討論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承認或贊成 
3008 大立光 20210610 股東常會 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承認或贊成 

109年度盈餘分配案。 承認或贊成 
修訂「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部分條文案。 承認或贊成 
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承認或贊成 

3034 聯詠 20210608 股東常會 本公司民國 109 年度盈餘分配案。 承認或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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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 

代號 

證券 

名稱 

股東會 

日期 

股東會 

型態 
議案案由 決議結果 

本公司民國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承認或贊成 

擬解除本公司第 9 屆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

制。 

承認或贊成 

選舉本公司第 9 屆 8 名董事案（含 3 位獨立

董事） 

承認或贊成 

3042 晶技 20210531 股東常會 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承認或贊成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承認或贊成 
109年度盈餘分配案。 承認或贊成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承認或贊成 

3045 台灣大 20210616 股東常會 解除董事競業限制案（蔡明忠）。 承認或贊成 
資本公積現金返還案。 承認或贊成 
109年度盈餘分配案。 承認或贊成 
修訂「公司章程」案。 承認或贊成 
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承認或贊成 
解除董事競業限制案（蔡承儒）。 承認或贊成 

3152 璟德 20210616 股東常會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案。 承認或贊成 
109年度盈餘分配案。 承認或贊成 
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承認或贊成 

3189 景碩 20210528 股東常會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承認或贊成 
全面改選董事案。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 109年度盈餘分配案。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合

併財務報表案。 

承認或贊成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承認或贊成 
3413 京鼎 20210525 股東常會 109年度盈餘分配案。 承認或贊成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承認或贊成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承認或贊成 
補選獨立董事案。 承認或贊成 
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承認或贊成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承認或贊成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 承認或贊成 

3413 京鼎 20211230 股東臨時

會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承認或贊成 
擬辦理私募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案。 承認或贊成 

3443 創意 20210520 股東常會 承認本公司民國 109年度盈餘分派案。 承認或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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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 

代號 

證券 

名稱 

股東會 

日期 

股東會 

型態 
議案案由 決議結果 

承認本公司民國 109 年度財務報表及營業報

告書。 

承認或贊成 

3481 群創 20210624 股東常會 子公司睿生光電股份有限公司釋股規劃案 承認或贊成 
修訂本公司章程案 承認或贊成 
承認本公司民國 109年度盈餘分派案 承認或贊成 

3481 群創 20210624 股東常會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辦法案 承認或贊成 
以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承認或贊成 
承認本公司民國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案 

承認或贊成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承認或贊成 
3529 力旺 20210610 股東常會 本公司 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擬以資本公積之股票發行溢價配發現

金案 

承認或贊成 

解除董事徐木泉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承認或贊成 
解除董事浩瀚國際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鄭亭

玉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承認或贊成 

解除獨立董事陳自強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承認或贊成 
解除獨立董事金聯舫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承認或贊成 
解除董事沈士傑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 109年度盈餘分配案 承認或贊成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承認或贊成 
解除董事徐清祥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承認或贊成 
選舉本公司第 8 屆董事案 承認或贊成 
解除董事浩瀚國際投資有限公司競業禁止之

限制案 

承認或贊成 

解除獨立董事喻銘鐸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承認或贊成 
解除董事浩瀚國際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許朱

勝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承認或贊成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承認或贊成 
3653 健策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 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決算表冊案。 承認或贊成 

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承認或贊成 
承認 109 年度盈餘分派案。 承認或贊成 

3661 世芯

-KY 

20210611 股東常會 修訂公司章程案（應以特別決議通過）。 承認或贊成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案【應以特別（重度）決

議通過】。 

承認或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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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 

代號 

證券 

名稱 

股東會 

日期 

股東會 

型態 
議案案由 決議結果 

民國 109 年度盈餘分配案。 承認或贊成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承認或贊成 
民國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承認或贊成 

3680 家登 20210531 股東常會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承認或贊成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辦法」案。 承認或贊成 

3680 家登 20210531 股東常會 本公司 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承認或贊成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辦法」案。 承認或贊成 
解除第 7 屆董事之競業禁止案。 承認或贊成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承認或贊成 
訂定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案。 承認或贊成 
選舉第 7 屆董事案。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 109年度盈餘分派案。 承認或贊成 
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辦法」案。 承認或贊成 

4904 遠傳 20210623 股東常會 擬以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擬定分派每股現

