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屆董事會決議匯總(106年-109年)

項目 會議時間 序 案由 決議結果

(1) 本屆董事會擬授權董事長得以本公司之名義向國內外各

銀行、專業投資機構及外商銀行之台北各分行開戶往來

，並有權代表本公司簽發支票、匯票、本票、承兌票據

或簽署其他文件，得以本公司名義與各往來銀行訂立授

信額度、辦理融資、申請開立信用狀，及簽立一般條款

之契約或承諾書，提請　核議案。

照案通過

(2) 擬委任第三屆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三名及其任期，提請

核議案。

照案通過

(1) 為訂定本公司一○五年度現金股利分派基準日相關事宜

，提請　核議案。

照案通過

(2) 本公司百分之百持股之孫公司FRONTIER COMPONENTS

CO., LIMITED  (弘電電子有限公司)，擬將資金美金壹

佰伍拾萬元貸予本公司之孫公司湖南弘電電子有限公司

，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3) 訂定本公司「併購特別委員會組織規程」，提請　審議

案。

照案通過

(4) 本公司擬委任併購特別委員會委員，任期至本屆董事任

期屆滿為止，提請 審議案。

照案通過

(5) 擬聘任黃義鑌先生為本公司總經理，提請 審議案。 除相關董事依董事會議事規範第

十五條之董事利益迴避制度不予

計入表決外，全體出席及代理出

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6) 本公司第三屆薪資報酬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議事項，提

請  審議案。

照案通過

(1) 本公司民國一○六年前二季合併財務報表，提請　審

議。

照案通過

(2) 擬訂定減資基準日，提請 審議案。 照案通過

(3) 本公司持股百分之百之海外控股公司弘電國際有限公司

(FRONTEC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擬辦理現金減資

USD 3,646,683.38元，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4) 本公司第三屆薪資報酬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決議事項，提

請  審議案。

除相關董事依董事會議事規範第

十五條之董事利益迴避制度不予

計入表決外，全體出席及代理出

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1) 擬訂定減資換股基準日及減資換股作業等相關事宜，提

請審議案。

照案通過

(2) 擬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提請  審議案。 照案通過

(1) 本公司擬從事慈善捐款案，提請   核議。 照案通過

(2) 擬修訂本公司第七次(一○四年第一次)及第八次(一○五

年第一次)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提請審議案。

照案通過

(3) 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一○六年第三次會議決議事項，

提請  審議案。

除相關董事依董事會議事規範第

十五條之董事利益迴避制度不予

計入表決外，全體出席及代理出

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十屆

第六次董事會
106.10.30

(1) 本公司民國一○六年前三季合併財務報表，提請　審

議。

照案通過

(1) 擬修訂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提請  核議案。 照案通過

(2) 一○七度稽核計劃，提請各董事表達意見，提請 核議

案。

照案通過

(1) 本公司一○七年度營運計劃及預算，提請　審議案。 照案通過

第十屆

第七次董事會
106.11.28

第十屆

第四次董事會
106.08.22

第十屆

第五次董事會
106.09.11

第十屆

第一次董事會
106.06.14

第十屆

第二次董事會
106.06.22

第十屆

第三次董事會
106.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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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董事會決議匯總(106年-109年)

項目 會議時間 序 案由 決議結果

(2) 擬出資參與設立財團法人華科事業群好樣文化藝術基金

會(名稱暫定)事宜，提請  審議案。

照案通過

(3) 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一○七年第一次會議決議事項，

提請  審議案。

除相關董事依董事會議事規範第

十五條之董事利益迴避制度不予

計入表決外，全體出席董事無異

議照案通過。

(1) 本公司民國一○六年度員工、董監事酬勞之分派案，提

請　審議。

照案通過

(2) 本公司民國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資產負債表、綜合

損益表、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等，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3) 本公司民國一○六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4) 謹造具本公司一○六年度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關

