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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一案 

案由：本公司 104 年度營業決算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業經審計

委員會查核竣事及董事會通過，敬請承認。（董事會提） 

說明： 

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前財政部證券管理

委員會)84 年 8 月 17 日(84)台財證(六)第 42050 號函

規定，公開發行之國營事業自 85 會計年度之財務報

告起，依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規定委託會計師查核簽

證財務報告，本公司 104 年度之財務報表查核簽證，

經公開招標委任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辦理。 

二、本公司 104 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如附

件），總收入 44,466,344 千元，總支出 32,127,060 千

元，所得稅利益 1,391,536 千元，本期淨利 13,730,820

千元，較本公司自編決算淨利 13,859,174 千元，減少

128,354 千元，主要係精農事業部荷蘭分公司結束營

運，依當地國鑑價報告提列「資產減損損失」、「生

物資產當期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之變動之損失」及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失之份額」等

調整，其餘資產負債等項目經按證券期貨局規定「證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調整重編。 

三、依證券交易法第 14-5 條規定，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

報告須經審計委員會同意，董事會決議後公告。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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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四年及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四年及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

財務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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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上開財務報告表示意見。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中，部分關聯企業之財務報告未經本會計師查核，而係由其他會計師查

核，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財務報告所表示之意見中，有關該等關聯企

業財務報告所列之金額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民國一○四年及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認列該等關聯企業採用權益法之投資金額分別

為 4,226,098 千元及 6,162,530 千元，分別佔資產總額之 0.63%及

0.94%，民國一○四年及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所認列之採

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損益之份額分別為 363,170 千元及 755,429 千元，

分別佔稅前淨利之 2.94%及 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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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以合理確信財務報告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

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財務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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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

計，暨評估財務報告整體之表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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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所述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編製要點規定、國營事業會計

事務有關法令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

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民

國一○四年及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一○四年及

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績效與現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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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註四(二)及十二(二)所述，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財務報告

係以監察院審計部審定之金額為準，其民國一○三年度之帳冊，業經行

政院主計總處及監察院審計部審查完竣，亦已依審核通知將應調整事項

追補入帳，並重編該年度財務報告。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金管證六字第 0940100754 號 

(88)台財證(六)第 18311 號 

 
民  國  一○五  年  三  月  二十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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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104年度財務報表、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

配等資料，其中104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委任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 

上述104年度財務報表、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等資料，經

本審計委員會審查，認為符合公司法相關法令規定，爰依證券

交易法第14條之4及公司法第219條規定，特出具此報告；惟本

公司係國營事業，決算數依法以審計部審定數為準，如審定決

算數有修正時，依審計部審定數修正，修正之數依政府規定辦

理。 

 

此致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105 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中  華  民  國  1 0 5  年  3  月  2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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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二案 

案由：本公司 104 年度決算盈餘分配方案，業經審計委員會查

核竣事及董事會通過，敬請承認。（董事會提） 

說明： 

一、本公司依據「國營事業機構營業盈餘解庫注意事項」

第 5 條第 2 項略以：「資本含有民股之事業機構，各

年度應解庫盈餘，原則上按自編決算數，連同第四點

未經核准保留部分，最遲於年度終了六個月內召開股

東常會，決議應分配股息紅利後，於七月三十一日前

完成繳庫…。」規定辦理年度繳庫盈餘。 

二、104 年度自編決算所列稅後淨利 13,859,173,762.25

元 ， 較 預 算 數 2,791,018,000.00 元 ， 增 加

11,068,155,762.25 元。 

三、期初未分配盈餘：301,630,776.22 元。 

四、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調整數轉列數：本年度因

使用、處分或重分類相關資產，就原提列之比例予以

迴轉分派盈餘計 3,373,904,988.00 元(附表 1) 

五、本年度決算淨利 13,859,173,762.25 元，加計累積盈餘

301,630,776.22 元及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調整

數 轉 列 數 3,373,904,988.00 元 ， 可 分 配 盈 餘

17,534,709,526.47 元，分配如下：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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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填補累積虧損（其他綜合損益轉入數）：依國際會

