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本案照案通過。
六、選舉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本公司第十八屆董事及監察人任期將屆滿，提請　改選案。
提案人：董事會
說　明：一、按本公司章程第十條及十六條之規定辦理。

二、本公司第 18屆董事及監察人任期將於101年5月25日屆滿依規定辦
理改選事宜，並依公司法195條，不及改選時，延長其執行職務至
改選董監事就任時為止。

三、本次擬選出第19屆董事13人、監察人2人任期自101年5月30日至104
年5月29日止，任期三年。

選舉結果：1.現階段出席股數為320,621,348股，佔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87.38％。
2.主席指定股東戶號1838鄭國禎及股東戶號1295張明仁為監票人，蔡
家成、吳美鈴、蔡幸君、蘇碧珍、陳苑青、余菁芬、塗欣屏、陳麗
玲為計票人，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後依法選舉。

3.選舉結果如下：
國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第19屆董監事當選名單

七、其它議案
第一案
案　由：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董事競業之限制，敬請　討論案。
提案人：董事會
說　明：一、依公司法第 209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

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本公司 101年股東常會改選之全體董事，可能有為自己或他人為屬

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為配合事實需要，在無損及公司之利益
下，擬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董事、法人董事代表人、或以法人股東
代表人身分當選之董事，其代表之法人股東競業競止之限制，名單
如下：

國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第19屆董事競業禁止名單
 

1.因本案董事長許育瑞等利害關係人，依法應迴避，由董事長指定杜董
事   誼為代理主席。

2.本案宣佈票決。
3.代理主席指定股東戶號1838鄭國禎及股東戶號1295張明仁為監票人，
蔡家成、吳美鈴、蔡幸君、蘇碧珍、陳苑青、余菁芬、塗欣屏、陳麗
玲為計票人。

決　議：代理主席宣佈投票結果
1.投票結果：贊成表決權數共234,279,363權 

反對及廢票表決權數共10,411,033權
2.代理主席宣佈贊成表決權數超過全體出席決權數二分之一(已扣除利害
關係人表決權數)，依法宣佈本案照案通過。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  　 會
　　主席：許育瑞           、杜   誼　　　　　      記錄：蔡金川

                                      (其它議案第一案)

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104中山北路二段六十三號

電話：(02)21002100　　直撥 6 財務組　緘
財務組
地　址：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65 巷 9 號 4 樓

股份有限公司一Ｏ一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2253

(附件1)

時間：中華民國101年5月30日(星期三)上午10時30分正
地點：高雄市民生二路202號高雄國賓大飯店2樓國際廳
出席：出席股東及代理人股份320,621,348股，佔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

366,923,343股之87.38％。

主席：許育瑞　　　  、杜   誼　　　　　記錄：蔡金川 

                                (其它議案第一案)
列席：黃虹霞律師、林素雯會計師、林麗凰會計師。
一、宣佈開會(出席股東及代理人所代理之股份數額已達法定數額)
二、開會如儀。
三、主席致詞：(略)
四、報告事項：（詳議事手冊）
　　(一)本公司100年度營業報告書
　　(二)本公司100年度財務報告
　　(三)其它報告
　　(四)監察人審查報告
　　(五)會計師查核報告
　　(六)展望
五、承認及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本公司100年度決算業經編就，敬請　承認案。
提案人：董事會
說　明：一、本公司100年度營業報告書、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

動表及現金流量表(詳見附件)業經編就，並經會計師查核竣事。
　　　　二、100年度母子公司之合併財務報表(詳見附件)。
　　　　三、敬請　承認。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　由：本公司100年度盈餘分配表，敬請　審議案。
提案人：董事會
說　明：一、本公司100年度盈餘分配表(詳見附件1)。

二、現金股利經股東會決議分配金額後，授權董事長另定現金股利分
派基準日。

三、本盈餘分配案，嗣後如因本公司發行轉換公司債轉換為普通股，
致影響配息基準日流通在外股份數量時，擬請董事會授權董事長
依本次盈餘分配案決議之現金股利金額，調整股東配息率。