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提請　審議案。

照案通過

(5) 為出具本公司一○六年「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提請

審議案。

照案通過

(6) 為定期召開本公司一○七年股東常會，提請　核議案。 照案通過

(1) 本公司一○六年度盈餘分配表，提請　審議案。 照案通過

(2) 提請  討論評估簽證會計師獨立性及本公司一○七年度

財務報表簽證會計師之委任及報酬。

照案通過

(3) 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一○七年第二次會議決議事項，

提請  審議案。

除相關董事依董事會議事規範第

十五條之董事利益迴避制度不予

計入表決外，全體出席及代理出

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1) 本公司民國一○七年第一季合併財務報表，提請　審議。照案通過

(2) 本公司百分之百持股之孫公司FRONTIER COMPONENTS

CO., LIMITED (弘電電子有限公司)，擬將資金美金貳佰

萬元貸予本公司之孫公司湖南弘電電子有限公司，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3) 擬修訂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制度，提請  核

議案。

照案通過

(1) 本公司百分之百持股之孫公司FRONTIER COMPONENTS

CO., LIMITED (弘電電子有限公司)，擬將資金美金參佰

萬元貸予本公司，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2) 本公司百分之百持股之孫公司FRONTIER COMPONENTS

CO., LIMITED (弘電電子有限公司)，擬將資金美金壹佰

萬元貸予本公司之孫公司湖南弘電電子有限公司，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3) 本公司擬透過百分之百持股之Frontec International

Corp.(弘電國際有限公司)投資設立信昌弘電電子(深圳)

有限公司，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4) 本公司擬從事慈善捐款案，提請   核議。 照案通過

(1) 本公司民國一○七年前二季合併財務報表，提請　審

議。

照案通過

(2) 擬修訂信昌弘電電子(深圳)有限公司初期註冊資本額及

出資額，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3) 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一○七年第三次會議決議事項，

提請  審議案。

除相關董事依董事會議事規範第

十五條之董事利益迴避制度不予

計入表決外，全體出席及代理出

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1) 本公司民國一○七年前三季合併財務報表，提請　審

議。

照案通過

(2) 一○八年度稽核計劃，提請各董事表達意見，提請 核議

案。

照案通過

第十屆

第十三次董事會
107.07.30

第十屆

第十次董事會
107.04.09

第十屆

第十一次董事會
107.05.02

第十屆

第十二次董事會
107.06.13

第十屆

第八次董事會
107.01.29

第十屆

第九次董事會
107.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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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董事會決議匯總(106年-109年)

項目 會議時間 序 案由 決議結果

(3) 本公司擬透過百分之百持股之Frontec International

Corp.(弘電國際有限公司)持股70%之信昌弘電電子(深

圳)有限公司投資設立信昌弘電電子(東莞)有限公司(名

稱暫訂)，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4) 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一○七年第四次會議決議事項，

提請  審議案。

照案通過

(1) 擬修訂本公司「公司誠信經營行為守則及作業程序」，

提請　審議案。

照案通過

(2) 擬解除本公司已知悉之董事─洪志謀為自己或他人為屬

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解除其競業禁止責任，提請

核議。

除相關董事依董事會議事規範第

十五條之董事利益迴避制度不予

計入表決外，其他出席董事無異

議照案通過。

(3) 本公司擬從事慈善捐款案，提請  核議。 除相關董事依董事會議事規範第

十五條之董事利益迴避制度不予

計入表決外，其他出席董事無異

議照案通過。

(4) 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一○八年第一次會議決議事項，

提請  審議案。

除相關董事依董事會議事規範第

十五條之董事利益迴避制度不予

計入表決外，其他出席董事無異

議照案通過。

(1) 本公司民國一○七年度員工、董監事酬勞之分派案，提

請　審議。

照案通過

(2) 本公司民國一○七年度營業報告書、資產負債表、綜合

損益表、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等，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3) 本公司民國一○七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4) 謹造具本公司一○七年度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關