計準則第 19 號公報-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精

算評估報告計列 511,889,811.00 元。 

(二)法定公積：1,334,728,395.13 元 

本年度決算淨利 13,859,173,762.25 元填補虧損（確

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損失）511,889,811.00 元）

後，依公司法第 237 條規定「公司於完納一切稅捐

後，分派盈餘時，應先提出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

積。」提列。 

(三)股息：15,219,224,634.00 元 

依本公司發行股數 5,636,749,865 股計算，每股可

分配股息 2.70 元。 

(四)未分配盈餘：468,866,686.34 元 

分配股息每股不足 0.10 元之餘數 468,866,686.34

元，留待以後年度分配。 

六、本案提本公司股東常會承認，並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

會訂定配息基準日。 

七、檢附本公司 104 年度營業決算「盈虧撥補表」(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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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調整數」 

 

序

號 
項     目 須決定之會計政策及預計將採用之政策

影響金額 
(增/-減；單位：元)

其他說明 

一 

資產因使用、

處分按原提列

首次採用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

調整數比例予

以轉列累積盈

餘 

分錄如下： 
借：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調整數   

3,373,904,988.00 
   貸：累積盈餘 3,373,904,988.00 

-3,373,904,988.00 

未實現重估增值已實現部

分，按原提列首次採用國際財

務 報 導 準 則 調 整 數 比 例

97.49% 予以轉列累積盈餘

3,373,904,98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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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盈  虧  撥  補  表  
中華民國 104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比    較   增   減 

名               稱 編號 
決   算   數 預   算    數

金       額 % 

盈  餘  之  部 81  17,534,709,526.47 4,891,557,000.00 12,643,152,526.47 258.47

  本期淨利 8101  13,859,173,762.25 2,791,018,000.00 11,068,155,762.25 396.56

  累積盈餘 8102  301,630,776.22 175,580,000.00 126,050,776.22 71.79
  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調整數轉列數 

8107  3,373,904,988.00 1,924,959,000.00 1,448,945,988.00 75.27

     

分  配  之  部 82  17,534,709,526.47 4,891,557,000.00 12,643,152,526.47 258.47

 中 央 政 府 所 得 者 8201  14,206,151,752.00 4,051,384,000.00 10,154,767,752.00 250.65

   股 (官)息紅利 820101  14,206,151,752.00 4,051,384,000.00 10,154,767,752.00 250.65

 地 方 政 府 所 得 者 8202  103,604.00 29,000.00 74,604.00 257.26

   股 (官)息紅利 820201  103,604.00 29,000.00 74,604.00 257.26

 其他政府機關所得者 8204  481,213,315.00 137,235,000.00 343,978,315.00 250.65

   股 (官)息紅利 820401  481,213,315.00 137,235,000.00 343,978,315.00 250.65

 民 股 股 東 所 得 者 8205  531,755,963.00 151,649,000.00 380,106,963.00 250.65

   股  息  紅  利 820501  531,755,963.00 151,649,000.00 380,106,963.00 250.65
     

 留 存 事 業 機 關 者 8207  2,315,484,892.47 551,260,000.00 1,764,224,892.47 320.03

   填補累積虧損 820701  511,889,811.00 511,889,811.00 

   法  定  公  積 820703  1,334,728,395.13 279,102,000.00 1,055,626,395.13 378.22

   未 分 配 盈 餘 820705  468,866,686.34 272,158,000.00 196,708,686.34 72.28
     

虧  損  之  部 83 511,889,811.00 511,889,811.00 

  其他綜合損益轉入數 8304 511,889,811.00 511,889,811.00 

填  補  之  部 84 511,889,811.00 511,889,811.00 

 事業機關負擔者 8406 511,889,811.00 511,889,811.00 

   撥  用  盈  餘 840601 511,889,811.00 511,889,811.00 

說明:   
1.法定公積：1,334,728,395.13 元。 

依本期淨利 13,859,173,762.25 元填補虧損（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損失）511,889,811.00 元）
後提列 10％。 

