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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欣大眾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七屆第十三次董事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民國 110 年 11 月 11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開會地點：本公司後館地下一樓會議室（台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二段

28 號 B1） 

出席董事：蕭董事祥玲  張董事惠君  尤董事志煌   呂董事嘉凱 

張董事志強  劉董事自強  羅董事馬可   張董事力允 

          陳董事弘宙          （詳見董事會會議簽到紀錄簿） 

列席：朱監察人鳳芝  陳監察人國勝  莊監察人鴻江  楊總經理喬百  

孫經理中強    劉經理堂慰    邱稽核世傑    王專員增玉 

主席：尤志煌                                 紀錄：林再生  

一、宣佈開會 

    欣欣大眾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第 17 屆第 13 次董事會，董事應到 9

席，實到 9 席，監察人 3 位列席已達開會人數。 

二、主席致詞： 

各位董事與監察人大家好，感謝各位董監事參加本次董事會

議，本次會議重點為專櫃租金折讓作業的討論，現就依會議程

序，開始進行。 

三、上次會議決議（指裁）事項執行情形：（附件詳會議資料） 

四、重要管辦案件： 

（一）後館 2樓鉅星匯用途變更由 B2類（超級市場）變更為 B3類

（餐廳）。（附件詳會議資料） 

（二）前館 2樓使用用途由 B2類（超級市場）增加餐飲業用途案。

（附件詳會議資料） 

（三）公司前館工安耐震能力評估檢查申報辦理狀況。 

（附件詳會議資料） 

主席發言：本案後續若有最新的辦況，將會持續在董事會中

提報進度；另公司會依相關規定每二年委託專業

單位進行耐震評估檢查後，向建築物主管機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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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申報。公司將於下週邀請桃園結構工程技師公

會，針對屆時若檢查不合格時，研討應採取何種

因應作為﹖以預擬相關備案。  

呂董事嘉凱發言：如果萬一有不如預期的情況，當然公司會

採取相關補強手段，但是這個結果是還沒

發生，現在如果找建築師談備案，他也只

會回答見招拆招的答案，面臨不同狀況，

就會有不同的處置，他也不會有明確的答

案。 

主席發言：現在找建築師來談，最主要是要瞭解未來評估不

合格時，相關法規的規範與公司將要採取何種專

業技術的補強作為。 

呂董事嘉凱發言：依會議資料「有關耐震結構補強，預劃於

116年全館改裝時實施」，個人認為在處理

進度說明應該再增列「如在全館改裝前，

有任何狀況時，立即依據評估檢查結果，

提前採取結構補強作為」，較為週延。 

朱監察人鳳芝發言：未來在耐震評估報告期間中，若發生建

築物危安狀況，建議公司可以在委商合

約中，將相關責任歸屬，明確律定清楚。 

主席發言：公司會依據相關法令規定，每二年委託專業結構

單位，實施耐震評估檢查，並依據評估報告向主

管機關完成申報，於委託評估檢查二年期間，如

有問題，將會立即要求委託的專業結構單位提供

相關因應作為，該補強時，就會提前實施結構補

強，有關本案處理進度說明，會依呂董事指導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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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後館地下 1樓經營規劃案。（附件詳會議資料） 

主席發言：為求週延可行，本案將於新任總經理到職後，再

次邀集專業招商公司共同研討後，整體規劃情形

將於董事會報告；另已與招商公司達成共識，相

關費用將於完成招商進駐後，再行給付，後續將

訂於合約中明確規範。 

 

五、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 110年度第三季（1-9月）營業概況。 

（附件詳會議資料） 

莊監察人鴻江發言：在會議資料第 10頁報表，公司 1-9月份

稅前淨利是虧損 80餘萬元，個人提出一

點加強管理的建議事項。從公司月報表來

看，目前只有銷貨收入、影片收入、出租

收入及各項成本，但是如果將租賃收入減

掉租賃成本時，從 110年 1月起至 8月，

公司的租賃毛利都是賠錢。以百貨公司經

營的立場，是非常不應該，如果公司每月

都有做毛利分析的話，應該在 1-2月詹董

事長的時候，就應發覺降租政策是有問題

的，毛利就是負數的，是不是會造成報表

很難看﹖一直到 9月份租賃毛利才有正

78萬餘元，建議公司應該每月都要做銷貨

毛利、影片毛利及租賃毛利等三大毛利的

分析，至於這三大毛利要不要每季納入董

事會報告，由公司決定。公司應該要建立

報表管理的機制，每月來做分析。 

陳監察人國勝發言：劉經理每月應該將營業毛利，區分三大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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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來分析比較，如果發覺有負數或者下降

