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遠雄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九年度董事會會議大綱及執行情形 
會議日期 會議大綱 執行情形 

109.1.10 1. 上次會議紀錄及執行情形。 

2. 討論修訂本公司「分層負責表」。 
3. 討論本公司終止新北市新莊區副都心段一小段 281、

281-1 地號住宅大樓新建工程案(H112)及辦理工程結

算事宜。 

4. 討論本公司 108 年度經理人年終獎金分配案。 

5. 討論本公司 109 年度經理人薪資調整建議案。 

6. 討論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 

討論事項第二案 — 終止
H112 住宅大樓新建工程及
辦理工程結算案，已於 109
年 1 月 10 日公告完成。 

109.3.10 1. 上次會議紀錄及執行情形。 

2. 本公司財務報告編製能力報告。 

3. 報告本公司 108 年 12 月及 109 年 1 月內部稽核執行

情形。 

4. 報告本公司之子公司遠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8 年

7~12 月內部自行結算之財務、績效報表及經營檢討報

告。 

5. 追認調整台南市北區北元段 722、723、724、725 地

號合建案合建比例。(H810) 

6. 修訂本公司「分層負責表」補充報告。 

7. 本公司及子公司 109 年度預算案。 

8. 討論本公司對被投資公司「遠雄巨蛋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聯貸案增加背書保證事宜。 

9. 依本公司 108 年度內部控制制度自行評估作業及自行

評估報告出具「內部控制制度聲明書」。 

10. 討論修訂本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及「誠

信經營作業程序及行為指南」。 

11. 討論召開本公司 109 年股東常會及受理股東提案

相關事宜。 

12. 討論本公司台北市南港區玉成段一小段 36-8、36-9
地號廠辦大樓新建工程(M62)擬辦理工程發包事宜。

13. 討論本公司台北市文山區木柵段一小段 388 等 19
筆地號住宅大樓新建工程(H79)擬辦理工程發包事宜。

14. 討論本公司高雄市三民區大港段 3397、3398 地號

住宅大樓新建工程(H902)擬辦理工程發包事宜。 

15. 討論為因應業務營運資金之需求，擬向金融機構申

請貸款。 

討論事項第四案—108 年度
內控自評並出具內控聲明書
案，，已於 109 年 3 月 13 日
申報完成。 
討論事項第六案、第七案至
第九案—109 年股東常會及
受理股東提案事宜案、
M62、H79、H902 工程發包
案，已於 109 年 3 月 10 日公
告完成。 

109.3.30 1. 上次會議紀錄及執行情形。 

2. 報告本公司 109 年 2 月份內部稽核執行情形。 

3. 報告 108 年度董事會績效評估結果。 

4. 報告 109 年董事及經理人責任險投保情形。 
5. 追認取得台北市北投區新洲美段 69、71 地號土地

討論事項第二案—本公司與
子公司合併之 108 年度財務
報告，及本公司 108 年度個
體財務報告案，已於 109 年
3 月 31 日申報完成。 



會議日期 會議大綱 執行情形 

(AH1)。 

6. 修訂本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及「誠信經營

作業程序及行為指南」補充報告。 

7. 討論本公司 108 年度營業報告書暨 109 年度營運計畫

案。 

8. 為造具本公司與子公司合併之 108 年度財務報告，及

本公司 108 年度個體財務報告。 

9. 討論本公司 108 年度盈餘分配。 

10. 討論薪資報酬委員會審議之 108 年度員工及董事

酬勞發放方式案。 

11. 為維護公司信用及股東權益，本公司擬進行 109 年

度第一次買回股份作業。 

12. 討論增加本公司 109 年股東常會會議事項。 

13. 討論本公司台南市北區北元段 433 地號住宅大樓

新建工程案(H805)擬辦理結算工程追加事宜。 

討論事項第三案、第五案至
第七案—108 年度盈餘分配
案、109 年度第一次買回股
份案、增加 109 年股東常會
會議事項案及 H805 工程結
算案，已於 109 年 3 月 30 日
公告完成。 

109.5.12 1. 上次會議紀錄及執行情形。 

2. 報告本公司 109 年 3 月內部稽核執行情形。 

3. 追認取得台北市北投區新洲美段 35 地號土地(AO1)。

4. 追認取得新北市中和區新民段 371、372 地號土地

(FM1)。 

5. 討論本公司 109 年股東常會備援場地授權案。 
6. 討論本公司擬參與遠雄巨蛋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現金

增資普通股計畫。 

7. 為造具本公司及與子公司 109 年度第一季經會計師核

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8. 討論本公司新北市板橋區江翠段 138 地號住宅大樓新

