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 105 年 3 月 4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並經國富浩華聯合 

     會計師事務所李青霖、蔡淑滿會計師查核完竣，出具會計 

     師查核報告。 

      二、上述財務報表暨營業報告書並送請監察人審查完竣出具報

告書在案。 

      三、檢附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請參閱附 

          件。 

 

決議：經票決結果，贊成權數 178,033,764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 

      表決權數432,056權）佔出席總權數99.07%；反對權數1,206,983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856,859權）占出席總權數 

       0.67%；無效及棄權／未投票權數471,886權（其中以電子方式 

      行使表決權數463,886權）占出席總權數0.26%。承認權數超過規 

      定數額，本案照案承認。 

 

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由：本公司104年度虧損撥補案，提請  承認。 

說明：本公司 104 年度虧損撥補表，請參閱附件。 

 

決議：經票決結果，贊成權數 178,012,579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 

      表決權數410,871權）佔出席總權數99.05%；反對權數1,227,166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877,042權）占出席總權數 

       0.68%；無效及棄權／未投票權數472,888權（其中以電子方式 

   行使表決權數464,888權）占出席總權數0.26%。承認權數超過規 

   定數額，本案照案承認。 

 



伍、討論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由：修正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論。 

說明：一、依據公司法增訂第 235 條之 1並修正第235條及第 240 條 

     條文業經 104 年 5 月 20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58161 號 

     總統令公布施行。 

      二、爰依上述規定及營運需要，修正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三、修正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 

 

決議：經票決結果，贊成權數 178,029,922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 

      表決權數428,214權）佔出席總權數99.06%；反對權數1,209,815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859,691權）占出席總權數 

       0.67%；無效及棄權／未投票權數472,896權（其中以電子方式 

   行使表決權數464,896權）占出席總權數0.26%。贊成權數超過規 

   定數額，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由：修正本公司「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 

   論。 

說明：一、配合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查核建議事項，參酌現況，修正部 

     分條文。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 

 

決議：經票決結果，贊成權數 178,013,912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 

      表決權數428,204權）佔出席總權數99.05%；反對權數1,210,825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860,701權）占出席總權數 

       0.67%；無效及棄權／未投票權數487,896權（其中以電子方式 



   行使表決權數463,896權）占出席總權數0.27%。贊成權數超過規 

   定數額，本案照案通過。 

 

 

陸、臨時動議：無。 

 

柒、散會：上午九時四十分。 

 
 
 
 

 

 

 

 

 

 

 

 

 

 

 

 

 

 

 

 

 

 





供消費者一次購足、無限滿足的購物體驗。 

7.持續開發海外事業據點，建構彈性多元的商業合作模式，積極

發展新財務力與品牌力。 

三、展望未來 

1.展望未來的有利因素： 

(1)全球觀光人數（尤其亞太地區）正在急速攀升，觀光已成為

全球新經濟發展趨勢。據世界觀光旅遊委員會(UNWTO,104)

預測，台灣到 114年觀光生產總額將達到 1兆 2千億新台幣。

未來十年，亞洲地區觀光客將成長 102%，加上廉價航空刺激

旅遊盛行，台灣的國際觀光客可望大幅成長。 

(2)交通部觀光局「重要觀光景點建設中程計畫（105-108年）」，

確立國家風景區發展方向及聚焦各地特色，集中資源，提升

「核心景點」旅遊服務品質臻於國際水準，以引導遊客分流 

   ，帶動地方發展，將具國際觀光賣點與潛力的產品推向國際 

   。劍湖山世界位居阿里山與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帶內，居  

   地利優勢。 

(3)雲林縣政府發展觀光產業，啟動「雲遊3林，跨域亮點」

計畫，訴求慢食、好行、悠遊居，打造雲東地區為觀光新

據點，帶動雲林觀光效益。 

2.展望未來的不利因素： 

     (1)目前台灣缺乏區域性觀光規劃，導致國際觀光客較少會到台

北以外區域深度觀光。 

(2)針對陸團一條龍的旅遊業態，觀光經濟效益由少數業者獨攬 

   ，台灣觀光業者面臨有人潮沒錢潮的窘境。 

(3)年初陸客來台人數明顯減少，面對陸客來台政策的不確定性 

   ，業務團隊需即早因應，以鞏固業務版圖。 







劍湖山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104 年度健全營運計畫執行情形報告 
 

1.依據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中華民國 102 年 7 月 29 日金管證發字第 1020026263