2.股息：15,219,224,634.00 元。 
依本公司發行股數 5,636,749,865 股計算，每股可分配股息 2.70 元。 

3.未分配盈餘：468,866,686.34 元。 
本期淨利 13,859,173,762.25 元，經填補虧損後提列法定公積，加上年度未分配盈餘 301,630,776.22
元及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調整數轉列數 3,373,904,988.00 元，並分配股息後，尚餘
468,866,686.34 元，列作未分配盈餘，留待以後年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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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案由：擬修正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背書保證作業要點」， 敬

請公決。 

說明： 

一、本次提請修正主要緣由： 

(一)本公司財務處組織業於 104 年 5 月 1 日撤銷（104

年 4 月 23 日人發字第 1040009918 號函）。 

(二)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

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第 26 條，因應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之採行，刪除原涉及財務會計準則公報文字

而修正。 

二、檢陳「背書保證作業要點」內部控制制度部分條文修

正重點說明（附件 1）、「背書保證作業要點」修正

條文對照表（附件 2）及「背書保證作業要點」2.2

版修正草案（附件 3）。 

三、本次「背書保證作業要點」之修正，依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

則」第 11 條第 1 項及證券交易法第 14-5 條規定，經

提本公司第 31 屆第 18 次董事會決議通過，爰提報股

東會同意。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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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內部控制制度部分條文修正重點說明 

一、單位：企劃處 

二、內控制度名稱：背書保證作業要點 

三、修正重點說明 

(一) 修正主要緣由： 

1. 本公司財務處組織業於 104 年 5 月 1 日撤銷（104 年 4

月 23 日人發字第 1040009918 號函）。 

2. 配合金管會「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

則」第 26 條，因應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採行，刪除原涉

及財務會計準則公報文字而修正。 

(二) 修正條文摘要說明如下： 

1. 配合本公司財務處組織業於 104 年 5 月 1 日撤銷（104

年 4 月 23 日人發字第 1040009918 號函）修正本要點

6.1.2、6.2、6.2.1、6.2.2、7.4、7.5、7.5.1、7.5.2、8.3。 

2. 配合金管會「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

則」第 26 條，因應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採行，刪除原涉

及財務會計準則公報文字而修正本要點 7.6。 

3. 配合本公司董事會組織變更而修正本要點 7.7、7.9、8.5。 

4. 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行政院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更名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而修正本要點

3。 

5. 統一表達方式及文字調整而修正本要點 2、5.1、5.3、6.1、

6.1.1、6.1.3、6.3、7.1、7.2、7.3、7.3.1、7.3.1.2、7.10、 

8.1、8.2、8.2.1、8.4。 

6. 增加印鑑專責保管人之單位及項次變動修正本要點 7.8。 

7. 依職責變動及作業程序修正 10.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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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台灣糖業公司「背書保證作業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2.範圍 

有關本公司轉投資公司辦理貸

款，本公司須背書保證時，適用

之。 

2.範圍： 

有關本公司轉投資公司貸

款，本公司須背書保證時，應

依本要點處理。 

為使文字表達完善

而修正。 

3.依據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

金管會）發布之「公開發行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

則」。 

3.依據：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金管會）發布之「公

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

證處理準則」。 

配合「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組織法」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更名為

「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而修正。 

5.1 背書保證對象為本公司直接

與其他股東共同投資之公

司，由出資股東依持股比率

背書保證者。 

5.1 背書保證對象為本公司與其

他股東共同投資之公司，由

出資股東依持股比例背書

保證者，並以本公司直接出

資者為限。 

統一本要點用字及

精簡文字而修正。

5.3 不得就直接投資公司其他股

東應背書保證部分，負連帶

保證責任。 

5.3 不得就直接投資公司其他股

東應負擔之保證部分，負連

帶保證責任。 

使表達文字更精確

而修正。 

6.1 企劃處 

6.1.1 負責依程序評估背書保證

事宜，並提報董事會通過

後辦理。 

6.1.2 負責定期要求轉投資公司

提供本公司背書保證金

額資料，並轉交會計處。

6.1.3 負責評估對外背書保證之

或有損失，並提供相關資

料予簽證會計師執行必

6.1 企劃處負責： 

6.1.1 依程序評估背書保證事

宜，並提報董事會通過

後辦理。 

6.1.2 定期要求轉投資公司提

供本公司背書保證金額

資料，並轉交財務處及

會計處。 

6.1.3 評估對外背書保證之或

有損失，並提供相關資

統一本要點表達方

式並配合本公司財

務處組織業於 104
年 5 月 1 日撤銷

（104 年 4 月 23 日

人 發 字 第

1040009918 號函）

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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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查核程序。 料予簽證會計師執行必

