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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被投資公司互動 - 投票政策 

為尊重被投資公司之經營專業並促進其有效發展，對於經營

階層所提出之議案原則表示支持，但對於有礙被投資公司永續發

展等違反公司治理之議案(如財報不實、董監酬勞不當等)、對環

境或社會具負面影響之議案(如汙染環境、違反人權、剝奪勞工權

益等)，得不予支持。在某些形況下，大華銀投信可能會選擇不投

票或棄權：(1)行政或其他程序導致投票費用超過收益的情況。

(2)有表決的證券是證券借貸計畫的一部分，大華銀投信無法對借

出的證券進行表決。(3)會議通知在會議日期前送達，大華銀投信

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充分評估在股東大會上提出的問題或進行表

決。(4)在公司開會日期之前出售股票，並決定針對這些股票不進

行投票。 

大華銀投信原則上投票將支持的議案如：具獨立性、多元性

的董事會，原則反對增資超過一定比例且附優先認股權的議案，

或是無優先認股權增資幅度超過一定比例的提案、審計服務時間

過長的審計合約等。這些原則上反對的議案，都只有在特殊情形

或公司擁有正當需求時，才可能獲得大華銀投信的支持。2021年

進行股東會投票時，已經基於前項可能影響現有股權分配及經營

策略可能更動的股權相關議案，投下反對票的決定。 

根據本公司盡職治理守則聲明之原則四，適當與被投資公司

對話及互動；本公司透過與被投資公司適當之對話及互動，以進

一步了解與溝通其經營階層對產業面臨之風險與策略，並致力與

被投資公司在長期價值創造上取得一定共識。對於長期投資標

的，本公司將不定期透過電話會議、面會、參與法說會或派員參

與股東常會或重大之股東臨時會等方式與被投資公司經營階層溝

通。當被投資公司在特定議題上有重大違反公司治理原則或損及

本公司客戶/受益人/股東長期價值之虞時，本公司將不定時向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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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公司經營階層詢問處理情形，且不排除聯合其他投資人共同

表達訴求。 

執行情形：由上述政策內容可知，本公司每年透過各種方式

與被投資公司溝通。為檢視政策內容之目的是否有確實執行，本

公司有四階段的投資流程，分別為投資前之篩選、審議以及事後

的檢討及調整。在維護股東權益的同時，彰顯盡職治理之精神。

2020年度無反對重大議案投票，爾後針對重大議案，若投下反對

票，將進一步說明原因。 

大華銀投信於 2020 年投過電話會議、座談會、參與法人說

明會或派員參加股東會方式，與被投資公司經營階層溝通，主要

由一位同仁專責處理，參與 18 家被投資公司之會議總計 18 場

次，並依政策第十六條規定，於該同仁出席前，已於指派書明載

就各項議案如何行使表決權之指示。另外，所出席的 18 次股東

會，親自出席率為 100%，並無使用代理投票服務的情形，年度

總共表決 54 項議案。為配合 ESG 策略之納入，大華銀投信於盡

職治理政策明定，當被投資公司所提議案有礙永續發展或對於環

境、社會有負面影響者，原則不予支持。就內部政策方面，大華

銀投信須依政策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規定，定期評估被投資公司

相關資訊對其自身發行股票長期價值之影響，並於必要時主動與

被投資公司進行議合，亦於第十五條羅列四項互動方式。 

本公司對前開議案均表示贊成，將議案類型大致分成 4 大類

型(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承認案、董監事相關議案、公司資本相

關議案、其他類型議案)說明之： 

✓ 承認案部分，財務報報表均獲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 

✓ 公司資本相關議案部分，被投資公司其配息比率與該公

司獲利能力相當； 

✓ 董監事相關議案部分，董監事人選提名符合公司法第

192 條規定，且並無公司法所訂消極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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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類型議案部分，係配合相關法令辦理章程修訂、並

依公司章程及相關法規處理作業。 

 

 

 

 

 

公司名稱 股東會日期 決議事項 

2838A 聯邦銀甲特 2020/5/28 1 108 年度營業報告。 贊成  

    2 108 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贊成  

    3 108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贊成  

    4 修訂本行「銀行誠信經營守則暨行為指南」報告。 贊成 

6121 新普 2020/5/28 1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贊成  

    2 108 年度盈餘分配案。 贊成  

    3 子公司釋股案。 贊成  

    4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行為之限制案。 贊成  

2412 中華電 2020/5/29 1 本公司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贊成  

    2 本公司 108 年度盈餘分配案。 贊成  

    3 本公司章程修正案。 贊成  

    4 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贊成  

2330 台積電 2020/6/9 1 承認民國 108 年度之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贊成  

