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戶名 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23218183

股東會期間 110年度 製表日期 2022-04-07

使用電子投票家數 723 家 使用電子投票表決權數 203,041,884

證券代號 證券名稱 股東會日期 股東會類別 議案類別 議案案由 贊成 反對 棄權

1101 台泥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1101 台泥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1101 台泥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部分條文案。 ●

1101 台泥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1101 台泥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新任董事之競業禁止限制案。 ●

1102 亞泥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 ●

1102 亞泥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1102 亞泥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

案。 ●

1109 信大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 ●

1109 信大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1109 信大 2021-06-24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董事及其代表人之競業禁止限制案。 ●

1210 大成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財務決算表冊。 ●

1210 大成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1210 大成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 ●

1215 卜蜂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1215 卜蜂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1215 卜蜂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董事選舉辦法」案。 ●

1216 統一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各項決算表冊案。 ●

1216 統一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議案。 ●

1216 統一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1216 統一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部分條文

案。 ●

1216 統一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依公司法第二百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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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19 福壽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1219 福壽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1227 佳格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

表案。 ●

1227 佳格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1227 佳格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章程案。 ●

1229 聯華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提請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

表。 ●

1229 聯華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提請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1229 聯華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討論案。 ●

1229 聯華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修正「公司章程」部分條文討論

案。 ●

1229 聯華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修正「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討論案。 ●

1229 聯華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修正「董事選任程序」部分條文討

論案。 ●

1229 聯華 2021-06-22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

1232 大統益 2021-06-0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

表等決算表冊。 ●

1232 大統益 2021-06-0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1232 大統益 2021-06-0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公司章程」修訂案。 ●

1232 大統益 2021-06-0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案。 ●

1232 大統益 2021-06-0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背書保證施行辦法」修訂案。 ●

1232 大統益 2021-06-0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案。 ●

1232 大統益 2021-06-0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案。 ●

1232 大統益 2021-06-09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

1236 宏亞 2021-06-2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1236 宏亞 2021-06-2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表案。 ●

1256 鮮活果汁-KY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２０２０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1256 鮮活果汁-KY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２０２０年度盈餘分配案 ●

1256 鮮活果汁-KY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股東會議案分類投票統計-使用電子投票明細表



證券代號 證券名稱 股東會日期 股東會類別 議案類別 議案案由 贊成 反對 棄權

1256 鮮活果汁-KY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董事選任程序」案 ●

1264 德麥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

民國１０９年合併財務報表及民國１０９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案。 ●

1264 德麥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1264 德麥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辦理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1264 德麥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1264 德麥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1264 德麥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1301 台塑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為依法提出本公司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

請承認案。 ●

1301 台塑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為依法提出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之

議案，請承認案。 ●

1301 台塑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為擬修正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請公

決案。 ●

1301 台塑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為擬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請

公決案。 ●

1301 台塑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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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03 南亞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為依法提出本公司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

請承認案。 ●

1303 南亞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為依法提出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之

議案，請承認案。 ●

1303 南亞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為擬修正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請公

決案。 ●

1303 南亞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為擬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請

公決案。 ●

1303 南亞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為擬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請

公決案。 ●

1304 台聚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會計表冊案。 ●

1304 台聚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1304 台聚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案。 ●

1304 台聚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董事競業許可案。 ●

1305 華夏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會計表冊案。 ●

1305 華夏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1305 華夏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1305 華夏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案。 ●

1305 華夏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董事競業許可案。 ●

1307 三芳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1307 三芳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1307 三芳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及所屬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

作業程序」案。 ●

1308 亞聚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會計表冊案。 ●

1308 亞聚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1308 亞聚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1308 亞聚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案。 ●

1308 亞聚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董事競業許可案。 ●

1309 台達化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會計表冊案。 ●

1309 台達化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1309 台達化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1309 台達化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案。 ●

1309 台達化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董事競業許可案。 ●

1310 台苯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

1310 台苯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1310 台苯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公司章程修訂案。 ●

1310 台苯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1312 國喬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 ●

1312 國喬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1312 國喬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

1313 聯成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1313 聯成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議案。 ●

1313 聯成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正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1313 聯成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正董事選舉辦法案。 ●

1313 聯成 2021-06-10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討論解除董事之競業禁止限制案。 ●



證券代號 證券名稱 股東會日期 股東會類別 議案類別 議案案由 贊成 反對 棄權

1314 中石化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民國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

財務報表案。 ●

1314 中石化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民國一○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1314 中石化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擬於普通股上限為六億股額度內辦理國內

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案。 ●

1314 中石化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

1315 達新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1315 達新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1315 達新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1315 達新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辦理現金減資案。 ●

1326 臺化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為依法提出本公司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

請承認案。 ●

1326 臺化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為依法提出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之

議案，請承認案。 ●

1326 臺化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為擬修正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請公

決案。 ●

1326 臺化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為擬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請

公決案。 ●

1326 臺化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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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02 遠東新 2021-06-3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 ●

1402 遠東新 2021-06-3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1402 遠東新 2021-06-3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公司法第２０９條有關董事競業禁止

之限制案。 ●

1409 新纖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民國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

報表，提請　承認案。 ●

1409 新纖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民國一○九年度盈餘分配表，提請

承認案。 ●

1409 新纖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案。 ●

1409 新纖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訂定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提請討論

案。 ●

1409 新纖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提請

討論案。 ●

1410 南染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及合

併財務報告，提請承認案。 ●

1410 南染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Ｏ九年度盈餘分派，提請承認

案。 ●

1410 南染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提請公決案。 ●

1410 南染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提請

公決案。 ●

1410 南染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

文，提請公決案。 ●

1410 南染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提

請公決案。 ●

1410 南染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

，提請公決案。 ●

1419 新紡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暨討論

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1419 新紡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暨討論

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1419 新紡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暨討論

事項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限制案

●

1423 利華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1423 利華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1423 利華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1423 利華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重新訂定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1423 利華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名

稱及部分條文案。 ●

1423 利華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部分條文案。 ●

1423 利華 2021-06-23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案。 ●



證券代號 證券名稱 股東會日期 股東會類別 議案類別 議案案由 贊成 反對 棄權

1434 福懋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為依法提出本公司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

請　承認案。 ●

1434 福懋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為依法提出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之

議案，請　承認案。 ●

1434 福懋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為擬修正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請

公決案。 ●

1434 福懋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為擬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請

公決案。 ●

1436 華友聯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1436 華友聯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1436 華友聯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1436 華友聯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

案。 ●

1440 南紡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1440 南紡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1440 南紡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停止適用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並新制訂

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案 ●

1440 南紡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1440 南紡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1444 力麗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1444 力麗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虧損撥補案。 ●

1444 力麗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1449 佳和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

案。 ●

1449 佳和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九年度虧損撥補表案。 ●

1449 佳和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提請

討論案。 ●

1449 佳和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辦理私募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提請

討論案。 ●

1449 佳和 2021-06-25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新任獨立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

1451 年興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

案，敬請　承認。 ●

1451 年興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九年度盈餘分派案，敬請承

認。 ●

1451 年興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敬請

公決。 ●

1451 年興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案，敬請　公決。 ●

1451 年興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

，敬請　公決。 ●

1452 宏益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1452 宏益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０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1452 宏益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1452 宏益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1452 宏益 2021-06-10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討論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1453 大將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

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案。 ●

1453 大將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1453 大將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1453 大將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部

分條文案。 ●

1453 大將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部分條文案。 ●

1453 大將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

分條文案。 ●

1453 大將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

文案。 ●

1453 大將 2021-06-1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

1456 怡華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承認案。 ●

1456 怡華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九年度盈餘分配表承認案 ●



證券代號 證券名稱 股東會日期 股東會類別 議案類別 議案案由 贊成 反對 棄權

1456 怡華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

第１４、１４－１、１５、２４、２７

條）案。 ●

1456 怡華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1476 儒鴻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1476 儒鴻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1476 儒鴻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案。 ●

1476 儒鴻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董事選舉辦法」修正案。 ●

1476 儒鴻 2021-06-1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1477 聚陽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 ●

1477 聚陽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1477 聚陽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1503 士電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

請　承認。 ●

1503 士電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

1503 士電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舉辦法」。 ●

1504 東元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1504 東元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1504 東元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解除第２６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1504 東元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轉投資事業檢討改進案（持股１％以上股

東提案） ●

1513 中興電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承認案。 ●

1513 中興電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承認案。 ●

1513 中興電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範」案。 ●

1513 中興電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案。 ●

1515 力山 2021-06-0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 ●

1515 力山 2021-06-0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1515 力山 2021-06-0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

1516 川飛 2021-05-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承認

案。 ●

1516 川飛 2021-05-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盈餘分配承認案。 ●

1516 川飛 2021-05-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1516 川飛 2021-05-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依法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

序」部分條文案。 ●

1516 川飛 2021-05-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依法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

序」部分條文案。 ●

1516 川飛 2021-05-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依法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

分條文案。 ●

1516 川飛 2021-05-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依法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案。 ●

1516 川飛 2021-05-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重新訂定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1516 川飛 2021-05-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部

分修文案。 ●

1516 川飛 2021-05-1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1517 利奇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1517 利奇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1519 華城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暨個體財務報表

及營業報告書 ●

1519 華城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1519 華城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解除現任董事競業行為限制案 ●

1522 堤維西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 ●

1522 堤維西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1522 堤維西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舉辦法」案。 ●

1522 堤維西 2021-06-23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1525 江申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〇九年度決算表冊案。 ●

1525 江申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〇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1525 江申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

1525 江申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

1525 江申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道德行為準則」。 ●

1527 鑽全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案 ●

1527 鑽全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1527 鑽全 2021-06-2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選任董事競業禁止案 ●

1532 勤美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 ●

1532 勤美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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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2 勤美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案。 ●

1535 中宇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

1535 中宇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1535 中宇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章程案。 ●

1536 和大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提請承認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 ●

1536 和大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提請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1536 和大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１０９年度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

1536 和大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增列部

份條文案。 ●

1536 和大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修訂

案。 ●

1541 錩泰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1541 錩泰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1541 錩泰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1541 錩泰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

分條文案。 ●

1565 精華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一○九年度決算表冊案。 ●

1565 精華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1565 精華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1565 精華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

序」案。 ●

1565 精華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

作業程序」案。 ●

1565 精華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訂本公司「董事、監察人選舉辦法」

案。 ●

1565 精華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1565 精華 2021-06-10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

1570 力肯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1570 力肯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1570 力肯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章程修訂案 ●

1570 力肯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案 ●

1570 力肯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案 ●

1570 力肯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

案 ●

1570 力肯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廢止本公司原「董監事選舉辦法」，並增

訂「董事選任程序」案 ●

1580 新麥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

表案。 ●

1580 新麥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一０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1580 新麥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1580 新麥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1582 信錦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Ｏ九年度決算表冊案。 ●

1582 信錦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1582 信錦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責任免除案。 ●

1584 精剛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

案。 ●

1584 精剛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虧撥補案。 ●

1584 精剛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1584 精剛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1584 精剛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1584 精剛 2021-05-25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擬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

1587 吉茂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百零九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 ●

1587 吉茂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百零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1587 吉茂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1587 吉茂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

1587 吉茂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一百零九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1587 吉茂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案。 ●

1589 永冠-KY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２０２０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

務報表承認案。 ●

1589 永冠-KY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２０２０年度盈餘分配承認案。 ●

1589 永冠-KY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討論案。 ●

1589 永冠-KY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討論案。 ●

1589 永冠-KY 2021-06-17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獨立董事競業禁止討論案。 ●



證券代號 證券名稱 股東會日期 股東會類別 議案類別 議案案由 贊成 反對 棄權

1590 亞德客-KY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

財務報表。 ●

1590 亞德客-KY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1590 亞德客-KY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1590 亞德客-KY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背書及保證作業程序」案。 ●

1590 亞德客-KY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

案。 ●

1591 駿吉-KY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 ●

1591 駿吉-KY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表案 ●

1591 駿吉-KY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

分條文案 ●

1591 駿吉-KY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

文案 ●

1591 駿吉-KY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部分條文案 ●

1591 駿吉-KY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範」部分條文

案 ●

1591 駿吉-KY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

序」部分條文案 ●

1591 駿吉-KY 2021-06-22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案 ●

1593 祺驊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1593 祺驊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1593 祺驊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

1593 祺驊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資金貸予他人作業程序】案。 ●

1593 祺驊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

1593 祺驊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1593 祺驊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案。 ●

1593 祺驊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廢棄【監察人之職責範疇規則】案。 ●

1595 川寶 2021-06-0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案 ●

1595 川寶 2021-06-0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表案 ●

1595 川寶 2021-06-0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1595 川寶 2021-06-0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1595 川寶 2021-06-0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部

分條文案 ●

1595 川寶 2021-06-0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及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部分條文案 ●

1595 川寶 2021-06-0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

分條文案 ●

1595 川寶 2021-06-0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

文案 ●

1595 川寶 2021-06-04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

1597 直得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1597 直得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1597 直得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

條文案。 ●

1597 直得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

序」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

案。 ●

1598 岱宇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1598 岱宇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1598 岱宇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

1598 岱宇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1599 宏佳騰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案。 ●

1599 宏佳騰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1599 宏佳騰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

案。 ●

1599 宏佳騰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部份條文案。 ●

1599 宏佳騰 2021-06-23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

1603 華電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提請承認。 ●

1603 華電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承

認。 ●

1603 華電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提請討論。 ●



證券代號 證券名稱 股東會日期 股東會類別 議案類別 議案案由 贊成 反對 棄權

1603 華電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提請討論。 ●

1603 華電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提請討

論。 ●

1603 華電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提請討論。 ●

1603 華電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

序」，提請討論。 ●

1603 華電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

之限制案。 ●

1605 華新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及決算表冊案。 ●

1605 華新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1605 華新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章程案。 ●

1605 華新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1605 華新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解除董事競業禁止案。（董事長：焦

佑倫先生） ●

1605 華新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解除董事競業禁止案。（董事：馬維

欣女士） ●

1608 華榮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承認

案。 ●

1608 華榮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承認案。 ●

1609 大亞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 ●

1609 大亞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1609 大亞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

案。 ●

1609 大亞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

●

1609 大亞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

案。 ●

1609 大亞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份條

文案。 ●

1609 大亞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1612 宏泰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1612 宏泰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表案。 ●

1615 大山 2021-06-2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含合併報表）

案。 ●

1615 大山 2021-06-2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1615 大山 2021-06-2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1701 中化 2021-05-2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案。 ●

1701 中化 2021-05-2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1701 中化 2021-05-2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

案。 ●

1701 中化 2021-05-2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份條文

案。 ●

1701 中化 2021-05-21 股東常會
其他討論事

項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

1702 南僑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

1702 南僑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1702 南僑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1702 南僑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1707 葡萄王 2021-01-14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以私募方式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

通股案。 ●

1707 葡萄王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1707 葡萄王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1707 葡萄王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1707 葡萄王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案。 ●

1707 葡萄王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案。 ●

1707 葡萄王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案。 ●

1707 葡萄王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

1707 葡萄王 2021-05-2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

1708 東鹼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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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8 東鹼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董事會提案：股

票股利０．９元／股〉。 ●

1708 東鹼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東提

出之盈餘分派案（股東提案：股票股利１

．５元／股）。 ●

1708 東鹼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董事會提案：股

票股利０．９元／股）。 ●

1708 東鹼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變更本公司名稱案。 ●

1708 東鹼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章程案。 ●

1708 東鹼 2021-05-25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第２４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1712 興農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

案。 ●

1712 興農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1717 長興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 ●

1717 長興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1717 長興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章程修正案。 ●

1718 中纖 2021-06-0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 ●

1718 中纖 2021-06-0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1718 中纖 2021-06-0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章程。 ●

1718 中纖 2021-06-0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 ●

1718 中纖 2021-06-0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董事選舉辦法」。 ●

1718 中纖 2021-06-0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1722 台肥 2021-06-2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

表。 ●

1722 台肥 2021-06-2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1722 台肥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

文。 ●

1722 台肥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獨立董事選舉辦法」

部分條文。 ●

1722 台肥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擬解除本公司第三十五屆法人股東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競業禁止限制案。 ●

1722 台肥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擬解除本公司第三十五屆董事候選人曹啟

鴻競業禁止限制案。 ●

1722 台肥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擬解除本公司第三十五屆獨立董事候選人

林世銘競業禁止限制案。 ●

1722 台肥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擬解除本公司第三十五屆獨立董事候選人

翁銘章競業禁止限制案。 ●

1725 元禎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1725 元禎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1725 元禎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1725 元禎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要點」

案。 ●

1725 元禎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

序」案。 ●

1725 元禎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案。 ●

1725 元禎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

1725 元禎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1725 元禎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案。 ●

1725 元禎 2021-06-11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限制案。 ●

1730 花仙子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案。 ●

1730 花仙子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一Ｏ九年度盈餘分派表案。 ●

1730 花仙子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案。 ●

1730 花仙子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1730 花仙子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1730 花仙子 2021-06-16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競業禁止

限制案，提請討論。 ●

1731 美吾華 2021-05-2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０九年度個體財務報表、合併財務

報表及營業報告書案。 ●

1731 美吾華 2021-05-2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０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1731 美吾華 2021-05-2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董事選舉辦法」案。 ●



證券代號 證券名稱 股東會日期 股東會類別 議案類別 議案案由 贊成 反對 棄權

1735 日勝化 2021-06-2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

表案 ●

1735 日勝化 2021-06-2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1735 日勝化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1735 日勝化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

1735 日勝化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

分條文案 ●

1735 日勝化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

文案 ●

1735 日勝化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監察人選舉辦法」部分條文案 ●

1735 日勝化 2021-06-29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

之限制案 ●

1736 喬山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1736 喬山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1736 喬山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辦

法」部分條文案。 ●

1736 喬山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大會議事規則」部分條

文案。 ●

1773 勝一 2021-05-1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 ●

1773 勝一 2021-05-1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1773 勝一 2021-05-1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1781 合世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

案。 ●

1781 合世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1781 合世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1802 台玻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２０２０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提案者：董事會）說明：營業報告書，

個體及合併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

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 ●

1802 台玻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２０２０年度盈餘分配案。（提案者：董

事會）說明：盈餘分配表。 ●

1802 台玻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案。（提案者：董事

會）說明：依公司需要修訂。 ●

1802 台玻 2021-06-11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第２０屆董事及法人董事代表人競業

禁止之限制案。（提案者：董事會）說

明：依公司法２０９條規定。 ●

1815 富喬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一百零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

務報表案。 ●

1815 富喬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一百零九年度虧損撥補案。 ●

1815 富喬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案。 ●

1904 正隆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０九年度決算表冊案。 ●

1904 正隆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０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1904 正隆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 ●

1904 正隆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份條文

案。 ●

1904 正隆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1907 永豐餘 2021-05-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擬具本公司２０２０年度決算表冊。 ●

1907 永豐餘 2021-05-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擬具本公司２０２０年度盈餘分派案。 ●

1907 永豐餘 2021-05-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議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

序」部分條文案。 ●

1907 永豐餘 2021-05-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議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

分條文案。 ●

1907 永豐餘 2021-05-17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擬請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所代表法人