時，就應該要提供報表給董事長來掌握狀

況，甚至於在這次疫情狀況下，租金談判

時，董事長如果有掌握到三大毛利，可能

就不會貿然決定租金調降的幅度。 

主席發言：請將兩位監察人建議事項，列入會議記錄。謝謝莊

監察人及陳監察人的建議，尤其，會前莊監察人所

提供本人的資料，使我一目瞭然，後續有關三大毛

利的狀況，我會隨時掌握，並於每季董事會議中提

出報告，以供各位董監事瞭解指導。雖然公司 1-9

月份淨利為負數，但是 10月份已有改善，請劉經

理說明。 

劉經理堂慰發言：其實公司在 1-5月份財報都還是正數，但於

7-9月份因受疫情狀況嚴峻影響，才由正轉

為負數。但在 9月當月已有盈餘 73 萬餘元，

10月份盈餘 190 萬餘元，而且超越去年同

期的業績 123萬餘元，所以，目前公司營收

已開始回升，並且會比去年同期逐步成長

中。 

陳監察人國勝發言：劉經理你剛才講「比去年成長」的那句話

是有問題的，以會計專業而言，整體營收

為負數，怎麼會有「比去年成長」的結論

呢﹖請你在表達上要特別留意。 

劉董事自強發言：有關第 10頁報表中，其他收入與其他支出

都成長 6 倍，這些原因都需要揭露說明。 

主席發言：有關公司 111年起營業概況報表，都需要修正更新，

如為負數者，都必須於董事會議內部資料中揭露提

報，但在公開資訊中，要依據會計師及金管會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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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辦理。 

（二) 今年（110）年第三季(7-9月)內部（含勞、安、衛）稽核工作

執行報告。（附件詳會議資料） 

莊監察人鴻江發言：有關這個案子，除了請泛亞公司來看施工

品質外，還有發包價格的合理性，因為公

司是外行，所以他們有沒有灌水你們是不

知道。重點就是要請泛亞來看這些價格合

不合理。公司有沒有要求鉅星匯提供發包

的細項?應該要將這些資料請泛亞來幫忙

審閱。 

主席發言：請林再生秘書補充說明。 

林秘書再生發言：公司已要求鉅星匯吳政男董事長提供所有工

程發包合約，包含所有施工的項目、人工時

及材料等明細，亦經吳董事長同意提供；另

泛亞許經理也已到場會勘，針對新增消防設

備項量及管材長度等工項，也逐一初步勘

查。全案俟鉅星匯正式提供合約後，再邀請

泛亞許經理到場查驗確認。 

張董事志強發言：莊監察人所講的重點應是要請泛亞，針對工

程合約內容的合理性協助審查，由第三方評

鑑提供公司參考，較為適宜。 

主席發言：謝謝莊監察人及張董事兩位的指導，公司將會由監

工小組、泛亞許經理及機電協力商吳金盛董事長等

人員共同組成專案小組，對鉅星匯工程合約內容與

細項相關報價，完成聯合審查，驗證其合理性，嚴

格把關。後續將俟使用執照核可後，相關分攤費用

會於董事會中提案審議。 

張董事志強發言：另在會議資料第 15頁「CY-101 個人資料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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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之管理」第三點「110年 7-9月各月份與