四、敬請　審議。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本案照案通過。

國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中華民國100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摘　　　　　要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369,585,245
　　加：本期稅後純益 427,602,164
可供分配盈餘 797,187,409
分配項目
　　(一)法定盈餘公積10% 42,760,216
　　(二)股息及紅利(每股配發現金0.50元) 183,461,672
期末未分配盈餘 570,965,521
附註：
　　(一)配發董監事酬勞(4%) 15,393,678
　　(二)配發員工現金紅利(8%) 30,787,356
　　(三)盈餘分配至元為止，元以下四捨五入。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第三案
案　由：為因應實際需要，擬修改本公司「公司章程」，敬請　審議案。
提案人：董事會
說　明：謹將修改前後條文對照如下：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本案照案通過。

第四案
案　由：為加強董事會組織功能之運作，擬修改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敬請　審議案。
提案人：董事會
說　明：謹將修改前後條文對照如下：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本案照案通過。
第五案
案　由：為配合實務運作等需求，擬修改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敬請　審議案。
提案人：董事會
說　明：一、依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1年2月13日金管證發字第

1010004588號令修正發布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準則」部分條文修正。

二、謹將修改前後條文對照如下：

第二條：本公司經營之業務如下： 
(一)F203010食品什貨、飲料零售業。 
(二)F501030飲料店業。 
(三)F501060餐館業。 
(四)G202010停車場經營業。 
(五)H701010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 
(六)H701040特定專業區開發業。 
(七)H701060新市鎮、新社區開發業。 
(八)H703090不動產買賣業。 
(九)H703100不動產租賃業。 
(十)J701020遊樂園業。 
(十一)J701040休閒活動場館業。 
(十二)J702080酒吧業。 
(十三)J901011觀光旅館業。 
(十四)JA03010洗衣業。 
(十五)JE01010租賃業。 
(十六) JZ99020三溫暖業。 
(十七) JZ99080美容美髮服務業。 
(十八)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
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八條：股東會開會時，以董事長為主
席，董事長因故缺席時，由董事長指定
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如董事長未指定
代理人時，由常務董事中互推一人代理
之。
第十一條：董事組織董事會，由三分之
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
同意互選四人為常務董事並就常務董事
中依前項方式推選一人為董事長主持本
公司一切業務，常務董事協助董事長處
理日常業務。
第十二條：董事長對內為股東會、董事
會及常務董事會主席，對外代表公司，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
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
第十四條：本公司董事會至少每季召集
一次。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
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得以電子郵件(E-
mail)或傳真為之，但遇有緊急情事時，
得隨時召集之。 
董事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長
召集之，董事會閉會期間由董事長及常
務董事行使董事會一切職
權。董事得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
會議，但每次應出具委託書列舉事由之
授權範圍，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第十九條：本公司設總經理一人，副總
經理、協理若干人，各分公司設分公司
總經理一人，副總經理、協理若干人，
秉承董事長之命綜理公司一切業務，其
任免均由董事會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廿二條：本公司全體董事、監察人及
經理人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同業通常
水準支給之。

第廿五條：本章程訂於中華民國五十一
年十一月十日；.....第卅三次修正於民國
一○○年五月卅一日，自股東會通過之
日起施行。

修正前條文修正後條文 說    明
第二條：本公司經營之業務如下： 
(一)F203010食品什貨、飲料零售業。 
(二)F501030飲料店業。 
(三)F501060餐館業。 
(四)G202010停車場經營業。 
(五)H701010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 
(六)H701040特定專業區開發業。 
(七)H701060新市鎮、新社區開發業。 
(八)H703090不動產買賣業。 
(九)H703100不動產租賃業。 
(十)J701020遊樂園業。 
(十一)J701040休閒活動場館業。 
(十二)J702080酒吧業。 
(十三)J901011觀光旅館業。 
(十四)JA03010洗衣業。 
(十五)JE01010租賃業。 
(十六)JZ99020三溫暖業。 
(十七)JZ99080美容美髮服務業。 
(十八)F401171酒類輸入業。 
(十九)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
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八條：股東會開會時，以董事長為主
席，董事長因故缺席時，由董事長指定
董事一人代理之。如董事長未指定代理
人時，由董事中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十一條：董事組織董事會，由三分之
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
同意推選一人為董事長主持本公司一切
業務。