要之查核程序。 

6.2 會計處 

6.2.1 負責設立背書保證備查

簿，詳予登載規定事項。

6.2.2 負責於金管會規定之期

限、標準及指定網站，公

告申報對外背書保證資

訊。 

 

6.2 財務處負責設立背書保證備

查簿，詳予登載規定事項。

6.3 會計處負責於金管會規定之

期限、標準及指定網站，公

告申報對外背書保證資訊。

 

配合本公司財務處

組織業於 104 年 5
月 1 日撤銷（104
年4月23日人發字

第 1040009918 號

函）而修正。 

6.3 董事會檢核室：負責至少每

季檢核對外背書保證作業程

序及其執行情形，並提報董

事會。 

6.4 董事會檢核室負責至少每季

檢核對外背書保證作業程

序及其執行情形並提報董

事會。 

統一本要點表達方

式及項次變動而修

正。 

7.1 以本公司名義對轉投資公司

之貸款提供背書保證時，應

由被保證公司提出申請，並

依本要點辦理。 

7.1 以本公司名義對轉投資公司

之貸款，提供背書保證時，

應由轉投資公司提出申請

並依本要點辦理。 

表達文字略作調整

而修正。 

7.2 辦理對外背書保證事項，企

劃處應會同本公司相關單

位，依下列審查程序審慎評

估，提報董事會通過後辦

理： 

7.2 辦理對外背書保證事項，企

劃處應會同本公司相關部

門，依下列審查程序審慎評

估，提報董事會通過後辦

理： 

表達文字略作調整

而修正。 

7.3 申請背書保證之公司，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接受

辦理： 

7.3.1 其所簽之背書保證金額超

過以下規定限額者： 

7.3.1.1 背書保證總金額超過本

公司最近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五。 

7.3.1.2 對單一直接投資公司之

背書保證金額，超過本

7.3 申請背書保證之公司，有下

列情形不予接受辦理： 

7.3.1 其所簽之背書保證金額

已超過以下規定限額： 

7.3.1.1 背書保證總金額超過

本公司最近財務報表

淨值百分之五。 

7.3.1.2 對單一直接投資公司

之背書保證金額，超

過本公司最近財務報

使表達文字更完善

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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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最近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一；或超過該

單一直接投資公司背

書保證貸款金額乘以

本公司持股比率之上

限。 

7.3.2 有借款不良或債務糾紛紀

錄。 

7.3.3 資本額低於資產總額百分

之四十者。 

表淨值百分之一；或

超過該單一直接投資

公司背書保證貸款金

額乘以本公司持股比

率為上限。 

7.3.2 有借款不良或債務糾紛

紀錄。 

7.3.3 資本額低於資產總額百

分之四十者。 

7.4 企劃處應定期要求轉投資公

司提供本公司背書保證金

額，並將該項資料函請會計

處辦理相關事項。 

7.4 企劃處應定期要求轉投資公

司提供本公司背書保證金

額，並將該項資料函請財務

處及會計處辦理相關事項。

配合本公司財務處

組織業於 104 年 5
月 1 日撤銷（104
年4月23日人發字

第 1040009918 號

函）而修正。 

7.5 會計處 

7.5.1 應建立「台糖公司對外背

書保證備查簿」(作業表單

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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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背書保證責任之

條件、註銷及應審慎評估

等事項，詳予登載，並由

專人保管備查。 

7.5.2 應於金管會規定之期限、

標準及指定之網站，公告

申報對外背書保證資訊。 

 

7.5 財務處應建立「台糖公司對

外背書保證備查簿」(作業

表單 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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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背書保證責任之條

