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109 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9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正  
地點：台北市中山北路 2 段 63 號台北國賓大飯店 2 樓國際廳 
出席：出席股東及代理股份319,269,835股佔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366,923,343股之87.01% 
 
主席：林興國(董事長許育瑞指定)                  紀錄：曹祐禎 
 
列席：董事許淑婉、林伯峰、林展川、林瀚東、杜恒誼、謝漢章 
列席：獨立董事梁文菁、黃雅惠、李淑真 
 
列席：許懷麗律師、黃建澤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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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營業狀況報告 
(二)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 
(三) 108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四)其它報告 
(五)展望 
 

五、承認及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由：本公司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敬請 承認。  
提案人：董事會 
說明：一、本公司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業經編竣，併同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 
說明：一、所黃建澤及傅文芳會計師擬出具之查核報告書。 

二、敬請 承認。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決議：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19,269,835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316,624,518 權(其中電子投票 43,135,093 權) 99.17% 
反對權數：11,653 權(其中電子投票 11,653 權) 0.00%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2,633,664 權(其中電子投票

2,632,664 權) 0.82% 

決議：本案依董事會所提議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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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案由：本公司 108 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提案人：董事會 
說明：一、本公司 108 年度盈餘分配，原經 109 年 3 月 10 日董事會通過每股配發現金股

利 0.4 元，計新台幣 146,769,337 元，因疫情嚴峻擬保留現金充實營運資金，

擬不配發股息，108 年度修正後盈餘分配表，擬如下： 
 
 

國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中華民國 108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摘要 金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加(減)： 

     首次採用IFRS 16對107年度之保留盈餘調整後 

     其他綜合損益(108年度確定福利計畫之精算損益及其他) 

     採用權益法認列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其保留盈餘 

     變更數 

     本期稅後純益 

可供分配盈餘 

 

分配項目 

(一)法定盈餘公積10% 
(二)股息及紅利 
期末未分配盈餘 

1,472,417,763 

 
-364,828 

-4,297,600 
-3,515,686 

 
383,634,765 

1,847,874,414 
 

 
38,363,477 

0 
1,809,510,937 

附註：盈餘分配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 

 
 董事長：許育瑞 經理人：李昌霖 會計主管：何仲仁 

 
 
二、敬請 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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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決議：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19,269,835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316,912,517 權(其中電子投票 43,423,092 權) 99.26% 
反對權數：87,654 權(其中電子投票 87,654 權) 0.03%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2,269,664 權(其中電子投票

2,268,664 權) 0.71% 

決議：本案依董事會所提議案照案通過。 
 
第三案 
案由：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敬請 審議。  
提案人：董事會 
說明：一、針對經理人任免及報酬明列其法源，並酌予調整文字，修訂章程部份條文。 

二、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第十六條：本公司視業務需要得經董事會

決議設置經理人一人或數人，其委任、解

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 29 條規定辦理，

其職稱授權董事會決議之，董事會得授權

董事長決定之。 

第十六條：本公司設總經理一人，營運長

一人，副總經理若干人，各分公司設分公

司總經理一人，副總經理若干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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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經理人

任免及報酬

明 列 其 法

源，並酌予調

整文字。 

第十八條：公司當年度如有獲利，應提

撥： 

1.董事酬勞4%為上限。 

2.員工酬勞1%~8%。 
但公司尚有累計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

數額。 

所謂獲利係指稅前利益扣除董事酬勞及

員工酬勞前之利益。 

第十八條：公司當年度如有獲利，應提

撥： 

1.董監事酬勞4%為上限。 

2.員工酬勞1%~8%。 
但公司尚有累計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

數額。 

所謂獲利係指稅前利益扣除董監事酬勞

及員工酬勞前之利益。 

酌做文字修

正。 

第二十三條：本章程訂於中華民國五十一

年十一月十日；…第卅九次修正於民國 
一〇七年六月六日；第四十次修正於民國 

一〇九年六月九日，自股東會通過之日起

施行。 

第二十三條：本章程訂於中華民國五十一

年十一月十日；…第卅九次修正於民國 
一〇七年六月六日，自股東會通過之日起

施行。 

 

增列修正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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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決議：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19,269,835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316,940,514 權(其中電子投票 43,451,089 權) 99.27% 
反對權數：59,658 權(其中電子投票 59,658 權) 0.02%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2,269,663 權(其中電子投票