    2 核准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贊成  

1101 1101B/台泥 台泥乙特 2020/6/9 1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贊成  

    2 108 年度盈餘分派案。 贊成  

    3 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贊成  

19%

23%

11%

47%
58%

2019 贊成議案類型

承認案 公司資本相關議案

董監事相關議案 其他類型議案

45%

17% 15%

23%

38%

2020 贊成議案類型

承認案

公司資本相關議案

董監事相關議案

其他類型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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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擬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贊成  

    5 擬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贊成  

2385 群光 2020/6/10 1 
本公司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告暨個體

財務報告承認案。 
贊成  

    2 本公司 108 年度盈餘分配承認案。 贊成  

    3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放作業程序」討論案。 贊成  

2887E 2887F/台新金戊特 戊特二 2020/6/12 1 本公司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贊成  

    2 本公司 108 年度盈餘分派 贊成  

    3 本公司盈餘撥充資本發行新股 贊成  

    4 變更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贊成  

2882B 國泰金乙特 2020/6/12 1 本公司擬規劃辦理長期資金募集討論案 贊成  

2887E 2887F/台新金戊特 台新金戊特二 2020/6/12 1 本公司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贊成  

    2 本公司 108 年度盈餘分派 贊成  

    3 本公司盈餘撥充資本發行新股 贊成  

    4 變更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贊成  

2882A 2882B/國泰金甲特 乙特 2020/6/12 1 本公司擬規劃辦理長期資金募集討論案 贊成  

2881B 富邦金乙特 2020/6/12 1 108 年度盈餘分配案。 贊成  

    2 本公司擬規劃辦理長期資金募集案。 贊成  

4966 譜瑞-KY 2020/6/15 1 承認西元 2019 年度營業報告書案。 贊成  

    2 承認西元 2019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案。 贊成  

    3 承認西元 2019 年度盈餘分派案。 贊成  

    1 核准發行西元 2020 年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計畫案。 贊成  

    2 
核准修訂本公司章程案（本案須以特別決議通

過）。 
贊成  

2891 2891B/中信金 中信金乙特 2020/6/19 1 承認 108 年度決算表冊案。 贊成  

    2 承認 108 年度盈餘分派案。 贊成  

    3 修訂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贊成  

    4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贊成  

2886/兆豐金 2020/6/19 1 本公司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贊成  

    2 本公司 108 年度盈餘分配案。 贊成  

    3 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贊成  

    4 修正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贊成  

    5-1 
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法人股東臺灣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贊成  

    5-2 
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董事長張兆

順。 
贊成  

    5-3 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董事胡光華。 贊成  

    5-4 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董事蔡永義。 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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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董事吳宏謀。 贊成  

2888A 新光金甲特 2020/6/1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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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成  

9941A 裕隆甲特 2020/6/23   甲種特別股無投票權   

3702A 大聯大甲特 2020/6/24  甲種特別股無投票權   

8916A 光隆甲特 2020/6/22   甲種特別股無投票權   

＊投票情形揭露公司官網連結：www.uobam.com.tw 

案例：富邦金、國泰金、新光金 2020 擬規劃辦理長期資金募集 

於富邦金、國泰金、新光金 2020 年股東會中就擬規劃辦理

長期資金募集案表示贊成，為了接軌 IFRS 國際公報，主管機關

希望金控集團用普通股來充實資本。除了 IFRS 外，壽險金控在

低利率期間和資本市場波動劇烈的時期，常發生資本適足率不

足，進而影響公司投資決策，儘管富邦金、國泰金、新光金營運

體質健全，我們仍然贊成富邦金、國泰金、新光金長期資金募集

一案以應付未來營運的挑戰。 

2020年大華銀投信內部研究團隊親自負責投票，為更清楚了

解投票議案和公司治理方針，沒有透過代理投票服務。2021年已

與 ISS(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 Service, Inc.)簽訂代理投票顧問