件、註銷及應審慎評估等事

項，詳予登載，並由專人保

管備查。 

7.6 會計處應於金管會規定之期

限、標準及指定網站，公告

申報對外背書保證資訊。 

配合本公司財務處

組織業於 104 年 5
月 1 日撤銷（104
年4月23日人發字

第 1040009918 號

函）及項次變動而

修正。 

7.6 企劃處應評估對外背書保證

之或有損失，並提供相關資

料予簽證會計師執行必要之

查核程序，於財務報告中適

當揭露背書保證資訊。 

7.7 企劃處應依財務會計準則公

報第九號之規定，評估對外

背書保證之或有損失，並提

供相關資料予簽證會計師

執行必要之查核程序，於財

配合金管會「公開

發行公司資金貸與

及背書保證處理準

則」第 26 條，因應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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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報告中適當揭露背書保

證資訊。 
之採行，刪除原涉

及財務會計準則公

報文字及項次變動

而修正。 

7.7 董事會檢核室應至少每季檢

核對外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

其執行情形，並作成「台糖

公司對外背書保證業務檢核

表」(作業表單 9.2)，提報董

事會，如發現重大違規情

事，應立即作成報告陳核，

並通知各獨立董事。 

7.8 董事會檢核室應至少每季檢

核對外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台

糖公司對外背書保證業務

檢核表」(作業表單 9.2)，
提報董事會，如發現重大違

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各

監察人。 

配合本公司董事會

組織變更及項次變

動而修正。 

7.8 本公司應以向經濟部申請登

記之公司印章為對外背書保

證專用印鑑。該印鑑應由董

事會同意之秘書處專責人員

保管，有關印鑑鈐印程序應

依本公司規定辦理。 

7.9 本公司應以向經濟部申請登

記之公司印章為對外背書

保證專用印鑑。該印鑑應由

董事會同意之專責人員保

管，有關印鑑鈐印程序應依

本公司規定辦理。 

增加印鑑專責保管

人之單位及項次變

動而修正。 

7.9 因情事變更致對外背書保證

對象不符規定，或對外背書

保證金額超過限額時，企劃

處應訂改善計畫，提報董事

會通過後，將相關改善計畫

送各獨立董事，並依計畫時

程完成改善。 

7.10 因情事變更，致對外背書

保證對象不符規定，或對外

背書保證金額超過限額時，

企劃處應訂改善計畫，提報

董事會通過將相關改善計畫

送各監察人，並依計畫時程

完成改善。 

配合本公司董事會

組織變更及項次變

動而修正。 

7.10 經理人及主辦人員辦理對外

背書保證，如違反其他法令

或本要點之規定時，得視情

節輕重，依規定予以懲處。 

7.11 經理人及主辦人員辦理對

外背書保證，如違反金管會

或本要點時，得視情節輕

重，依規定予以懲處。 

使表達文字更完善

而修正。 

8.1 以本公司名義對轉投資公司

之貸款金額，提供背書保證

時，應由被保證公司提出申

請，並依本公司規定辦理，

提報董事會核議通過後辦

8.1 以本公司名義對轉投資公司

之貸款金額，提供背書保證

時，應由轉投資被保證公司

提出申請並依本公司規定辦

理，提報董事會決議通過後

表達文字略作調整

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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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辦理。 