金新台幣 1.016 元）。 

承認或贊成 

全面改選本公司董事案（董事 11 人，其中董

事 3人為獨立董事）。 

承認或贊成 

解除公司法第 209 條有關董事競業禁止之限

制。 

承認或贊成 

109年度決算表冊（包括營業報告書）。 承認或贊成 
修正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承認或贊成 
109年度盈餘分配案（擬定分派現金股利每股

新台幣 2.234元）。 

承認或贊成 

4938 和碩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辦法」案。 承認或贊成 
承認本公司 109 年度盈餘分配案。 承認或贊成 
承認本公司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承認或贊成 

5425 台半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 109 年度盈餘分配案。 承認或贊成 
全面改選董事案。 承認或贊成 
討論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份條文

案。 

承認或贊成 

承認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承認或贊成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承認或贊成 
討論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承認或贊成 

5871 中租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民國 109年度盈餘分派案。 承認或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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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 

代號 

證券 

名稱 

股東會 

日期 

股東會 

型態 
議案案由 決議結果 

-KY 討論本公司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承認或贊成 
承認民國 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承認或贊成 
討論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承認或贊成 

5876 上海 

商銀 

20210615 

 

股東常會 改選董事案。 承認或贊成 

5876 上海 

商銀 

20210615 

 

股東常會 本公司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承認

案。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 109年度盈餘分配承認案。 承認或贊成 
6213 聯茂 20210616 股東常會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訂案。 承認或贊成 

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擬發行低於市價之員工認股權憑證

案。 

承認或贊成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案。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訂案。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

文修訂案。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第九屆董事全面改選案。 承認或贊成 
109年度盈餘分配案。 承認或贊成 

6415 矽力

-KY 

20210603 股東常會 2020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案。 承認或贊成 
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 承認或贊成 
2020年度盈餘分派案。 承認或贊成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承認或贊成 
修訂「董事及獨立董事選舉辦法」案。 承認或贊成 

6505 台塑化 20210617 股東常會 為擬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請公決

案。 

承認或贊成 

為依法提出本公司 109 年度決算表冊，請承

認案。 

承認或贊成 

為擬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指派代表人當選

本公司董事之法人股東競業禁止之限制，請

公決案。 

承認或贊成 

為擬修正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請公決

案。 

承認或贊成 

為本公司董事任期已屆滿，請依法改選案。 承認或贊成 
為依法提出本公司 109 年度盈餘分派之議

案，請承認案。 

承認或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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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 

代號 

證券 

名稱 

股東會 

日期 

股東會 

型態 
議案案由 決議結果 

8046 南電 20210528 股東常會 為依法提出本公司 109 年度決算表冊，請承

認案。 

承認或贊成 

為擬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請公決

案。 

承認或贊成 

為依法提出本公司 109 年度盈餘分派之議

案，請承認案。 

承認或贊成 

為擬修正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請公決

案。 

承認或贊成 

8069 元太 20210622 股東常會 擬議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

文案。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 109年度之決算表冊案。 承認或贊成 
擬議修訂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承認或贊成 
擬議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部分條文案。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 109年度盈餘分配案。 承認或贊成 
8086 宏捷科 20210609 股東常會 本公司 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補選第八屆獨立董事案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 109年度盈餘分配案 承認或贊成 

8358 金居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 109 年度盈餘分派案。 承認或贊成 
討論 109 年度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承認或贊成 
承認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承認或贊成 

9904 寶成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本公司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

及盈餘分派案。 

承認或贊成 

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承認或贊成 
討論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承認或贊成 
討論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承認或贊成 

9910 豐泰 20210618 股東常會 2020年度盈餘分配表承認案。 承認或贊成 
修正「董事選舉辦法」案。 承認或贊成 
改選本公司董事案。 承認或贊成 
2020年度財務報表暨營業報告書承認案。 承認或贊成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之限制案。 承認或贊成 

9914 美利達 20210625 股東常會 本公司民國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及合

併財務報表承認案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限制解除案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案 承認或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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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 

代號 

證券 

名稱 

股東會 

日期 

股東會 

型態 
議案案由 決議結果 

本公司民國 109 年度盈餘分配承認案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章程修正案 承認或贊成 
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改選案 承認或贊成 

註：2021 年管理基金出席股東會逐公司逐案投票紀錄，無反對或棄權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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