競業禁止之限制。 ●

1909 榮成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九年度決算表冊案。 ●

1909 榮成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1909 榮成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2002 中鋼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

報告案。 ●

2002 中鋼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002 中鋼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

2002 中鋼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 ●

2002 中鋼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 ●

2006 東和鋼鐵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證券代號 證券名稱 股東會日期 股東會類別 議案類別 議案案由 贊成 反對 棄權

2006 東和鋼鐵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2006 東和鋼鐵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辦理現金減資案。 ●

2006 東和鋼鐵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公司章程」案。 ●

2006 東和鋼鐵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2006 東和鋼鐵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董事選舉辦法」案。 ●

2010 春源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九年度決算表冊，提請承認。 ●

2010 春源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承

認。 ●

2010 春源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案，提請

審議。 ●

2014 中鴻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

表。 ●

2014 中鴻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014 中鴻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

文。 ●

2014 中鴻 2021-06-24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第十五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

制。 ●

2017 官田鋼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提請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

表案。 ●

2017 官田鋼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提請承認１０９年度虧損撥補案。 ●

2017 官田鋼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2017 官田鋼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2017 官田鋼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資本公積配發現金案。 ●

2020 美亞 2021-06-0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九年度決算表冊案。 ●

2020 美亞 2021-06-0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2020 美亞 2021-06-0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2020 美亞 2021-06-0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2022 聚亨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 ●

2022 聚亨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虧損撥補案。 ●

2022 聚亨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2023 燁輝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 ●

2023 燁輝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2023 燁輝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討論案。 ●

2023 燁輝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討論案。 ●

2027 大成鋼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各項財務決算表冊。 ●

2027 大成鋼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虧損撥補案。 ●

2027 大成鋼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 ●

2027 大成鋼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本公司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

2028 威致 2021-06-2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2028 威致 2021-06-2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虧損撥補案。 ●

2028 威致 2021-06-2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案。 ●

2028 威致 2021-06-2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修正案。 ●

2031 新光鋼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一百零九年度之營業報告書及財

務報表。 ●

2031 新光鋼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核准民國一百零九年度盈餘分派之議案。 ●

2031 新光鋼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核准以資本公積發放現金之議案。 ●

2031 新光鋼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核准「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之議

案。 ●

2031 新光鋼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核准「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之議案。 ●

2034 允強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決算表冊案。 ●

2034 允強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2034 允強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2034 允強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舉辦法」案。 ●

2034 允強 2021-06-1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案。 ●

2049 上銀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承認２０２０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

務報表案。 ●

2049 上銀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二）承認２０２０年度盈餘分配案。 ●

2049 上銀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一）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2049 上銀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二）修訂「公司章程」案。 ●

2049 上銀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三）修訂「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

2049 上銀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四）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2062 橋椿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一Ｏ九年度決算表冊（含合併財務報

表及個體財務報表）案，提請承認。 ●

2062 橋椿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承認。 ●

2062 橋椿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提

請　公決。 ●



證券代號 證券名稱 股東會日期 股東會類別 議案類別 議案案由 贊成 反對 棄權

2062 橋椿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案，提請

公決。 ●

2066 世德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2066 世德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2066 世德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處理程序」

部分條文案。 ●

2101 南港 2021-05-1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財務報表案。 ●

2101 南港 2021-05-1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

條文案。 ●

2103 台橡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

案。 ●

2103 台橡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103 台橡 2021-06-22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第１７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

2104 國際中橡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2104 國際中橡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2104 國際中橡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2105 正新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2105 正新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2105 正新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公司章程」修正案。 ●

2105 正新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背書保證及資金貸予他人作業程

序」修正案。 ●

2105 正新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

案。 ●

2105 正新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董事選舉辦法」修正案。 ●

2105 正新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案。 ●

2108 南帝 2021-06-1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及盈餘分配案。 ●

2108 南帝 2021-06-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案。 ●

2108 南帝 2021-06-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案。 ●

2108 南帝 2021-06-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廢止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並重新

訂定「董事選任程序」案。 ●

2114 鑫永銓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2114 鑫永銓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114 鑫永銓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１０９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2114 鑫永銓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公司章程」案。 ●

2114 鑫永銓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案。 ●

2114 鑫永銓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案。 ●

2114 鑫永銓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程

序」案。 ●

2114 鑫永銓 2021-06-24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

2201 裕隆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一〇九年度決算表冊。 ●

2201 裕隆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一〇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2201 裕隆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訂案。 ●

2201 裕隆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修訂

案。 ●

2201 裕隆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本公司第十六屆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

限制案。 ●

2204 中華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〇九年度決算表冊。 ●

2204 中華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〇九年度盈餘分配。 ●

2204 中華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 ●

2204 中華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

2206 三陽工業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2206 三陽工業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2206 三陽工業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

2206 三陽工業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

2206 三陽工業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 ●

2206 三陽工業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

文。 ●

2206 三陽工業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部

分條文。 ●

2206 三陽工業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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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8 台船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 ●

2208 台船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盈虧撥補案 ●

2208 台船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2208 台船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行為禁止案 ●

2208 台船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管理要點」 ●

2208 台船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

2227 裕日車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 ●

2227 裕日車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227 裕日車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份條文案。 ●

2227 裕日車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案。 ●

2227 裕日車 2021-06-25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第八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

2231 為升 2021-06-1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提請補追認一百零八年盈餘分配表修正案 ●

2231 為升 2021-06-1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提請承認一百零九年度決算表冊案 ●

2231 為升 2021-06-1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提請承認一百零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2231 為升 2021-06-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辦法」

案 ●

2231 為升 2021-06-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2231 為升 2021-06-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2233 宇隆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案。 ●

2233 宇隆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2233 宇隆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2233 宇隆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2239 英利-KY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

冊案。 ●

2239 英利-KY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2239 英利-KY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辦法」部

分條文案。 ●

2239 英利-KY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管理辦法」部分條

文案。 ●

2239 英利-KY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2239 英利-KY 2021-06-17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

案。 ●

2301 光寶科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九年度決算表冊。 ●

2301 光寶科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九年度盈餘分派。 ●

2301 光寶科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公司章程」。 ●

2301 光寶科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 ●

2301 光寶科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

2301 光寶科 2021-05-31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2303 聯電 2021-06-0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

2303 聯電 2021-06-0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九年度盈餘分派表 ●

2303 聯電 2021-06-0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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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05 全友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

2305 全友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盈虧撥補案。 ●

2305 全友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 ●

2305 全友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 ●

2305 全友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舉辦法」。 ●

2308 台達電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Ｏ九年度決算表冊案。 ●

2308 台達電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2308 台達電 2021-06-11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2312 金寶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2312 金寶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2312 金寶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行為之限制案。 ●

2313 華通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2313 華通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2313 華通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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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7 鴻海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

財務報表案。 ●

2317 鴻海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表

案。 ●

2317 鴻海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2323 中環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2323 中環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０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2323 中環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本公司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

2323 中環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案。 ●

2323 中環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2323 中環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討論解除本公司第十五屆新任董事及其代

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2324 仁寶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請

承認案。 ●

2324 仁寶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請　承認案。 ●

2324 仁寶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擬修訂「董事選舉辦法」，請　公決案。

●

2324 仁寶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擬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請　公決

案。 ●

2327 國巨 2021-06-0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九年度決算表冊案。 ●

2327 國巨 2021-06-0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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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27 國巨 2021-06-0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以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

2327 國巨 2021-06-03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免除案。 ●

2328 廣宇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 ●

2328 廣宇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328 廣宇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

序」案。 ●

2330 台積電 2021-06-08 股東常會
承認案及討

論案

承認民國一百零九年度之營業報告書及財

務報表。 ●

2330 台積電 2021-06-08 股東常會
承認案及討

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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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30 台積電 2021-06-08 股東常會
承認案及討

論案

核准發行民國一百一十年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案。 ●

2331 精英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

案。 ●

2331 精英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議案。 ●

2331 精英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案。 ●

2331 精英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2331 精英 2021-06-22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案。 ●

2332 友訊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2332 友訊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332 友訊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現金減資案。 ●

2332 友訊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2337 旺宏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

2337 旺宏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一○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2337 旺宏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公開募集或私募有價證券案

●

2337 旺宏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2338 光罩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百零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

表案。 ●

2338 光罩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百零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2338 光罩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

案。 ●

2338 光罩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2338 光罩 2021-05-31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同意新任董事代表人及獨立董事競業案。 ●



證券代號 證券名稱 股東會日期 股東會類別 議案類別 議案案由 贊成 反對 棄權

2340 光磊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暨討論

事項
１０９年度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

●

2340 光磊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暨討論

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2340 光磊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暨討論

事項
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2340 光磊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暨討論

事項

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案 ●

2340 光磊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暨討論

事項
修正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2340 光磊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暨討論

事項

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

工案 ●

2340 光磊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暨討論

事項
擬辦理現金增資私募普通股案

●

2344 華邦電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

財務報告案。 ●

2344 華邦電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2344 華邦電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2344 華邦電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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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44 華邦電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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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44 華邦電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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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44 華邦電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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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44 華邦電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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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44 華邦電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解除本公司董事之競業禁止限制案。

（董事：馬維欣女士） ●

2345 智邦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2345 智邦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2345 智邦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

之限制案。 ●

2347 聯強 2021-06-0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 ●

2347 聯強 2021-06-0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2347 聯強 2021-06-0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

2347 聯強 2021-06-03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討論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

2348 海悅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2348 海悅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2348 海悅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2348 海悅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2348 海悅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

2348 海悅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更名暨修正「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部

分條文案 ●

2351 順德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2351 順德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351 順德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2351 順德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

2351 順德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

文案。 ●

2351 順德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處理辦法」

部分條文案。 ●

2351 順德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背書保證作業程序處理辦法」部分

條文案。 ●

2351 順德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訂「董事選任辦法」案。 ●

2351 順德 2021-06-22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2352 佳世達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擬承認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案 ●

2352 佳世達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擬承認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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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2 佳世達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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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現金增資發行特別股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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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52 佳世達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擬修訂公司章程案

●

2352 佳世達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擬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及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案 ●

2352 佳世達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擬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背

書保證施行辦法」案 ●

2352 佳世達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擬解除現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限制案

●

2353 宏碁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承

認案 ●

2353 宏碁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表）承認案

●

2353 宏碁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修訂公司內部規章討論案：１．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程序２．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

序 ●

2354 鴻準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

財務報表案。 ●

2354 鴻準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表

案。 ●

2354 鴻準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案。 ●

2354 鴻準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2355 敬鵬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之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

案。 ●

2355 敬鵬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355 敬鵬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理資產處理程序」案。 ●

2355 敬鵬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

案。 ●

2356 英業達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提請

承認案 ●

2356 英業達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盈餘分派，提請承認案 ●

2356 英業達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提請

決議案 ●

2356 英業達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提

請決議案 ●

2356 英業達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本屆董事葉力誠新增競業禁止之限制

，提請決議案 ●

2357 華碩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承認案。 ●

2357 華碩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承認案。 ●

2357 華碩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案。 ●

2357 華碩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修訂案。 ●

2359 所羅門 2021-06-0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承認案。 ●

2359 所羅門 2021-06-0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承認案。 ●

2359 所羅門 2021-06-0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討論案。 ●

2359 所羅門 2021-06-0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討論案。 ●

2360 致茂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 ●

2360 致茂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2367 燿華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2367 燿華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虧撥補案。 ●

2367 燿華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董事選舉辦法」修訂案。 ●

2367 燿華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案。 ●

2367 燿華 2021-06-23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討論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

限制案：國領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張元輔。 ●

2368 金像電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決算表冊。 ●

2368 金像電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2368 金像電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

2368 金像電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改章程案。 ●

2368 金像電 2021-06-10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部分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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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1 大同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提請承認案。 ●

2371 大同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民國１０９年度虧損撥補表，提請

承認案。 ●

2371 大同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章程，提請討論案。 ●

2371 大同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提請討論

案。 ●

2371 大同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發行１１０年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案，提請討論案。 ●

2371 大同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競業禁止

限制案，提請討論案。 ●

2373 震旦行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２０２０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

告，提請承認案。 ●

2373 震旦行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２０２０年度盈餘分配，提請承認

案。 ●

2373 震旦行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以資本公積配發現金，提請審議

案。 ●

2373 震旦行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提請審

議案。 ●

2373 震旦行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董事選任辦法」，提請審議

案。 ●

2375 凱美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

案，提請承認。 ●

2375 凱美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承

認。 ●

2375 凱美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提請決議。 ●

2375 凱美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提請

決議。 ●

2375 凱美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案，提請決議。 ●

2376 技嘉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各項財務報

表案。 ●

2376 技嘉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2376 技嘉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2376 技嘉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2376 技嘉 2021-06-16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2377 微星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決算表冊。 ●

2377 微星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2377 微星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2379 瑞昱 2021-06-0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

2379 瑞昱 2021-06-0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379 瑞昱 2021-06-0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

2382 廣達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含會計師查核報告及審計委員會查核報

告）。 ●

2382 廣達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382 廣達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訂「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施行辦法」

部分條文。 ●

2383 台光電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 ●

2383 台光電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2383 台光電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案。 ●

2383 台光電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

案。 ●

2383 台光電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

案。 ●

2383 台光電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修訂案。 ●

2385 群光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

盈餘分派案。 ●

2385 群光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 ●

2385 群光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資金貸放作業程序」。 ●

2385 群光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

2387 精元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2387 精元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387 精元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 ●

2388 威盛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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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8 威盛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388 威盛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公司章程」案。 ●

2392 正崴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決算報表及盈

餘分配表。 ●

2393 億光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 ●

2393 億光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393 億光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2393 億光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2393 億光 2021-06-17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討論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2399 映泰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 ●

2399 映泰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399 映泰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改「公司章程」案。 ●

2399 映泰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改「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

2399 映泰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改「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 ●

2399 映泰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改「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

2399 映泰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改「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案。 ●

2399 映泰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改「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2399 映泰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

2399 映泰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辦理私募發行普通股案。 ●

2399 映泰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本屆新選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2401 凌陽 2021-06-0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2401 凌陽 2021-06-0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Ｏ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2401 凌陽 2021-06-07 股東常會
討論及選舉

事項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

案。 ●

2401 凌陽 2021-06-07 股東常會
討論及選舉

事項

本公司對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芯鼎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原持有股份取消釋股

限制討論案。 ●

2401 凌陽 2021-06-07 股東常會
討論及選舉

事項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之限制案。

●

2402 毅嘉 2021-06-21 股東常會
承認暨討論

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2402 毅嘉 2021-06-21 股東常會
承認暨討論

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2402 毅嘉 2021-06-21 股東常會
承認暨討論

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

2402 毅嘉 2021-06-21 股東常會
承認暨討論

事項
修訂「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案。

●

2404 漢唐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2404 漢唐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2404 漢唐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2404 漢唐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股

東依公司法第１７２－１條規定之提案） ●

2404 漢唐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現金減資退還股東股款案（股東依公司法

第１７２－１條規定之提案） ●

2404 漢唐 2021-05-2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行為之限制

案 ●

2408 南亞科 2021-05-2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為依法提出本公司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

請承認案。 ●

2408 南亞科 2021-05-2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為依法提出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之

議案，請承認案。 ●

2408 南亞科 2021-05-2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為擬修正本公司章程，請公決案。 ●

2408 南亞科 2021-05-2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為擬修正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請公

決案。 ●

2408 南亞科 2021-05-2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為擬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請

公決案。 ●

2409 友達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

表案 ●

2409 友達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一Ｏ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2409 友達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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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09 友達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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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09 友達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核准解除董事競業限制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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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2 中華電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

表。 ●

2412 中華電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412 中華電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章程修正案。 ●

2412 中華電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案。 ●

2412 中華電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修正案。 ●

2412 中華電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

2414 精技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

2414 精技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2414 精技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

2414 精技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

2414 精技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部分條文

及更名。 ●

2414 精技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

文。 ●

2414 精技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 ●

2414 精技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

文。 ●

2414 精技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部

分條文。 ●

2414 精技 2021-06-22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

制。 ●

2415 錩新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承認

案。 ●

2415 錩新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415 錩新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暨代表人競業禁止之

限制案。 ●

2415 錩新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子公司Ｐｈｕ　ＨｕｎｇＳｅｃｕｒｉｔ

ｉｅ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越南胡志

明市證券交易所上市案。 ●

2417 圓剛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案。 ●

2417 圓剛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417 圓剛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辦理現金減資退還股款案。 ●

2417 圓剛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案。 ●

2417 圓剛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修訂案。 ●

2417 圓剛 2021-06-16 股東常會
其他討論事

項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2423 固緯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2423 固緯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423 固緯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2423 固緯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

2423 固緯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部分條文

案。 ●

2423 固緯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管理辦法」部

分條文案。 ●

2423 固緯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資產取得與處分管理辦法」部分條

文案。 ●

2427 三商電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2427 三商電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０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2427 三商電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配息案（股東提案）。 ●

2427 三商電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分派現金股利每股０﹒４元案（股東

提案）。 ●

2427 三商電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2428 興勤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

2428 興勤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428 興勤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案。 ●

2439 美律 2021-06-1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

告及合併財務報告案。 ●

2439 美律 2021-06-1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439 美律 2021-06-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章程」案。 ●

2439 美律 2021-06-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案。 ●

2439 美律 2021-06-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案。 ●



證券代號 證券名稱 股東會日期 股東會類別 議案類別 議案案由 贊成 反對 棄權

2439 美律 2021-06-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參與發

行海外存託憑證，或私募方式發行普通

股、或私募方式辦理海外或國內可轉換公 ●

2439 美律 2021-06-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２０２１年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 ●

2439 美律 2021-06-15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討論解除新任獨立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

2442 新美齊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承

認案。 ●

2442 新美齊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442 新美齊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2442 新美齊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2449 京元電子 2021-06-0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

表。 ●

2449 京元電子 2021-06-0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０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2449 京元電子 2021-06-0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訂本公司章程案。 ●

2449 京元電子 2021-06-0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以資本公積發放現金股利案。 ●

2449 京元電子 2021-06-0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之子公司京隆科技（蘇州）有限公

司首次公開發行人民幣普通股（Ａ股）股

票並申請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

易所上市案。 ●

2450 神腦 2021-06-2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2450 神腦 2021-06-2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2450 神腦 2021-06-2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2450 神腦 2021-06-2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法人董事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2453 凌群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2453 凌群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2453 凌群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案。 ●

2453 凌群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案。 ●

2453 凌群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修訂案。 ●

2453 凌群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

案。 ●

2453 凌群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

修訂案。 ●

2453 凌群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辦法』修訂案。 ●

2453 凌群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

案。 ●

2453 凌群 2021-06-16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2454 聯發科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一Ｏ九年度之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案。 ●

2454 聯發科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2454 聯發科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及選舉

事項
討論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

2454 聯發科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及選舉

事項
討論本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

●

2454 聯發科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及選舉

事項

解除本公司第九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

2455 全新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2455 全新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2456 奇力新 2021-06-04 股東常會
「」承認事

項

承認民國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

表案。 ●

2456 奇力新 2021-06-04 股東常會
「」承認事

項
承認民國一○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2456 奇力新 2021-06-04 股東常會
「」討論事