各廠商簽訂合約，均有增訂個資暨合約內容

保密條款」，因近有秀泰影城資料庫被駭個

資流出事件，請公司要將稽核結果於下一季

董事會中說明。 

主席發言：據影城廖董事長向本人宣稱，資料庫被駭已委託律

師向系統維護商提出賠償要求，後續處理情形，列

入下次董事會提報；另在工安部分，已完成前館老

舊電線及開關的更換，並也訂定節能減碳計畫，全

數更換 LED省電電泡及修復電扶梯節能感應系統，

以節約水電費用支出。 

（三) 本公司「公司治理評鑑」檢討分析及精進作法。 

（附件詳會議資料） 

主席發言：謝謝莊監察人及張董事兩位提供的資料，公司已將

近中期的改善項目，列入明年度的稽核工作計畫內

管制執行；另對長期需改善 24項，會評估對公司

最有利的項目，逐年完成改善。 

陳董事弘宙發言：在會議資料附件二 3.18項目中，公司以甚

麼方式與龍華大學合作更新公司網頁？ 

主席發言：是採建教合作方式。 

陳董事弘宙發言：除了建教合作之外，還可以採捐贈方式合

作，如採捐贈方式公司還可以節稅。 

王專員增玉發言：公司現與龍華科技大學採建教方式合作更新

官網，是納入該校建教合作基金內計畫，可

以補貼研發經費 5萬元。 

陳董事弘宙發言：如果以捐贈合作方式節稅，是否會超過補助

款 5萬元，兩者之間，請公司再評估。 

莊監察人鴻江發言：在商言商，有關附件二缺失內，有幾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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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英文財報或資料，我不認為所有上市

櫃公司都能把這部分做得很好，公司應該

考量成本，因為公司要委託會計師來翻

譯，如果將這幾項暫時不去管它，整個名

次又會進步多少？若改進了，又會進步多

少？請公司再評估。所以，名次是不重要

的，在費用及合法性等方面是比較重要，

這是提供給公司決策參考。 

呂董事嘉凱發言：有關附件二 3.4項「公司是否在會計年度結

束後兩個月內公布年度財務報表？」是否可

以做得到？ 

劉經理堂慰發言：目前公司第一季董事會開會日期都是在每年

3月份，若要做到 3.4評鑑項目，則必須要

提前於 2 月份召開董事會，因為期間必須要

配合會計師查帳及薪酬委員會議等時間限

制。所以，現階段是有困難的。但已與會計

師研討相關因應的作法，俟獲取共識後，再

檢討將年度第一季董事會提前召開，符合該

評鑑項目規範。 

羅董事馬可發言：建議公司能編成專案小組，依評鑑項目，明

確律定個人任務職掌，依據計畫內短中長期

目標，逐一完成改進，以提升評鑑排名。 

主席發言：請稽核依羅董事指導，立即編成專案小組，每月開

會研討，每季納董事會提報；另針對莊監察人意

見，會納入專案小組會議中研討。 

張董事志強發言：建議公司可以比照欣欣天然氣公司，將各會

派董監事在會裡上課的證明影印彙整；另也

會請本會考慮將其他非會派董監事一併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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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年度講習對象。 

莊監察人鴻江發言：在詹董事長任內，我就已經提醒公司，我

在 93 年 1 月 1 日就任後，沒幾年，主管

機關就規定董監事一年要上幾個小時的

課，公司每年應該就要提醒民股董監事要

去上課。 

主席發言：請林秘書收齊各位董監事上課證明影本，納入公司

治理評鑑資料中備查。 

（四) 本公司遴選「專業經理人─總經理」作業執行情形。 

（附件詳會議資料） 

（五) 本公司今年（110年度)營業預算執行情形。（附件詳會議資料） 

主席發言：有關 110年稅前盈餘預估 176萬餘元，經公司經營

團隊努力不懈，實際可能會超越預估值，請劉堂慰

經理補充說明。 

劉經理堂慰發言：10月份單月盈餘已達 195萬餘元，假設 11-12

月份仍繼續維持，預估年度稅前盈餘可達

400萬餘元。 

莊監察人鴻江發言：會議資料 28 頁，目前出租收入是 817 萬

餘元，出租成本 864萬餘元，出租毛利是

虧損 47萬餘元；另從第 37 頁 1-9月損益

表，租賃收入是 572萬餘元，租賃成本 623

萬餘元，實際上出租毛利是虧損 51 萬餘

元，經 10月份努力毛利才增加 4 萬餘元，

這就是公司降租政策的後遺症，它是影響

毛利的重要因素，期許公司爾後要注重報

表的控制與管理。 

主席發言：謝謝莊監察人的指導，公司先前的專櫃租金折讓作

為，確有不週延。後續將依據相關折讓作業規定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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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公司將會繼續努力，提升年度淨利盈餘。 

