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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航空 108年度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重要決議： 

董事會 
會議日期 
期別 

議案內容 

審計委員會/ 
薪資報酬委員會 
會議日期、期別及 

審議結果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 
薪資報酬委員會 
意見之處理 

108.03.19 

(108年第 1次) 

1. 通過 107年度營業報告。 

2. 通過 107年度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 

3. 通過 107年度盈餘分配。 

4. 通過辦理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 

5. 通過 107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6. 修訂「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實施細則」。 

7. 委任簽證會計師並決議其報酬。 

8. 購入 2架承租之 777-300ER航空器。 

9.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及「取得或處分資產及其他財務事項核決權

限表」。 

10. 修訂「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 

108.3.18 

(108年第 1次) 

審計委員會 

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無 

11. 決議 107年度員工酬勞。 

12. 決議 107年度董事酬勞。 

108.03.18 

(108年第 1次) 

薪資報酬委員會 

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無 

13. 通過 108年度營業計畫。 

14. 撤銷巴拿馬分公司。 

15. 訂定本公司國內第 3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轉換為普通股之增資基準日。 

16. 變更菲律賓分公司與銀行往來業務之簽署人。 

17. 修正公司「章程」。 

18. 修訂「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組織辦法」。 

19. 決議召開 108年股東常會。 

20. 通過 107年度「現代奴役法聲明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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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會議日期 
期別 

議案內容 

審計委員會/ 
薪資報酬委員會 
會議日期、期別及 

審議結果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 
薪資報酬委員會 
意見之處理 

108.05.10 

(108年第 2次) 

1. 追認認購「長汎旅行社(股)公司」股份。 

董事利益迴避及議案表決情形 

 因林董事長寶水及張董事國政為「長榮國際(股)公司」指派之代表人，柯董

事麗卿及戴董事錦銓亦擔任「長榮國際(股)公司」董事，故須依法迴避。 

 除依法迴避未參與討論及表決之董事外，其餘出席之 5名董事同意通過。 

2. 出售乙架 747-400SF改裝貨機。 

3.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108.05.10 

(108年第 2次) 

審計委員會 

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無 

4. 設立義大利分公司。 

5. 訂定本公司國內第 3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轉換為普通股之增資基準日。 

6. 變更菲律賓分公司與銀行往來業務之簽署人。 

7. 修正公司「章程」。 

8. 修訂「公司治理守則」。 

9. 修訂「獨立董事之職責範疇規則」。 

10. 設置公司治理主管。 

11. 訂定「處理董事所提要求標準作業程序」。 

－ － 

108.08.09 

(108年第 3次) 

1. 追認延長乙架 777-300ER型客機之租期。 108.08.09 

(108年第 3次) 

審計委員會 

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無 

2. 於越南峴港設立辦事處。 

3. 訂定配息、配股暨增資基準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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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會議日期 
期別 

議案內容 

審計委員會/ 
薪資報酬委員會 
會議日期、期別及 

審議結果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 
薪資報酬委員會 
意見之處理 

108.10.02 

(108年第 4次) 

1. 向關係人「長照(上海)企業管理諮詢有限公司」承租不動產。 

2. 修訂「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 

108.10.02 

(108年第 4次) 

審計委員會 

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無 

3. 追認簽署 A321-211型客機租約移轉相關合約。 

4. 修訂「公司治理守則」。 

5. 修訂「董事會議事規則」。 － － 

108.11.08 

(108年第 5次) 

1. 追認簽署 777-300ER型客機租約移轉相關合約。 

2. 向關係人「Evergreen International S.A.」承租辦公室。 

董事利益迴避及議案表決情形 

 因張董事國政及柯董事麗卿亦擔任「Evergreen International S.A.」董事，故

須依法迴避。 

 除依法迴避未參與討論及表決之董事外，其餘出席之 7名董事同意通過。 

3. 向關係人「長榮鋼鐵(股)公司」購買「立榮航空(股)公司」股份。 

董事利益迴避及議案表決情形 

 因張董事國政之二親等內血親及柯董事麗卿亦擔任「長榮鋼鐵(股)公司」董

事，故須依法迴避。 

 除依法迴避未參與討論及表決之董事外，其餘出席之 7名董事同意通過。 

 

108.11.08 

(108年第 5次) 

審計委員會 

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無 

108.12.25 

(108年第 6次) 

1. 增加投資子公司「EVA Flight Training Academy」。 

2. 修訂「會計制度」。 

3. 決議以 107年度未分配盈餘進行實質投資。 

108.12.25 

(108年第 6次) 

審計委員會 

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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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會議日期 
期別 

議案內容 

審計委員會/ 
薪資報酬委員會 
會議日期、期別及 

審議結果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 
薪資報酬委員會 
意見之處理 

4. 修訂本公司「經理人酬金給付辦法」之附表「經理人職級薪津架構標準」。 

5. 決議經理人 108年度年終獎金。 

董事利益迴避及議案表決情形 
 因孫董事嘉明就本案有自身利害關係，故須依法迴避。 

 除依法迴避未參與討論及表決之董事外，其餘出席之 7名董事同意通過。 

6. 決議經理人 109年度薪津。 

董事利益迴避及議案表決情形 
 因孫董事嘉明就本案有自身利害關係，故須依法迴避。 

 除依法迴避未參與討論及表決之董事外，其餘出席之 7名董事同意通過。 

7. 決議董事長 108年度年終獎金。 

董事利益迴避及議案表決情形 

 因林董事長寶水就本案有自身利害關係，故須依法迴避。 

 除依法迴避未參與討論及表決之董事外，其餘出席之 7名董事同意通過。 

8. 決議董事長 109年度薪津及業務執行費用。 

董事利益迴避及議案表決情形 

 因林董事長寶水就本案有自身利害關係，故須依法迴避。 

 除依法迴避未參與討論及表決之董事外，其餘出席之 7名董事同意通過。 

108.12.25 

(108年第 2次) 

薪資報酬委員會 

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無 

9. 訂定「109年度內部稽核計畫」。 

10. 訂定「董事進修推行要點」。 

11. 修訂「公司治理守則」。 

12. 通過 109年度預算。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