號函及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易人保護中心中華民國 103 年 2 月 25 日

（103）證保法字第 1031000385 號函辦理。 

2.本公司於中華民國 102 年 6 月 4 日股東常會決議通過辦理減資彌補虧損案，其

內容如下： 

（1）減資緣由：為改善財務結構，辦理減資以彌補虧損。 

（2）減資金額：新台幣 2,176,672,850 元。 

（3）銷除股份：217,667,285 股（普通股 191,937,786 股及特別股 25,729,499

股）。 

（4）減資比率：46.17227％。 

（5）減資後實收資本額：新台幣 2,537,569,570 元（普通股 223,761,456 股及

特別股 29,995,501 股）。 

3.本次減資案辦理情形說明： 

（1）本次減資案於中華民國 102 年 7 月 29 日經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金管證發

字第 1020026263 號函核准在案。 

（2）本次減資案以中華民國 102 年 8 月 2 日為減資基準日，於 8月 16 日經經

濟部經授商字第 10201165820 號函核准，完成變更公司登記。 

4.健全營運計畫執行情形說明： 

依據本公司於民國 102 年 6 月 25 日提報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之健全營運計畫

書中，民國 104 年度預估營業收入為 1,255,749 仟元，實際結果為 765,605 仟

元，只達成 61％；預估本期淨利為 13,222 仟元，實際結果為虧損 322,349 仟

元，差異說明如下： 

(1)本公司為提升整體競爭力及經營績效，於民國 104 年 6 月經股東會決議通

過，以民國 104 年 8 月 1 日為分割基準日，將嘉義耐斯王子飯店及嘉義耐

斯百貨部門分割讓與新設之耐斯廣場股份有限公司，分割後耐斯廣場為本



公司 100％持股之子公司。 

(2)依公報之規定將分割部門 104 年 1-7 月之損益重分類至停業單位損益列

示，原預估數亦作同步調整。 

(3)104 年度營收落後主因暑假期間蘇迪勒及杜鵑颱風來襲，另受八仙樂園塵爆

事件影響，致主題樂園入園人次及劍湖山王子飯店住房率均受波及；原計

畫中主題樂園預計於暑假期間，在前山區推出無料之樂齡園區，但考量市

場景氣持續滑落，規劃內容不得不隨之做應變調整，故延緩開幕之時程，

使得營收達成落後甚鉅；各項成本及費用雖持續精簡，但仍不及營收落後

之差異，原預估 104 年度因主題樂園前山區樂齡園區之推出可望轉虧為盈，

但因上述之因素致仍持續虧損。 

 

 

 

 

 

 

 

 

 

 

 

 

 

 

 

 

 

 































