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董事會運作情形 

董事會運作情形資訊 

110年度董事會開會 11次(A)，董事(含獨立董事)出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
(列)席
次數Ｂ 

委託
出席
次數 

實際出(列)
席率(%)【Ｂ/

Ａ】 

備註 
 

董事長 林子寛 11 0 100%  
董事  蔡哲雄 11 0 100%  
董事 阮劍平 10 1 91%  
董事 侯嘉騏 11 0 100%  
董事 蘇東明 11 0 100%  
董事 蘇培魁 11 0 100%  
獨立董事 楊豐彥 11 0 100%  
獨立董事 郭武博 11 0 100%  
獨立董事 曾秋木 11 0 100%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 董事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獨

立董事意見及公司對獨立董事意見之處理： 
(一) 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3 所列事項： 

(1) 依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
序:無。 

(2) 涉及董事或監察人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無。 
(3) 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參照公司治理運作情形第八項如下： 

1. 110 年 1 月 18 日第 1 次董事會重要決議 5.6.7。 
2. 110 年 3 月 8 日第 2 次董事會重要決議 1。 
3. 110 年 7 月 12 日第 6 次董事會重要決議 3.4.5.6。 
4. 110 年 11 月 8 日第 10 次董事會重要決議 1.3.4。 
5. 110年 12月 20日第 11次董事會重要決議 3.4.5.6。 
上述議案經全體出席獨立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4) 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無。 
(二)除前開事項外，其他經獨立董事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之董事會

議決事項：無。 
二、 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迴避原

因以及參與表決情形： 
(一) 110年 1月 18日：本公司擬與威力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合作，共同

投資新北市土城區忠義段土地開發案。  
除侯董事嘉騏、蔡董事哲雄及阮董事劍平迴避未參與討論及表決外，其餘出席
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二) 110 年 7 月 12 日： 
(1) 本公司前與威力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合作共同投資新北市土

城區忠義段土地開發案，擬共同投資增購同地段 1筆土地除侯董事嘉騏、蔡
董事哲雄及阮董事劍平迴避未參與討論及表決外，其餘出席董事無異議照
案通過。 

(2) 本公司擬與威力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合作，共同投資新北市
三重區中興段土地開發案除侯董事嘉騏、蔡董事哲雄及阮董事劍平迴避未
參與討論及表決外，其餘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三、 上市上櫃公司應揭露董事會自我(或同儕)評鑑之評估週期及期間、評估範圍、方式 
及評估內容等資訊，詳附表董事會評鑑執行情形。 

四、 當年度及最近年度加強董事會職能之目標（例如設立審計委員會、提昇資訊透明度
等）與執行情形評估：本公司於 106 年 6 月 8 日設置審計委員會。 
(一) 加強董事會職能 

(1) 本公司董事間均未具有配偶或二等親以內之親屬關係。 
(2) 本公司董事會之運作皆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3) 本公司董事會成員於任期中參加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人進修要點所指

定機構舉辦之公司治理相關進修課程。 
(二) 提昇資訊透明度等 

本公司之財務報表均委由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定期查核簽證，對於法令所要
求之各項資訊公開，均能正確及時完成，並指定專人負責公司資訊之蒐集及揭
露工作，建立發言人制度，以確保各項重大資訊能及時允當揭露。 



- 

股東會及董事會之重要決議 

股東會 重要決議 執行情形 

110/06/10 

(因疫情關
係延至

110/8/19 

1.承認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2.承認 109 年度盈餘分派案。 

1.已依公司法第 230 條，公告決議

情形。 

2.109 第四季現金股利於 110 年

10 月 13 日發放。  

（第二季已於 110 年 9 月 21 日發,第三季

不予分配。） 

 

110 年

第 1 次 

110/01/18 1. 檢討本公司董事、獨立董事及經理人薪資報酬結構。 

2. 檢討本公司各經理人每月薪資金額。 

3. 本公司 108 年度董事酬勞及員工酬勞之分派案。 

4. 本公司擬與威力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合作，共同投資

新北市土城區忠義段土地開發案。 

5. 本公司共同投資興建位於基隆市【早安國揚】建案，承攬廠商大元

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擬向臺灣中小企業銀行申辦本案營建週轉金融

資額度屆期展延，請求本公司繼續提供連帶保證。 

6. 本公司位於台北市內湖區舊宗段之土地與威力國際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等五家公司共同投資開發，擬提供增購土地為擔保物，再向彰

化銀行申辦土地融資額度，並仍以威力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為借

款人，本公司繼續提供連帶保證，授信相關事宜。 

7. 本公司位於新北市土城區忠義段之土地與威力國際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等五家公司共同投資開發，今擬提供該土地為擔保物，向臺灣

銀行申辦土地融資額度，並以威力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為借款

人，融資銀行要求本公司提供連帶保證，授信相關事宜。 

註1：除第4項決議：因蔡董事哲雄、阮劍平董事及侯董事嘉騏，已依

公司法第206條自行迴避自行迴避，其餘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

過。 

註2：其他事項重要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110 年

第 2 次 

110/03/08 本公司持股 100%之子公司神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與藏信建設股份有