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提請　審議案。

照案通過

(5) 為出具本公司一○七年「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提請

審議案。

照案通過

(6) 擬聘任洪志謀先生為本公司總經理，提請 審議案。 除相關董事依董事會議事規範第

十五條之董事利益迴避制度不予

計入表決外，其他出席董事無異

議照案通過。

(7) 擬解除本公司已知悉之經理人─洪志謀為自己或他人為

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解除其競業禁止責任，提

請　核議。

除相關董事依董事會議事規範第

十五條之董事利益迴避制度不予

計入表決外，其他出席董事無異

議照案通過。

(1) 本公司一○八年度營運計劃及預算，提請　審議案。 照案通過

(2) 提請  討論評估簽證會計師獨立性及本公司一○八年度

財務報表簽證會計師之委任及報酬。

照案通過

(3) 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提請　核議案。 照案通過

(4) 擬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及「董事及監察人選

舉辦法」，提請  審議案。

照案通過

(5) 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提請　審

議案。

照案通過

(6) 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提請　審議

案。

照案通過

(7) 本公司持股百分之百之子公司PDC Prime Holdings

Limited和弘電電子有限公司(Frontier Components

Co.Ltd.)擬辦理現金減資USD 8,000,000，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8) 為定期召開本公司一○八年股東常會，提請　核議案。 照案通過

(9) 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一○八年第三次會議決議事項，

提請  審議案。

除相關董事分別依董事會議事規

範第十五條之董事利益迴避制度

不予計入表決外，其他出席董事

無異議照案通過。

(1) 擬修訂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制度，提請  核

議案。

照案通過

第十屆

第十四次董事會
107.11.01

第十屆

第十五次董事會
108.01.25

第十屆

第十六次董事會
108.02.21

第十屆

第十七次董事會
108.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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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董事會決議匯總(106年-109年)

項目 會議時間 序 案由 決議結果

(2) 擬訂定本公司「處理董事要求之標準作業程序」條文，

提請核議。

照案通過

(3) 本公司民國一○八年第一季合併財務報表，提請　審

議。

照案通過

(4) 本公司一○七年度盈餘分配表，提請　審議案。 照案通過

(5) 本公司百分之百持股之孫公司FRONTIER COMPONENTS

CO., LIMITED (弘電電子有限公司)，擬將資金美金貳佰

萬元貸予本公司之孫公司湖南弘電電子有限公司，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6) 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一○八年第四次會議決議事項，

提請  審議案。

除相關董事依董事會議事規範第

十五條之董事利益迴避制度不予

計入表決外，其他出席及代理出

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1) 本公司民國一○八年前二季合併財務報表，提請　審

議。

照案通過

(2) 本公司百分之百持股之孫公司FRONTIER COMPONENTS

CO., LIMITED (弘電電子有限公司)，擬將資金美金壹佰

萬元貸予本公司之孫公司信昌弘電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3) 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一○八年第五次會議決議事項，

提請  審議案。

除相關董事依董事會議事規範第

十五條之董事利益迴避制度不予

計入表決外，其他出席董事無異

議照案通過。

(1) 一○九年度稽核計劃，提請各董事表達意見，提請 核議

案。

照案通過

(2) 本公司民國一○八年前三季合併財務報表，提請　審

議。

照案通過

(3) 擬向關係人華新麗華股份有限公司取得楊梅廠不動產及

租賃使用權資產處分相關事宜，提請　審議。

除相關董事依董事會議事規範第

十五條之董事利益迴避制度不予

計入表決外，其他出席董事無異

議照案通過。

(4) 擬解除本公司已知悉之董事長兼經理人─焦佑衡為自己

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解除其競業禁止

責任，提請　核議。

除相關董事依董事會議事規範第

十五條之董事利益迴避制度不予

計入表決外，其他出席董事無異

議照案通過。

(1) 本公司一○八年第四季起財務報表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變

更及評估簽證會計師獨立性，提請　核議案。

照案通過

(2) 本公司擬以民國一○七年度未分配盈餘進行實質投資，

以達產業升級及收稅負抵減之效，提請　審議案。

照案通過

(3) 本公司擬向銀行申請中長期融資額度案，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1) 擬訂定本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提請 審議案。 照案通過