項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作業程序」

修訂案。 ●

2456 奇力新 2021-06-04 股東常會
「」討論事

項
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案。

●

2456 奇力新 2021-06-04 股東常會
「」討論事

項
增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案。

●

2456 奇力新 2021-06-04 股東常會
「」其他議

案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案。

●

2457 飛宏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Ｏ九年度財務決算表冊案。 ●

2457 飛宏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Ｏ九年度虧損撥補案。 ●

2457 飛宏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2457 飛宏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

分條文案。 ●

2458 義隆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九年度決算表冊案。 ●



證券代號 證券名稱 股東會日期 股東會類別 議案類別 議案案由 贊成 反對 棄權

2458 義隆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2458 義隆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2458 義隆 2021-06-16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2464 盟立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2464 盟立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2464 盟立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2464 盟立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通過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辦法並發行２，

０００仟股新股案。 ●

2465 麗臺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

案 ●

2465 麗臺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虧損撥補案 ●

2465 麗臺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私募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案 ●

2465 麗臺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舉辦法」案 ●

2468 華經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表及

合併財務報表 ●

2468 華經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468 華經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公司章程修正案 ●

2468 華經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董事選舉辦法修正案 ●

2468 華經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案 ●

2468 華經 2021-06-25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

2474 可成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2474 可成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2474 可成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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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77 美隆電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2477 美隆電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477 美隆電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2477 美隆電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案。 ●

2477 美隆電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

序」案。 ●

2477 美隆電 2021-06-22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2478 大毅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提請承

認。 ●

2478 大毅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承

認。 ●

2478 大毅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提請

決議。 ●

2478 大毅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提請

決議。 ●

2481 強茂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2481 強茂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０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2481 強茂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2481 強茂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以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

憑證案。 ●

2481 強茂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 ●

2489 瑞軒 2021-06-1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

案。 ●

2489 瑞軒 2021-06-1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Ｏ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2489 瑞軒 2021-06-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2489 瑞軒 2021-06-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辦理本公司現金減資案。 ●

2489 瑞軒 2021-06-15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限制案。 ●

2492 華新科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 ●

2492 華新科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492 華新科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

2492 華新科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2492 華新科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案。 ●

2492 華新科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案。 ●

2492 華新科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解除董事競業禁止案。（董事長：焦

佑衡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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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8 宏達電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2498 宏達電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虧損撥補案。 ●

2498 宏達電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

2498 宏達電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2498 宏達電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董事選舉辦法」案。 ●

2501 國建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承認案 ●

2501 國建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承認案 ●

2501 國建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章程」修正討論案 ●

2501 國建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討論案 ●

2501 國建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討論案 ●

2504 國產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案。 ●

2504 國產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505 國揚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2505 國揚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2506 太設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2506 太設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509 全坤建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 ●

2509 全坤建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擬具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表。 ●

2509 全坤建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正本公司部分章程． ●

2509 全坤建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辦

法」案． ●

2509 全坤建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

辦法」案． ●

2509 全坤建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案． ●

2509 全坤建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2509 全坤建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辦理資本公積配發現金案。 ●

2509 全坤建 2021-06-10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擬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 ●

2515 中工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提請承認。 ●

2515 中工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承認。 ●

2534 宏盛 2021-06-2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

，謹提請　承認案。 ●

2534 宏盛 2021-06-2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九年度盈餘分配，謹提請承認

案。 ●

2534 宏盛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謹提請

公決案。 ●

2537 聯上發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提請　承認。 ●

2537 聯上發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０九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承

認。 ●

2537 聯上發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

分條文案，提請　決議。 ●

2538 基泰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 ●

2538 基泰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539 櫻花建 2021-06-1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2539 櫻花建 2021-06-1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539 櫻花建 2021-06-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案。 ●

2539 櫻花建 2021-06-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2540 愛山林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2540 愛山林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540 愛山林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2540 愛山林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案。 ●

2540 愛山林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

條文案。 ●

2540 愛山林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

序」部分條文案。 ●

2542 興富發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2542 興富發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542 興富發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2542 興富發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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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6 根基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2546 根基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2546 根基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章程」案。 ●

2546 根基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2546 根基 2021-06-16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2547 日勝生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2547 日勝生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2547 日勝生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九十三年度海外第一次無擔保轉換

公司債計畫效益執行情形案。 ●

2547 日勝生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案。 ●

2596 綠意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 ●

2596 綠意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603 長榮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及

討論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及財務報告案。

●

2603 長榮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及

討論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603 長榮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及

討論
討論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2603 長榮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及

討論
討論解除張董事長衍義競業限制案。

●

2605 新興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2605 新興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605 新興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案。 ●

2605 新興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董事選舉辦法」修正案。 ●

2606 裕民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 ●

2606 裕民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606 裕民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份條文

案。 ●

2607 榮運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及財務報告案。

●

2607 榮運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607 榮運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討論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2607 榮運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討論解除董事競業限制案。

●

2609 陽明 2021-05-1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Ｏ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2609 陽明 2021-05-1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Ｏ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609 陽明 2021-05-1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董事交通部法人代表鄭貞茂競業禁止

之限制案 ●

2609 陽明 2021-05-1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董事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陳劭良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2609 陽明 2021-05-1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董事台灣航業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劉文慶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2609 陽明 2021-05-1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董事交通部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2609 陽明 2021-05-1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董事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競業

禁止之限制案 ●

2609 陽明 2021-05-1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董事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競業禁止

之限制案 ●

2609 陽明 2021-05-1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董事台灣航業股份有限公司競業禁止

之限制案 ●

2609 陽明 2021-05-1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案 ●

2609 陽明 2021-05-1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案 ●

2609 陽明 2021-05-1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採詢價圈購方式辦理國內現金增

資發行普通股案 ●

2610 華航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

2610 華航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虧損撥補。 ●

2610 華航 2021-05-25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第２２屆董事兼任職務之競業禁止限

制。 ●

2615 萬海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九年度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 ●

2615 萬海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九年度盈餘分配。 ●

2615 萬海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 ●

2615 萬海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萬海航運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資金

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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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5 萬海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萬海航運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背書

保證作業程序。 ●

2615 萬海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萬海航運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

2615 萬海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萬海航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2615 萬海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萬海航運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

則。 ●

2618 長榮航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及財務報告案。

●

2618 長榮航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618 長榮航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討論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2618 長榮航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討論修正公司「章程」案。

●

2618 長榮航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討論辦理「長榮航太科技（股）公司」釋

股規劃案。 ●

2633 台灣高鐵 2021-05-2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2633 台灣高鐵 2021-05-2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2633 台灣高鐵 2021-05-2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治理準則」案。 ●

2633 台灣高鐵 2021-05-2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2633 台灣高鐵 2021-05-2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2636 台驊控股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民國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案 ●

2636 台驊控股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民國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2636 台驊控股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2636 台驊控股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2636 台驊控股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案 ●

2636 台驊控股 2021-05-25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2640 大車隊 2021-06-0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承認

案。 ●

2640 大車隊 2021-06-0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盈餘分派承認案。 ●

2640 大車隊 2021-06-0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一Ｏ九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討論案。 ●

2640 大車隊 2021-06-0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討論

案。 ●

2643 捷迅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2643 捷迅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643 捷迅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部份條文

案。 ●

2643 捷迅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

案。 ●

2643 捷迅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 ●

2712 遠雄來 2021-05-2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2712 遠雄來 2021-05-2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712 遠雄來 2021-05-2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2712 遠雄來 2021-05-2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辦理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

2723 美食-KY 2021-06-0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２０２０年度決算表冊案。 ●

2723 美食-KY 2021-06-0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２０２０年度盈餘分配案。 ●

2723 美食-KY 2021-06-0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辦法案。 ●

2726 雅茗-KY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

財務報表案。 ●

2726 雅茗-KY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表案。 ●

2726 雅茗-KY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案。 ●

2726 雅茗-KY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

序」修訂案。 ●

2726 雅茗-KY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辦理現金增資私募普通股案（本案須以特

別決議通過）。 ●

2726 雅茗-KY 2021-06-17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討論解除本公司第４屆董事會新任董事（

含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本案應

以重度決議通過）。 ●

2727 王品 2021-06-2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2727 王品 2021-06-2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一０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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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7 王品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庫藏股擬以低於實際平均買回價格

轉讓予員工案 ●

2727 王品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2729 瓦城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 ●

2729 瓦城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729 瓦城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訂

案。 ●

2729 瓦城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修訂

案。 ●

2732 六角 2021-06-1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2732 六角 2021-06-1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2732 六角 2021-06-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2752 豆府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2752 豆府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752 豆府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2754 亞洲藏壽司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2754 亞洲藏壽司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754 亞洲藏壽司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舉辦法」案。 ●

2754 亞洲藏壽司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2801 彰銀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

，請承認案。 ●

2801 彰銀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請承認案。 ●

2801 彰銀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2801 彰銀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章程修正案。 ●

2801 彰銀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案。 ●

2809 京城銀 2021-05-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提請承認。 ●

2809 京城銀 2021-05-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承認。 ●

2809 京城銀 2021-05-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提請

公決。 ●

2809 京城銀 2021-05-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案，提請公

決。 ●

2812 台中銀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承認

案。 ●

2812 台中銀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表承認案。 ●

2812 台中銀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辦理１０９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2812 台中銀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案。 ●

2812 台中銀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董事選任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

2812 台中銀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案。 ●

2820 華票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財務決算表冊，謹提請

承認。 ●

2820 華票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謹提請

承認。 ●

2820 華票 2021-06-1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擬請解除本公司新選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

制，謹提請　公決。 ●

2823 中壽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 ●

2823 中壽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823 中壽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 ●

2823 中壽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2823 中壽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2834 臺企銀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 ●

2834 臺企銀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決算盈餘分配案。 ●

2834 臺企銀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股票股利擬辦理盈餘

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2834 臺企銀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章程案。 ●

2834 臺企銀 2021-06-25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財政

部。 ●

2834 臺企銀 2021-06-25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臺灣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 ●

2834 臺企銀 2021-06-25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戴士

原。 ●

2836 高雄銀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2836 高雄銀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836 高雄銀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盈餘暨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2836 高雄銀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2836 高雄銀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任辦法」案。 ●



證券代號 證券名稱 股東會日期 股東會類別 議案類別 議案案由 贊成 反對 棄權

2838 聯邦銀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2838 聯邦銀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2838 聯邦銀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行「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2838 聯邦銀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行「董事選任程序」部分條文案。 ●

2838 聯邦銀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本行盈餘撥充資本發行新股案。 ●

2838 聯邦銀 2021-05-2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第１１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2845 遠東銀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年度決算表冊。 ●

2845 遠東銀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2845 遠東銀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公司章程修正案。 ●

2845 遠東銀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案。 ●

2845 遠東銀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股東紅利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2845 遠東銀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以私募方式發行普通股、特別股、可轉換

金融債券或上述有價證券之組合案。 ●

2845 遠東銀 2021-06-1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2850 新產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2850 新產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2850 新產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2850 新產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2850 新產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案。 ●

2867 三商壽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承認

案。 ●

2867 三商壽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虧損撥補承認案。 ●

2867 三商壽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董事選舉辦法」修訂討論案。 ●

2867 三商壽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討論案。 ●

2867 三商壽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修

訂討論案。 ●

2867 三商壽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2881 富邦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2881 富邦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2881 富邦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2881 富邦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規劃辦理長期資金募集案。 ●

2881 富邦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

2881B 富邦金乙特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2881B 富邦金乙特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2881B 富邦金乙特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規劃辦理長期資金募集案。 ●

2882 國泰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承認案 ●

2882 國泰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盈餘分派承認案 ●

2882 國泰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討論案 ●

2882 國泰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修正討論案 ●

2882 國泰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規劃辦理長期資金募集討論案 ●

2882A 國泰特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規劃辦理長期資金募集討論案 ●

2883 開發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

表、合併財務報表等表冊。 ●

2883 開發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2883 開發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正本公司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作

業準則條文案。 ●

2883 開發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條文案。 ●

2883 開發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發行１１０年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案。 ●

2883 開發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請同意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

制。 ●

2884 玉山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

表。 ●

2884 玉山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2884 玉山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盈餘暨員工酬勞轉增資案。 ●

2884 玉山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案。 ●

2885 元大金 2021-06-0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敬請承認。 ●

2885 元大金 2021-06-0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敬請承

認。 ●

2885 元大金 2021-06-0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為「元大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

正事，敬請公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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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5 元大金 2021-06-0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為「元大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選任

程序」修正事，敬請公決。 ●

2885 元大金 2021-06-0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為「元大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

事規則」修正事，敬請公決。 ●

2886 兆豐金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2886 兆豐金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886 兆豐金 2021-06-25 股東常會
選舉及討論

事項

解除本公司第八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法人股東財政部。 ●

2886 兆豐金 2021-06-25 股東常會
選舉及討論

事項

解除本公司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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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86 兆豐金 2021-06-25 股東常會
選舉及討論

事項

解除本公司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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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86 兆豐金 2021-06-25 股東常會
選舉及討論

事項

解除本公司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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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86 兆豐金 2021-06-25 股東常會
選舉及討論

事項

解除本公司第八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董事張兆順。 ●

2886 兆豐金 2021-06-25 股東常會
選舉及討論

事項

解除本公司第八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董事胡光華。 ●

2886 兆豐金 2021-06-25 股東常會
選舉及討論

事項

解除本公司第八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董事吳宏謀。 ●

2887 台新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

2887 台新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 ●

2887 台新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盈餘撥充資本發行新股 ●

2887 台新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變更本公司「公司章程」 ●

2887 台新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變更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

2887 台新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擬請解除本公司第八屆董事競業之行為 ●

2887Ex 台新戊特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變更本公司「公司章程」 ●

2888 新光金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 ●

2888 新光金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2888 新光金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變更１０９年度現金增資發行普通

股暨乙種特別股案之資金運用計畫案。 ●

2888 新光金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案。 ●

2888 新光金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因應策略發展及營運成長，本公司規劃辦

理長期資金募集案。 ●

2888B 新光金乙特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因應策略發展及營運成長，本公司規劃辦

理長期資金募集案。 ●

2890 永豐金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2890 永豐金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2890 永豐金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2890 永豐金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2891 中信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 ●

2891 中信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2891 中信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

2892 第一金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

報告，謹提請　承認。 ●

2892 第一金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謹提請承

認。 ●

2892 第一金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及選舉

事項

本公司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謹提請公

決。 ●

2892 第一金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及選舉

事項

解除本公司第七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謹提請　公決。 ●

2905 三商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 ●

2905 三商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2905 三商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及子公司辦理其持有三商餐飲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稱三商餐飲）股份之對外

釋股及╱或放棄三商餐飲現金增資認股權

利案。 ●

2905 三商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案。 ●

2905 三商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案。 ●

2905 三商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修訂案。 ●

2915 潤泰全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 ●

2915 潤泰全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議案。 ●

2915 潤泰全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辦理１１０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

新股案。 ●

2915 潤泰全 2021-06-2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證券代號 證券名稱 股東會日期 股東會類別 議案類別 議案案由 贊成 反對 棄權

2916 滿心 2021-06-0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民國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與盈餘分

派案。 ●

2916 滿心 2021-06-0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2929 淘帝-KY 2021-01-21 股東臨時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2929 淘帝-KY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２０２０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

表案。 ●

2929 淘帝-KY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２０２０年度虧損撥補案。 ●

2929 淘帝-KY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管理辦法」部

分條文案。 ●

2936 客思達-KY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２０２０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

案。 ●

2936 客思達-KY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２０２０年度盈虧撥補案。 ●

2936 客思達-KY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本案須以

特別決議通過）。 ●

2936 客思達-KY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舉規範」部分條文案。 ●

2936 客思達-KY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

2936 客思達-KY 2021-06-23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案

（本案須以特別決議通過）。 ●

2939 凱羿-KY 2021-01-08 股東臨時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

案。 ●

3006 晶豪科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3006 晶豪科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議案。 ●

3006 晶豪科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3006 晶豪科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正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3006 晶豪科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

序」案。 ●

3008 大立光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3008 大立光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3008 大立光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3008 大立光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部分條文

案 ●

3010 華立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

3010 華立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3010 華立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3010 華立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3010 華立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

文案。 ●

3010 華立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

3014 聯陽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民國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

報表。 ●

3014 聯陽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民國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3014 聯陽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依公司法及證券法規發行限制員

工權利新股案。 ●

3014 聯陽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資本公積發放現金股利案。 ●

3014 聯陽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解除限制案。 ●

3016 嘉晶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之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

表。 ●

3016 嘉晶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3017 奇鋐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3017 奇鋐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3017 奇鋐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

3019 亞光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3019 亞光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3019 亞光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

3019 亞光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3021 鴻名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3021 鴻名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3021 鴻名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3022 威強電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 ●

3022 威強電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3022 威強電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案。 ●

3022 威強電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3023 信邦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暨合併決算表冊案。 ●

3023 信邦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證券代號 證券名稱 股東會日期 股東會類別 議案類別 議案案由 贊成 反對 棄權

3023 信邦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3023 信邦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行為之限制案。

●

3028 增你強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3028 增你強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3028 增你強 2021-06-11 股東常會
選舉及討論

事項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限制案

●

3032 偉訓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決算表冊案。 ●

3032 偉訓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3032 偉訓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3032 偉訓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管理辦法」部分條

文案。 ●

3033 威健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暨合併決算表冊案。 ●

3033 威健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3033 威健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案。 ●

3033 威健 2021-06-1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討論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及

法人董事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案。 ●

3034 聯詠 2021-06-0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民國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案。 ●

3034 聯詠 2021-06-0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民國一０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3034 聯詠 2021-06-0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解除本公司第九屆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

限制。 ●

3035 智原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民國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含合併及個體） ●

3035 智原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民國一０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3035 智原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解除本公司改選後新任董事有關公司法

第二０九條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

3035 智原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3036 文曄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

案。 ●

3036 文曄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3036 文曄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公司章程」修正案。 ●

3036 文曄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 ●

3036 文曄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辦理國內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及／或以現

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方式參與發行海外存託

憑證案。 ●

3036 文曄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

3036 文曄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案。 ●

3036 文曄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董事選舉辦法」修正案。 ●

3037 欣興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

3037 欣興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表 ●

3037 欣興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訂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

3037 欣興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

序」部分條文 ●

3042 晶技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3042 晶技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3042 晶技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3042 晶技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

3044 健鼎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〇九年度決算表冊案。 ●

3044 健鼎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〇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3044 健鼎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3044 健鼎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 ●

3044 健鼎 2021-06-16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之限制案 ●

3045 台灣大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

3045 台灣大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3045 台灣大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資本公積現金返還案。 ●

3045 台灣大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案。 ●

3045 台灣大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董事競業限制案（蔡明忠）。 ●

3045 台灣大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董事競業限制案（蔡承儒）。 ●

3056 總太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案。 ●

3056 總太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3056 總太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3056 總太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舉辦法」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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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6 總太 2021-06-23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3058 立德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3058 立德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虧損撥補案。 ●

3058 立德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3058 立德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3058 立德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以私募方式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

案。 ●

3059 華晶科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

表案。 ●

3059 華晶科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3059 華晶科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辦理現金增資私募普通股、私募國內或