8.2 申請背書保證之公司，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接受

辦理： 

8.2.1 背書保證總金額超過本公

司最近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

五；或對單一直接投資公司

之背書保證金額，超過本公

司最近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

一；或超過該單一直接投資

公司背書保證貸款金額乘以

本公司持股比率之上限。 

8.2.2 有借款不良或債務糾紛紀

錄。 

8.2.3 資本額低於資產總額百分

之四十者。 

8.2 申請背書保證之公司，有下

列情形不予接受辦理： 

8.2.1背書保證總金額已超過本

公司最近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五；或對單一直接投資

公司之背書保證金額，超過

本公司最近財務報表淨值

百分之一；或超過該單一直

接投資公司背書保證貸款

金額乘以本公司持股比率

之上限。 

8.2.2有借款不良或債務糾紛紀

錄。 

8.2.3資本額低於資產總額百分

之四十者。 

使表達文字更完善

而修正。 

8.3 會計處應設立「台糖公司對外

背書保證備查簿」，詳予登載

規定事項，並由專人保管備

查。 

8.3 財務處應設立「台糖公司對

外背書保證備查簿」，詳予

登載規定事項，並由專人保

管備查。 

配合本公司財務處

組織業於 104 年 5
月 1 日撤銷（104
年4月23日人發字

第 1040009918 號

函）而修正。 

8.4 會計處應依金管會規定之期

限、標準及指定之網站，公

告申報對外背書保證資訊。 

8.4 會計處應依金管會規定之期

限、標準及指定網站，公告

申報對外背書保證資訊。 

文字略作調整而修

正。 

8.5 因情事變更致對外背書保證

對象不符規定，或對外背書

保證金額超過規定限額時，

企劃處應訂改善計畫，提報

董事會通過後，將相關改善

計畫送各獨立董事，並依計

畫時程完成改善。 

8.5 因情事變更，致對外背書保

證對象不符規定，或對外背

書保證金額超過規定限額

時，企劃處應訂改善計畫，

提報董事會通過將相關改

善計畫送各監察人，並依計

畫時程完成改善。 

配合本公司董事會

組織變更而修正。

註：依職責變動及作業程序修正 10.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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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92 年 4 月訂定 編號：A1-55-CRM-001

105 年  月修正 
標 題：背書保證作業要點（修正草案）

最新版次：第 2.2 版 

內         容 
1.目的   
2.範圍   
3.依據   
4.定義   
5.方針   
6.職責   
7.作業程序   
8.控制重點   
9.作業表單   
10.流程圖 

版次 訂定及修正紀錄 施行日期 

2.0 配合內控制度全面修訂 94 年 1 月 

2.1 

1. 配合金管會「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

證處理準則」第 5 條、第 17 條第 3 項及第 18

條規定修訂相關條文。 

2. 修訂權責單位為企劃處。 

3. 為使主管機關名稱統一、本要點內容更完備及

符合現況而修訂。 

99 年 7 月 

2.2 

1. 配合本公司財務處組織於 104 年 5 月 1 日撤銷

（104 年 4 月 23 日人發字第 1040009918 號函）

而修訂。 

2. 配合金管會「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

證處理準則」第 26 條，因應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之採行，刪除原涉及財務會計準則公報文字，

修訂相關條文。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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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年 4 月訂定 編號：A1-55-CRM-001

105 年  月修正 
標 題：背書保證作業要點（修正草案）

最新版次：第 2.2 版 

1.目的 

為保障股東權益、健全資金管理及降低經營風險，特訂定本要點。 

 

2.範圍 

有關本公司轉投資公司辦理貸款，本公司須背書保證時，適用之。 

3.依據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發布之「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

背書保證處理準則」。 

4.定義 

略 

5.方針 

5.1 背書保證對象為本公司直接與其他股東共同投資之公司，由出資股東依

持股比率背書保證者。 

5.2 對外背書保證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對單

一直接投資公司之背書保證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最近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一，並以該單一直接投資公司背書保證貸款金額乘以本公司持股比

率為上限。 

5.3 不得就直接投資公司其他股東應背書保證部分，負連帶保證責任。 

6.職責 

6.1 企劃處 

6.1.1 負責依程序評估背書保證事宜，並提報董事會通過後辦理。 

6.1.2 負責定期要求轉投資公司提供本公司背書保證金額資料，並轉交

會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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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月修正 
標 題：背書保證作業要點（修正草案）

最新版次：第 2.2 版 

6.1.3 負責評估對外背書保證之或有損失，並提供相關資料予簽證會計

師執行必要之查核程序。 

6.2 會計處 

6.2.1 負責設立背書保證備查簿，詳予登載規定事項。 

6.2.2 負責於金管會規定之期限、標準及指定網站，公告申報對外背書

保證資訊。 

 

6.3 董事會檢核室：負責至少每季檢核對外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

形，並提報董事會。 

7.作業程序 

7.1 以本公司名義對轉投資公司之貸款提供背書保證時，應由被保證公司提

出申請，並依本要點辦理。 

7.2 辦理對外背書保證事項，企劃處應會同本公司相關單位，依下列審查程

序審慎評估，提報董事會通過後辦理： 

7.2.1 對外背書保證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7.2.2 對外背書保證對象之徵信及風險評估。 