第十二條：董事長對內為股東會及董事
會主席，對外代表公司，董事長請假或
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
事一人代理之。
第十四條：本公司董事會至少每季召集
一次。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
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得以電子郵件
(E-mail)或傳真為之，但遇有緊急情事
時，得隨時召集之。 
董事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長
召集之，董事會閉會期間由董事長行使
董事會一切職權。董事得委託其他董事
代理出席董事會議，但每次應出具委託
書列舉事由之授權範圍，代理人以受一
人之委託為限。
第十九條：本公司設總經理一人，營運
長一人，副總經理、協理若干人，各分
公司設分公司總經理一人，副總經理、
協理若干人，秉承董事長之命綜理公司
一切業務，其任免均由董事會過半數之
同意行之。
第廿二條：本公司全體董事、監察人及
經理人之薪資報酬，按照本公司薪資報
酬委員會組織規程之相關規定審訂之。

第廿五條：本章程訂於中華民國五十一
年十一月十日；.....第卅三次修正於民
國一○○年五月卅一日；第卅四次修正
於民國一○一年五月卅日，自股東會通
過之日起施行。

新增營業
項 目
F401171
酒類輸入
業

加強董事
會組織功
能之運作

加強董事
會組織功
能之運作

加強董事
會組織功
能之運作

加強董事
會組織功
能之運作

增設營運
長 

依本公司
薪資報酬
委員會組
織規程辦
理 

增列修正
日期

五、股東會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
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
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
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
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修正前條文修正後條文 說    明
五、股東會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

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
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
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
人代理之。

加強董事會組
織功能之運作

 編號 職　稱 戶　號                 姓　　　　　　　名 當選權數     
 1 董事 272 許育瑞 375,449,021 權
 2 董事 127229 常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葉山母 333,443,867 權
 3 董事 248 仰德投資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許淑婉 316,406,564 權
 4 董事 167094 新保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林伯峰 311,538,766 權
 5 董事 162158 和昇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李昌霖 304,237,078 權
 6 董事 248 仰德投資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林展川 299,369,277 權
 7 董事 127229 常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林瑞祥 292,067,597 權
 8 董事 248 仰德投資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郭敦瑜 284,765,904 權
 9 董事 171 士林電機廠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林瀚東 277,464,216 權
 10 董事 167118 鼎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杜   誼 267,728,595 權
 11 董事 171 士林電機廠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王萬興 260,426,934 權
 12 董事 171 士林電機廠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謝漢章 253,125,236 權
 13 董事 127229 常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林興國 243,389,658 權

 1 監察人 163558 景德勝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鄭富雄 299,005,303 權
 2 監察人 620 三共運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謝正偉 293,761,963 權

董事姓名

許育瑞

葉山母

許淑婉

林伯峰

李昌霖

郭敦瑜

王萬興
謝漢章

林興國

職稱

董事長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兼總經理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兼營運長

 公   司   名   稱
士林電機廠(股)公司
新竹物流(股)公司
嘉德開發(股)公司
南澳土地開發(股)公司
仰德投資事業(股)公司
士林電機廠(股)公司
新竹物流(股)公司
仰德投資事業(股)公司
新堡科技(股)公司
誼光國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公司
新工光電科技(股)公司
新誼整合科技(股)公司
新光電通(股)公司
鵬輝育樂(股)公司
東北角育樂開發(股)公司
新昕國際(股)公司
士林電機廠(股)公司
新竹物流(股)公司
嘉德開發(股)公司
士林開發(股)公司
南澳土地開發(股)公司
台灣文創發展(股)公司
新開(股)公司
群欣置業(股)公司
新竹物流(股)公司
仰德投資事業(股)公司
士林電機廠(股)公司
士林電機廠(股)公司
國賓經典食品(股)公司
嘉德開發(股)公司

職   務
董事長
董事長
董事長
董事長
董事長
常務董事
董事
董事
副董事長
董事
董事
副董事長
副董事長
董事
董事長
董事長
董事
董事
董事兼總經理
董事長
董事
董事
董事長
董事長兼總經理
董事
董事
常務董事
董事
董事長
董事

擔               任

第十六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
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
後，始得為之：
一、取得不動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依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

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象及

其與本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一年各月份現

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
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
項。 

第二十三條 子公司資產取得或處分之規定 
(一)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亦應依母公司

規定辦理。 
(二)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達第八條所訂應公告申報標準
者，由母公司辦理公告申報事宜。 

(三)子公司之公告申報標準中所稱「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係以母公司
之實收資本額為準。

所稱子公司為本公司直接持有逾百分之五十
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之被投資公司或公司經
由子公司間接持有逾百分之五十已發行有表
決權股份之各被投資公司，餘類推。

修正前條文修正後條文 說    明
第十六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
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
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

