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年度國內股東會投票紀錄 

 

街口投信為謀取客戶、受益人之最大利益，積極進行股東會議案投票，除法令

另有規定外，應指派本公司人員代表為之，並應基於受益憑證持有人之最大利

益，且不得直接或間接參與該股票發行公司經營或有不當之安排情事，因此並

非絕對支持經營階層所提出之議案。 

 

(一) 投票原則： 

 1. 本公司研究團隊透過與被投資公司適當之對話及互動，確保掌握被投資公

司經營策略並取得一定共識，2022 年並未使用代理研究和代理投票服務。 

 2. 基於尊重被投資公司之經營專業並促進其有效發展，若被投資公司符合法

令規範完成相關資訊揭露且當年度無重大負面消息事件發生者，原則上對於經

營階層所提出之議案均給予正面支持；但對於議案有礙於被投資公司之永續發

展，原則不予支持。 

 

(二) 投票參與： 

基於客戶、受益人之最大利益，街口投信積極參與股東會各項議案投票，以落

實股東權益。街口投信 2022 年採用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東會電子投票平台

方式參與 22 家國內被投資公司之股東會。對於被投資公司之股東會參與投票

比例及採用電子投票比例皆達到 100%。 

 

(三) 投票情形： 

1. 本公司 2022 年共參與 262 項議案投票，其中財務相關議案(包含營業報告

書與財務報告之承認、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增資(盈餘/資本公積/紅利分派轉

增資或現金增資發行新股)、私募有價證券)等共 104 項，人事組織議案(章程或

作業程序修訂、董監事選舉、解除董事競業禁止)共 142 項，股東權益議案(發



  

 

 

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等)共 12 項，其他 4 項。 

2. 本公司 2022 年逐公司逐案投票紀錄一覽表：詳見附錄。 

3. 本公司 2022 年反對或棄權議案說明：無。 

 

 

 

 

 

 

 

 

 

 

 

 

 

 



  

 

 

附錄：街口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股東會逐案投票紀錄表 

證券 

代號 

證券 

名稱 

股東會 

日期 
議案案由 

投票 

情形 
說明 

2330 台積電 2022/6/8 承認民國一百一十年度之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贊成  

核准修訂公司章程。 贊成  

核准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贊成  

核准發行民國一百一十一年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 贊成  

2383 台光電 2022/5/26 110 年度決算表冊。 贊成  

110 年度盈餘分派案。 贊成  

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案。 贊成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案。 贊成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案。 贊成  

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案。 贊成  

董事選舉 
贊成 表決權總數平均分配予 7 位

董事與獨立董事候選人。 

2481 強茂 2022/6/14 承認一一０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贊成  

承認一一０年度盈餘分配案。 贊成  

本公司一一０年度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

憑證資金運用計畫變更案。 
贊成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贊成  

修訂本公司章程案。 贊成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贊成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贊成  

辦理現金增資私募普通股案。 贊成  

2610 華航 2022/5/26 民國１１０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贊成  

民國１１０年度盈餘分派。 贊成  

修訂「公司章程」。 贊成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贊成  

3035 智原 2022/5/24 民國一一０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贊成  

民國一一０年度盈餘分派案。 贊成  

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贊成  

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贊成  

修正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贊成  

修正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 贊成  

修正本公司「背書保證處理程序」案。 贊成  



  

 

 

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贊成  

3037 欣興 2022/6/15 本公司１１０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贊成  

本公司１１０年度盈餘分派表 贊成  

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 贊成  

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 贊成  

擬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 贊成  

3189 景碩 2022/5/27 本公司１１０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

案。 
贊成 

 

本公司１１０年度盈餘分配案。 贊成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贊成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贊成  

本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 贊成  

3324 雙鴻 2022/6/2 一一０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贊成  

一一０年度盈餘分派案。 贊成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贊成  

修訂「公司章程」案。 贊成  

3533 嘉澤 2022/6/17 一百一十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贊成  

一百一十年度盈餘分派案。 贊成  

一百一十年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暨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

