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條：背書保證之對象
本公司除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各出資股東依其持
股比率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者外，得背書保
證之對象僅限於下列公司：
一、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二、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

分之五十之公司。
子公司係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
金會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五號及第七號
之規定認定之。
第四條：背書保證之額度
一、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不得超過當期

淨值百分之二，其中對單一企業之背書保證
限額，不得超過當期淨值百分之一。淨值以
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
所載為準。

二、與本公司因業務往來關係而從事背書保證
者，除上述限額規定外，其個別背書保證金
額以不超過雙方間業務往來金額為限。所稱
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金額孰
高者。

第六條：背書保證辦理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時，應由被背書

保證公司出具申請書向本公司財務部提出申
請，財務部應對被背書保證公司作徵信調查，
評估其風險性並備有評估紀錄，經審查通過
後呈總經理及董事長核示，必要時應取得擔
保品。

二、財務部針對被背書保證公司作徵信調查並
作風險評估，評估事項應包括：
(一)背書保證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二)以被背書保證公司之財務狀況衡量背書

金額是否必須。
(三)累積背書保證金額是否仍在限額以內。
(四)因業務往來關係從事背書保證，應評估

其背書保證金額與業務往來金額是否在
限額以內。

(五)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
權益之影響。

(六)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之評估價值。
(七)檢附背書保證徵信及風險評估紀錄。

三、財務部應建立備查簿，就背書保證對象、
金額、董事會通過或董事長決行日期、背書
保證日期及依前項規定應審慎評估之事項，
詳予登載備查。

四、財務部應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九號之規
定，評估或認列背書保證之或有損失且於財
務報告中適當揭露背書保證資訊，並提供簽
證會計師相關資料，以供會計師採行必要查
核程序，出具允當之查核報告。

五、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背書保證對象不符
本施行辦法規定，或金額超限時，訂定改善
計劃，將相關改善計劃送各監察人，並依計
劃時程完成改善。

第十條：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本公司及

子公司上月份背書保證餘額。 
二、背書保證餘額達下列標準之一者，應於事

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公告申報： 
(1)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 
(2)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
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
以上。 
(3)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
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
長期投資及資金貸與餘額合計數達本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以上者。 
(4)本公司及子公司新增背書保證金額達新
台幣三千萬元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五以上。 
三、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
者，該子公司有前項第四款應公 告申報之
事項，應由本公司為之。

修正前條文修正後條文 說    明
第三條：背書保證之對象
本公司除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各出資股東依其持
股比率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者外，得背書保
證之對象僅限於下列公司：
一、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二、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

分之五十之公司。
子公司係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
定認定之。

第四條：背書保證之額度
一、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不得超過當期

淨值百分之二，其中對單一企業之背書保
證限額，不得超過當期淨值百分之一。淨
值係指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
之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並以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
務報表所載為準。

二、與本公司因業務往來關係而從事背書保證
者，除上述限額規定外，其個別背書保證
金額以不超過雙方間業務往來金額為限。
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
金額孰高者。

第六條：背書保證辦理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時，應由被背書

保證公司出具申請書向本公司財務部提出
申請，財務部應對被背書保證公司作徵信
調查，評估其風險性並備有評估紀錄，經
審查通過後呈總經理及董事長核示，必要
時應取得擔保品。

二、財務部針對被背書保證公司作徵信調查並
作風險評估，評估事項應包括：
(一)背書保證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二)以被背書保證公司之財務狀況衡量背

書金額是否必須。
(三)累積背書保證金額是否仍在限額以內。
(四)因業務往來關係從事背書保證，應評

估其背書保證金額與業務往來金額是否
在限額以內。

(五)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
東權益之影響。

(六)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之評估價值。
(七)檢附背書保證徵信及風險評估紀錄。

三、財務部應建立備查簿，就背書保證對象、
金額、董事會通過或董事長決行日期、背
書保證日期及依前項規定應審慎評估之事
項，詳予登載備查。

四、財務部應評估或認列背書保證之或有損失
且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露背書保證資訊，
並提供簽證會計師相關資料，以供會計師
採行必要查核程序。

五、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背書保證對象不符
本施行辦法規定，或金額超限時，訂定改
善計劃，將相關改善計劃送各監察人，並
依計劃時程完成改善。

第十條：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本公司及

子公司上月份背書保證餘額。 
二、背書保證餘額達下列標準之一者，應於事

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公告申報： 
(1)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 
(2)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
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
二十以上。 
(3)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
餘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
證、長期性質之投資及資金貸與餘額合計
數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
十以上。 
(4)本公司及子公司新增背書保證金額達
新台幣三千萬元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以上。