陳監察人國勝發言：在會議資料第 29及 59頁「營業計畫預算

表」，有兩點錯誤，第一是「預計毛利」

部分，涵蓋「營業外收入」。第二是「全

年支出」部分，未包含「營業成本」。所

以，如果要表達全年收入及全年成本，應

該要將「預計毛利」刪除，直接全年收入

及支出，產出盈餘。 

主席發言：請劉堂慰經理遵照陳監察人指導修正。 

（六) 推廣國民旅遊卡、五倍券及農遊券行銷專案執行情況。 

（附件詳會議資料） 

主席發言：有關公司「退輔會農產品專區」都已經可以使用國

民旅遊卡及農遊券消費，也請退輔會廣為宣傳，其

中該專區自 7 月 30日開幕至 11 月底，營業績效預

估可達 400萬餘元，平均每月可創造業績 100萬

元。謝謝輔導會各單位的支持，後續將會置重點在

專案行銷方面。 

莊監察人鴻江發言：在會議資料第 30頁（二）涮乃葉部分，

相關促銷方案，如果是廠商提的還好，若

是公司規劃的，請評估是否會賺錢？ 

劉經理堂慰發言：有關這些促銷專案，都是廠商自己提出。 

（七) 本公司與各專櫃協商租金（含抽成）執行情形。 

（附件詳會議資料） 

莊監察人鴻江發言：有關鉅星匯開立本票擔保這件事情，原則

上，專櫃欠租公司要訂定一個底線，如果

一直採開本票方式，公司接不接受？公司

應該要沙盤推演，如果專櫃一直無法履

約，建議公司要有停損機制，是否要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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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要求它撤櫃？ 

劉經理堂慰發言：公司非常重視這個問題，尤其是會計師在每

季查核時，都會列入重點項目，在去年同期

鉅星匯也有類似欠租的情事，因欠款未超過

該餐廳履約保證金 400萬元，未有呆帳及應

收帳款產生，所以，公司就依據金管會與會

計師的規定，於董事會議中提報。今年，該

餐廳欠款亦尚未超過履約保證金，且吳政男

董事長允諾會在 12月底前繳清，公司後續

將會嚴密掌握狀況，必要時會請律師採取法

律行動。 

呂董事嘉凱發言：請問本票發票人是誰？ 

劉經理堂慰發言：是吳政男董事長本人。 

呂董事嘉凱發言：這是公司的債務，但是自己開個人的本票，

吳政男本人債信如何？ 

劉經理堂慰發言：因為吳董事長是該餐廳負責人，所以，是代

表連帶保證，至於他個人債信如何？公司是

沒有去查證。 

呂董事嘉凱發言：本票與支票不同之處，在於本票可逕付強制

執行，但對他個人強制執行或是對公司強制

執行，與對現場取償及公司保固還是有不一

樣，如果未來是對該公司求償，還可以掌握

一些生財機具，雖然先不要預設他個人債信

有沒有問題，至少公司還有 400萬履保金，

但是公司還是要未雨綢繆，訂定一個底線。 

莊監察人鴻江發言：有關鉅星匯開立本票乙事，依據呂董事所

提意見，如果他個人都沒財產，那開的本

票又有甚麼用呢？如果改成由鉅星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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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開支票或本票，會不會比較適當？請公

司研究﹗ 

 

六、提案討論：（報備、追認、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本公司民國 110年第三季財務報表，提請審議。 

（附件詳會議資料） 

莊監察人鴻江發言：有兩個數字請公司說明，會議資料第35頁綜合損益表

中「什項收入」546萬餘元，比去年同期增加很多；

另第40頁現金流量表「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982

萬餘元，也增加很多，請公司說明。 

劉經理堂慰發言：1.有關綜合損益表中「什項收入」增加計有三項分別為

「疫情三級警戒，公司申請經濟部薪資補助計116萬餘

元」、「台電公司電費補助計380萬餘元」及「台北市政

府房屋稅減免計6萬餘元」，合計約400多萬元。 

2.「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增加主要部分計有「因

鉅星匯消防審查，公司辦公室遷移」及「配合壽司郎

進駐，地下商場改裝」等兩大項，相關整修工程明細，

可提供監察人審閱。 

莊監察人鴻江發言：有關取得細項，請劉經理會後提供本人。 

決議：經全體出席董事一致同意，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擬訂本公司民國 111 年度營業預算暨經營計畫，提請審議。 

（附件詳會議資料） 

莊監察人鴻江發言：個人原則上是沒有意見，但對公司有些期許，疫情前，

公司盈餘目標是2,000多萬元，沒有疫情時，甚至有

到4,000多萬元，如果明年疫情狀況趨緩，希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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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僅限只有2,000多萬元，應繼續努力爭取更好的