劍湖山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 ~ 五十六（略）  

五十七、無店面零售業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 ~ 五十六（略） 

配合營運需要 

，增訂第五十 

七款所營事項 

。 

第三十一條 

本公司年度總決算如有盈餘，依

下列順序分派之： 

(一)提繳稅捐。 

(二)彌補虧損。 

(三)提列百分之十法定盈餘公積

  。 

(四)必要時得酌提特別盈餘公積

  。 

(五)特別股當年度應分派及以前

  各年度累積未分派之股息；

  分派順序，甲種特別股優先

  ，乙種特別股次之。 

(六)如尚有盈餘，為股東紅利，

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

提報股東會決議後分配之。

本公司所處產業環境多變，休閒

遊樂產業正值穩定成長階段，未

來為因應業務成長資金需求及長

期財務規劃，由尚可分配盈餘提

撥百分之五十（含）以上為股利

分派原則。 

本公司發放股利種類得依公司之

成長率及考量資本支出情形，優

先分派股票股利，其餘得分派現

金股利，其比率不低於當年度股

利分配總額之百分之十（含）。 

第三十一條 

本公司年度決算後如有盈餘，除

彌補歷年累積虧損及依法繳納一

切稅捐外，應先提百分之十為法

定盈餘公積，並按法令規定提列

特別盈餘公積後，再就其餘額併

同以前年度累積之未分配盈餘優

先發放甲種特別股當年度應分派

及以前各年度累積未分派之股息

，次就其餘額再分派乙種特別股

股息，其餘依下列順序分派之 

（一）員工紅利百分之一（二）

董監酬勞百分之一（三）餘額由

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提報股

東會決議後分配之。 

本公司所處產業環境多變，休閒

遊樂產業正值穩定成長階段，未

來為因應業務成長資金需求及長

期財務規劃，由尚可分配盈餘提

撥百分之五十（含）以上為股利

分派原則。本公司發放股利種類

得依公司之成長率及考量資本支

出情形，優先分派股票股利，其

餘得分派現金股利，其比率不低

於當年度股利分配總額之百分之

十（含）。 

 

配合公司法增

訂第 235條之 1

及修正第 235

條、240 條，爰

修正本條。 



第三十一條之一 

本公司應依當年度獲利狀況，以

不低於百分之一提撥員工酬勞；

亦得依當年度獲利狀況，以不高

於百分之一提撥董監酬勞。但公

司尚有累積虧損時，應預先保留

彌補數額。 

前項所稱之當年度獲利狀況係指

當年度稅前利益扣除分派員工酬

勞及董監酬勞前之利益。 

員工酬勞得以股票或現金為之，

且發給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

之從屬公司員工。 

員工酬勞及董監酬勞之分派應由

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

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同意之決議

行之，並報告股東會。 

 依經濟部商業

司 經 商 字 第

10402427800號

函釋，爰修訂本

條。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訂立於民國七十五年四月

廿二日，．．．（略）．．．第二

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 0三年六月

六日，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一 0 

五年六月三日。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訂立於民國七十五年四月

廿二日，．．．（略）．．．第二

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0三年六月

六日。 

增列修正日期 

 

 

 

 

 

 

 

 

 

 

 

 



劍湖山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第八條 資金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 

 一、期限：每筆資金貸與期限自 

   貸與日起最長以一年為限。 

 二、利率：不得低於本公司向金 

   融機構短期借款之最高利率 

   ，並按月計息。 

 三、如遇特殊情形者得經董事會 

   同意依實際狀況調整利率。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

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子公司間從事

資金貸與亦依前項辦理。 

第八條 資金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 

 一、期限：每筆資金貸與期限自 

   貸與日起最長以一年為限。 

 二、利率：不得低於本公司向金 

   融機構短期借款之最高利率 

   ，並按月計息。 

 三、如遇特殊情形者得經董事會 

   同意依實際狀況延長融資期 

   限與調整利率。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 

  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子公司間從事 

  資金貸與亦依前項辦理。 

配合法令規

定及參酌現

況刪除部分

文字 

【刪除】 第十二條 延長資金貸與期間 

  如借款人到期未能償還而需延 

  期者，需事先提出請求，報經 

  本公司董事會核准後為之（即 

  到期前重新相關申請手續）。 

  違者，本公司得就其所提供之 

  擔保品或保證人，依法逕行處 

  分及追償。 

配合法令規

定刪除本條 

第十二條 對子公司資金貸與他人 

         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金 

    貸與他人者，本公司應命 

    子公司依本作業程序訂定 

    該子公司之資金貸與他人 

    作業程序，並經該子公司 

    董事會核准後，呈報本公 

    司備查。 

二、本公司之子公司若擬辦理 

    資金貸與他人時，除應依 

    其所訂定資金貸與他人作 

第十三條 對子公司資金貸與他人

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金

貸與他人者，本公司應命

子公司依本作業程序訂

定該子公司之資金貸與

他人作業程序，並經該子

公司董事會核准後，呈報

本公司備查。 

二、本公司之子公司若擬辦理

資金貸與他人時，除應依

其所訂定資金貸與他人

條次調整 

 

 

 

 

 

 

 

 

 

 

 



    業程序辦理外，並應以書面

    徵求本公司意見後始得為

    之。 

三、子公司若有資金貸與他人時

   應於每月八日(不含)以前編

   制上月份資金貸與其他公司

   明細表通報本公司。 

 