三、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
該子公司有前項第四款應公 告申報之事
項，應由本公司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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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貸與對象：
一、與本公司間有業務往來者。
二、與本公司間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
前項所稱短期，係指一年。但公司之營業週期
長於一年者，以營業週期為準。
所稱融資金額，係指本公司短期融通資金之累
計餘額。

第八條：公告申報：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本公司及

子公司上月份資金貸與餘額。
二、資金貸與達下列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

生之日起二日內公告申報：
(1)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餘額達

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
以上。

(2)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資金貸與餘
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
十以上。

(3)本公司及子公司新增資金貸與金額達新
台幣一千萬元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以上。

三、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
該子公司有前項第三款應公告申報之事項，
應由本公司為之。

參、其他事項：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金貸與他人時，本

公司應命子公司依規定訂定資金貸與他人作
業程序，並應依所訂作業程序辦理。

二、本公司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評估
資金貸與情形並提列適足之備抵壞帳，且於
財務報告中適當揭露有關資訊，並提供相關
資料以供會計師執行必要查核程序，出具允
當之查核報告。

三、本作業程序未盡事宜部份，依有關法令規
定及本公司相關規章辦理。

修正前條文修正後條文 說    明
第一條：貸與對象：
一、與本公司間有業務往來者。
二、與本公司間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融

資金額不得超過貸與企業淨值之百分之四
十。

前項所稱短期，係指一年。但公司之營業週期
長於一年者，以營業週期為準。
所稱融資金額，係指本公司短期融通資金之累
計餘額。

第八條：公告申報：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本公司及

子公司上月份資金貸與餘額。
二、資金貸與達下列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

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公告申報：
(1)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餘額達

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
以上。

(2)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資金貸與餘
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
十以上。

(3)本公司及子公司新增資金貸與金額達新
台幣一千萬元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以上。

三、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
該子公司有前項第三款應公告申報之事項，
應由本公司為之。

參、其他事項：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金貸與他人時，本

公司應命子公司依規定訂定資金貸與他人
作業程序，並應依所訂作業程序辦理。

二、本公司應評估資金貸與情形並提列適足之
備抵壞帳，且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露有關
資訊，並提供相關資料以供會計師執行必
要查核程序。

三、本作業程序未盡事宜部份，依有關法令規
定及本公司相關規章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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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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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
十一日及民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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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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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7,825千元及新台幣563,233千
元，分別占合併資產總額之5.85%及4.92%，民國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
十一日及民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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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列之投資收益淨額分別為新台幣12,094千元及新台幣11,685千元，分別占合併總
淨利4.37%及2.81%。
　　本會計師係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以合理確信合併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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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報表所列
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
則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暨評估合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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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子公司民國一○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狀況，暨民國一○
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
併經營成果與合併現金流量。
　　如合併財務報表附註三所述，國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自民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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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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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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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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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裕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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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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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額分別為新台幣181,655千元及
新台幣165,740千元，分別占資產總額之1.56%及1.48%，民國一○一年一月一
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對該等被投資公
司採權益法認列之投資利益淨額分別為新台幣3,110千元及新台幣4,125千元，分
別占稅前淨利之0.87%及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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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
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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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度及民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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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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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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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條之規定，報請    鑒核

　　此　上

本公司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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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2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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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2253

(附件1)

時間：中華民國102年6月4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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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870,018股，佔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

366,923,343股之85.81％。

主席：許育瑞　　　　　　                  紀錄：蔡金川

列席：黃虹霞律師、林素雯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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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營業報告書
　　(二)本公司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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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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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營業報告書、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

動表及現金流量表業經編就，並經會計師查核竣事。
　　　　二、101年度母子公司之合併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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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盈餘分配表，提請　審議。
提案人：董事會
說　明：一、本公司101年度盈餘分配案，擬每股配發現金0.4元，計新台幣

146,769,337元，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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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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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摘　　　　　要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570,965,521
　　加：本期稅後純益 282,869,659
可供分配盈餘 853,835,180
分配項目
　　(一)法定盈餘公積10% 28,286,966
　　(二)股息及紅利(每股配發現金0.40元) 146,769,337
期末未分配盈餘 678,778,877
附註：
　　(一)配發董監事酬勞(4%) 10,183,308
　　(二)配發員工現金紅利(8%) 20,366,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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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本公司「背書保證施行辦法」，敬請　審議案。
提案人：董事會

說　明：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1年7月6日金管證審字第10100298745
號函辦理，擬修改本公司「背書保證施行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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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敬請　審議案。
提案人：董事會
說　明：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1年7月6日金管證審字第10100298745號

函辦理，擬修改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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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  　 會
　　主席：許育瑞　　　　　　                  紀錄：蔡金川



(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