海外轉換公司債案。 ●

3059 華晶科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 ●

3059 華晶科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之子公司ＡｌｔｅｋＢｉｏｔｅｃ

ｈｎｏｌｏｇｙ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ａ

ｙｍａｎ）Ｃｏ．，　Ｌｔｄ．（英屬開

曼群島商榮晶生技控股有限公司）考慮於

海外證券市場申請掛牌案。 ●

3078 僑威 2021-06-2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 ●

3078 僑威 2021-06-2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3078 僑威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3078 僑威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3078 僑威 2021-06-29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3083 網龍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

案 ●

3083 網龍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虧損撥補案 ●

3083 網龍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 ●

3083 網龍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部

份條文 ●

3083 網龍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 ●

3083 網龍 2021-06-10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第九屆董事之競業禁止案 ●

3090 日電貿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決算表冊案。 ●

3090 日電貿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3090 日電貿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案。 ●

3090 日電貿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3090 日電貿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增訂「董事選舉辦法」案。 ●

3090 日電貿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

3090 日電貿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案。 ●

3090 日電貿 2021-06-22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法人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

制案 ●

3092 鴻碩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3092 鴻碩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3092 鴻碩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3092 鴻碩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

3093 港建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

3093 港建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3093 港建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 ●

3093 港建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部份條文

案 ●

3093 港建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管理辦法」部份條

文案 ●

3093 港建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份條文

案 ●

3093 港建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背書保證作業管理辦法」部份條文

案 ●

3093 港建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部

份條文案 ●

3093 港建 2021-06-16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之競業禁

止限制案 ●

3105 穩懋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一○九年度之營業報告書、財

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表。 ●

3105 穩懋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案。 ●

3105 穩懋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3105 穩懋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舉辦法」案。 ●

3105 穩懋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3114 好德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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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4 好德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3114 好德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3114 好德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3114 好德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案 ●

3114 好德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

序」案 ●

3114 好德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案 ●

3114 好德 2021-06-24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3118 進階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3118 進階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3131 弘塑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告承認

案。 ●

3131 弘塑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承認案。 ●

3131 弘塑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部份條文討論案。 ●

3138 耀登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擬承認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3138 耀登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擬承認一○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3138 耀登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3138 耀登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 ●

3141 晶宏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決算表冊案。 ●

3141 晶宏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3141 晶宏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

案。 ●

3141 晶宏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案。 ●

3141 晶宏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取得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

案。 ●

3141 晶宏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 ●

3144 新揚科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與財務報告

案。 ●

3144 新揚科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3144 新揚科 2021-06-23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

3147 大綜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3147 大綜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3147 大綜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案。 ●

3147 大綜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份條

文案。 ●

3152 璟德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3152 璟德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3152 璟德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

案。 ●

3163 波若威 2021-06-0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3163 波若威 2021-06-0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3163 波若威 2021-06-0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3189 景碩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Ｏ９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

及合併財務報表案。 ●

3189 景碩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Ｏ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3189 景碩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及選舉

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3189 景碩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及選舉

事項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3206 志豐 2021-06-0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 ●

3206 志豐 2021-06-0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3206 志豐 2021-06-0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案。 ●

3206 志豐 2021-06-0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3206 志豐 2021-06-0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廢止「監察人之職權範疇規則」案。 ●

3206 志豐 2021-06-0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案。 ●

3206 志豐 2021-06-0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

3206 志豐 2021-06-0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 ●

3206 志豐 2021-06-0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背書保證處理程序」案。 ●

3206 志豐 2021-06-07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

3209 全科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

案。 ●

3209 全科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3209 全科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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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9 全科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案。 ●

3211 順達科 2021-06-0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3211 順達科 2021-06-0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3211 順達科 2021-06-0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章程案。 ●

3217 優群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3217 優群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3217 優群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案。 ●

3218 大學光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3218 大學光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０九年度盈餘分派表。 ●

3218 大學光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3218 大學光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3218 大學光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3218 大學光 2021-06-16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討論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

禁止之限制案。 ●

3226 至寶電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決算表冊案。 ●

3226 至寶電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3226 至寶電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案。 ●

3227 原相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一百零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案。 ●

3227 原相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一百零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3227 原相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本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 ●

3228 金麗科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承認案。 ●

3228 金麗科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虧損撥補案。 ●

3228 金麗科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以私募方式增資發行新股案。 ●

3231 緯創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及

討論事
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承認案

●

3231 緯創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及

討論事
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承認案

●

3231 緯創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及

討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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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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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31 緯創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及

討論事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討論案

●

3231 緯創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及

討論事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討論案 ●

3231 緯創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及

討論事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討

論案 ●

3231 緯創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請解除新任董事及其法人代表人競業禁

止之限制案 ●

3259 鑫創 2021-06-2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 ●

3259 鑫創 2021-06-2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虧損撥補案。 ●

3259 鑫創 2021-06-2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案。 ●

3259 鑫創 2021-06-2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辦理私募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案。 ●

3259 鑫創 2021-06-21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

案。 ●

3260 威剛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 ●

3260 威剛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3260 威剛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 ●

3260 威剛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 ●

3260 威剛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

3260 威剛 2021-06-2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獨立董事之競業禁止限制 ●

3264 欣銓 2021-05-2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

3264 欣銓 2021-05-2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3268 海德威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3268 海德威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3268 海德威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 ●

3276 宇環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3276 宇環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虧損撥補案。 ●

3276 宇環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董事競業之限制案。 ●

3287 廣寰科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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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7 廣寰科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虧損撥補案。 ●

3287 廣寰科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案。 ●

3287 廣寰科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正

案。 ●

3287 廣寰科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

文修正案。 ●

3287 廣寰科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背書保證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

3287 廣寰科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

修正案。 ●

3287 廣寰科 2021-06-25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

3293 鈊象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案 ●

3293 鈊象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3293 鈊象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公司章程」案，提請決議。 ●

3293 鈊象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董監選舉辦法」案，提請決議。 ●

3293 鈊象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股東會議事規則」案，提請決議。 ●

3293 鈊象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案

，提請決議。 ●

3293 鈊象 2021-06-25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之競業限制案。 ●

3312 弘憶股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 ●

3312 弘憶股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3312 弘憶股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

案。 ●

3312 弘憶股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

案。 ●

3312 弘憶股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本公司董事新增之競業行為禁止之限

制案。 ●

3324 雙鴻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3324 雙鴻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3324 雙鴻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案。 ●

3324 雙鴻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3324 雙鴻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暨更名「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案。 ●

3324 雙鴻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 ●

3324 雙鴻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

3324 雙鴻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

3324 雙鴻 2021-06-10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之限制案。 ●

3346 麗清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

合併財務報表案。 ●

3346 麗清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一Ｏ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3346 麗清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3346 麗清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

案。 ●

3346 麗清 2021-06-2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3362 先進光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個體

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承認案。 ●

3362 先進光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虧損撥補案。 ●

3362 先進光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

3362 先進光 2021-06-24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3373 熱映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決算表冊承

認案。 ●

3373 熱映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3373 熱映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章程」案。 ●

3373 熱映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

3374 精材 2021-05-2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之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

3374 精材 2021-05-2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3380 明泰 2021-01-28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擬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

3380 明泰 2021-01-28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擬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 ●

3380 明泰 2021-01-28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擬修訂「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

3380 明泰 2021-01-28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擬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限制案。 ●

3380 明泰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擬承認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案。 ●

3380 明泰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擬承認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3380 明泰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訂「公司章程」案。 ●

3380 明泰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

3380 明泰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 ●

3380 明泰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訂「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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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6 玉晶光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承認

案。 ●

3406 玉晶光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3406 玉晶光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 ●

3406 玉晶光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

案。 ●

3406 玉晶光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

案。 ●

3413 京鼎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百零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3413 京鼎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百零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3413 京鼎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3413 京鼎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 ●

3413 京鼎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3413 京鼎 2021-05-25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3438 類比科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3438 類比科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3438 類比科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

案。 ●

3443 創意 2021-05-2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民國一Ｏ九年度財務報表及營

業報告書。 ●

3443 創意 2021-05-2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民國一Ｏ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3450 聯鈞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合併營業報告書、合併財

務報告暨個體財務報告案。 ●

3450 聯鈞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3450 聯鈞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3450 聯鈞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案。 ●

3481 群創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

財務報表案 ●

3481 群創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3481 群創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子公司睿生光電股份有限公司釋股規劃案 ●

3481 群創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以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

3481 群創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章程案 ●

3481 群創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3481 群創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辦法案 ●

3483 力致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

表。 ●

3483 力致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Ｏ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3483 力致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一Ｏ九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3483 力致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案 ●

3483 力致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 ●

3483 力致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背書保證作業辦法」案。 ●

3483 力致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份資產處理程序」案。 ●

3483 力致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

案。 ●

3483 力致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並更名為

「董事選舉辦法」案。 ●

3483 力致 2021-06-16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

之限制案。 ●

3484 崧騰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１０９年度財務

報表承認案。 ●

3484 崧騰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3484 崧騰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行為案。 ●

3484 崧騰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案。 ●

3484 崧騰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3490 單井 2021-06-0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含合

併報告）案。 ●

3490 單井 2021-06-0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3490 單井 2021-06-0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3490 單井 2021-06-01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3491 昇達科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Ｏ九年度決算表冊案。 ●

3491 昇達科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3491 昇達科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

3491 昇達科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公司章程」修訂案。 ●

3491 昇達科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董事選舉辦法」修訂案。 ●

3491 昇達科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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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2 長盛 2021-06-2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０九年度決算表冊案。 ●

3492 長盛 2021-06-2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０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3492 長盛 2021-06-2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3492 長盛 2021-06-2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3511 矽瑪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

表案。 ●

3511 矽瑪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3511 矽瑪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案。 ●

3511 矽瑪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案。 ●

3511 矽瑪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現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限制案。 ●

3515 華擎 2021-05-2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Ｏ九年度決算表冊承認案。 ●

3515 華擎 2021-05-2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Ｏ九年度盈餘分派承認案。 ●

3515 華擎 2021-05-26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修訂案。

●

3515 華擎 2021-05-26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本公司發行１１０年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案。 ●

3515 華擎 2021-05-26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3516 亞帝歐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3516 亞帝歐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3516 亞帝歐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辦法』修訂案。 ●

3516 亞帝歐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辦法』修訂

案。 ●

3520 華盈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3520 華盈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虧損撥補案。 ●

3520 華盈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董事選任辦法（原名：董事及監察人選任

辦法）修正案。 ●

3520 華盈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3520 華盈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辦理１１０年度私募有價證券案。 ●

3526 凡甲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3526 凡甲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3526 凡甲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以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

3526 凡甲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3526 凡甲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制訂「董事選任程序」案。 ●

3526 凡甲 2021-06-23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案。 ●

3527 聚積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3527 聚積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3527 聚積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3527 聚積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3527 聚積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及╱或現金增資

私募普通股案。 ●

3527 聚積 2021-06-10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

案。 ●

3529 力旺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3529 力旺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3529 力旺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以資本公積之股票發行溢價配發

現金案 ●

3529 力旺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3529 力旺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3529 力旺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董事徐清祥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3529 力旺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董事徐木泉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3529 力旺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董事浩瀚國際投資有限公司競業禁止

之限制案 ●

3529 力旺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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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529 力旺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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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529 力旺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董事沈士傑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3529 力旺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獨立董事金聯舫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3529 力旺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獨立董事喻銘鐸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3529 力旺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獨立董事陳自強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3532 台勝科 2021-06-1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為依法提出本公司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

請承認案。 ●



證券代號 證券名稱 股東會日期 股東會類別 議案類別 議案案由 贊成 反對 棄權

3532 台勝科 2021-06-1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為依法提出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之

議案，請承認案。 ●

3532 台勝科 2021-06-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為擬修正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請公

決案。 ●

3532 台勝科 2021-06-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為擬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請

公決案。 ●

3532 台勝科 2021-06-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事項（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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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533 嘉澤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百零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3533 嘉澤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百零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3533 嘉澤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3533 嘉澤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3533 嘉澤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控制作業」

部分條文案。 ●

3533 嘉澤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控制作

業」案。 ●

3533 嘉澤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案。 ●

3533 嘉澤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廢止本公司「監察人之職權範疇規則」

案。 ●

3540 曜越 2021-06-1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案。 ●

3540 曜越 2021-06-1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3540 曜越 2021-06-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3540 曜越 2021-06-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3540 曜越 2021-06-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部

分條文案。 ●

3540 曜越 2021-06-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

文案。 ●

3540 曜越 2021-06-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

分條文案。 ●

3540 曜越 2021-06-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處理作

業程序」部分條文案。 ●

3540 曜越 2021-06-15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

3546 宇峻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3546 宇峻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盈餘分配表案 ●

3546 宇峻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3546 宇峻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3546 宇峻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任程序案 ●

3546 宇峻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

3551 世禾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3551 世禾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3551 世禾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份條文案 ●

3551 世禾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

案 ●

3552 同致 2021-06-2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3552 同致 2021-06-2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3552 同致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3552 同致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3552 同致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3552 同致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辦法」案。 ●

3563 牧德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 ●

3563 牧德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3563 牧德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案。 ●

3563 牧德 2021-05-2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3567 逸昌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3567 逸昌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3567 逸昌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3567 逸昌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

3567 逸昌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部分條文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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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7 逸昌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

文案。 ●

3567 逸昌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部分條

文案。 ●

3567 逸昌 2021-06-17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

3580 友威科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 ●

3580 友威科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3580 友威科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

3587 閎康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 ●

3587 閎康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3587 閎康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 ●

3593 力銘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3593 力銘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虧損撥補案。 ●

3593 力銘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3593 力銘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3593 力銘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案。 ●

3593 力銘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子公司俊輝科技有限公司訂定「資金貸與

他人作業程序」內部控制辦法案。 ●

3593 力銘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子公司俊輝科技有限公司訂定「背書保證

作業程序」內部控制辦法案。 ●

3594 磐儀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3594 磐儀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3594 磐儀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3594 磐儀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案 ●

3594 磐儀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

3594 磐儀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

3594 磐儀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 ●

3594 磐儀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 ●

3594 磐儀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

3594 磐儀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為引進策略性投資人擬辦理私募現

金增資發行新股案 ●

3594 磐儀 2021-06-2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

3597 映興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3597 映興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3597 映興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案。 ●

3597 映興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3597 映興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案。 ●

3597 映興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3605 宏致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及營業報告書，

提請　承認案。 ●

3605 宏致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提請　承認

案。 ●

3605 宏致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提請討論

案。 ●

3611 鼎翰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民國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

財務報表案。 ●

3611 鼎翰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民國一Ｏ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3611 鼎翰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案。 ●

3611 鼎翰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

案。 ●

3611 鼎翰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案。 ●

3615 安可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3615 安可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3615 安可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3622 洋華 2021-06-2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九年度之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3622 洋華 2021-06-2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3622 洋華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3622 洋華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部分條文

案。 ●

3622 洋華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

文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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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2 洋華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

分條文案。 ●

3622 洋華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

3623 富晶通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財務報表案。 ●

3623 富晶通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虧損撥補案。 ●

3623 富晶通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3653 健策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決算表

冊案。 ●

3653 健策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Ｏ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3653 健策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

3661 世芯-KY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3661 世芯-KY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3661 世芯-KY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案（應以特別決議通過）。 ●

3661 世芯-KY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3661 世芯-KY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案【應以特別（重度）

決議通過】。 ●

3663 鑫科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3663 鑫科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3663 鑫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3663 鑫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3664 安瑞-KY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西元２０２０年度決算表冊

案。 ●

3664 安瑞-KY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西元２０２０年度虧損撥補

案。 ●

3664 安瑞-KY 2021-06-11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董事及獨立董事競業禁止案。 ●

3665 貿聯-KY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 ●

3665 貿聯-KY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3665 貿聯-KY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案。 ●

3665 貿聯-KY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案。 ●

3665 貿聯-KY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

3665 貿聯-KY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3665 貿聯-KY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辦理國內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及

／或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參與發行海外存

託憑證案。 ●

3665 貿聯-KY 2021-06-17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討論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

限制案。 ●

3666 光耀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案。 ●

3666 光耀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3666 光耀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3673 TPK-KY 2021-06-0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２０２０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

併財務報表案。 ●

3673 TPK-KY 2021-06-0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２０２０年度盈餘分派案。 ●

3679 新至陞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3679 新至陞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3679 新至陞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辦法」案。 ●

3679 新至陞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舉辦法」案。 ●

3679 新至陞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廢止本公司「監察人之職權範疇規則」

案。 ●

3680 家登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3680 家登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3680 家登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3680 家登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3680 家登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訂定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案。 ●

3680 家登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辦法」

案。 ●

3680 家登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辦法」案。 ●

3680 家登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辦法」

案。 ●

3680 家登 2021-05-31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第七屆董事之競業禁止案。 ●

3687 歐買尬 2021-06-2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3687 歐買尬 2021-06-2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０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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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7 歐買尬 2021-06-2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與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部分條文案 ●

3687 歐買尬 2021-06-2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3691 碩禾 2021-06-0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

3691 碩禾 2021-06-0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一０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3691 碩禾 2021-06-04 股東常會
討論及選舉

事項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

3691 碩禾 2021-06-04 股東常會
討論及選舉

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

案。 ●

3691 碩禾 2021-06-04 股東常會
討論及選舉

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

●

3702 大聯大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 ●

3702 大聯大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 ●

3702 大聯大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3702 大聯大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3702 大聯大 2021-06-23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擬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3703 欣陸 2021-06-0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3703 欣陸 2021-06-0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3703 欣陸 2021-06-0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公司章程修訂案 ●

3703 欣陸 2021-06-0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第五屆董事競業限制案 ●

3704 合勤控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

案。 ●

3704 合勤控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一０九年度盈虧撥補案。 ●

3704 合勤控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資本公積分派現金案。 ●

3704 合勤控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3704 合勤控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 ●

3704 合勤控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舉辦法」案。 ●

3704 合勤控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第四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3705 永信 2021-05-26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承認２０２０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

案。 ●

3705 永信 2021-05-26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承認２０２０年度盈餘分派案。

●

3705 永信 2021-05-26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擬廢止並重新訂立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

則」。 ●

3705 永信 2021-05-26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擬修正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

文。 ●

3705 永信 2021-05-26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3706 神達 2021-05-2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3706 神達 2021-05-2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3706 神達 2021-05-2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股東會議事規則」及「董事選舉辦

法」部分條文案。 ●

3706 神達 2021-05-2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董事競業之限制案。 ●

3708 上緯投控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3708 上緯投控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3708 上緯投控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

案。 ●

3708 上緯投控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3708 上緯投控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部分條文案。 ●

3708 上緯投控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得分次辦理對子公司上偉碳纖複合

材料（股）公司釋股作業暨放棄參與現金

增資計畫案。 ●

3711 日月光投控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

表案。 ●

3711 日月光投控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一○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3711 日月光投控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案。 ●

3711 日月光投控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公司章程」修訂案。 ●

3711 日月光投控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本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 ●

3711 日月光投控 2021-06-22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同意解除本公司新選任董事之競業禁止限

制案。 ●

3712 永崴投控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決算報表及盈

餘分配表。 ●

3712 永崴投控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4104 佳醫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Ｏ九年度決算表冊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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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4 佳醫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Ｏ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4104 佳醫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4104 佳醫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