2,268,663 權) 0.71% 

決議：本案依董事會所提議案照案通過。 
 
第四案 
案由：擬修訂公司內部規章如下，敬請 審議。 
案由：1.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案由：2.背書保證施行辦法。 
提案人：董事會 
說明：一、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8 年 3 月 7 日金管證審字第 1080304826 號令辦理。 

二、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對本公司從事資金貸

與，不受淨值百分之四十及一年期限之限制。 
三、增訂未經二分之一以上審計委員同意時處理程序。 
四、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次頁。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決議：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19,269,835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316,936,414 權(其中電子投票 43,446,989 權) 99.27% 
反對權數：63,762 權(其中電子投票 63,762 權) 0.02%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2,269,659 權(其中電子投票

2,268,659 權) 0.71% 

決議：本案依董事會所提議案照案通過。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  會 (同日上午九點二十分) ，主席宣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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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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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

司間從事資金貸與，或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

之百之國外公司對本公司從事資金貸與，不受第一項第

二款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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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

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

百之國外公司對本公

司從事資金貸與，不

受淨值百分之四十及

一年期限之限制。 

第七條：內部控制： 

一、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應建立備查簿，就資金

貸與之對象、金額、董事會通過日期、資金貸放日

期及依規定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備查。 

二、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資金貸與他人

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

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審計委員會及獨立

董事。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視違反情況予以處

分經理人及主辦人員。 

三、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不符本作業程序規

定或餘額超限時，應訂定改善計畫，將相關改善計

畫送審計委員會，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第七條：內部控制： 

一、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應建立備查簿，

就資金貸與之對象、金額、董事會通過日

期、資金貸放日期及依規定應審慎評估之

事項詳予登載備查。 

二、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資金

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

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

書面通知審計委員會。如發現重大違規情

事，應視違反情況予以處分經理人及主辦

人員。 

三、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不符本作

業程序規定或餘額超限時，應訂定改善計

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審計委員會，並依

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強化公司治理，增訂

書面通知獨立董事。 

肆、生效及修訂： 

本作業程序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並經董事會通過後，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本公司應將

其異議送審計委員會及提報股東會討論。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

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第一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前項所稱全體董

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肆、生效及修訂： 

本公司訂定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經審計委

員會同意，再提董事會通過後提報股東會同

意，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者，本公司應將其異議併送審計委員會及提報

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依前項規定將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提報董事

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

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

董事會紀錄。 

參考證交法第 14 條

之 5、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

第 6 條，審計委員會

職權之規定，酌予調

整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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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書保證施行辦法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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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權益法之

投資帳面金額及資金貸與餘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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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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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確定義長期投資。 

第十三條：本作業辦法應經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經董事會通過

後，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者，本公司應將其異議送審計委員會及提

報股東會討論。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

委員會之決議。 
第一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前項所

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第十三條：本作業辦法經審計委員會同

意，再提董事會通過後並提報股東會同

意。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

明者，本公司應將其異議併送審計委員會

及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本公司依前項規定將作業辦法提報董事

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

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參考證交法第 14 條

之 5、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準

則第 6 條，審計委員

會職權之規定，酌予

調整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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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 

 

國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

議案等，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

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

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符，爰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及公司法

第 219 條之規定報告如上，報請 鑒核。 

 

此 致 

國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109 年 股 東 常 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3 月 1 0 日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會計師查核報告(個體)

國賓大飯店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見 

國賓大飯店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七年十二月三十一
日之個體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八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七年一月一日
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個體綜合損益表、個體權益變動表、個體現金流量表，以及個體財務報
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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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參閱其他
事項段)，上開個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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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足
以允當表達國賓大飯店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七年十二月三
十一日之財務狀況，暨民國一○八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七年一月一日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績效及現金流量。 

查核意見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行查核工作。本
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說明。本會計師所
隸屬事務所受獨立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國賓大飯店股份有限公司保持
超然獨立，並履行該規範之其他責任。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
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切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見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國賓大飯店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八年
度個體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報表整體及形成查核意
見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不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見。 