成績。 

朱監察人鳳芝發言：公司自尤董事長到任後，致力於與退會各單位與企業

連結，個人有幾點感想： 

1.記得有次退輔會馮主委，宴請我們退輔會相關企業

用餐時，贈送所有參與人員，與眷村人情風味相關

的伴手禮，雖然價格不高，但充分表達他對眷村文

化的重視，使我改變對他的刻板印象。 

2.個人對公司設立「退輔會農產品專區」及「國軍服

裝提領處」等專櫃的動機非常感動，原本公司成立

的目的，就是要照顧榮民與相關企業，但經過數年

後，逐步走向民間純企業化，似乎已淡忘肇始之初

的目的。但尤董事長就任後，卻大力推展與退輔會

相關企業的連結，且成績斐然，令人佩服。 

3.若公司能持續與退輔會相關企業相互支援捧場，會

讓人改變對退輔會的整個印象。個人認為退輔會從

馮主委到任後，一直都在落實推動退輔會使命及任

務，而尤董事長也秉持這樣的精神，努力來達成公

司成立的目的，實在是要向尤董事長拍拍手。 

主席發言：有關公司111年度營業預算稅前淨利目標，經全體董事同意，

訂定為2,100萬元，公司經營團隊會更加努力，爭取更佳的營

業績效，創造股東最大利潤。 

劉董事自強發言：會議資料第53-54頁，年度預算規劃，建議用收支並列

的方式彙整成一張表，比較清楚明瞭。 

主席發言：請劉經理依劉董事指導修正。 

決議：經全體出席董事一致同意，111年度營業預算稅前盈餘目標

為 2,1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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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案由：本公司民國 111年度稽核工作計畫，提請審議。 

（附件詳會議資料） 

陳監察人國勝發言：有關租金折讓規定，應列入年度稽核項目，

公司年度稽核計畫是將它列入 CS-103項

目，但在查核重點即應行注意事項，卻沒有

訂定一個單獨查核項目，並應詳實訂定稽核

具體時間，不然 2月查核完之後就不管了，

與作業規定中「定期稽核，並提報董事會」

條文不符。 

邱稽核世傑發言：後續如有專櫃租金折讓，會完成專案查核作業

，並將查核結果於董事會中提報。 

主席發言：有關租金折讓作業情形，請邱稽核於每季董事會中提

報；另在稽核工作計畫內增列折讓查核項目。 

呂董事嘉凱發言：如果是針對「租金折讓」這件事情，我們只是

關心稽核頻率及稽核時間，應該是在計畫內要

明確表達，有列專案稽核，但稽核頻率要怎麼

訂？譬如，發生租金折讓的時候，再去做稽核

，稽核頻率與稽核時間該如何？ 

莊監察人鴻江發言：像衍生性商品公司不是每個月都承做，但金

管會規定是每個月都要做。譬如，記載本月

無此交易(業務)，這樣也是稽核。 

陳監察人國勝發言：所以可以比照 CC-101方式，列出稽核重點與

項目，每月定期實施查核，如果沒有，就註

明本月無資訊，如果有，就啟動專案查核。 

主席發言：請邱稽核依據各位董監事意見，修訂年度稽核工作計

畫。 

決議：經全體出席董事一致同意，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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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案由：本公司總經理楊喬百自民國 110 年 12 月 01 日離職，在新

任人選未推荐經董事會通過前，總經理職務建議由尤董事

長志煌暫行兼代，提請審查。（附件詳會議資料） 

主席發言：謝謝楊總經理七年來對公司的貢獻，公司將會依相關

規定給予適當的獎勵。 

決議：經全體出席董事一致同意，照案通過。 

 

提案五： 

案由：本公司因應重大事件專櫃租金（含抽成）折讓作業規定，

提請審議。（附件詳會議資料） 

莊監察人鴻江發言：在「肆、折讓作業：第二條『折讓比率在 20%

（含）以下者，由公司逕與承租專櫃洽定』，

增加『得由公司逕與』」，是因為有家 A公司

在股東會的時候，有位 B 股東與該公司有業

務往來，他認為台北市政府有降價給那家 A

公司，為什麼 A公司沒有同步調降給 B股東？

如果以後公司在股東會時，也有股東提出你

有這作業規定，但你卻沒有照著董事會決議

執行，到時候公司可能會受到質疑。在開會

前，呂副主委有提到這個「得」好像沒這個

功用，不知道副主委有沒有比較好字眼可以

替代”得”字?。 

呂董事嘉凱發言：個人解讀有沒有加「得」字，都是一樣的，不

是說你可以得或是不得，加了得你就有裁量權

，我只是特別要表達這件事情。因為條件都已

經成就了，難道你不去談這件事情嗎？所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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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得字與沒加都是一樣的意思。剛才莊監察人