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象及其與本公

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

測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

或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八條規定辦理，且所稱
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
推算一年，已依本程序規定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
承認部分免再計入。
與子公司間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董事
會得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
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第二十三條 子公司資產取得或處分之規定 
(一)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亦應依母公司規定辦理。 
(二)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達第八條所訂應公告申報標準者，由母公司辦理
公告申報事宜。 

(三)子公司之公告申報標準中所稱「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總資產百分之十規定」，係以母
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為準。

所稱子公司係指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發布之財務會
計準則公報第五號及第七號所規定者。

1.為強化關係人交易之
管理，擴大關係人交易
之規範範圍，將向關係
人處分不動產不論金額
大小，及與關係人取得
或處分除不動產外之其
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重
大性標準者，亦需將相
關資料提交董事會及監
察人承認。
2.另配合款次調整。 
3.為強化與關係人交易
之內部控制程序。 
4.為考量與子公司間，
因業務上之整體規劃，
就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
備有移轉之必要及需求，
考量其性質係屬一般經
常性之營業行為，故新
增第三項規定。

為強化對子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交易之督導。

第二條 依據
本處理程序係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
一規定及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以下
簡稱證期會)91.12.10(91)台財證(一)第 
0910006105號函之規定辦理。

第八條 應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標準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者，應
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
內將相關資訊於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
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二、從事大陸地區投資。
三、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四、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處理程

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五、除前四款以外之資產交易或金融機構處

分債權，其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買賣公債。
(二)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三)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用

之機器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
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四)以自地委建、合建分屋、合建分成、
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本公司預
計投入之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
以上。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一、每筆交易金額。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處分同

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

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動產之金額。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

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額。
第二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
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處理
程序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非屬國內公開發
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日前輸
入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
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將全部項目重行公
告申報。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契約、議
事錄、備查簿、估價報告、會計師、律師或
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於本公司，除其他
法律另有規定者外，至少保存五年。

第九條  應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時限
本公司依前條規定公告申報之交易後，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
將相關資訊於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
報：
一、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更、終止或

解除情事。
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依契約

預定日程完成。  
第十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固定
資產，除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建、租地
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
外，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先取得專業估
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價格或

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時，
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未
來交易條件變更者，亦應比照上開程序
辦理。

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者，應請
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洽請會計師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
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
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
性表示具體意見： 
(一)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金

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二)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差

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者。
四、契約成立日前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

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適
用同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月者，得
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第十一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先
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
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另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台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
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
市場之公開報價或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不
在此限。

第十二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
產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洽請會計師就交
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
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
二十號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購買或交換而取得
不動產，應依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
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
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意其法
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修正前條文修正後條文 說    明
第二條 依據
本處理程序係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
規定及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以下簡
稱證期會)91 . 1 2 . 1 0 ( 9 1 )台財證(一)第 
0910006105號函之規定辦理。但其他法令另
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八條 應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標準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者，應按
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
內將相關資訊於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
下簡稱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關係人

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
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
公債或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不在此
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處理程序

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構處分

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
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買賣公債。
(二)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三)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用

之機器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
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四)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
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
本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未達新臺
幣五億元以上。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一、每筆交易金額。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處分同一

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

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動產之金額。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

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額。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
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處理程序規定公
告部分免再計入。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非
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日
前輸入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
漏而應予補正時，應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契約、議事
錄、備查簿、估價報告、會計師、律師或證券
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於本公司，除其他法律另
有規定者外，至少保存五年。
第九條  應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時限
本公司依前條規定公告申報之交易後，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
將相關資訊於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更、終止或解

除情事。
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依契約預

定日程完成。
三、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第十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固定
資產，除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外，
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
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價格或特

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時，該項
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未來交易
條件變更者，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應請二家
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之一，除
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
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洽
請會計師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
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並對差異原
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一)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金額

之百分之二十以上。 
(二)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差距

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契約成立日期

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適用同一期公告現
值且未逾六個月者，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
具意見書。

第十一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
參考，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
計師若需採用專家報告者，應依會計研究發展
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理。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主
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十二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
產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
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
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
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之一 前三條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
第八條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
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
依本準則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
或會計師意見部分免再計入。 
第十五條 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
除應依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條件
合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額達公司總資產百分
之十以上者，亦應依前節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
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意其法律
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為配合實務上之運用，修
正本條規定。