(2) 擬制定本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提請 審議

案。

照案通過

(3) 向關係人租賃不動產之合約內容修正，提請  追認案。 除相關董事依董事會議事規範第

十五條之董事利益迴避制度迴避

外，其他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

過。

(4) 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一○九年第一次會議決議事項，

提請  審議案。

除相關董事依董事會議事規範第

十五條之董事利益迴避制度迴避

外，其他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

過。

(1) 本公司民國一○八年度員工、董監事酬勞之分派案，提

請　審議。

照案通過

(2) 本公司民國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資產負債表、綜合

損益表、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等，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3) 本公司民國一○八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第十屆

第二十二次董事

會

109.01.20

第十屆

第二十一次董事

會

108.12.30

第十屆

第十屆

第十九次董事會
108.07.30

第十屆

第二十次董事會
108.11.01

第十屆

第十八次董事會
108.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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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謹造具本公司一○八年度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關

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提請　審議案。

照案通過

(5) 本公司一○九年度營運計劃及預算，提請　審議案。 照案通過

(6) 為出具本公司一○八年「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提請

審議案。

照案通過

(7) 本公司擬向銀行申請中長期融資額度案，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1) 提請  討論評估簽證會計師獨立性及本公司一○九年度

財務報表簽證會計師之委任及報酬。

照案通過

(2) 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提請　核議案。 照案通過

(3) 擬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提請  審議案。 照案通過

(4) 擬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提請  審議案。 照案通過

(5) 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提請　審議案。 照案通過

(6) 擬修訂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提請　審議

案。

照案通過

(7) 擬請股東會依本公司章程第十五條規定辦理選舉第十一

屆董事，提請　核議案。

照案通過

(8) 為定期召開本公司一○九年股東常會，提請　核議案。 照案通過

(9) 擬修訂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提請  審

議案。

照案通過

(10) 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一○九年第二次會議決議事項，

提請  審議案。

除相關董事依董事會議事規範第

十五條之董事利益迴避制度迴避

外，其他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

過。

(11) 擬解除本公司已知悉之董事兼經理人─洪志謀為自己或

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解除其競業禁止責

任，提請　核議。

除相關董事依董事會議事規範第

十五條之董事利益迴避制度迴避

外，其他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

過。

(1) 本公司民國一○九年第一季合併財務報表，提請　審

議。

照案通過

(2) 本公司一○八年度盈餘分配表，提請　審議案。 照案通過

(3) 擬修訂本公司「公司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提請　審議案。

照案通過

(4) 擬修訂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提請　審議案。 照案通過

(5) 擬修訂本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提請　審議

案。

照案通過

(6) 擬修訂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制度，提請  核

議案。

照案通過

(7) 有關本公司百分之百持股之孫公司信昌電子(蘇州)有限

公司盈餘匯回事宜，提請審議案。

照案通過

(8) 有關本公司百分之百持股之孫公司弘電電子有限公司盈

餘匯回事宜，提請審議案。

照案通過

(9) 本公司擬透過百分之百持股子公司弘電國際有限公司增

資信昌弘電電子(深圳)有限公司美金貳佰萬元，提請

核議。

照案通過

(10) 本公司第十一屆董事候選人提名，提請 審議案。 照案通過

(11) 擬解除本公司第十一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提請　審

議案。

照案通過

(12) 本公司擬從事慈善捐款案，提請  核議。 除相關董事依董事會議事規範第

十五條之董事利益迴避制度迴避

外，其他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

過。

第十屆

第二十四次董事

會

109.03.27

第十屆

第二十五次董事

會

109.05.04

第二十三次董事

會

109.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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