限公司共同合作投標取得高雄市鳳山區勝利段 9 地號土地，並共同向

全國農業金庫申請土地融資額度，要求神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提供連

帶保證，特來函請求母公司同意。 

註：以上重要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110 年

第 3 次 

110/03/22 1. 本公司 109 年度個體及合併財務報表。 

2. 110 年度簽證會計師之獨立性評估案。 

3. 本公司 109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依整體內部控制制度有

效性之評估結果，適用“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均有效、遵循全

部法令規章”之聲明書。 

4. 擬訂定召開本公司 110 年股東常會日期及召集事由。 

註：以上重要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 

110 年

第 4 次 

110/04/19 1. 謹具本公司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 

2. 本公司 109 年度董事酬勞及員工酬勞提撥案。 

3. 本公司 109 年度盈餘分派案。 

4. 依「投資審議施行要點」修正股票投資標的。 

註：以上重要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110 年

第 5 次 

110/05/10 1. 本公司與日盛銀行信義分行授信融資額度將屆期，擬辦理展延。 

2. 本公司之子公司神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地上權【微笑時代】建

案未售成屋，擬向安泰銀行營業部申辦授信保證額度屆期續約展

延，來函請求母公司同意。 

3. 擬任命本公司公司治理主管由謝正雄副總經理兼任。 

4. 本公司 110 年第一季營業報告書。 

5. 本公司 110 年第一季盈餘分配。 

註：以上重要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110 年

第 6 次 

110/07/12 1. 本公司前與威力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合作共同投資

新北市土城區忠義段土地開發案，擬共同投資增購同地段 380 地號

1 筆土地。 

2. 本公司擬與威力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合作，共同投資

新北市三重區中興段土地開發案。 

3. 本公司與兆豐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授信額度將屆期，擬辦理授信

額度續約展延。 

4. 為威力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就【翡翠森林】一期成屋，向兆豐票

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申辦授信額度續約展延，來函請求本公司繼續

提供連帶保證。 

5. 本公司位於台北市內湖區舊宗段之土地與威力國際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等五家公司共同投資開發，擬購置容積移轉用之土地，再向彰

化銀行申辦週轉金融資額度，並仍以威力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為

借款人，本公司繼續提供連帶保證相關事宜。 

6. 本公司新北市土城區忠義段之土地與威力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等五家公司共同投資開發，擬提供增購之 380 地號土地為擔保物，

再向臺灣銀行申辦土地融資額度，並仍以威力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為借款人，本公司繼續提供連帶保證相關事宜。 

7. 因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告之「因應疫情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延

期召開相關措施」，擬更改本年度召開股東會日期相關事宜。 

註1：除第1.2項決議：因蔡董事哲雄、阮劍平董事及侯董事嘉騏，已

依公司法第206條自行迴避自行迴避，其餘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

通過。 

註2：其他事項重要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110 年

第 7 次 

110/08/09 1. 本公司 110 年度第二季合併財務報表。 

2. 本公司 110 年第二季營業報告書。 

3. 本公司 110 年第二季盈餘分配。 

4. 依「投資審議施行要點」新增股票投資標的，擬請准予同意。 

5. 公司與國際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授信合約將屆期，擬辦理授信合

約續約展延。 



- 

6. 威力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就【翡翠森林】紫微區成屋，擬向台灣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授信合約屆期展延，請求本公司繼續提

供連帶保證。 

7. 威力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就【翡翠森林】琉白區成屋，擬向國際

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授信合約續約展延，請求本公司繼續提

供連帶保證。 

8. 威力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就【翡翠森林】開發案之履約保證金保

證書及琉白區成屋週轉金融資保證額度，與王道銀行之授信合約將

屆期，擬辦理續約展延，來函請求本公司繼續提供連帶保證。 

9. 本公司位於新北市三重區中興段之土地與威力國際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等四家公司共同投資開發，今擬提供該土地及其地上建物作為

擔保，向第一銀行申辦土地融資及增額容積貸款，並以威力國際開

發股份有限公司為借款人，融資銀行要求本公司提供連帶保證及授

信相關事宜。 

註：以上重要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110 年

第 8 次 

110/09/13 本公司擬參與投標【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貿三都市更新案都市更新

事業實施案（南基地-北側）】、【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貿三都市更

新案都市更新事業實施案（南基地-南側）】兩標案。 

註：以上重要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110 年

第 9 次 

110/10/25 本公司擬參與投標【臺北市信義區雅祥段一小段 6地號等 16筆土地

（兒童福利中心 A1基地）都市更新事業】 

註：以上重要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110 年

第 10

次 

110/11/08 本公司參與投標【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貿三都市更新案都市更新事

業實施案(南基地-北側)及(南基地-南側)】兩標案，向合作金庫銀行

自強分行申辦投標保證金保證授信額度。 

註：以上重要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110 年

第11次 

110/12/20 1.本公司111年年度預算案。 

2.修正本公司「會計制度」部分條文。 

3.公司【國硯】案餘屋融資，其中與王道商業銀行授信額度將屆期，

擬辦理授信額度續約展延。 

4.本公司之子公司神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就高雄地上權【微笑時代】

未售成屋，向王道商業銀行申辦授信額度屆期續約展延，來函請求

母公司同意並繼續提供連帶保證。 

5.本公司之子公司神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就高雄地上權【微笑時代】

未售成屋，向京城銀行中正分行申辦授信額度屆期展延，來函請求

母公司同意。 

6.本公司與威力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共同投資新北市

土城區忠義段土地開發案，今擬提供已購入容積移轉用之土地，向

台灣銀行申辦週轉金融資額度，以威力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為借

款人，本公司提供連帶保證。 

7.擬訂本公司 111年年度稽核計畫。 

註：以上重要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