服務契約，ISS 將根據公司治理流程對股東會各項議案提出建

議，大華銀投信研究團隊除參考 ISS 提供之分析資訊外，亦會照

實際與被投資公司互動情形與研究結果，調整為客觀的觀點。因

應被投資公司股東會議之相關議案，將由研究團隊先進行會前研

究，並參考 ISS 所提議的內容做成決議，並經相關主管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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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管道】 

若有任何建議或諮詢，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繫： 

地    址：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109 號 16 樓 

客戶、受益人請洽： 

客戶服務信箱：uobamtw@UOBgroup.com 

客戶服務專線：02-27197005 

 

被投資公司請洽： 

投資研究部  陳晞倫  經理 

電話: 02-2719-7005 由專人轉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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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盡職治理政策全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基於受益人之長期利益，透過對於達一定標準之被投資公司營運狀

況之關注、互動，以期提升投資價值，爰訂定本政策。 

第二條 本政策所稱被投資公司，為本公司經理之任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所

投資於本公司「股票投資資產池篩選標準及選股會議運作規範」第 4 條所

訂「股票投資資產池」內之標的。 

第二章 盡職治理原則 

第三條 本公司運用經理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應遵循法令、主管機關

及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之規定，並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

本於誠實信用原則執行業務。 

第四條 本公司經理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應符合法令或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

訂之投資範圍、投資方針及投資限制；並顧及投資當時市場現況下執行交

易，且不得利用內線交易以達成績效。 

第五條 本公司經理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應公平對待所有受益人，並不得令

受益人遭受不法損失。 

第六條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本公司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以業務上所知悉之消息洩露予他人或從事有價證券及其相關商品買賣

之交易活動。 

二、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買賣有價證券及其相關商品時，為自己或他人

之不法利益買入或賣出，或無正當理由，與受託投資資金為相對委託之交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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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買賣有價證券及其相關商品時，未將證券商、

期貨商或其他交易對手退還手續費或給付其他利益歸入基金資產。 

四、轉讓出席股東會委託書或藉行使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持有股票之投票表

決權，收受金錢或其他利益。 

五、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買賣有價證券及其相關商品時，意圖抬高或壓

低證券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或從事其他足以損害受益人權

益之行為。 

六、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買賣有價證券及其相關商品時，將已成交之買

賣委託，自基金帳戶改為自己、他人或全權委託帳戶，或自自己、他人或

全權委託改為基金帳戶。 

第三章 利益衝突管理原則 

第七條 本公司經手人員從事投資國內被投資公司股票及依主管機關規定之

具股權性質之衍生性商品之前，應先依本公司「經理守則」相關規定辦理

事先申報作業，未經核准，不得從事交易。 

第八條 本公司經手人員如經核准投資國內被投資公司股票及依主管機關規

定之具股權性質之衍生性商品，其買入或賣出應遵循本公司「經理守則」

有關持有期間或不得再行買入期間之限制規定。 

第九條 為避免基金經理人任意對同一檔股票於不同基金間作買賣相反之投

資決定，而影響受益人之權益，除有因特殊類型之基金性質或為符合法令、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規定及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或法令另有特別許可之情形

外，不得對同一檔股票有同時或同一日作相反投資之決定。 

第十條 本公司於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許可之範圍內，以自有資金進行轉投

資時，不得與受益人之權益發生利益衝突，且不得損害受益人之權益。 

第十一條 本公司不得為特定人之利益，而作出對受益人不利之決策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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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如發生重大利益衝突事件以致重大損害受益人權益之情形，本公

司得透過網站公告、傳真、電子郵件或電話等方式，向受益人彙總說明事

件原委及處理方式。 

第四章 持續關注被投資公司原則 

第十三條 本公司應評估被投資公司相關資訊對其所發行股票長期價值之影

響，如有溝通必要，得與被投資公司展開對話或互動，以作為未來投資決

策之參考。 

第十四條 本公司得考量投資之目的、成本與效益，對於被投資公司之資訊

（例如產業概況、經營策略、營運概況、財務狀況、重大社會議題及公司

治理情形等）進行關注。 

第五章 適當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動原則 

第十五條 本公司宜考量投資之目的、成本與效益及所關注特定重大社會議

題，決定與被投資公司對話或互動之方式與時間。本公司與被投資公司對

話或互動之方式如下，本公司得任擇其一為之： 

一、以書面、電子郵件、電話或口頭等方式與經營階層進行溝通。 

二、於股東會發表意見。 

三、提出股東會議案。 

四、參與股東會投票。 

第六章 投票原則及揭露投票情形 

第十六條 本公司經理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行使被投資公司股東會之投票表

決權，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規定，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