公司債案計畫變更案。 
贊成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贊成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贊成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控制作業」部分條文案。 贊成  

3653 健策 2022/6/8 承認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決算表冊案。 贊成  

承認一一○年度盈餘分派案。 贊成  

修正「公司章程」案。 贊成  

修正「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贊成  

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贊成  

討論辦理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贊成  

全面改選董事（含獨立董事）案。 
贊成 表決權總數平均分配予 11

位董事與獨立董事候選人。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限制案。 贊成  

4966 譜瑞-KY 2022/6/15 承認西元２０２１年度營業報告書案。 贊成  

承認西元２０２１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案。 贊成  

承認西元２０２１年度盈餘分派案。 贊成  



  

 

 

核准修訂本公司章程案。 贊成  

核准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贊成  

核准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贊成  

改選董事（含獨立董事）案。 
贊成 表決權總數平均分配予 7 位

董事與獨立董事候選人。 

5269 祥碩 2022/6/9 本公司一一○年度決算表冊案。 贊成  

本公司一一○年度盈餘分配案。 贊成  

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修訂案。 贊成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案。 贊成  

5274 信驊 2022/5/31 １１０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贊成  

１１０年度盈餘分配案。 贊成  

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贊成  

訂定本公司「１１１年度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案。 贊成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贊成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贊成  

5425 台半 2022/6/21 承認１１０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贊成  

承認１１０年度盈餘分配案。 贊成  

討論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贊成  

討論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贊成  

討論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贊成  

6104 創惟 2022/6/15 承認１１０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贊成  

承認１１０年度盈餘分配案。 贊成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贊成  

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 贊成  

6182 合晶 2022/6/21 本公司民國一一Ｏ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 贊成  

本公司民國一一Ｏ年度盈餘分派案。 贊成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贊成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贊成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贊成  

擬發行民國一百一十一年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 贊成  

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案。 贊成  

本公司之子公司上海合晶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在中

國大陸之證券交易所上市案。 
贊成 

 

擬解除現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限制案。 贊成  

6271 同欣電 2022/6/8 本公司１１０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贊成  



  

 

 

本公司１１０年度盈餘分配案。 贊成  

本公司資本結構調整案。 贊成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贊成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案。 贊成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贊成  

本公司董事全面改選案。 
贊成 表決權總數平均分配予 9 位

董事與獨立董事候選人。 

擬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案。 贊成  

6669 緯穎 2022/5/31 一一Ｏ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承認案 贊成  

一一Ｏ年度盈餘分配承認案 贊成  

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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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私募方式辦理現金增資

發行普通股及／或以私募方式發行新股參與海外存託憑

證討論案 

贊成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討論案 贊成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討論案 贊成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討論案 贊成  

擬解除本公司董事及其法人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討論

案 

贊成  

8046 南電 2022/5/27 為依法提出本公司１１０年度決算表冊，請承認案 贊成  

為依法提出本公司１１０年度盈餘分派之議案，請承認案 贊成  

為擬修正本公司章程，請公決案 贊成  

為擬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請公決案 贊成  

8069 元太 2022/6/22 本公司一一Ｏ年度之決算表冊案。 贊成  

本公司一一Ｏ年度盈餘分配案。 贊成  

擬議修訂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贊成  

擬議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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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成  

擬議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贊成  

8155 博智 2022/6/27 本公司１１０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贊成  

本公司１１０年度盈餘分配案。 贊成  

本公司擬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 贊成  

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贊成  

董事兼任，擬解除其競業禁止限制案。 贊成  

8299 群聯 2022/5/24 本公司民國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贊成  



  

 

 

本公司民國一一○年度盈餘分配案 贊成  

補選本公司董事一席案 
贊成 候選人僅一位，表決權總數

投同意票 

本公司辦理私募普通股案 贊成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 贊成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案 贊成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資金貸與他人

作業程序」、「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案 
贊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