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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盛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7年股東常會 採行逐案票決及結果 

 

【承認事項】 

第一案：106年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謹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決  議：本案經票決結果，贊成權數：2,589,698,668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

決權數 396,826,992 權)，佔總表決權數之 87.27%、反對權數：1,815,819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1,815,819 權)、無效權數：0 權、棄

權/未投票權數：375,614,38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363,524,240權)；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106年度盈餘分配案，謹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決  議：本案經票決結果，贊成權數：2,592,644,513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

決權數 399,772,837 權)，佔總表決權數之 87.37%、反對權數：1,808,827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1,808,827 權)、無效權數：0 權、棄

權/未投票權數：372,675,527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360,585,387權)；本案照案通過。 

 

【討論及選舉事項】 

第一案：106年度盈餘撥充資本發行新股案，謹提請  公決。（董事會提） 

決  議：本案經票決結果，贊成權數：2,592,619,040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

決權數 399,747,364 權)，佔總表決權數之 87.37%、反對權數：1,827,985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1,827,985 權)、無效權數：0 權、棄

權/未投票權數：372,681,842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360,591,702權)；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修訂「日盛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選舉規則」案，謹提請  公決。

（董事會提） 

決  議：本案經票決結果，贊成權數：2,592,515,854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

決權數 399,644,178 權)，佔總表決權數之 87.37%、反對權數：1,824,345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1,824,345 權)、無效權數：0 權、棄

權/未投票權數：372,788,668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36,698,528權)；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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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選舉本公司第七屆董事案，謹提請  選舉。（董事會提） 

選舉結果：第七屆董事（含獨立董事）當選名單: 

職稱 股東戶號或 
身分證編號 當選人 當選權數 

董 事 305382 香港商 CAPITAL TARGET LIMITED 
法人董事代表：黃錦瑭 5,619,147,372 

董 事 305382 香港商 CAPITAL TARGET LIMITED 
法人董事代表：黃旭新 1,338,365,407 

董 事 305382 香港商 CAPITAL TARGET LIMITED 
法人董事代表：唐承健 1,344,909,863 

董 事 305382 香港商 CAPITAL TARGET LIMITED 
法人董事代表：楊智光 1,338,369,741 

董 事 305382 香港商 CAPITAL TARGET LIMITED 
法人董事代表：謝志偉 1,337,057,796 

董 事 286393 荷蘭商 SIPF B.V. 
法人董事代表：Masaaki Sakamoto 4,706,807,307 

董 事 286393 荷蘭商 SIPF B.V. 
法人董事代表：Chunmei Ozaki(Huang) 4,704,858,052 

董 事 286393 荷蘭商 SIPF B.V. 
法人董事代表：Hiroshi Nakagawa 4,704,854,931 

獨立董事 B1204***** 劉志鵬 213,971,300 

獨立董事 A2207***** 黃馨慧 232,279,193 

獨立董事 19591***** 唐  登 191,534,996 

 

第四案： 解除本公司第七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謹提請  公決。（董事會提） 

決  議： 

解除本公司董事黃錦瑭先生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本案經票決結果，贊成權數：1,648,596,554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308,671,830權)，贊成權數佔扣除利益迴避後可表決總權數之 77.97%、反對權數：

2,189,179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2,189,179 權)、無效權數：0 權、棄

權/未投票權數：463,396,182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451,306,042 權)；

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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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本公司董事黃旭新先生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本案經票決結果，贊成權數：1,648,597,558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308,672,834權)，贊成權數佔扣除利益迴避後可表決總權數之 77.97%、反對權數：

2,187,175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2,187,175 權)、無效權數：0 權、棄

權/未投票權數：463,397,182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451,307,042 權)；

本案照案通過。 

解除本公司董事唐承健先生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本案經票決結果，贊成權數：1,648,596,726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308,672,002權)，贊成權數佔扣除利益迴避後可表決總權數之 77.97%、反對權數：

2,187,174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2,187,174 權)、無效權數：0 權、棄

權/未投票權數：463,398,015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451,307,875 權)；

本案照案通過。 

解除本公司董事楊智光先生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本案經票決結果，贊成權數：1,648,597,274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308,672,550)，贊成權數佔扣除利益迴避後可表決總權數之 77.97%、反對權數：

2,188,174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2,188,174 權)、無效權數：0 權、棄

權/未投票權數：463,396,467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451,306,327 權)；

本案照案通過。 

解除本公司董事謝志偉先生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本案經票決結果，贊成權數：1,648,587,02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308,662,296權)，贊成權數佔扣除利益迴避後可表決總權數之 77.97%、反對權數：

2,196,881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2,196,881 權)、無效權數：0 權、棄

權/未投票權數：463,398,014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451,307,874 權)；

本案照案通過。 

解除本公司董事Masaaki Sakamoto先生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本案經票決結果，贊成權數：1,245,212,681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308,672,906權)，贊成權數佔扣除利益迴避後可表決總權數之 72.78%、反對權數：

2,185,617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2,185,617 權)、無效權數：0 權、棄

權/未投票權數：463,398,668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451,308,528 權)；

本案照案通過。 

解除本公司董事Chunmei Ozaki(Huang)女士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本案經票決結果，贊成權數：1,245,210,135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308,670,360權)，贊成權數佔扣除利益迴避後可表決總權數之 72.78%、反對權數：

2,188,103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2,188,103 權)、無效權數：0 權、棄

權/未投票權數：463,398,728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451,308,588 權)；

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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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本公司董事Hiroshi Nakagawa先生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本案經票決結果，贊成權數：1,245,211,679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308,671,904權)，贊成權數佔扣除利益迴避後可表決總權數之 72.78%、反對權數：

2,188,105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2,188,105 權)、無效權數：0 權、棄

權/未投票權數：463,397,182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451,307,042 權)；

本案照案通過。 

解除本公司獨立董事劉志鵬先生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本案經票決結果，贊成權數：2,501,539,509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308,667,833權)，贊成權數佔扣除利益迴避後可表決總權數之 84.30%、反對權數：

2,188,163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2,188,163 權)、無效權數：0 權、棄

權/未投票權數：463,401,195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451,311,055 權)；

本案照案通過。 

解除本公司獨立董事黃馨慧女士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本案經票決結果，贊成權數：2,501,539,525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308,667,849權)，贊成權數佔扣除利益迴避後可表決總權數之 84.30%、反對權數：

2,188,147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2,188,147 權)、無效權數：0 權、棄

權/未投票權數：463,401,195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451,311,055 權)；

本案照案通過。 

解除本公司獨立董事唐登先生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本案經票決結果，贊成權數：2,501,541,691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308,670,015權)，贊成權數佔扣除利益迴避後可表決總權數之 84.30%、反對權數：

2,187,107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2,187,107 權)、無效權數：0 權、棄

權/未投票權數：463,400,069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451,309,929 權)；

本案照案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