7.2.3 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之影響。 

7.2.4 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之評估價值。 

7.3 申請背書保證之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接受辦理： 

7.3.1 其所簽之背書保證金額超過以下規定限額者： 

7.3.1.1 背書保證總金額超過本公司最近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 

7.3.1.2 對單一直接投資公司之背書保證金額，超過本公司最近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一；或超過該單一直接投資公司背書保

證貸款金額乘以本公司持股比率之上限。 

7.3.2 有借款不良或債務糾紛紀錄。 

7.3.3 資本額低於資產總額百分之四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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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企劃處應定期要求轉投資公司提供本公司背書保證金額，並將該項資料

函請會計處辦理相關事項。 

7.5 會計處 

7.5.1 應建立「台糖公司對外背書保證備查簿」(作業表單 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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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除背書保證責任之條件、註銷及應審慎評估等事項，詳予登載，

並由專人保管備查。 

7.5.2 應於金管會規定之期限、標準及指定之網站，公告申報對外背書

保證資訊。 

7.6 企劃處應評估對外背書保證之或有損失，並提供相關資料予簽證會計師

執行必要之查核程序，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露背書保證資訊。 

7.7 董事會檢核室應至少每季檢核對外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

作成「台糖公司對外背書保證業務檢核表」(作業表單 9.2)，提報董事

會，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立即作成報告陳核，並通知各獨立董事。 

7.8 本公司應以向經濟部申請登記之公司印章為對外背書保證專用印鑑。該

印鑑應由董事會同意之秘書處專責人員保管，有關印鑑鈐印程序應依本

公司規定辦理。 

7.9 因情事變更致對外背書保證對象不符規定，或對外背書保證金額超過限

額時，企劃處應訂改善計畫，提報董事會通過後，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

獨立董事，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7.10 經理人及主辦人員辦理對外背書保證，如違反其他法令或本要點之規

定時，得視情節輕重，依規定予以懲處。 

8.控制重點 

8.1 以本公司名義對轉投資公司之貸款金額，提供背書保證時，應由被保證

公司提出申請，並依本公司規定辦理，提報董事會核議通過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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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申請背書保證之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接受辦理： 

8.2.1 背書保證總金額超過本公司最近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或對

單一直接投資公司之背書保證金額，超過本公司最近財務報表

淨值百分之一；或超過該單一直接投資公司背書保證貸款金額

乘以本公司持股比率之上限。 

8.2.2 有借款不良或債務糾紛紀錄。 

8.2.3 資本額低於資產總額百分之四十者。 

8.3 會計處應設立「台糖公司對外背書保證備查簿」，詳予登載規定事項，

並由專人保管備查。 

8.4 會計處應依金管會規定之期限、標準及指定之網站，公告申報對外背

書保證資訊。 

8.5 因情事變更致對外背書保證對象不符規定，或對外背書保證金額超過規

定限額時，企劃處應訂改善計畫，提報董事會通過後，將相關改善計畫

送各獨立董事，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9.作業表單： 

9.1 台糖公司對外背書保證備查簿（附件 1）。 

9.2 台糖公司對外背書保證業務檢核表（附件 2）。 

10.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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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表單 9.2 (附件 2) 

台糖公司對外背書保證業務檢核表 

 
檢核日期：             （  年第  季） 

 

檢  核  項  目 作 業 標 準 實 地 檢 核 結 果 

1.對外背書保證之對象。 
以本公司直接投資之公

司為限。 
 

2.對外背書保證之評估。 
主辦單位應依審查程序

審慎評估，提報董事會通

過後辦理。 

 

3.對外背書保證之限額 

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總

金額不得超過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 5％，對單一

直接投資公司之保證金

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 1％，並

以該單一直接投資公司

保證貸款金額乘以本公

司持股比率為上限。 

 

4.對外背書保證備查簿

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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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除保證責任之條件、註

銷及應審慎評估等事

項，詳予登載。 

 

5.對外背書保證專用印

鑑保管及鈐印程序。 

專用印鑑應由專責人員

保管及鈐印程序依本公

司規定辦理。 

 

6.上網公告申報對外背

書保證資訊。 

應於金管會規定之期限

及指定網站，公告申報對

外背書保證資訊。 

 

  檢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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