分條文案。 ●

4104 佳醫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部分條文案。 ●

4104 佳醫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本公司部份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4105 東洋 2021-06-0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民國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告案。 ●

4105 東洋 2021-06-0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民國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4105 東洋 2021-06-0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4105 東洋 2021-06-09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

案。（解除新任董事林全競業禁止限制

案） ●

4105 東洋 2021-06-09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

案。（解除新任董事張文華競業禁止限制

案） ●

4105 東洋 2021-06-09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

案。（解除新任董事大灣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蕭家斌競業禁止限制案） ●

4105 東洋 2021-06-09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

案。（解除新任董事楊子江競業禁止限制

案） ●

4105 東洋 2021-06-09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

案。（解除新任董事章修績競業禁止限制

案） ●

4105 東洋 2021-06-09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

案。（解除新任獨立董事蔡堆競業禁止限

制案） ●

4105 東洋 2021-06-09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

案。（解除新任獨立董事薛明玲競業禁止

限制案） ●

4105 東洋 2021-06-09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

案。（解除新任獨立董事林添富競 ●

4114 健喬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4114 健喬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4114 健喬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4114 健喬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4116 明基醫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擬承認民國１０９年度財務報表及營業報

告書案。 ●

4116 明基醫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擬承認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4116 明基醫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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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116 明基醫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擬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及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案。 ●

4116 明基醫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擬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背

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

4116 明基醫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擬解除現任董事及其代表人新增競業禁止

限制案。 ●

4119 旭富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

案。 ●

4119 旭富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０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4119 旭富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一０九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4119 旭富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案。 ●

4119 旭富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4119 旭富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資金貸予他人作業辦法」案。 ●

4119 旭富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任程序」案。 ●

4123 晟德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4123 晟德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4123 晟德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4123 晟德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4123 晟德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案 ●



證券代號 證券名稱 股東會日期 股東會類別 議案類別 議案案由 贊成 反對 棄權

4123 晟德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私募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案 ●

4123 晟德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4128 中天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4128 中天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虧撥補案。 ●

4128 中天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９８年現金增資計畫變更案。 ●

4128 中天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4128 中天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4128 中天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4128 中天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

4137 麗豐-KY 2021-06-0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案

由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告

案。 ●

4137 麗豐-KY 2021-06-0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案

由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4137 麗豐-KY 2021-06-08 股東常會
討論及選舉

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

●

4137 麗豐-KY 2021-06-08 股東常會
討論及選舉

事項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

4138 曜亞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

4138 曜亞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4138 曜亞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修訂案。 ●

4138 曜亞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份條文修訂

案。 ●

4138 曜亞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份條文修

訂案。 ●

4138 曜亞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董事選任程序」部份條文修訂案。 ●

4138 曜亞 2021-06-10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新任董事之競業禁止解除案。 ●

4142 國光生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案。 ●

4142 國光生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4142 國光生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4148 全宇生技-KY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２０２０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 ●

4148 全宇生技-KY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２０２０年度盈餘分配案。 ●

4148 全宇生技-KY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4153 鈺緯 2021-06-2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4153 鈺緯 2021-06-2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4153 鈺緯 2021-06-21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

●

4153 鈺緯 2021-06-21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

案。 ●

4153 鈺緯 2021-06-21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部

份條文，並更名為「董事選任程序」案。 ●

4153 鈺緯 2021-06-21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作業程

序」部份條文案。 ●

4153 鈺緯 2021-06-21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份條文案。 ●

4153 鈺緯 2021-06-21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

案。 ●

4162 智擎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4162 智擎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4162 智擎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

4162 智擎 2021-05-31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原任、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

之限制案。 ●

4205 中華食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 ●

4205 中華食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4205 中華食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4205 中華食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案。 ●

4205 中華食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案。 ●

4205 中華食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4205 中華食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作業程序」案。 ●

4205 中華食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案。 ●

4205 中華食 2021-06-24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

限制案。 ●

4303 信立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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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3 信立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表案。 ●

4303 信立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4303 信立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

條文案。 ●

4303 信立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

序」部分條文案。 ●

4303 信立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

序」部分條文案。 ●

4303 信立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

分條文案。 ●

4303 信立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

文案。 ●

4303 信立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法人董事代表人

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4401 東隆興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4401 東隆興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4401 東隆興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案。 ●

4401 東隆興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

4401 東隆興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 ●

4401 東隆興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

4417 金洲 2021-06-0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4417 金洲 2021-06-0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4417 金洲 2021-06-0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4417 金洲 2021-06-0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並更名為

「董事選任程序」案 ●

4417 金洲 2021-06-0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

4420 光明 2021-06-2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８年度盈餘分派表修正案。 ●

4420 光明 2021-06-2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

分派案。 ●

4420 光明 2021-06-2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公司章程。 ●

4430 耀億 2021-06-2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案。 ●

4430 耀億 2021-06-2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4430 耀億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4430 耀億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4430 耀億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辦

法名稱及部分條文案。 ●

4430 耀億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部分條文案。 ●

4430 耀億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處理程序」部

分條文案。 ●

4430 耀億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處理程

序」部分條文案。 ●

4430 耀億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廢止本公司「監察人之職權範疇規則」

案。 ●

4506 崇友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２０２０年度各項財務決算表冊案。 ●

4506 崇友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２０２０年度盈餘分配案。 ●

4510 高鋒 2021-06-0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提請承認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

冊。 ●

4510 高鋒 2021-06-0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提請承認一０九年度虧損撥補表。 ●

4528 江興鍛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及財務報表案。 ●

4528 江興鍛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4528 江興鍛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章程」案。 ●

4528 江興鍛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舉辦法」案。 ●

4528 江興鍛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 ●

4528 江興鍛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

4528 江興鍛 2021-06-1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

4538 大詠城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決算

表冊案。 ●

4538 大詠城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4538 大詠城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訂本公司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提請

討論。 ●

4538 大詠城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會規則」，提請

討論。 ●

4538 大詠城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提請

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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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8 大詠城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

辦法」，提請　討論。 ●

4538 大詠城 2021-06-17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

4550 長佳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4550 長佳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4550 長佳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任程序」部份條文案。 ●

4550 長佳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案。 ●

4551 智伸科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4551 智伸科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4551 智伸科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案。 ●

4551 智伸科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董事選任程序」條文案。 ●

4554 橙的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

含個體財務報表）承認案 ●

4554 橙的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4554 橙的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4554 橙的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4554 橙的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案 ●

4555 氣立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

4555 氣立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4555 氣立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4555 氣立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部分條文

案。 ●

4555 氣立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部分條文

案。 ●

4555 氣立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

分條文案。 ●

4555 氣立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

文案。 ●

4557 永新-KY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4557 永新-KY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4557 永新-KY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作業程序」

部份條文案。 ●

4557 永新-KY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

案。 ●

4557 永新-KY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規範」部份條文

案。 ●

4561 健椿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提請承認本公司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

財務報表案 ●

4561 健椿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提請承認本公司一○九年度盈餘分配 ●

4561 健椿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4561 健椿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4568 科際精密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告暨

合併財務報告案。 ●

4568 科際精密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4568 科際精密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4568 科際精密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4568 科際精密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部分條文案。 ●

4568 科際精密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操作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處

理辦法」部分條文案。 ●

4571 鈞興-KY 2021-05-2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２０２０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

案。 ●

4571 鈞興-KY 2021-05-2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２０２０年度盈餘分配案。 ●

4571 鈞興-KY 2021-05-20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

4576 大銀微系統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２０２０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

案。 ●

4576 大銀微系統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２０２０年度盈餘分配案。 ●

4576 大銀微系統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4576 大銀微系統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4576 大銀微系統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

文案。 ●

4576 大銀微系統 2021-06-22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

4580 捷流閥業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 ●

4580 捷流閥業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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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0 捷流閥業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案。 ●

4580 捷流閥業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 ●

4580 捷流閥業 2021-06-2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4581 光隆精密-KY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２０２０年度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

案。 ●

4581 光隆精密-KY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２０２０年度盈餘分配案。 ●

4581 光隆精密-KY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 ●

4581 光隆精密-KY 2021-06-2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

之限制案。 ●

4706 大恭 2021-06-2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各項決算表冊。 ●

4706 大恭 2021-06-2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4711 永純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一Ｏ九年度決算表冊案。 ●

4711 永純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4721 美琪瑪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4721 美琪瑪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4721 美琪瑪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

4722 國精化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4722 國精化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4722 國精化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4722 國精化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4726 永昕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4726 永昕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虧撥補案。 ●

4726 永昕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案。 ●

4726 永昕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本公司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

制案。 ●

4726 永昕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以私募方式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案。 ●

4728 雙美 2021-06-2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

承認案。 ●

4728 雙美 2021-06-2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4728 雙美 2021-06-2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章程修訂案。 ●

4728 雙美 2021-06-2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案。 ●

4736 泰博 2021-05-2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4736 泰博 2021-05-2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4736 泰博 2021-05-2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4736 泰博 2021-05-2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

4736 泰博 2021-05-2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部分條文

案。 ●

4736 泰博 2021-05-2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辦法」部分條文

案。 ●

4736 泰博 2021-05-2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背書保證辦法」部分條文案。 ●

4736 泰博 2021-05-2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

文案。 ●

4736 泰博 2021-05-26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

4739 康普 2021-06-0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4739 康普 2021-06-0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4739 康普 2021-06-0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4739 康普 2021-06-0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4741 泓瀚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民國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

財務決算表冊案。 ●

4741 泓瀚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民國一○九年度盈餘分配表

案。 ●

4741 泓瀚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4741 泓瀚 2021-06-1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

制案。 ●

4743 合一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

案。 ●

4743 合一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九年度虧損撥補案。 ●

4743 合一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4743 合一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部分條文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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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3 合一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4743 合一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

4745 合富-KY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２０２０年度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案。 ●

4745 合富-KY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２０２０年度盈餘分配案。 ●

4745 合富-KY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案。 ●

4745 合富-KY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案。 ●

4754 國碳科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 ●

4754 國碳科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4754 國碳科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4754 國碳科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4754 國碳科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員工退休作業辦法」案。 ●

4754 國碳科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4754 國碳科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

案。 ●

4754 國碳科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監察人之職權範疇規則」

案。 ●

4755 三福化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承認案 ●

4755 三福化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4755 三福化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擬變更一○九年度現金增資之資金運用計

畫案 ●

4755 三福化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辦理資本公積發放現金股利案 ●

4755 三福化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案 ●

4755 三福化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

4755 三福化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案 ●

4755 三福化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 ●

4755 三福化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

4755 三福化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4755 三福化 2021-06-16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

4763 材料-KY 2021-04-1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２０２０年度營業報告書、２０２０

年度本公司及子公司合併財務報告案。 ●

4763 材料-KY 2021-04-1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２０２０年度盈餘分配案。 ●

4763 材料-KY 2021-04-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改「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管理辦法」部

分條文案。 ●

4763 材料-KY 2021-04-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改「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

4763 材料-KY 2021-04-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辦理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4767 誠泰科技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

4767 誠泰科技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表。 ●

4767 誠泰科技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及獨立董事選舉辦法」案。 ●

4767 誠泰科技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4904 遠傳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決算表冊（包括營業報告

書）。 ●

4904 遠傳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擬定分派現金股

利每股新台幣２‧２３４元）。 ●

4904 遠傳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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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904 遠傳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4904 遠傳 2021-06-23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公司法第二○九條有關董事競業禁止

之限制。 ●

4905 台聯電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民國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

個體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案。 ●

4905 台聯電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民國一Ｏ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4905 台聯電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現金減資案。 ●

4905 台聯電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4905 台聯電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4905 台聯電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案。 ●

4905 台聯電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案。 ●

4906 正文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

表案。 ●

4906 正文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一○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4906 正文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一○九年度辦理資本公積發放現金

案。 ●

4912 聯德控股-KY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２０２０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4912 聯德控股-KY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２０２０年度盈餘分配案。 ●

4912 聯德控股-KY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

4912 聯德控股-KY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任程序」部分條文案。 ●



證券代號 證券名稱 股東會日期 股東會類別 議案類別 議案案由 贊成 反對 棄權

4912 聯德控股-KY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２０２０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4912 聯德控股-KY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章程案（本案應以特別決議通

過）。 ●

4912 聯德控股-KY 2021-06-2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董事之競業禁止案。 ●

4915 致伸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

案。 ●

4915 致伸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4915 致伸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4915 致伸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 ●

4915 致伸 2021-05-2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行為禁止之限制案。 ●

4919 新唐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承認本公司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

財務報告案。 ●

4919 新唐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承認本公司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4919 新唐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討論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4919 新唐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討論本公司長期資金募集案。

●

4919 新唐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討論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4919 新唐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討論解除本公司董事之競業禁止限制案。

●

4930 燦星網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 ●

4930 燦星網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4933 友輝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4933 友輝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4933 友輝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份資產處理程序」案。 ●

4933 友輝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舉辦法」案。 ●

4933 友輝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4935 茂林-KY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4935 茂林-KY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4938 和碩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案。 ●

4938 和碩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4938 和碩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辦法」案。 ●

4943 康控-KY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 ●

4943 康控-KY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4943 康控-KY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本案擬

以特別決議通過） ●

4943 康控-KY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

4943 康控-KY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舉規範」部分條文案。 ●

4943 康控-KY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

文案。 ●

4952 凌通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4952 凌通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4952 凌通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之限制案。 ●

4953 緯軟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及

討論事

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承認

案。 ●

4953 緯軟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及

討論事
一０九年度盈餘分派承認案。

●

4953 緯軟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及

討論事

擬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

討論案。 ●

4953 緯軟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及

討論事

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部分條文討論案。 ●

4953 緯軟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及

討論事
擬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討論案。

●

4958 臻鼎-KY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

表。 ●

4958 臻鼎-KY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表。 ●

4958 臻鼎-KY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案。 ●

4961 天鈺 2021-05-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4961 天鈺 2021-05-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4961 天鈺 2021-05-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正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案。 ●

4961 天鈺 2021-05-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4961 天鈺 2021-05-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訂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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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1 天鈺 2021-05-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之子公司深圳天德鈺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開發行人民幣普通股（Ａ股）

股票並申請在海外證券交易所上市案。 ●

4961 天鈺 2021-05-1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擬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

案。 ●

4966 譜瑞-KY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西元２０２０年度營業報告書案。 ●

4966 譜瑞-KY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西元２０２０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案。 ●

4966 譜瑞-KY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西元２０２０年度盈餘分派案。 ●

4966 譜瑞-KY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核准發行西元２０２１年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計畫案。 ●

4968 立積 2021-05-2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4968 立積 2021-05-2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4968 立積 2021-05-2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

案。 ●

4968 立積 2021-05-2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4968 立積 2021-05-2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4968 立積 2021-05-2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部分條文

案。 ●

4971 IET-KY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２０２０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4971 IET-KY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２０２０年度盈餘分派案。 ●

4971 IET-KY 2021-06-23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競業禁止限

制案。 ●

4973 廣穎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4973 廣穎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4973 廣穎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4973 廣穎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4974 亞泰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4974 亞泰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4974 亞泰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

4977 眾達-KY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決算表冊

案。 ●

4977 眾達-KY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4977 眾達-KY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案（本案須以特別決議

通過）。 ●

4977 眾達-KY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私募發行普通股案（本案須以特別決議通

過）。 ●

4994 傳奇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4994 傳奇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4994 傳奇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4994 傳奇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監察人之職權範疇規則」部

分條文案。 ●

5009 榮剛 2021-05-2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5009 榮剛 2021-05-2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5009 榮剛 2021-05-2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案 ●

5009 榮剛 2021-05-2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舉辦法案 ●

5013 強新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5013 強新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Ｏ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5013 強新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5013 強新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作業程

序」案。 ●

5013 強新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

5013 強新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5013 強新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案。 ●

5013 強新 2021-06-10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5015 華祺 2021-06-1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各項財務

報表案。 ●

5015 華祺 2021-06-1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5015 華祺 2021-06-15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修訂本公司章程第十四條、第十四條之

一、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

二十四條之一、第二十五條有關監察人及

審計委員會之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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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5 華祺 2021-06-15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部分條文案。 ●

5015 華祺 2021-06-15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修訂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

序」部分條文案。 ●

5015 華祺 2021-06-15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

分條文案。 ●

5015 華祺 2021-06-15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辦法」部分條文

案。 ●

5015 華祺 2021-06-15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5015 華祺 2021-06-15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部

分條文及更名為「董事選舉辦法」案。 ●

5015 華祺 2021-06-15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擬解除本公司新選任董事（含獨立董事）

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5016 松和 2021-06-0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 ●

5016 松和 2021-06-0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5016 松和 2021-06-0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5212 凌網 2021-05-2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決算表冊案。 ●

5212 凌網 2021-05-2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5212 凌網 2021-05-2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5212 凌網 2021-05-2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5212 凌網 2021-05-2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案。 ●

5212 凌網 2021-05-2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案。 ●

5212 凌網 2021-05-2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

5215 科嘉-KY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

案。 ●

5215 科嘉-KY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表案。 ●

5215 科嘉-KY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案。 ●

5215 科嘉-KY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5215 科嘉-KY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作業程序」

案。 ●

5220 萬達光電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5220 萬達光電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盈餘分配案。 ●

5220 萬達光電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5220 萬達光電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變更公司登記地址案。 ●

5222 全訊 2021-04-1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

表案。 ●

5222 全訊 2021-04-1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5222 全訊 2021-04-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申請股票上市案。 ●

5222 全訊 2021-04-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股票申請上市時，擬以現金增資發

行新股委託推薦券商辦理承銷暨原股東放

棄優先認股股權討論案。 ●

5222 全訊 2021-04-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5222 全訊 2021-04-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5222 全訊 2021-04-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5222 全訊 2021-04-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案。 ●

5223 安力-KY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

報表承認案 ●

5223 安力-KY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承認案 ●

5223 安力-KY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

文修訂案 ●

5223 安力-KY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訂

案 ●

5234 達興材料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 ●

5234 達興材料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一○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5234 達興材料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案 ●

5234 達興材料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行為案 ●

5243 乙盛-KY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

表案。 ●

5243 乙盛-KY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5243 乙盛-KY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5243 乙盛-KY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案。 ●



證券代號 證券名稱 股東會日期 股東會類別 議案類別 議案案由 贊成 反對 棄權

5243 乙盛-KY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5243 乙盛-KY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5243 乙盛-KY 2021-06-1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

5245 智晶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5245 智晶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5245 智晶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5245 智晶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部分條文

案。 ●

5251 天鉞電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5251 天鉞電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九年度虧損撥補案。 ●

5251 天鉞電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5258 虹堡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5258 虹堡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5258 虹堡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辦理現金增資私募普通股案。 ●

5258 虹堡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5258 虹堡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部分條文案。 ●

5258 虹堡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處理程

序」部分條文案。 ●

5258 虹堡 2021-06-25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行為

之限制案。 ●

5269 祥碩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九年度決算表冊案。 ●

5269 祥碩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5269 祥碩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 ●

5274 信驊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

5274 信驊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5274 信驊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5274 信驊 2021-05-2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

5278 尚凡國際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5278 尚凡國際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5278 尚凡國際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０九年度現金增資發行新股計畫

變更事宜。 ●

5278 尚凡國際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5278 尚凡國際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