收入認列

國賓大飯店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一○八年度認列營業收入新臺幣 2,897,494 千元。因行
業特性國賓大飯店股份有限公司之客房收入及餐飲收入銷售筆數眾多且交易量龐大，本會計
師認為收入認列議題對個體財務報表係屬重大，因此決定為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之查核
程序包括(但不限於)，評估收入認列會計政策的適當性；針對餐飲收入與客房收入分別執行
簡易測試，以瞭解銷貨流程之內部控制及其設計面的有效性，並測試與收入認列時點攸關之
內部控制是否有效；執行截止點測試，抽核客戶帳單及統一發票等資料檢視是否與帳載紀錄
一致，以確認收入認列於正確期間。本會計師亦考量個體財務報表附註四及六中有關營業收
入揭露的適當性。
淨確定福利計畫之負債

國賓大飯店股份有限公司之行業特性係屬人力密集產業，且公司成立多年，故員工年
資高且選擇舊制退休金者多，國賓大飯店股份有限公司之淨確定福利計畫，截至民國一○八
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約有新臺幣 92,835 千元之負債，佔負債總額 6.35%，且於民國一○八年度
淨確定福利計畫認列至損益之成本金額為新臺幣 5,054 千元，佔稅前淨利 1.20%。此外，確
定福利計畫之估計採用多項假設等進行判斷，相關假設之變動可能對財務報表有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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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因此決定為關鍵查核事項。由於前述金額係國賓大飯店股份有限公司依據外部精算
師出具之精算報告認列而來，本會計師遂與該外部專家進行溝通並評估其客觀性；測試其報
告所採用基礎資料之正確性及完整性、評估假設或方法之合理性，並進行敏感度分析(包括
折現率、計畫資產之預期報酬率、離職率及未來薪資成長率)。本會計師亦考量個體財務報
表附註四、五及六中有關淨確定福利計畫之負債揭露的適當性。 

其他事項-提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 

列入國賓大飯店股份有限公司之個體財務報表中，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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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對上開個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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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年十
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對該等被投資公司採用權益法之投資分別為新
臺幣 345,882 千元及新臺幣 299,600 千元，分別占個體資產總額之 2.85%及 2.63%，民國一○
八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七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相關之採用權益
法認列之關聯企業及合資損益之份額分別為新臺幣 19,358 千元及新臺幣 7,724 千元，分別占
個體稅前淨利之 4.61%及 1.53%，採用權益法認列之關聯企業及合資之其他綜合損益之份額
分別為新臺幣 26,956 千元及新臺幣 10,665 千元，分別占個體其他綜合損益淨額之 5.60%及
55.32%。 

管理階層與治理單位對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理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體財務報表，
且維持與個體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
錯誤之重大不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表時，管理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國賓大飯店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
營之能力、相關事項之揭露，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理階層意圖清算國賓大
飯店股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行之其他方案。 

國賓大飯店股份有限公司之治理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流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
誤之重大不實表達取得合理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理確信係高度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
審計準則執行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不實表達。不實表達可
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不實表達之個別金額或彙總數可合理預期將影響個體財務報表使用
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
師亦執行下列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不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
設計及執行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切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見之基礎。
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漏、不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
於舞弊之重大不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
其目的非對國賓大飯店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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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評估管理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露之合理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理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國賓
大飯店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力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
不確定性，作出結論。本會計師若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不確定性，則須於
查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個體財務報表之相關揭露，或於該等揭露
係屬不適當時修正查核意見。本會計師之結論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
據為基礎。惟未來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國賓大飯店股份有限公司不再具有繼續經營
之能力。

5. 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務報表是
否允當表達相關交易及事件。

6. 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切之查核證據，以對個體財務報表表
示意見。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行，並負責形成集團查核意
見。

本會計師與治理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
(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理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隸屬事務所受獨立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
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立性之聲明，並與治理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立性
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理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國賓大飯店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八年
度個體財務報表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令不允
許公開揭露特定事項，或在極罕見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不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
可合理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利益。 

安永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主管機關核准辦理公開發行公司財務報告
查核簽證文號：金管證六字第 0970038990 號 

(90)台財證(六)第 100690 號

會計師：

中華民國一○九年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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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合併) 

國賓大飯店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見 

國賓大飯店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七年十
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八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七
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綜合損益表、合併權益變動表、合併現金流量表，以及
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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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參閱其他事
項段），上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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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金融監督
管理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及解釋
公告編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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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民國一○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狀況，暨民國一○八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
日及民國一○七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績效及合併現金流量。 