並應基於受益人之最大利益，且不得直接或間接參與被投資公司經營或有

不當之安排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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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指派內部人員出席股東會時，應於指派書上就各項議案行使表決

權之指示予以明確載明。 

本公司應將被投資公司之股東會通知書及出席證登記管理，循序編號建檔，

至少保存五年。 

第十七條 符合下列任一情形者，本公司得不指派人員出席股東會： 

一、本公司所經理之任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持有被投資公司股份均未達三

十萬股且全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合計持有股份未達一百萬股。 

二、本公司所經理之任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持有採行電子投票制度之被投

資公司股份均未達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萬分之一且全部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合計持有股份未達萬分之三。 

第十八條 本公司對於所經理之任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持有被投資公司股份

達三十萬股以上或全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合計持有股份達一百萬股以上者，

於股東會無選舉董事、監察人議案時；或於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議

案，而本公司所經理之任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所持有股份均未達被投資公

司已發行股份總數千分之五或五十萬股時，本公司得指派本公司以外之人

員出席股東會，惟應於指派書上就各項議案行使表決權之指示予以明確載

明。 

第十九條 其餘行使股東會表決權之作業，悉依法令、主管機關及本公司內

部控制制度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條 本公司對於被投資公司行使股東會表決權之情形（即投贊成、反

對等之情形）得採用彙總揭露方式。 

第七章 定期向受益人揭露執行情形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每年應適時於公司網站上揭露下列事項： 

一、「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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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席或委託出席被投資公司股東會之情形。 

三、投票情形。 

四、受益人、被投資公司或其他機構投資人聯繫本公司之管道。 

五、其他本公司所關注之被投資公司特定重大社會議題之處理情形。 

第八章 附則 

第二十二條 本政策經董事會通過後，自發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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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

遵循聲明全文】 

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 經營證券投資信託業務、證

券投資顧問業務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業務，係屬資產管理人。本公司聲明遵循

「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針對六項原則之遵循情形敘明如下：  

原則一 制定並揭露盡職治理政策  

本公司營運目標在於透過資產管理業務之進行，以謀取客戶、受益人、股東之最大總

體利益。為達成此一目標，本公司訂有盡職治理政策並將該政策揭露於本公司網站，

內容包括對客戶、受益人、股東之責任及盡職治理行動之履行與揭露等。  

原則二 制定並揭露利益衝突管理政策  

為確保本公司基於客戶或受益人之利益執行其業務，本公司訂定之盡職治理政策中訂

有利益衝突管理相關規範。  

原則三 持續關注被投資公司  

為確保本公司取得充分且有效之資訊，以評估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動之性質、時間

與程度，並為本公司之投資決策建立良好基礎。本公司對於被投資公司之相關新聞、

財務表現、產業概況、經營策略、環境保護作為、社會責任與勞工權益、公司治理

(ESG)等永續經營議題，將持續關注。 

原則四 適當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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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透過與被投資公司適當之對話及互動，以進一步瞭解與溝通其經營階層對產業

所面臨之風險與策略，並致力與被投資公司在長期價值創造上取得一定共識。對於長

期投資之標的，本公司將不定期透過電話會議、面會、參與法說會或派員參與股東常

會或重大之股東臨時會等方式與被投資公司經營階層溝通。當被投資公司在特定議題

上有重大違反公司治理原則或損及本公司客戶、受益人、股東長期價值之虞時，本公

司將不定時向被投資公司經營階層詢問處理情形，且不排除聯合其他投資人共同表達

訴求。  

原則五 建立明確投票政策與揭露投票情形  

本公司為謀取客戶、受益人、股東之最大利益，訂定盡職治理政策中訂有明確投票政

策，以積極進行股東會議案投票，且並非絕對支持經營階層所提出之議案，投票情形

將彙總揭露於本公司網站。  

原則六 定期向客戶或受益人揭露履行盡職治理之情形  

本公司定期於本公司網站揭露履行盡職治理之情形，包括本遵循聲明及無法遵循部分

原則之解釋、出席被投資公司股東會與投票情形及其他強化盡職治理有關之重大事

項。  

 

簽署人 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更新日期     110 年 01 月 0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