1.為使相關行為義務計算
之起算日更加明確。 
2.為強化關係人交易之管
理，配合修正關係人交易
之公告申報標準。 
3.款次調整。 
4.將大陸地區投資之公告
標準修正為比照一般取得
或處分資產交易公告標準
辦理。 
5.明定租地委建交易金額
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始需
辦理公告申報。 
6.其餘酌作文字修正。

1.為使相關行為義務計算
之起算日更加明確。 
2.為使資訊揭露之正確及
完整性。

1.明確規範估價報告或相
關專家意見應取得時點。 
2.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
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二十
以上者，應洽會計師對差
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
性表示具體意見。
惟若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
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
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
易金額，係有利於公司，
應無再洽會計師表示意見
之必要性。

1.明確規範財務報表或會
計師意見應取得時點。 
2.因投資標的日趨多樣及
複雜，為使本準則相關規
範一致。

明確規範會計師意見應取
得時點。

1.本條新增。 
2.為避免以化整為零交易
方式規避取得或處分資產，
明確規範應採累積計算。

1.增訂交易金額達公司總資
產百分之十以上時，亦需取
得外部專家意見。 
2.明確規範關係人交易金額
之計算方式，應採累積計算。 
3.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
依規定計算累積金額，如達
重大性標準應取具專家意見
時，則應就所有列入重大性
標準計算之交易取具專家意
見。



(附件)
會計師查核報告

國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國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
一日及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財務報表之編製係管理
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財務報表表示意見。上開財務報表之被投資公司中，有關承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裕德投
資股份有限公司及台灣文創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該等被投資公司)之財務報表未經本會計師查核，而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計師
對上開財務報表所表示之意見中，有關該等被投資公司財務報表所列之金額，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民國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
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對該等被投資公司採權益法之長期股權投資之金額分別為新台幣165,740千元及新台幣217,880千元，分別占資產總額
之1.48%及1.84%，民國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對該等被投資公司採權益法之長期股權投
資之投資利益淨額分別為新台幣4,125千元及新台幣4,283千元，分別占稅前淨利之0.88%及1.39%。
     本會計師係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以合理確信財務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財務報表
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暨評估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
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第一段所述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
理準則中與財務會計準則相關之規定、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足以允當表達國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
一日之經營成果與現金流量。
如財務報表附註三所述，國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一○○年一月一日起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四號「金融商品之會計處理準則」第三
次修訂之規定及新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一號「營運部門資訊之揭露」處理。
     國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一○○年度及民國九十九年度之合併財務報表，並經本會計師出具修正式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
供參考。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金管會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
　　　　　查核簽證文號：金管證審字第1000002854號
　　　　　　　　　　      金管證六字第0950104133號

　　　　　　　　　林素雯

　　　　　會計師：　　　　　　　　　　

　　　　　　　　　林麗凰

中 華 民 國 一 ○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會計師查核報告
國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國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年一月一
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損益表、合併股東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
事。上開合併財務報表之編製係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合併財務報表表示意見。惟上開合併財務報表中採權
益法評價之長期股權投資之被投資公司財務報表未經本會計師查核，而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合併財務報表所表示之意見
中，有關該等被投資公司財務報表所列之金額，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民國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對
該等被投資公司採權益法之長期股權投資之金額分別為新台幣563,233千元及新台幣727,099千元，分別占合併資產總額之4.92%及6.09%，民國
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對該等被投資採權益法之長期股權投資之投資收益淨額分別為新
台幣11,685千元及新台幣17,912千元，分別占合併總損益2.81%及7.15%。
     本會計師係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以合理確信財務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財務報表
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暨評估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
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第一段所述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足以允當表達國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
況，暨民國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經營成果與現金流量。
     如合併財務報表附註三所述，國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自民國一○○年一月一日起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四號「金融商品之會計
處理準則」第三次修訂之規定及新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一號「營運部門資訊之揭露」處理。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金管會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
　　　　　查核簽證文號：金管證審字第1000002854號
　　　　　　　　　　      金管證六字第0950104133號

　　　　　　　　　林素雯

　　　　　會計師：
　　　　　　　　　　
　　　　　　　　　林麗凰

中 華 民 國 一 ○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國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審查報告

　　茲准本公司董事會造送一○○年度營業報告書、盈餘分派案暨經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之母公司財務報表及查核簽證之母子

公司合併財務報表。經本監察人等查核完竣，認為尚無不符，爰依公

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報請  鑒核

　　此   上

本公司一○一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

 景德勝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三共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中 華 民 國 一 ○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