查核意見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行查核工作。本會
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說明。本會計師所隸
屬事務所受獨立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國賓大飯店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保持超然獨立，並履行該規範之其他責任。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
核報告，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切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見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國賓大飯店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一○八年度合併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表整體及形
成查核意見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不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見。 

收入認列 

國賓大飯店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於民國一○八年度認列營業收入新臺幣2,915,703
千元。因國賓大飯店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客房收入及餐飲收入銷售筆數眾多且交易量
龐大，本會計師認為收入認列議題對合併財務報表係屬重大，因此決定為關鍵查核事項。本
會計師之查核程序包括(但不限於)，評估收入認列會計政策的適當性；針對餐飲收入與客房
收入分別執行簡易測試，以瞭解銷貨流程之內部控制及其設計面的有效性，並測試與收入認
列時點攸關之內部控制是否有效；執行截止點測試，抽核客戶帳單及統一發票等資料檢視是
否與帳載紀錄一致，以確認收入認列於正確期間。本會計師亦考量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四及六
中有關營業收入揭露的適當性。 

淨確定福利計畫之負債

國賓大飯店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行業特性係屬人力密集產業，且公司成立多年，

故員工年資高且選擇舊制退休金者多，國賓大飯店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淨確定福利計

畫，截至民國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新臺幣93,342千元之淨確定福利負債－非流動，佔合

併負債總額6.24%，且於民國一○八年度淨確定福利計畫認列至損益之成本金額為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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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1千元，佔合併稅前淨利1.20%。此外，確定福利計畫之估計採用多項假設等進行判斷，相

關假設之變動可能對合併財務報表有重大影響，本會計師因此決定為關鍵查核事項。由於前

述金額係國賓大飯店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依據外部精算師出具之精算報告認列而來，本

會計師遂與該外部專家進行溝通並評估其客觀性；測試其報告所採用基礎資料之正確性及完

整性、評估假設或方法之合理性，並進行敏感度分析(包括折現率、離職率及未來薪資成長率)。
本會計師亦考量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四、五及六中有關淨確定福利計畫之負債揭露的適當性。

其他事項－提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 

列入國賓大飯店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合併財務報表中，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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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對該等被投資公司採用權益法之投

資分別為新臺幣1,604,898千元及新臺幣1,288,277千元，分別占合併資產總額之13.19%及

11.22%，民國一○八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七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

日相關之採用權益法認列之關聯企業及合資損益之份額分別為新臺幣62,111千元及新臺幣

26,327千元，分別占合併稅前淨利之14.69%及5.18%，採用權益法認列之關聯企業及合資之其

他綜合損益之份額分別為新臺幣174,648千元及新臺幣36,283千元，分別占合併其他綜合損益

淨額之36.28%及188.21 %。 

管理階層與治理單位對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理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認可並發

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

合併財務報表，且維持與合併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表未存

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不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管理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國賓大飯店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繼續經營之能力、相關事項之揭露，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理階層意圖清

算國賓大飯店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行之其他

方案。 

國賓大飯店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治理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流程

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

之重大不實表達取得合理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理確信係高度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

計準則執行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不實表達。不實表達可能

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不實表達之個別金額或彙總數可合理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

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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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師

亦執行下列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不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

設計及執行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切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見之基礎。

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漏、不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

舞弊之重大不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

目的非對國賓大飯店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見。

3. 評估管理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露之合理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理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國賓大

飯店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力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

存在重大不確定性，作出結論。本會計師若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不確定性，

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合併財務報表之相關揭露，或於該

等揭露係屬不適當時修正查核意見。本會計師之結論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

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來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國賓大飯店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不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力。

5. 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報表是否

允當表達相關交易及事件。

6. 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切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報表表

示意見。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行，並負責形成集團查核意見。 

本會計師與治理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

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理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隸屬事務所受獨立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

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立性之聲明，並與治理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立性

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理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國賓大飯店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一○八年度合併財務報表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

法令不允許公開揭露特定事項，或在極罕見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不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

事項，因可合理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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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國賓大飯店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一○八年及民國一○七年度之個體財務報告，並經

本會計師出具無保留意見查核報告在案，備供參考。 

安永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主管機關核准辦理公開發行公司財務報告

查核簽證文號：金管證六字第0970038990號 
(90)台財證(六)第100690號

會計師：

中華民國一○九年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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