作業程序辦理外，並應以

書面徵求本公司意見後

始得為之。 

     三、子公司若有資金貸與他人 

         時應於每月八日(不含) 

         以前編制上月份資金貸 

        與其他公司明細表通報 

         本公司。 

 

第十三條 財務單位辦理資金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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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金貸放日期及依本

作業程序第十條規定應審慎評

估之事項，詳予登載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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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第十四條 財務單位辦理資金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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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金貸放日期及依本

作業程序第十條規定應審慎評

估之事項，詳予登載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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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條次調整 

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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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

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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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

，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條次調整 

第十五條 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

將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資金

貸與餘額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指定之

資訊申報網站） 

第十六條 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

將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資金

貸與餘額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指定

之資訊申報網站） 

條次調整 



第十六條 公告申報程序 

    本公司資金貸與餘額達下列標

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

日起算二日內輸入公開資訊觀

測站；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交

易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

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易對象及

交易金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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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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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資金貸

       與金額達新台幣一仟萬元以

       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二以上。 

   本公司之子公司若非屬國內公開

   發行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各

   款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應由本公

   司為之。 

第十七條 公告申報程序 

    本公司資金貸與餘額達下列標

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

即日起算二日內輸入公開資訊

觀測站；所稱事實發生日，係

指交易簽約日、付款日、董事

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易

對象及交易金額之日等日期孰

前者：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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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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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資金 

        貸與金額達新台幣一仟萬 

        元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以 

        上。 

    本公司之子公司若非屬國內公

開發行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

項各款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應

由本公司為之。 

條次調整 

 

 

 

 

 

 

 

 

 

 

 

 

 

 

 

 

 

 

 

 

 

 

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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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提供相關資料予簽證會計師

執行必要之查核程序。 

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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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供相關資料予簽證

會計師執行必要之查核程序。 

條次調整 



第十八條 經理人及主辦人違反準

則及作業程序之處罰 

    經理人及主辦人對資金貸與他

作業如違反「公開發行公司資金

貸與即背書保證處理準則」及本

作業程序之規定時，應依失職之

情節輕重，按本公司人事管理相

關辦法處罰。 

第十九條 經理人及主辦人違反準

則及作業程序之處罰 

    經理人及主辦人對資金貸與他

作業如違反「公開發行公司資

金貸與即背書保證處理準則」

及本作業程序之規定時，應依

失職之情節輕重，按本公司人

事管理相關辦法處罰。 

條次調整 

第十九條 施行日期 

    本程序經董事會通過，送各監察

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通過後實

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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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

討論，修正時亦同。 

    本公司設有獨立董事時，本作業

    程序提報董事會討論，應充分考

    量各獨立董事之意見，獨立董事

    如有反對意見或保留意見，應於

    董事會議事錄載明。 

第二十條 施行日期 

本程序經董事會通過，送各監察人

並提報股東會同意通過後實施

，如有董事表示異議且有紀錄

或書面聲明者，本公司應將其

異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

會討論，修正時亦同。 

    本公司設有獨立董事時，本作

業程序提報董事會討論，應充

分考量各獨立董事之意見，獨

立董事如有反對意見或保留意

見，應於董事會議事錄載明。 

條次調整 

第二十條 修正日期 

    第一次修正日期：民國92年6月3

    日。 

    第二次修正日期：民國95年6月

    14日。 

    第三次修正日期：民國98年6月

    26日。 

    第四次修正日期：民國99年6月9

    日。 

    第五次修正日期：民國100年6

月9日。 

    第六次修正日期：民國102年6

月4日。 

  第七次修正日期：民國104年6

月12日。 

    第八次修正日期：民國105年6

月3日。 

第廿一條 修正日期 

  第一次修正日期：民國92年6月3 

  日。 

  第二次修正日期：民國95年6月14 

  日。 

  第三次修正日期：民國98年6月26 

  日。 

  第四次修正日期：民國99年6月9 

  日。 

  第五次修正日期：民國100年6月9 

  日。 

  第六次修正日期：民國102年6月4 

  日。 

  第七次修正日期：民國104年6月 

  12日。 

條次調整及

增訂修正日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