建工程案(H147)擬辦理第一次工程追加事宜。 

9. 討論本公司桃園市龜山區善捷段 79、80、82 地號住

宅大樓新建工程案(H151)擬辦理第一次工程追加事

宜。 

10. 討論本公司新竹縣竹東鎮台泥段 14 地號住宅大樓

新建工程案(H609)擬辦理第一次工程追加事宜。 
11. 預計未來土地開發方向授權事宜。 

12. 討論為因應業務營運資金之需求，擬向金融機構申

請貸款。 

討論事項第三案—本公司與
子公司 109 年度第一季合併
財務報告案，已於 109 年 5
月 14 日申報完成。 
討論事項第二案、第四案至
第七案—參與遠雄巨蛋現增
案、H147、H151、H609 工
程追加案及預計未來土地開
發方向授權案，已於 109 年
5 月 12 日公告完成。 

109.6.22 1. 上次會議紀錄及執行情形。 

2. 報告本公司109年4月份及5月份內部稽核執行情形。

3. 報告 108 年度公司治理評鑑結果。 

4. 追認取得台中市西屯區逢大段 28、29地號土地。(BH1)

5. 討論修訂本公司「分層負責表」。 

6. 討論本公司 109 年度財務報表查核簽證會計師之委

任、報酬及評估簽證會計師獨立性。 

7. 討論本公司庫藏股註銷及訂定減資基準日事宜。 

討論事項第三案、第五案—
庫藏股註銷及訂定減資基準
日案及 HH1 發包案，已於
109 年 6 月 22 日公告完成。
討論事項第四案—現金股利
之除息基準日及調整配息率
案，分別於 109 年 6 月 22 日
及 109 年 7 月 1 日公告完成。



會議日期 會議大綱 執行情形 

8. 討論 108 年度盈餘分配股東現金股利之除息基準日及

調整配息率。 

9. 討論本公司桃園市桃園區三民段 276~281地號住宅大

樓新建工程(HH1)擬辦理工程發包事宜。 

10. 討論為因應業務營運資金之需求，擬向金融機構申

請貸款。 

109.8.11 1. 上次會議紀錄及執行情形。 
2. 報告本公司 109 年 5 月份內部稽核缺失改善情形及 6
月份內部稽核執行情形。 

3. 報告本公司之子公司遠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09 年

1~6 月內部自行結算之財務、績效報表及經營檢討報

告。 
4. 追認取得台中市北屯區平田段 984 地號等 6 筆土地及

建物案。(BH3) 
5. 為造具本公司與子公司合併之 109 年第二季經會計師

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6. 討論本公司新北市板橋區江翠段 85、88、89、90、91
地號住宅大樓新建工程案(H142)擬辦理第一次工程

追加事宜。 
7. 討論本公司台中市清水區市鎮北段 58-1、58-2 地號住

宅大樓新建工程案(H712)擬辦理第一次工程追加事

宜。 
8. 討論本公司台南市安南區理想段 1746 地號住宅大樓

新建工程案(H808)擬辦理第一次工程追加事宜。 
9. 討論本公司高雄市楠梓區翠屏段 1-1 地號住宅大樓新

建工程案(H901)擬辦理第一次工程追加事宜。 
10. 討論本公司台北市內湖區潭美段五小段 156 地號

住宅大樓新建工程案(H138)擬辦理結算工程追減事

宜。 
11. 討論本公司不動產處分授權事宜乙案。 
12. 討論為因應業務營運資金之需求，擬向金融機構申

請貸款。 
13. 討論薪資報酬委員會審議之 108 年度董事酬勞及

經理人員工酬勞分配。 

討論事項第一案—109 年第
二季合併財報案，已於 109
年 8 月 14 日申報完成。 
討論事項第二案至第七案—
H142、H712、H808、H901、
H138 工程追加減及不動產
處分授權案，已於 109 年 8
月 11 日公告完成。 

109.9.22 1. 上次會議紀錄及執行情形。 

2. 報告本公司109年7月份及8月份內部稽核執行情形。

3. 追認取得桃園市桃園區三民段 59 地號土地及簽訂合

建契約案。(HH2) 

4. 討論本公司對被投資公司「遠雄巨蛋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聯貸案增加背書保證事宜。 

5. 討論本公司 109 年上半年度盈餘分配及訂定除息基準

日事宜。 

6. 討論本公司營業地址變更事宜。 

7. 討論本公司台南市歸仁區武東段 162 地號住宅大樓新

建工程(DH1)擬辦理工程發包事宜。 

討論事項第二案至第七案、
第九案—109 年上半年盈餘
分配案、公司營業地址變更
案、DH1 及 H713 工程發包
案、H148 及 H709B 工程追
加案、H113 資產處分案，已
於 109 年 9 月 22 日公告完
成。 