案。 ●

5278 尚凡國際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5278 尚凡國際 2021-06-25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ＡＬＬＢＬＵＥ　Ｌ

ＴＤ。代表人：張家銘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

5278 尚凡國際 2021-06-25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倍安國際投資有限公

司代表人：林東慶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5278 尚凡國際 2021-06-25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ＳＰＲＵＣＥＬＴ

Ｄ。代表人：林志銘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5278 尚凡國際 2021-06-25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犇騰國際投資有限公

司代表人：舒雨凡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5278 尚凡國際 2021-06-25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勵龍國際貿易有限公

司代表人：張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5278 尚凡國際 2021-06-25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廖文宏競業禁止之限

制案。 ●

5278 尚凡國際 2021-06-25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新任獨立董事林冠宇競業 ●

5281 大峽谷－KY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２０２０年度營業報告及合併財務報表承

認案。 ●

5281 大峽谷－KY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２０２０年度盈餘分配表案。 ●

5281 大峽谷－KY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含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作業程序）」案。 ●

5281 大峽谷－KY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案。 ●

5281 大峽谷－KY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案。 ●

5281 大峽谷－KY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5281 大峽谷－KY 2021-06-25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

5283 禾聯碩 2021-06-0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承認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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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3 禾聯碩 2021-06-0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5283 禾聯碩 2021-06-0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5291 邑昇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案。 ●

5291 邑昇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5291 邑昇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5291 邑昇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5291 邑昇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資本公積配發現金案。 ●

5291 邑昇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5299 杰力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

5299 杰力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5299 杰力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案 ●

5299 杰力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5299 杰力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部分條文案 ●

5299 杰力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本公司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

制案 ●

5306 桂盟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

案。 ●

5306 桂盟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5306 桂盟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5306 桂盟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部分條文案。 ●

5312 寶島科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 ●

5312 寶島科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5312 寶島科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修正本公司「關係人交易作業程序」

案。 ●

5312 寶島科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5312 寶島科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正本公司「章程」案。 ●

5312 寶島科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

序」案。 ●

5312 寶島科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正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

序」案。 ●

5312 寶島科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廢止本公司「監察人之職權範疇規

則」案。 ●

5312 寶島科 2021-06-23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

5344 立衛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百零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5344 立衛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百零九年度虧損撥補案。 ●

5347 世界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民國一Ｏ九年度之營業報告書

及財務報表。 ●

5347 世界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民國一Ｏ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5347 世界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核准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 ●

5347 世界 2021-06-1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同意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

制。 ●

5371 中光電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5371 中光電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5371 中光電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訂定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5371 中光電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訂定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5371 中光電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

序」案 ●

5392 應華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案。 ●

5392 應華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5392 應華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變更「公司名稱」暨「公司章

程」修訂案。 ●

5392 應華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案。 ●

5392 應華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5392 應華 2021-06-16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

5403 中菲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

合併財務報表案 ●

5403 中菲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表案 ●

5403 中菲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5403 中菲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5403 中菲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證券代號 證券名稱 股東會日期 股東會類別 議案類別 議案案由 贊成 反對 棄權

5425 台半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5425 台半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5425 台半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份條

文案。 ●

5425 台半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5425 台半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

5439 高技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5439 高技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5439 高技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5439 高技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案 ●

5439 高技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辦法」案 ●

5439 高技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 ●

5439 高技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案 ●

5439 高技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

序」案 ●

5439 高技 2021-06-23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

5443 均豪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一百零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

5443 均豪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一百零九年度盈餘分派議案 ●

5443 均豪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案 ●

5443 均豪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

案 ●

5443 均豪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

訂定案 ●

5452 佶優 2021-06-0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5452 佶優 2021-06-0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5457 宣德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5457 宣德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5457 宣德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5457 宣德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管

理程序」案 ●

5469 瀚宇博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

表案。 ●

5469 瀚宇博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5469 瀚宇博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董事：華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5469 瀚宇博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董事：焦佑衡先生） ●

5469 瀚宇博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董事：周致中先生） ●

5469 瀚宇博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獨立董事：盧啟昌先生） ●

5469 瀚宇博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修

正案。 ●

5469 瀚宇博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修正案。 ●

5471 松翰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5471 松翰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5471 松翰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5471 松翰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訂

案。 ●

5471 松翰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

案。 ●

5471 松翰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

案。 ●

5471 松翰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辦法」修訂案。 ●

5471 松翰 2021-06-16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

5474 聰泰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5474 聰泰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5474 聰泰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章程」案。 ●

5474 聰泰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5474 聰泰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一０九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證券代號 證券名稱 股東會日期 股東會類別 議案類別 議案案由 贊成 反對 棄權

5481 新華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5481 新華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5481 新華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5481 新華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作業辦法」

案。 ●

5481 新華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辦法」案。 ●

5481 新華 2021-06-10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

5483 中美晶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

盈餘分配表案 ●

5483 中美晶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案 ●

5483 中美晶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舉辦法」案 ●

5483 中美晶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

5483 中美晶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案 ●

5483 中美晶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為因應本公司資金需求，擬辦理公開募集

或私募有價證券案 ●

5493 三聯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5493 三聯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Ｏ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5493 三聯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5508 永信建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5508 永信建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廢除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並重新

制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5508 永信建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

5511 德昌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民國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 ●

5511 德昌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5511 德昌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5512 力麒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5512 力麒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5512 力麒 2021-06-11 股東常會
選舉暨討論

事項
修正「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

5512 力麒 2021-06-11 股東常會
選舉暨討論

事項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行為之限制

案。 ●

5515 建國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本公司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

及合併財務報表案 ●

5515 建國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本公司一０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5515 建國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案

●

5515 建國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

5515 建國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正

案 ●

5515 建國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

條文修正案 ●

5515 建國 2021-06-23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法人代表人之競業禁止

限制案 ●

5519 隆大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９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 ●

5519 隆大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5519 隆大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公司章程」之部分條文案 ●

5519 隆大 2021-05-25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

5523 豐謙 2021-06-0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敬請承認。 ●

5523 豐謙 2021-06-0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敬請承認。 ●

5523 豐謙 2021-06-0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款，提請

討論案。 ●

5536 聖暉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中華民國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

書暨財務報告書案。 ●

5536 聖暉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中華民國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

案。 ●

5536 聖暉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討論案。 ●

5536 聖暉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討論案。 ●

5536 聖暉 2021-05-2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新選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討

論案。 ●

5546 永固-KY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5546 永固-KY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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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6 永固-KY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5604 中連貨 2021-06-0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

5604 中連貨 2021-06-0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5604 中連貨 2021-06-0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

5604 中連貨 2021-06-0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

文。 ●

5604 中連貨 2021-06-0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 ●

5607 遠雄港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5607 遠雄港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5607 遠雄港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案。 ●

5706 鳳凰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5706 鳳凰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5706 鳳凰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案。 ●

5706 鳳凰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以資本公積轉發現金案。 ●

5820 日盛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5820 日盛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5820 日盛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5820 日盛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日盛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選

舉規則」案。 ●

5820 日盛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日盛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

議議事規則」案。 ●

5820 日盛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本公司第七屆董事（獨立董事劉志

鵬）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5820 日盛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本公司第八屆董事代表人韓蔚廷先生

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5820 日盛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本公司第八屆董事代表人陳聖德先生

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5820 日盛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本公司第八屆董事代表人程耀輝先生

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5820 日盛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本公司第八屆董事代表人郭倍廷先生

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5820 日盛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本公司第八屆董事代表人葉公亮先生

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5820 日盛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本公司第八屆董事代表人程明乾先生

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5820 日盛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本公司第八屆董事代表人劉中平先生

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5820 日盛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本公司第八屆董事代表人王瑋女士競

業禁止之限制案。 ●

5820 日盛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本公司第八屆董事黃旭新先生競 ●

5871 中租-KY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

表。 ●

5871 中租-KY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5871 中租-KY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5871 中租-KY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本公司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5880 合庫金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承認案。 ●

5880 合庫金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承認案。 ●

5880 合庫金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討

論案。 ●

5880 合庫金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討論案。 ●

5880 合庫金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討論案。 ●

5880 合庫金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討論案。 ●

5903 全家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２０２０年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 ●

5903 全家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２０２０年盈餘分配案 ●

5903 全家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公司章程修正案 ●

5903 全家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案 ●

5903 全家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董事選任辦法修正案 ●

5903 全家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案 ●

5903 全家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背書保證辦法修正案 ●

5903 全家 2021-06-1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解除案 ●

5905 南仁湖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承認案。 ●

5905 南仁湖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議案。 ●

5905 南仁湖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5905 南仁湖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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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05 南仁湖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案。 ●

6104 創惟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

6104 創惟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6104 創惟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6104 創惟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6104 創惟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案。 ●

6104 創惟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案。 ●

6104 創惟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案。 ●

6104 創惟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

6104 創惟 2021-06-16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6112 聚碩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擬承認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案。 ●

6112 聚碩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擬承認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6112 聚碩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擬修訂「公司章程」案。

●

6112 聚碩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擬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

6112 聚碩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擬修訂「資金貸與他人或背書保證作業程

序」案。 ●

6112 聚碩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擬解除現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限制案。

●

6114 久威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及財務報表案。 ●

6114 久威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6116 彩晶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

表案。 ●

6116 彩晶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一０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6116 彩晶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擬以私募方式或公開發行方式擇一或

搭配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案。 ●

6116 彩晶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6116 彩晶 2021-05-25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討論擬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董

事：華新麗華股份有限公司） ●

6116 彩晶 2021-05-25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討論擬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董

事：焦佑麒先生） ●

6116 彩晶 2021-05-25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討論擬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董

事：馬維欣女士） ●

6116 彩晶 2021-05-25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討論擬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董

事：吳欣盈女士） ●

6116 彩晶 2021-05-25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討論擬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獨立

董事：趙辛哲先生） ●

6116 彩晶 2021-05-25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討論擬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獨立

董事：洪慶山先生） ●

6121 新普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6121 新普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6121 新普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舉辦法」案。 ●

6124 業強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 ●

6124 業強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6124 業強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及選舉

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6124 業強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及選舉

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

6124 業強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及選舉

事項
修訂「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案。

●

6124 業強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及選舉

事項

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

案。 ●

6124 業強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及選舉

事項
修訂「背書保證管理規定」部分條文案。

●

6124 業強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及選舉

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

文案。 ●

6124 業強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及選舉

事項
解除新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

6125 廣運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6125 廣運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6125 廣運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資本公積配發股東紅利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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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5 廣運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章程』案。 ●

6125 廣運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6134 萬旭 2021-06-0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２０２０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6134 萬旭 2021-06-0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２０２０年度盈餘分派案。 ●

6134 萬旭 2021-06-0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6134 萬旭 2021-06-0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案。 ●

6134 萬旭 2021-06-0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案。 ●

6134 萬旭 2021-06-0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辦法」案。 ●

6134 萬旭 2021-06-0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6134 萬旭 2021-06-0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案。 ●

6134 萬旭 2021-06-0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董事競業行為禁止案。 ●

6138 茂達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案。 ●

6138 茂達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6138 茂達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 ●

6141 柏承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０九年度決算表冊案 ●

6141 柏承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０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6141 柏承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辦理本公司現金減資案 ●

6143 振曜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承認

案。 ●

6143 振曜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承認案。 ●

6143 振曜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公司章程」案。 ●

6143 振曜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

6143 振曜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並訂定

「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 ●

6143 振曜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並訂定「子

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

6143 振曜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廢止原「董事選舉辦法」，並重新訂定

「董事選任程序」案。 ●

6143 振曜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廢止原「股東會議事規則」，並重新訂定

「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6143 振曜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新任之第九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

6147 頎邦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案。 ●

6147 頎邦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盈餘分派案。 ●

6147 頎邦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案。 ●

6147 頎邦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

序」部分條文案。 ●

6147 頎邦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

條文案。 ●

6147 頎邦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本公司擬以私募「普通股」、「甲種

特別股」或「乙種特別股」三擇一或搭配

方式以一次或分次辦理現金增資案。 ●

6148 驊宏資 2021-06-2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 ●

6148 驊宏資 2021-06-2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表案。 ●

6148 驊宏資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背書保證作業辦法」案。 ●

6148 驊宏資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

6148 驊宏資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公司章程」案。 ●

6151 晉倫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九年度決算表冊案。 ●

6151 晉倫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6152 百一 2021-06-2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6152 百一 2021-06-2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虧撥補案。 ●

6152 百一 2021-06-29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討論解除公司新選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

6153 嘉聯益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6153 嘉聯益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6153 嘉聯益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

6158 禾昌 2021-06-0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6158 禾昌 2021-06-0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6158 禾昌 2021-06-0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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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8 禾昌 2021-06-0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 ●

6172 互億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6172 互億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盈餘分配案。 ●

6172 互億 2021-06-28 股東常會 叁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 ●

6172 互億 2021-06-28 股東常會 叁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

案。 ●

6172 互億 2021-06-28 股東常會 叁討論事項
修訂暨更名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

法」部份條文案。 ●

6172 互億 2021-06-28 股東常會 叁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部份條文案。 ●

6172 互億 2021-06-28 股東常會 叁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份條

文案。 ●

6172 互億 2021-06-28 股東常會 叁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

份條文案。 ●

6172 互億 2021-06-2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擬解除新選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6173 信昌電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 ●

6173 信昌電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6173 信昌電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6173 信昌電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解除董事競業禁止案。（董事：焦佑

衡先生） ●

6175 立敦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6175 立敦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6175 立敦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 ●

6175 立敦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重新訂定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6175 立敦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重新訂定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案。 ●

6175 立敦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部份條文案。 ●

6175 立敦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

份條文案。 ●

6175 立敦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施行辦法」部份條

文案。 ●

6175 立敦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辦理私募現金增資案。 ●

6175 立敦 2021-06-25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

6176 瑞儀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百零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

案 ●

6176 瑞儀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百零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6176 瑞儀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案 ●

6176 瑞儀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解除本公司改選後新任董事競業禁止

之限制案 ●

6177 達麗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

6177 達麗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表。 ●

6177 達麗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公司章程」部份條文。 ●

6177 達麗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 ●

6177 達麗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董事選舉辦法」部份條文。 ●

6177 達麗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辦理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 ●

6177 達麗 2021-06-17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

6179 亞通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決算表冊

案。 ●

6179 亞通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6179 亞通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6182 合晶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民國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暨

財務報表案。 ●

6182 合晶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民國一○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6182 合晶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6182 合晶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案。 ●

6182 合晶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6182 合晶 2021-06-2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擬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之規

定 ●

6187 萬潤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6187 萬潤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6187 萬潤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

6187 萬潤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6187 萬潤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證券代號 證券名稱 股東會日期 股東會類別 議案類別 議案案由 贊成 反對 棄權

6187 萬潤 2021-06-17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補選董事及其代表人有關公司法第２

０９條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6188 廣明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6188 廣明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6188 廣明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為配合達明機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達明」）申請股票上市（櫃）時程及

符合股權分散規定，擬於達明上市（櫃）

掛牌前辦理釋股作業案。 ●

6188 廣明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

6191 精成科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

表案。 ●

6191 精成科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6191 精成科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董事長：焦佑衡先生） ●

6191 精成科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董事：賴偉珍先生） ●

6191 精成科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修訂案。 ●

6191 精成科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案。 ●

6191 精成科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本公司辦理現金減資案。 ●

6192 巨路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6192 巨路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6194 育富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6194 育富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6194 育富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6194 育富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

案。 ●

6194 育富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案。 ●

6194 育富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案。 ●

6194 育富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

6194 育富 2021-06-11 股東常會
其他討論事

項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

之限制案。 ●

6195 詩肯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

案 ●

6195 詩肯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6195 詩肯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及選舉

事項
解除新選任獨立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6196 帆宣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

告案。 ●

6196 帆宣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一Ｏ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6196 帆宣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

6196 帆宣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案。 ●

6203 海韻電 2021-06-1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案。 ●

6203 海韻電 2021-06-1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6203 海韻電 2021-06-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部分條文案。 ●

6206 飛捷 2021-06-0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 ●

6206 飛捷 2021-06-0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6206 飛捷 2021-06-0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

6206 飛捷 2021-06-0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公司章程」案。 ●

6206 飛捷 2021-06-0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董事選舉辦法」案。 ●

6206 飛捷 2021-06-0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6206 飛捷 2021-06-0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

案。 ●

6208 日揚 2021-06-0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6208 日揚 2021-06-0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6208 日揚 2021-06-0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 ●

6208 日揚 2021-06-0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案。 ●

6208 日揚 2021-06-0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舉辦法」部份條文案。 ●

6208 日揚 2021-06-0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份條

文案。 ●

6208 日揚 2021-06-07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

6213 聯茂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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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3 聯茂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6213 聯茂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訂案。 ●

6213 聯茂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訂

案。 ●

6213 聯茂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

條文修訂案。 ●

6213 聯茂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發行低於市價之員工認股權憑證

案。 ●

6213 聯茂 2021-06-16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

案。 ●

6216 居易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討論暨

選舉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及

個體財務報表案 ●

6216 居易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討論暨

選舉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6216 居易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討論暨

選舉
資本公積分派現金案

●

6216 居易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討論暨

選舉
修訂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6216 居易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討論暨

選舉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6216 居易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討論暨

選舉

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部

分條文案 ●

6216 居易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討論暨

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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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217 中探針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6217 中探針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6217 中探針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6217 中探針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

●

6217 中探針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擬解除本公司新選任董事（含獨立董事）

競業禁止限制案 ●

6219 富旺 2021-05-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 ●

6219 富旺 2021-05-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6219 富旺 2021-05-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6219 富旺 2021-05-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案。 ●

6221 晉泰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6221 晉泰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6221 晉泰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

股案。 ●

6221 晉泰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6221 晉泰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部分條文案。 ●

6223 旺矽 2021-06-1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6223 旺矽 2021-06-1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盈餘分派案。 ●

6223 旺矽 2021-06-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案。 ●

6223 旺矽 2021-06-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

修正案。 ●

6226 光鼎 2021-06-0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及合

併財務報告案。 ●

6226 光鼎 2021-06-0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Ｏ九年度虧損撥補案。 ●

6226 光鼎 2021-06-0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6228 全譜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6228 全譜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虧損撥補案 ●

6229 研通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6229 研通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6229 研通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6229 研通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部分條文案。 ●

6229 研通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辦法」部分條文

案。 ●

6229 研通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

分條文案。 ●



證券代號 證券名稱 股東會日期 股東會類別 議案類別 議案案由 贊成 反對 棄權

6229 研通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部

分條文暨更名案。 ●

6229 研通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6229 研通 2021-06-24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行為之限制

案。 ●

6230 尼得科超眾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承認案。 ●

6230 尼得科超眾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承認案。 ●

6230 尼得科超眾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討論案。 ●

6231 系微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6231 系微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6231 系微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以私募方式辦理一一○年度第一次國內

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發行案。 ●

6231 系微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6231 系微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程序」

案。（並更名為董事選任程序）。 ●

6237 驊訊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

表。 ●

6237 驊訊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０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6237 驊訊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分次辦理私募普通股案。 ●

6237 驊訊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

文案。 ●

6237 驊訊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解除本公司改選後新任董事及其所代表

之法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6239 力成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承認