講的情況，剛好是相反的，我們就是要去談折

讓的事情，條件成就了，就要去談﹗所以，要

不要加「得」字，我都沒有意見。但對於條文

我有幾點意見。 

1.在 69頁「貳、作業目的中『突發事件致營

運困難而提前撤櫃』」因為在後面都沒出

現，營運困難好像跟提前撤櫃這件事情，只

要是營運困難就可以做這件事情，我們只是

臆測，但後面有提到營運困難或是收入大幅

衰退，所以，我覺得「而提前撤櫃」這句話

可以刪掉。另外我覺得應該是專櫃與公司的

永續經營，讓他也能活得下去，所以對他做

些折讓，這也就是提前撤櫃的另外一個表

達，讓專櫃也能永續經營，不會因這樣而提

前撤櫃。建議是擺在公司永續經營上面。 

2.在「肆、折讓作業：第一條：後續隨疫情狀

況」，其實規定中從來沒講到疫情，所以這

個地方，應該改成「經營狀況」，因為剛才

講到「得」的那個條文的時候，也是後續經

營發展詳細評估，所以應修正為「經營狀況」

或是「營運狀況」。 

3.接下來，「一年最多可折讓 3個月份」，跟前

面我們原來條文「進行乙次折讓，最多折讓

3個月」這兩個意思好像不一樣，假設，我

年初發生有舒緩，年底有發生乙次，可能狀

況會更嚴重，感覺乙次可以 3個月，每次最

多有 3 個月，跟乙年 3 個月，對專櫃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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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預期乙年會發生幾次，或是有多長，

我認為原來條文比較能表達這樣的意思。 

陳監察人國勝發言：其實我的出發點最主要是，當初我們訂的折

讓點，是損益兩平為 25％，後來為什麼把它

拉成 20％，這個 3個月是跟 25％與 20％相

呼應，就是我要考量公司的存活，如果我一

年可以讓它折讓好幾次，每次 3 個月，甚至

到半年，公司可能連包租或是營運都有問

題，所以，我就把前面 3 個月拉到後面，而

且希望乙年最多折讓 3個月。最主要還是考

量公司母體營運的問題。 

呂董事嘉凱發言：另外還有一個問題，我們今年某一段時間是很

差，週期到明年又是一樣發生，這裡講我與去

年同月比較之後，就沒有 50％的問題，今年可

以與去年比較，但明年與今年比它一樣很慘，

這個時候它就不行了，在這種情況要透過甚麼

辦法它可以折讓，這樣才合理。 

劉董事自強發言：在「參、實施時機，第二條：專櫃某月營業(

或主要)收入較去年同月或前二個月平均值減

少幅度達 50％（含）以上」它也可以與前二個

月平均值來做比較。 

蕭董事祥玲發言：如果涮乃葉及美體小舖它們經營都不好，那它

們可不可以向政府申請補助？如果可以，我們

還要同意它們降租嗎？對我們是不是很不公

平？ 

主席發言：我們僅針對它們在公司的專櫃而已，因為我們都會有

它們在公司的業績報表。 

呂董事嘉凱發言：其實我們的基礎是依據它們專櫃繳給公司的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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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跟它們總公司是沒有關係。 

主席發言：有關蕭董事所提出的意見，未來公司在與各專櫃協商

租金折讓時，會特別注意該公司是否有獲得政府相關

補助，以作為協商談判的參考。請林秘書依據各董監

事意見完成修正後，照案通過。 

決議：經全體出席董事一致同意，照案通過。 

 

七、臨時動議：無 

主席發言：對於各位董監事所提意見，公司經營團隊將會持續管

制執行，感謝各位董事與監察人的支持與指導，並在

百忙之中共同參與本次會議，本席在此宣布散會。謝

謝！ 

八、散會（主席宣佈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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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人員：秘 書  林再生 

 

     首    長：董事長 尤志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