會議日期 會議大綱 執行情形 

8. 討論本公司台中市梧棲區市鎮南段 97、98、99、100、
101 地號住宅大樓新建工程(H713)擬辦理結構工程發

包事宜。 

9. 討論本公司新北市新店區斯馨段 90 地號住宅大樓新

建工程案(H148)擬辦理第一次工程追加事宜。 

10. 討論本公司台中市清水區市鎮北段 297-1、298、
299、300 地號住宅大樓新建工程案(H709B)擬辦理第

一次工程追加事宜。 

11. 討論本公司台中市清水區市鎮北段 295、296、297
地號住宅大樓新建工程案(H709A)擬辦理結算工程追

減事宜。 

12. 討論本公司 H113 案資產處分事宜。 

13. 討論為因應業務營運資金之需求，擬向金融機構申

請貸款。 

109.10.20 1. 上次會議紀錄及執行情形。 
2. 追認處分新北市新莊區副都心段一小段 323、324、

324-1 地號土地。(H133) 

3. 討論本公司台中市清水區市鎮北段 295、296、297 地

號住宅大樓新建工程案(H709A)擬辦理結算工程追減

事宜。 

4. 討論本公司台中市西屯區逢大段 28、29 地號住宅大

樓新建工程(BH1)擬辦理工程發包事宜。 

5. 討論本公司台中市西屯區逢大段 35、36 地號住宅大

樓新建工程(BH2)擬辦理工程發包事宜。 

6. 討論為因應業務營運資金之需求，擬向金融機構申請

貸款。 

上次會議保留之討論事項—
H709A 工程追減案。 
本次會議討論事項第一案、
第二案—BH1及BH2工程發
包案， 
上述各案已於 109 年 10 月
20 日公告完成。 

109.11.10 1. 上次會議紀錄及執行情形。 

2. 報告本公司 109 年 9 月份內部稽核執行情形。 

3. 追認取得台南市永康區鹽行國中暨附近地區區段徵

收範圍之鹽行段土地。(DH2、DH3) 

4. 討論修訂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 
5. 為造具本公司與子公司合併之 109 年度第三季經會計

師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6. 討論本公司擬終止桃園市龜山區華亞段 30 地號等 8
筆土地合作興建開發案。(HM1) 

7. 討論本公司新北市新莊區副都心段一小段 317、318、
318-1、319、319-1、320、320-1 地號住宅大樓新建工

程案(H135)擬辦理第一次工程追減事宜。 

8. 討論本公司苗栗縣竹南鎮大同段一小段 723 地號住宅

大樓新建工程案(H608A)擬辦理結算工程追加事宜。

討論事項第二案—109 年第
三季合併財報案，已於 109
年 11 月 11 日申報完成。 
討論事項第三案至第五案—
終止桃園市龜山區華亞段土
地合建案、H135 第一次工程
追減及 H608 結算工程追加
案，上述各案已於 109 年 11
月 10 日公告完成。 

109.12.11 1. 預計未來土地開發方向授權事宜。 討論事項第一案—預計未來
土地開發方向授權事宜，已
於 109 年 12 月 11 日公告完
成。 



會議日期 會議大綱 執行情形 

109.12.25 1. 上次會議紀錄及執行情形。 

2. 報告本公司 109 年 10 月份及 11 月份內部稽核執行情

形。 

3. 報告本公司 109 年度誠信經營政策執行情形。 

4. 追認簽訂高雄市三民區義民段 1204 地號等 15 筆土地

合建契約案。(EH1) 

5. 討論本公司會計主管、發言人及背書保證專用印鑑保

管人異動事宜。 

6. 討論修訂本公司「公司治理實務守則」、「關係企業相

互間財務業務相關作業規範」、「審計委員會組織規

程」、「董事會議事規範」、「董事選舉辦法」及「道德

行為準則」。 

7. 擬訂 110 年度稽核計畫。 

8. 討論本公司桃園市桃園區三民段 67、68、69 地號住

宅大樓新建工程案(H153)擬辦理第一次工程追加減

事宜。 

9. 討論本公司台南市中西區頂美段 1505 地號住宅大樓

新建工程案(H809)擬辦理第一次工程追加減事宜。 

10. 討論為因應業務營運資金之需求，擬向金融機構申

請貸款。 

討論事項第一案—會計主管
及發言人異動案，分別於 109
年 12 月 25 日及 110 年 3 月
1 日公告完成。 
討論事項第三案—擬訂 110
年度稽核計畫案，已於 109
年 12 月 28 日申報完成。 
討論事項第四案至第五案—
H153、H809 第一次工程追
加案，已於 109 年 12 月 25
日公告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