案。 ●

6239 力成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6239 力成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6239 力成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之名稱及

部分條文案。 ●

6239 力成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及「背書保證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案。 ●

6239 力成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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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242 立康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6242 立康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6242 立康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內容案。 ●

6242 立康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內

容案。 ●

6242 立康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內容

案。 ●

6242 立康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部分條文內容案。 ●

6242 立康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獨立董事許瑞祥先生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

6244 茂迪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6244 茂迪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6245 立端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6245 立端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6245 立端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 ●

6245 立端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

序」部份條文案 ●

6257 矽格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

表案。 ●

6257 矽格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6257 矽格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

6257 矽格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

6257 矽格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6257 矽格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公司章程案。 ●

6259 百徽 2021-06-2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

表冊案。 ●



證券代號 證券名稱 股東會日期 股東會類別 議案類別 議案案由 贊成 反對 棄權

6259 百徽 2021-06-2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一０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6259 百徽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6259 百徽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案。 ●

6259 百徽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6259 百徽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案。 ●

6259 百徽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一一０年度私募現金增資案。 ●

6269 台郡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

案。 ●

6269 台郡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6269 台郡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6269 台郡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6269 台郡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辦理公開募集發行普通股，或發行新股參

與海外存託憑證，或私募方式發行普通

股、或海外或國內可轉換公司債案。 ●

6269 台郡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案。 ●

6269 台郡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案。 ●

6269 台郡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

6271 同欣電 2021-06-0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6271 同欣電 2021-06-0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6271 同欣電 2021-06-0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部分條文

案。 ●

6271 同欣電 2021-06-0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部分條文案。 ●

6274 台燿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6274 台燿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6274 台燿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 ●

6274 台燿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

6274 台燿 2021-06-22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6275 元山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6275 元山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6275 元山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6275 元山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案。 ●

6275 元山 2021-05-31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之競業禁止限制案。 ●

6276 安鈦克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6276 安鈦克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6278 台表科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案。 ●

6278 台表科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6278 台表科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6279 胡連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一○九年度財務報表案。 ●

6279 胡連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6279 胡連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資本公積配發股東現金案。 ●

6284 佳邦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6284 佳邦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6284 佳邦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

6284 佳邦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辦理私募股票補辦公開發行暨申請上櫃

案。 ●

6284 佳邦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6285 啟碁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承認

案。 ●

6285 啟碁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一Ｏ九年度盈餘分派承認案

●

6285 啟碁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討論

案。 ●

6285 啟碁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

討論案。 ●

6290 良維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 ●

6290 良維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6290 良維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證券代號 證券名稱 股東會日期 股東會類別 議案類別 議案案由 贊成 反對 棄權

6290 良維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

文案。 ●

6290 良維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

分條文案。 ●

6290 良維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任程序」條文案。 ●

6290 良維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

6290 良維 2021-06-23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

6409 旭隼 2021-06-2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6409 旭隼 2021-06-2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6409 旭隼 2021-06-2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以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

6409 旭隼 2021-06-2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部分條文

案。 ●

6409 旭隼 2021-06-21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6411 晶焱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０九年度決算表冊案。 ●

6411 晶焱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０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6411 晶焱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資本公積配發現金案。 ●

6411 晶焱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 ●

6411 晶焱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條文案。 ●

6411 晶焱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條文案。 ●

6411 晶焱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訂定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並同時廢除

原「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案。 ●

6411 晶焱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管理辦法」

案。 ●

6411 晶焱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管理辦法」

案。 ●

6411 晶焱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之管理辦法」案。 ●

6411 晶焱 2021-06-11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

6414 樺漢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一Ｏ九年度財務報表及營業報

告書案 ●

6414 樺漢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一Ｏ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6414 樺漢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6414 樺漢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6414 樺漢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背書及保證作業程序」案 ●

6414 樺漢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辦理私募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

公司債案 ●

6414 樺漢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

轉讓予員工案 ●

6414 樺漢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 ●

6415 矽力-KY 2021-06-03 股東常會
承認暨討論

事項

２０２０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

案。 ●

6415 矽力-KY 2021-06-03 股東常會
承認暨討論

事項
２０２０年度盈餘分派案。

●

6415 矽力-KY 2021-06-03 股東常會
承認暨討論

事項
修訂「董事及獨立董事選舉辦法」案。

●

6415 矽力-KY 2021-06-03 股東常會
承認暨討論

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6415 矽力-KY 2021-06-03 股東常會
承認暨討論

事項
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

●

6426 統新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提請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

冊。 ●

6426 統新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提請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6426 統新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案。 ●

6426 統新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誠信經營守則」案。 ●

6426 統新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6426 統新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道德行為準則」案。 ●

6426 統新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會議事規則」案 ●

6426 統新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

6426 統新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 ●

6435 大中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 ●

6435 大中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6438 迅得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

案。 ●

6438 迅得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6438 迅得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6438 迅得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任程序」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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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8 迅得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案。 ●

6438 迅得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辦理私募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案。 ●

6441 廣錠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6441 廣錠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6441 廣錠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6441 廣錠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

6441 廣錠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股東會議議事規則」修正案。 ●

6441 廣錠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背書保證作業辦法」修正案。 ●

6441 廣錠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案。 ●

6451 訊芯-KY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２０２０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

報告案； ●

6451 訊芯-KY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２０２０年度盈餘分配表案。 ●

6451 訊芯-KY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案； ●

6451 訊芯-KY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6452 康友-KY 2021-06-3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申請撤銷股票公開發行案。 ●

6456 GIS-KY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２０２０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

報表案 ●

6456 GIS-KY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２０２０年度盈餘分派表案 ●

6456 GIS-KY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

6456 GIS-KY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 ●

6456 GIS-KY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及／或現金增

資發行普通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案 ●

6457 紘康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

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

●

6457 紘康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

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6457 紘康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

項
修訂「董事選舉辦法」案

●

6457 紘康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

項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作業辦法」案

●

6462 神盾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Ｏ九年度決算表冊案。 ●

6462 神盾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6462 神盾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6462 神盾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作業程序」

部分條文案。 ●

6462 神盾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獨立董事選任程序」

部分條文案。 ●

6464 台數科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6464 台數科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０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6464 台數科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一０九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6464 台數科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配合子公司「鑫傳國際多媒體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未來申請上市（櫃）計畫，本公

司及本公司控制或從屬公司得分次辦理對

該子公司釋股作業暨放棄參與該公司現金

增資計畫案 ●

6485 點序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6485 點序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6485 點序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案 ●

6485 點序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6485 點序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任程序」案 ●

6485 點序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本公司辦理私募普通股案 ●

6488 環球晶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

盈餘分派表案 ●

6488 環球晶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舉辦法」案 ●

6488 環球晶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案 ●

6488 環球晶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

6488 環球晶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為因應本公司資金需求，擬辦理公開募集

有價證券案 ●

6488 環球晶 2021-06-22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6491 晶碩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案。 ●

6491 晶碩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6491 晶碩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及選舉

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6491 晶碩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及選舉

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辦法」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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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91 晶碩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及選舉

事項
討論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6496 科懋 2021-05-2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決算表

冊案。 ●

6496 科懋 2021-05-2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6496 科懋 2021-05-2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6496 科懋 2021-05-2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為

「董事選舉辦法」並修正部份條文案。 ●

6496 科懋 2021-05-2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

6496 科懋 2021-05-21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

6504 南六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

暨營業報告書案。 ●

6504 南六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6504 南六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6504 南六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任程序案。 ●

6504 南六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案。 ●

6509 聚和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6509 聚和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6510 精測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及財務報表案。 ●

6510 精測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6516 勤崴國際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案。 ●

6516 勤崴國際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6516 勤崴國際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通過本公司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6516 勤崴國際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6516 勤崴國際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部分條文

案。 ●

6516 勤崴國際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6516 勤崴國際 2021-05-2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之競業禁

止限制案。 ●

6525 捷敏-KY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Ｏ九年度合併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

務報告案。 ●

6525 捷敏-KY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表案。 ●

6525 捷敏-KY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 ●

6525 捷敏-KY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任程序』。 ●

6525 捷敏-KY 2021-06-16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6530 創威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案 ●

6530 創威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6530 創威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以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

6530 創威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廢除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管理辦法」及

「背書保證管理辦法」，合併訂定本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管理辦法」案 ●

6530 創威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管理辦法」及

「董事選舉管理辦法」案 ●

6531 愛普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案 ●

6531 愛普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表案 ●

6531 愛普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6531 愛普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１０５年第二次、１０７年、

１０８年及１０９年員工認股權憑證發行

及認股辦法案 ●

6531 愛普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6531 愛普 2021-06-17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董事及新任獨立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

6533 晶心科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

案。 ●

6533 晶心科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一０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6533 晶心科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第七屆新任董事有關公司法第２０９

條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6533 晶心科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以擇一或搭配之方式分次或同時

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參與發行海外存

託憑證、國內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案。 ●

6533 晶心科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 ●

6538 倉和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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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8 倉和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

文。 ●

6538 倉和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部份條文。 ●

6538 倉和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管理辦法」部

份條文。 ●

6538 倉和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

6542 隆中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6542 隆中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虧損撥補案 ●

6542 隆中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6542 隆中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案 ●

6542 隆中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6542 隆中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

6568 宏觀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

表案。 ●

6568 宏觀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6568 宏觀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

6568 宏觀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訂「董事選任程序」部分條文案。 ●

6568 宏觀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辦理一Ｏ九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

案。 ●

6568 宏觀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庫藏股擬以低於實際平均買回價格

轉讓予員工案。 ●

6568 宏觀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辦理私募普通股案。 ●

6568 宏觀 2021-06-16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擬解除新選任董事及其代表人之競業禁止

限制案。 ●

6582 申豐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擬具本公司２０２０年度決算表冊案。 ●

6582 申豐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擬具本公司２０２０年度盈餘分派案。 ●

6582 申豐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條文案。 ●

6582 申豐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條文案。 ●

6594 展匯科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 ●

6594 展匯科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6594 展匯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章程案 ●

6594 展匯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辦理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6594 展匯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 ●

6594 展匯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舉辦法」案 ●

6596 寬宏藝術 2021-06-0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

分配案。 ●

6603 富強鑫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

6603 富強鑫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6603 富強鑫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辦理盈餘轉增資案。 ●

6603 富強鑫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6605 帝寶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決算表

冊案。 ●

6605 帝寶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6605 帝寶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6613 朋億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

報告書案。 ●

6613 朋億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6613 朋億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案。 ●

6613 朋億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6613 朋億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

6613 朋億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舉辦法」案。 ●

6615 慧智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

案 ●

6615 慧智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表案 ●

6615 慧智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 ●

6615 慧智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

6615 慧智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 ●

6615 慧智 2021-06-23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6617 共信-KY 2021-06-0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２０２０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

務報表案。 ●

6617 共信-KY 2021-06-0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２０２０年度虧損撥補表案。 ●

6617 共信-KY 2021-06-0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申請股票第一上市、櫃案。 ●

6617 共信-KY 2021-06-0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證券代號 證券名稱 股東會日期 股東會類別 議案類別 議案案由 贊成 反對 棄權

6617 共信-KY 2021-06-0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初次申請第一上市、櫃掛牌前之現金增資

提撥公開承銷及原股東放棄優先認購權

案。 ●

6617 共信-KY 2021-06-01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6640 均華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告案 ●

6640 均華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6640 均華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案 ●

6640 均華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案 ●

6640 均華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資本公積發放現金股利案 ●

6641 基士德-KY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２０２０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

併財務報表案。 ●

6641 基士德-KY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２０２０年度盈餘分配案。 ●

6641 基士德-KY 2021-06-17 股東常會 叁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6641 基士德-KY 2021-06-17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

6642 富致 2021-05-2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財務決算表冊，提請承認案。 ●

6642 富致 2021-05-2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6642 富致 2021-05-2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6643 M31 2021-05-2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6643 M31 2021-05-2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6643 M31 2021-05-2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6643 M31 2021-05-2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 ●

6643 M31 2021-05-27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新選及現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

業禁止案 ●

6649 台生材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6649 台生材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虧損撥補案。 ●

6649 台生材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案。 ●

6649 台生材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6655 科定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

案。 ●

6655 科定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6655 科定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範」案。 ●

6655 科定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案。 ●

6666 羅麗芬-KY 2021-06-0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２０２０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6666 羅麗芬-KY 2021-06-0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２０２０年度盈餘分配案。 ●

6666 羅麗芬-KY 2021-06-03 股東常會 叁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6666 羅麗芬-KY 2021-06-03 股東常會 叁討論事項
解除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競業禁止

限制案。 ●

6668 中揚光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 ●

6668 中揚光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6668 中揚光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案。 ●

6668 中揚光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6668 中揚光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案。 ●

6669 緯穎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及

討論

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承認

案。 ●

6669 緯穎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及

討論
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承認案。

●

6669 緯穎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及

討論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討論案。 ●

6669 緯穎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及

討論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討

論案。 ●

6669 緯穎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及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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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670 復盛應用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6670 復盛應用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6670 復盛應用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

6670 復盛應用 2021-06-24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選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

制案。 ●

6679 鈺太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6679 鈺太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6679 鈺太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6679 鈺太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6679 鈺太 2021-05-31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及其

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案。 ●

6683 雍智科技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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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3 雍智科技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6683 雍智科技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舉辦法」案。 ●

6683 雍智科技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6683 雍智科技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通過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 ●

6683 雍智科技 2021-06-2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

6706 惠特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6706 惠特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6706 惠特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6706 惠特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6706 惠特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

6706 惠特 2021-06-25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

6716 應廣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

6716 應廣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6716 應廣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部份

條文」案。 ●

6716 應廣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6716 應廣 2021-05-2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案。 ●

6727 亞泰金屬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6727 亞泰金屬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6727 亞泰金屬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6727 亞泰金屬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衍生性商品交易管理辦法」案。 ●

6727 亞泰金屬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

6727 亞泰金屬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管理辦法」案。 ●

6727 亞泰金屬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案。 ●

6732 昇佳電子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案 ●

6732 昇佳電子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6732 昇佳電子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6732 昇佳電子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案。 ●

6732 昇佳電子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

6732 昇佳電子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案。 ●

6732 昇佳電子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

序】案。 ●

6743 安普新 2021-06-3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6743 安普新 2021-06-3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6743 安普新 2021-06-3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6743 安普新 2021-06-3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資本公積配發新股案。 ●

6743 安普新 2021-06-3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章程」案。 ●

6743 安普新 2021-06-3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舉管理辦法」案。 ●

6743 安普新 2021-06-3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管理辦法」案。 ●

6747 亨泰光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承

認案。 ●

6747 亨泰光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6747 亨泰光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董事選舉辦法」條文修訂。 ●

6747 亨泰光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股東會議事規則」條文修訂。 ●

6747 亨泰光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資本公積配發現金案。 ●

6747 亨泰光 2021-06-10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之限制案。 ●

6752 叡揚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案。 ●

6752 叡揚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6752 叡揚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案。 ●

6752 叡揚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案。 ●

6752 叡揚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修訂案。 ●

6752 叡揚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修訂案。 ●

6752 叡揚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本公司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6752 叡揚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6756 威鋒電子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6756 威鋒電子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6756 威鋒電子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案。 ●

6756 威鋒電子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

序」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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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03 崑鼎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

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提請承認案。 ●

6803 崑鼎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提請承

認案。 ●

6803 崑鼎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修訂「章程」部分條文，提請公決

案。 ●

6803 崑鼎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部分條文，提請公決案。 ●

6803 崑鼎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修訂「資金貸與他人處理程序」部

分條文，提請公決案。 ●

8016 矽創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一Ｏ九年度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案

●

8016 矽創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8016 矽創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

●

8016 矽創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修訂「從事衍生性商品處理程序」案

●

8016 矽創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限制案

●

8027 鈦昇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２０２０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

表承認案。 ●

8027 鈦昇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２０２０年度盈餘分派表承認案。 ●

8027 鈦昇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解除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

制案。 ●

8027 鈦昇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發行低於時價之員工認股權憑證

案。 ●

8039 台虹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Ｏ九年度決算表冊案。 ●

8039 台虹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8039 台虹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8042 金山電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8042 金山電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8042 金山電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8042 金山電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私募普通股案。 ●

8042 金山電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董事選舉辦法」案。 ●

8044 網家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

案。 ●

8044 網家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表案。 ●

8044 網家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以私募方式及／或公開發行方式

擇一或搭配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案。 ●

8044 網家 2021-06-11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限制案。 ●

8046 南電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為依法提出本公司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

請承認案。 ●

8046 南電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為依法提出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之

議案，請承認案。 ●

8046 南電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為擬修正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請公

決案。 ●

8046 南電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為擬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請

公決案。 ●

8054 安國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 ●

8054 安國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虧損撥補案 ●

8054 安國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及選舉

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案

●

8054 安國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及選舉

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

8054 安國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及選舉

事項
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

●

8054 安國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及選舉

事項
擬以私募方式發行普通股案

●

8054 安國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及選舉

事項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

8066 來思達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承

認案。 ●

8066 來思達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承認案。 ●

8066 來思達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討論案。 ●

8069 元太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Ｏ九年度之決算表冊案。 ●

8069 元太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一Ｏ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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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69 元太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議修訂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8069 元太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議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

條文案。 ●

8069 元太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議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

序」部分條文案。 ●

8070 長華*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民國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

財務報表。 ●

8070 長華*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8070 長華*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

8071 能率網通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8071 能率網通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8071 能率網通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8071 能率網通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更名暨修訂案 ●

8076 伍豐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8076 伍豐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０九年度虧損撥補案。 ●

8081 致新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8081 致新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8086 宏捷科 2021-06-0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8086 宏捷科 2021-06-0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8088 品安 2021-06-2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8088 品安 2021-06-2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8093 保銳科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

報表案。 ●

8093 保銳科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虧撥補案。 ●

8093 保銳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 ●

8093 保銳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監察人選舉辦法」部

份條文案。 ●

8093 保銳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部份條文案。 ●

8093 保銳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

份條文案。 ●

8093 保銳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份條

文案。 ●

8093 保銳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

序」部份條文案。 ●

8093 保銳科 2021-06-1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

案。 ●

8093 保銳科 2021-06-11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8096 擎亞電子 2021-06-1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九年度決算表冊案。 ●

8096 擎亞電子 2021-06-1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8096 擎亞電子 2021-06-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8096 擎亞電子 2021-06-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案。 ●

8109 博大 2021-06-0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

案。 ●

8109 博大 2021-06-0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8109 博大 2021-06-0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8147 正淩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8147 正淩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8147 正淩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擇一或併同辦理私募普通股或私

募國內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案 ●

8147 正淩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

8150 南茂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百零九年度決算表冊案。 ●

8150 南茂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百零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8150 南茂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案。 ●

8150 南茂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8150 南茂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及獨立董事選舉辦法」案。 ●

8150 南茂 2021-05-31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第十屆當選董事（含獨立董事）有關

公司法第２０９條競業禁止之限制。 ●

8155 博智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8155 博智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8155 博智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案。 ●

8155 博智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董事兼任，擬解除競業禁止限制案。 ●

8163 達方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擬承認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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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3 達方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擬承認一０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8163 達方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及討論

事項

擬請股東常會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

業行為之限制案。 ●

8183 精星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

表案。 ●

8183 精星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一０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8183 精星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章程案。 ●

8183 精星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董事選舉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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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性商品交

易處理程序」案。 ●

8183 精星 2021-06-1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討論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案。（

董事：焦佑衡先生） ●

8183 精星 2021-06-1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討論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案。（

董事：劉明雄先生） ●

8183 精星 2021-06-1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討論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案。（

董事：彭朋煌先生） ●

8183 精星 2021-06-1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討論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案。（

董事：精成科技（股）公司代表人：邱郁

盛先生） ●

8183 精星 2021-06-1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討論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案。（

獨立董事：陳惠周先生） ●

8183 精星 2021-06-1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討論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案。（

獨立董事：張碧蘭女士） ●

8299 群聯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民國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案。 ●

8299 群聯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民國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8299 群聯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辦理私募普通股案。 ●

8299 群聯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8299 群聯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原名為：

「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部分條文

案。 ●

8299 群聯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

序」、「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背書保證

作業程序」部分條文案。 ●

8349 恒耀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8349 恒耀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8349 恒耀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案。 ●

8358 金居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8358 金居 2021-06-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Ｏ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8358 金居 2021-06-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一Ｏ九年度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

8367 建新國際 2021-06-0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8367 建新國際 2021-06-0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8367 建新國際 2021-06-0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

8367 建新國際 2021-06-0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案。 ●

8383 千附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8383 千附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8383 千附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為配合本公司之子公司「千附精密股份有

限公司」申請股票上櫃股權分散規劃，本

公司擬處分持有千附精密公司之股票案 ●

8383 千附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

8383 千附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 ●

8383 千附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

8383 千附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舉辦法」案 ●

8383 千附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8383 千附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8403 盛弘 2021-06-2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合併

財務報表承認案 ●

8403 盛弘 2021-06-2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8403 盛弘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8403 盛弘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8403 盛弘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8403 盛弘 2021-06-29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選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證券代號 證券名稱 股東會日期 股東會類別 議案類別 議案案由 贊成 反對 棄權

8406 金可-KY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

表案 ●

8406 金可-KY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8406 金可-KY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修訂「資金貸與作業程序」部分

條文案 ●

8406 金可-KY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修訂「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

條文案 ●

8406 金可-KY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修訂「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名稱及部分條文案 ●

8406 金可-KY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廢止「監察人職權範疇規則」案 ●

8406 金可-KY 2021-06-25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擬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

止限制案 ●

8410 森田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決算報表

案。 ●

8410 森田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8410 森田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修訂案。 ●

8410 森田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訂案。 ●

8411 福貞-KY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之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

案。 ●

8411 福貞-KY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8411 福貞-KY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公司章程修正案。 ●

8411 福貞-KY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案。 ●

8411 福貞-KY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

案。 ●

8411 福貞-KY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案。 ●

8411 福貞-KY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正案。 ●

8411 福貞-KY 2021-06-1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8420 明揚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 ●

8420 明揚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8420 明揚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8420 明揚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8420 明揚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暨更名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

法」部分條文案。 ●

8420 明揚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部分條文案。 ●

8420 明揚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

文案。 ●

8420 明揚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

分條文案。 ●

8420 明揚 2021-05-31 股東常會 其他事項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行為

限制案。 ●

8422 可寧衛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暨討論

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8422 可寧衛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暨討論

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8422 可寧衛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暨討論

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8423 保綠-KY 2021-06-2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提請承認２０２０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案。 ●

8423 保綠-KY 2021-06-2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提請承認２０２０年度盈餘分派案。 ●

8423 保綠-KY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案。 ●

8423 保綠-KY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8423 保綠-KY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辦理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8423 保綠-KY 2021-06-29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8436 大江 2021-06-2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２０２０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8436 大江 2021-06-2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２０２０年度盈餘分配案。 ●

8436 大江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案。 ●

8436 大江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

8436 大江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8437 大地-KY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２０２０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8437 大地-KY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２０２０年度盈餘分派案。 ●

8437 大地-KY 2021-06-17 股東常會 叁討論事項 修正「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 ●

8437 大地-KY 2021-06-17 股東常會 叁討論事項 修正「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8444 綠河-KY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暨討論

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

案。 ●



證券代號 證券名稱 股東會日期 股東會類別 議案類別 議案案由 贊成 反對 棄權

8444 綠河-KY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暨討論

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8444 綠河-KY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暨討論

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8444 綠河-KY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暨討論

事項
修訂「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案。

●

8444 綠河-KY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暨討論

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

8444 綠河-KY 2021-06-23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行為之限制

案。 ●

8446 華研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

8446 華研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盈餘分配表。 ●

8446 華研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

8446 華研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

8446 華研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案。 ●

8454 富邦媒 2021-05-18 股東常會
承認暨討論

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8454 富邦媒 2021-05-18 股東常會
承認暨討論

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8454 富邦媒 2021-05-18 股東常會
承認暨討論

事項

本公司盈餘暨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

案。 ●

8454 富邦媒 2021-05-18 股東常會
承認暨討論

事項
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8454 富邦媒 2021-05-18 股東常會
承認暨討論

事項
解除林啟峰董事競業限制案。

●

8454 富邦媒 2021-05-18 股東常會
承認暨討論

事項
解除谷元宏董事競業限制案。

●

8454 富邦媒 2021-05-18 股東常會
承認暨討論

事項
解除林之晨董事競業限制案。

●

8454 富邦媒 2021-05-18 股東常會
承認暨討論

事項
解除黃茂雄董事競業限制案。

●

8454 富邦媒 2021-05-18 股東常會
承認暨討論

事項
解除陳宏守獨立董事競業限制案。

●

8463 潤泰材 2021-05-1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8463 潤泰材 2021-05-1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一０九年度盈餘分配議案。 ●

8463 潤泰材 2021-05-1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董事選舉辦法」修訂案。 ●

8463 潤泰材 2021-05-1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

案。 ●

8463 潤泰材 2021-05-1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為子公司潤德室內裝修設計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未來申請股票上市（櫃）計畫，

本公司得放棄參與該公司現金增資計畫

案。 ●

8464 億豐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8464 億豐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8464 億豐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案。 ●

8467 波力-KY 2021-05-1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２０２０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 ●

8467 波力-KY 2021-05-1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２０２０年度盈餘分派案。 ●

8467 波力-KY 2021-05-1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8481 政伸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8481 政伸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8481 政伸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8481 政伸 2021-06-1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及其代表人

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8482 商億-KY 2021-06-0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２０２０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

報表案。 ●

8482 商億-KY 2021-06-0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２０２０年度盈餘分配案。 ●

8482 商億-KY 2021-06-0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修訂案。 ●

8482 商億-KY 2021-06-0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案。 ●

8488 吉源-KY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２０２０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告案 ●

8488 吉源-KY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２０２０年度盈餘分配案 ●

8488 吉源-KY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案 ●

8488 吉源-KY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8488 吉源-KY 2021-06-25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及其代表人

之競業禁止案 ●

8499 鼎炫-KY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各項決算表冊案。 ●

8499 鼎炫-KY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證券代號 證券名稱 股東會日期 股東會類別 議案類別 議案案由 贊成 反對 棄權

8499 鼎炫-KY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8499 鼎炫-KY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

8921 沈氏印刷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擬具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敬請　承認。 ●

8921 沈氏印刷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擬訂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敬請

承認。 ●

8921 沈氏印刷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敬請　公決。 ●

8924 大田 2021-05-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

案。 ●

8924 大田 2021-05-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8924 大田 2021-05-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8924 大田 2021-05-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8926 台汽電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告案 ●

8926 台汽電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8926 台汽電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變更本公司９７年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增資計畫內容案 ●

8927 北基 2021-06-2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暨合併

財務報表案 ●

8927 北基 2021-06-2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8927 北基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案 ●

8927 北基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監察人之職權範疇」修正案 ●

8927 北基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案 ●

8927 北基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擬解除本公司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

限制案 ●

8928 鉅明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8928 鉅明 2021-05-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Ｏ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

8928 鉅明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8928 鉅明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8928 鉅明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部

分條文暨更名案。 ●

8928 鉅明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部分條文案。 ●

8928 鉅明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

分條文案。 ●

8928 鉅明 2021-05-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

文案。 ●

8928 鉅明 2021-05-25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

案。 ●

8929 富堡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案。 ●

8929 富堡 2021-06-22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8929 富堡 2021-06-22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8938 明安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 ●

8938 明安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8938 明安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8938 明安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8941 關中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8941 關中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8941 關中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修訂

案。 ●

8941 關中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訂

案。 ●

9802 鈺齊-KY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１０９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暨營業

報告書案。 ●

9802 鈺齊-KY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9802 鈺齊-KY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

文案。 ●

9802 鈺齊-KY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

9802 鈺齊-KY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任程序」部分條文案。 ●

9904 寶成 2021-06-16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

報表及盈餘分派案。 ●

9904 寶成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9904 寶成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證券代號 證券名稱 股東會日期 股東會類別 議案類別 議案案由 贊成 反對 棄權

9904 寶成 2021-06-16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9907 統一實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告

案。 ●

9907 統一實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9907 統一實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案。 ●

9907 統一實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修正案。 ●

9907 統一實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9908 大台北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

9908 大台北 2021-06-10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9908 大台北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9908 大台北 2021-06-10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

案。 ●

9910 豐泰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２０２０年度財務報表暨營業報告書承認

案。 ●

9910 豐泰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２０２０年度盈餘分配表承認案。 ●

9910 豐泰 2021-06-1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董事選舉辦法」案。 ●

9910 豐泰 2021-06-1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之限制案。 ●

9911 櫻花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9911 櫻花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9911 櫻花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9911 櫻花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

9914 美利達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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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914 美利達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承認案 ●

9914 美利達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章程修正案 ●

9914 美利達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案 ●

9914 美利達 2021-06-25 股東常會
其他討論事

項
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限制解除案

●

9917 中保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9917 中保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9917 中保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以資本公積配發現金案。 ●

9921 巨大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 ●

9921 巨大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9921 巨大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及選舉

事項
討論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案

●

9921 巨大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及選舉

事項
討論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修訂案

●

9921 巨大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及選舉

事項

討論本公司之子公司鼎鎂新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開發行人民幣普通股（Ａ

股）並申請在中國大陸之證券交易所上市

案 ●

9921 巨大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及選舉

事項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

之限制案 ●

9924 福興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 ●

9924 福興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9924 福興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9924 福興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

案。 ●

9924 福興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

分條文案。 ●

9925 新保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財務決算表冊案，提請承認。 ●

9925 新保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 ●

9925 新保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提請

討論。 ●

9925 新保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提請

討論。 ●

9925 新保 2021-06-17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第１５屆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提請　討論。 ●

9927 泰銘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

9927 泰銘 2021-06-23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表 ●

9927 泰銘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辦理現金減資案 ●

9927 泰銘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9927 泰銘 2021-06-23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案 ●

9935 慶豐富 2021-06-2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 ●



證券代號 證券名稱 股東會日期 股東會類別 議案類別 議案案由 贊成 反對 棄權

9935 慶豐富 2021-06-29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9935 慶豐富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舉辦法」案。 ●

9935 慶豐富 2021-06-29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9935 慶豐富 2021-06-29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

案。 ●

9937 全國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

案。 ●

9937 全國 2021-06-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9937 全國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9937 全國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案。 ●

9937 全國 2021-06-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

案。 ●

9938 百和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 ●

9938 百和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9938 百和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9938 百和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舉辦法】案。 ●

9938 百和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行為之限制案。 ●

9939 宏全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 ●

9939 宏全 2021-06-1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9940 信義 2021-05-2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案。 ●

9940 信義 2021-05-2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9941 裕融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提請承認一〇九年度決算表冊案。 ●

9941 裕融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提請承認一〇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

9941 裕融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 ●

9941 裕融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9941 裕融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9945 潤泰新 2021-06-1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民國１０９年度決算表冊案。 ●

9945 潤泰新 2021-06-1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議案。 ●

9945 潤泰新 2021-06-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案。 ●

9945 潤泰新 2021-06-1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為配合民國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擬辦理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

9946 三發地產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

案。 ●

9946 三發地產 2021-05-3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9946 三發地產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9946 三發地產 2021-05-31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

案。 ●

9946 三發地產 2021-05-31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之競業禁

止案。 ●

9951 皇田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

9951 皇田 2021-06-17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9951 皇田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案。 ●

9951 皇田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作業處理程序」

案。 ●

9951 皇田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背書保證作業處理程序」案。 ●

9951 皇田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處理程序」案。 ●

9951 皇田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

9951 皇田 2021-06-17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更名並修訂「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

案。 ●

9951 皇田 2021-06-17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

9958 世紀鋼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

9958 世紀鋼 2021-05-28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承認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9958 世紀鋼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9958 世紀鋼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部分條文案。 ●

9958 世紀鋼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

分條文案。 ●

9958 世紀鋼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

文案。 ●

9958 世紀鋼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9958 世紀鋼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部

分條文案。 ●

9958 世紀鋼 2021-05-28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辦理私募普通股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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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58 世紀鋼 2021-05-28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討論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

禁止限制案 ●

9960 邁達康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承認

案。 ●

9960 邁達康 2021-06-11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承認案。 ●

9960 邁達康 2021-06-11 股東常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

之限制案。 ●

9962 有益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9962 有益 2021-06-24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１０９年度盈餘分配案。 ●

9962 有益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修訂「公司章程」討論案。

●

9962 有益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修訂「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討論案。

●

9962 有益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討論案。

●

9962 有益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討論

案。 ●

9962 有益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修訂「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處理辦

法」討論案。 ●

9962 有益 2021-06-24 股東常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

案。 ●

B1507 永大機電公司(獨立董事黃福雄召集)2021-02-08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解任永大公司第１９屆獨立董事陳世洋職

務案。 ●

1310 台苯 2021-10-14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

1507 永大 2021-11-16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與日商株式會社日立製作所「股份

轉換」案。 ●

1507 永大 2021-11-16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股票終止上市及停止公開發行案。 ●

1507 永大 2021-12-28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法人董事代表人競業禁

止之限制案。 ●

2208 台船 2021-12-17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管理

要點」。 ●

2327 國巨 2021-09-07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提請　決議。 ●

2327 國巨 2021-09-07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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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40 台亞 2021-10-21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同意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含獨立董事）

競業許可案 ●

2340 台亞 2021-10-21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2340 台亞 2021-10-21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擬處分大陸子公司－紹興歐柏斯光電科技

有限公司案 ●

2340 台亞 2021-10-21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擬分割本公司「系統事業群」讓與新設子

公司 ●

2340 台亞 2021-10-21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得於分割變更登記完成日起一年內

，就承受分割營業之子公司辦理釋股作業

及放棄參與該公司之現金增資計畫案 ●

2354 鴻準 2021-10-20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章程案。 ●

2354 鴻準 2021-10-20 股東臨時會 其他議案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2456 奇力新 2021-09-07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以股份轉換方式成為國巨股份有

限公司百分之百子公司案。 ●

2456 奇力新 2021-09-07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終止上市、撤銷公開發行案。 ●

2457 飛宏 2021-12-16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2457 飛宏 2021-12-16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辦理私募普通股現金增資案。 ●

2823 中壽 2021-10-01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與中華開發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簽訂股份轉換契約並進行股份轉換案。 ●

2881 富邦金 2021-11-05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吸收合併日盛金融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案。 ●

2883 開發金 2021-10-01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擬修正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2883 開發金 2021-10-01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為將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中國人壽」）納為１００％持股之

保險子公司，爰依金融控股公司法、企業

併購法等相關法規，規劃與中國人壽進行

股份轉換、簽署股份轉換契約暨發行普通

股新股及特別股新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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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8 紅馬-KY 2021-09-07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與ＲＨ株式會社及其子公司進行

反三角合併案與簽署合併契約，謹請　討

論。 ●

2928 紅馬-KY 2021-09-07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申請有價證券終止櫃檯買賣及停

止公開發行案，謹請　討論。 ●

3144 新揚科 2021-09-10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與日商株式會社有澤製作所（Ａｒ

ｉｓａｗａ　Ｍｆｇ．Ｃｏ．，　Ｌｔｄ

．）進行股份轉換暨本公司股票終止上櫃

案。 ●

3144 新揚科 2021-09-10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於股東會決議通過股份轉換案後，

擬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請停止公開發

行案。 ●

3144 新揚科 2021-09-10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3413 京鼎 2021-12-30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擬辦理私募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案。 ●

3413 京鼎 2021-12-30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

3522 御頂 2021-08-20 股東臨時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

3691 碩禾 2021-09-30 股東臨時會
討論及選舉

事項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

3691 碩禾 2021-09-30 股東臨時會
討論及選舉

事項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部份條文案。 ●

3691 碩禾 2021-09-30 股東臨時會
討論及選舉

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

●

3691 碩禾 2021-09-30 股東臨時會
討論及選舉

事項

擬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

員工案。 ●

3714 富采 2021-08-11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份條

文。 ●

3714 富采 2021-08-11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同意董事競業許可。 ●

4153 鈺緯 2021-12-15 股東臨時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

●

4153 鈺緯 2021-12-15 股東臨時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

案。 ●

4153 鈺緯 2021-12-15 股東臨時會
討論暨選舉

事項
補充說明１０６年辦理私募普通股案。

●

4735 豪展 2021-11-12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修正公司章程案。 ●

4735 豪展 2021-11-12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私募有價證券案。 ●

4735 豪展 2021-11-12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修訂董事選任程序案。 ●

4735 豪展 2021-11-12 股東臨時會 其他議案 解除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案。 ●

5287 數字 2021-11-04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

5287 數字 2021-11-04 股東臨時會 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

案。 ●

5321 美而快 2021-12-03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擬辦理私募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案。 ●

5403 中菲 2021-09-09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 ●

5820 日盛金 2021-11-05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與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合併

並簽訂合併契約案。 ●

5820 日盛金 2021-11-05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申請有價證券終止櫃檯買賣、停

止公開發行暨辦理解散案。 ●

6531 愛普* 2021-12-06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擬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參與發行海外

存託憑證案。 ●

8249 菱光 2021-09-17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現金增資私募普通股案。 ●

8404 百和興業-KY 2021-10-28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之子公司無錫百和織造股份有限公

司擬辦理首次公開發行人民幣普通股股票

並申請在海外證券交易所上市案。 ●

8404 百和興業-KY 2021-10-28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行為之限制案。 ●

8938 明安 2021-11-26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

8938 明安 2021-11-26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案。 ●

8938 明安 2021-11-26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部

分條文案。 ●

8938 明安 2021-11-26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部分條文案。 ●

8938 明安 2021-11-26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

文案。 ●

8938 明安 2021-11-26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

分條文案。 ●

8938 明安 2021-11-26 股東臨時會 其他議案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行為

限制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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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38 百和 2021-10-27 股東臨時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間接持股之子公司無錫百和織造股

份有限公司擬辦理首次公開發行人民幣普

通股股票並申請在海外證券交易所上市

案。 ●

A1000 集保結算所 2021-08-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

表。 ●

A1000 集保結算所 2021-08-25 股東常會 承認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分派案。 ●

A1000 集保結算所 2021-08-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本公司１０９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

案。 ●

A1000 集保結算所 2021-08-25 股東常會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