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10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 時  間：中華民國110年8月31 日(星期二)上午9時整 

◼ 地  點：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七段528號(洛碁大飯店南港館一樓會議室) 

◼ 出席股數：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代表股數共計91,357,374股(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股數56,067,586股)，佔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數109,728,343股之83.25%。 

◼ 出席董事：謝憲治董事長、小高峰 浩二董事。 

◼ 出席獨立董事：劉水生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吳宜財獨立董事、黃甄媜獨立董

事。 

◼ 列  席：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韓沂璉會計師、弘揚法律事務所洪堯欽律師。 

◼ 主  席：謝憲治             記  錄：李月梅 

壹、 宣佈開會：親自及委託出席股東代表股數已達法定成數，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貳、 主席致詞：略。 

參、 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本公司109年度營業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本公司109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一。 

 

第二案 

案 由：109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109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二。 

 

第三案 

案  由：109年度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 

一、 依公司章程第 22條第 1項規定，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0.7%至 10%

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 1%為董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

留彌補數額。 

二、 本公司 109 年度尚有累積虧損，擬不分配 109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第四案 

案  由：109年度累積虧損達資本額二分之一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 

一、 本公司 109 年度經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累積虧損為新台幣 857,650 仟元，

已逾 109 年 12 月 31 日實收資本額新台幣 1,097,283仟元的二分之一。 

二、 依據公司法第 211 條規定提報股東會。 

 

肆、 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09年度虧損撥補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一、 本公司 109 年度無可供分配盈餘，故本年度擬不分配股利，擬具盈虧撥

補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四。 

二、 敬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91,344,523權(含電子投票56,063,735權) 99.98% 

反對權數2,228權(含電子投票2,228權) 0.00% 

無效權數0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10,623權(含電子投票1,623權) 0.01%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09年度虧損撥補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一、 本公司 109 年度無可供分配盈餘，故本年度擬不分配股利，擬具盈虧撥

補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四。 

二、 敬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91,344,523權(含電子投票56,063,735權) 99.98% 

反對權數2,272權(含電子投票2,272權) 0.00% 

無效權數0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10,579權(含電子投票1,579權) 0.01%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伍、 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110 年 1 月 28 臺證治理字第

1100001446 號函，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二、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五。 

三、 敬請 核議。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91,344,523權(含電子投票56,063,735權) 99.98% 

反對權數2,228權(含電子投票2,228權) 0.00% 

無效權數0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10,623權(含電子投票1,623權) 0.01%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陸、 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同日上午 9 時 12 分。(本次股東會記錄僅載明會議進行要點；會議進行內容、

程序及股東發言乃以會議影音記錄為準) 



附件一 

營業報告書 

    新型冠狀肺炎(Coronavirus, COVID-19)自109年1月爆發以來，在短短2個月內疫情從亞

洲擴散至歐洲、美洲、紐澳、非洲，全球無一地區倖免，為阻止或延緩疫情擴散，許多國家

陸續宣布關閉邊界、入出境管制及停發非必要簽證等相關限制。3月下旬基於全球各地病例

快速攀升，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自3月19日起限制非經核准之外國人入境，所有入境

旅客無論國籍均須接受14日居家隔離或檢疫。台灣觀光產業短期要恢復到108 年度之榮景，

似乎不樂觀。 

    本公司飯店均位於台北市，此波疫情台北市算是重災區，本公司結束松江、花華本館及

花華旅店站前館3間飯店，109年底旗下共有16間飯店(含慶天閣、協美)，109年營收合計

441,242 千元，稅後淨損為 (857,827) 千元，分別較108年衰退64%及1,530 %。 

謹將本公司 109年度營業結果報告如下： 

一、109年度營業結果：(千元) 

(一)109年度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項目                 年度 108年 109年 

營業收入 1,218,871 441,242 

營業成本 890,473 676,657 

營業毛(損)利 328,398 (235,415) 

營業(損失)利益 135,258 (320,477) 

營業外收(支) (76,332) (481,940) 

稅前淨(損)利 58,926 (802,417) 

本期淨(損)利 59,983 (857,827) 

(二)109年度營業收支預算執行情形：本公司未做財務預測，故不適用。 

(三)109年度財務分析： 

 項目                                 年度 108年 109年 

財務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70.65% 80.32%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419.33% 374.14%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78.79% 45.06% 

速動比率 76.73% 43.11% 

經營能力 
應收款項週轉率（次）  14.34  8.47 

平均收現日數  25.45  43.09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2.19% (15.62%) 

權益報酬率 3.57% (66.92%)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5.37% (73.13%) 

純益率 4.92% (194.41%) 

每股盈餘（元）  0.55  (7.82) 

 



(四)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主要經營項目為觀光旅館及相關業務，故不適用。 

二、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109年受新冠肺炎影響，台灣於 109年 3月下旬起加強出入境管制，台灣自從關閉

邊境後，外國商務、觀光客禁止來台，沒了外國觀光客，等於斷了台灣觀光產業的命

脈。 

109年來台旅客人數 1,377,861人次，較 108 年衰退 88.39 %，109年主要來台旅客

詳細數據如下。 

地區別 108年來台人數 109年來台人數 增減% 增減人數 

東南亞 2,593,392 435,383 (83.21%) (2,158,009) 

韓國 1,242,598 178,911 (85.60%) (1,063,687) 

港澳 1,758,006 177,654 (89.89%) (1,580,352) 

日本 2,167,952 269,659 (87.56%) (1,898,293) 

大陸 2,714,065 111,050 (95.91%) (2,603,015) 

   在旅館供給增加上，109 年度台北市及新北市合法的一般旅館合計增加了 6 家，房

間數增加了 988 間，觀光旅館減少了 2 家，房間數減少了 152 間，房間數合計增加

了 836 間，旅客受新冠肺炎影響大幅衰退，且未合法的旅宿業者參與競爭，綜上，展

望 109年受新冠肺炎，飯店經營確實面臨了相當大的挑戰。 

三、110年營業計畫概要及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序言】 

  109 年年初爆發的新冠肺炎遍及世界各地，導致全球觀光旅宿業受到毀滅性衝擊。

至今，新冠肺炎尚未趨緩，跨國境觀光往來亦未有重啟跡象，目前處於非常難以擬定經

營戰略的狀況。 

  關於 110年之後的經營，將根據下列順序進行。 

① 新冠肺炎期間，極力抑制現金流失，保持健全的財務狀況。 

② 新冠肺炎平息後，為使收益性提升至較新冠肺炎爆發前高，將針對組織及系統

進行改革。 

 

【新冠肺炎期間對策】 

  在鎖國解除前，由於經營狀況十分嚴峻，為了使現金支出降至最低，將暫停非緊急

投資，以「銷售戰略」、「成本削減戰略」、「資金調度戰略」三個主軸進行營運。 

① 銷售戰略 

(1) 取得國內需求 

  台灣人的台北住宿需求，分為旅行及出差兩種。 

  由於出差客留宿飯店的頻率較高，將著重維持已住宿過顧客之忠誠

度。具體進行「透過 LINE@發送資訊」、「充實出差客官網專案」等事宜。 

  旅客除了在線上預約的比例相當高，經由官網預約的比例亦高。透過

導入會員資料庫及點數系統，強化官網的預約取得率。 

  109 年 8 月相較於 108 年 8 月，台灣人營收比例提升 239%，目標為進

一步取得更多的台灣人需求。 



(2) 取得休息需求 

  關於休息販售，會進一步加強以 funnow為首的各線上預約平台之合作。 

  同時，為了增加 walk-in客，加強庫存調整（尤其是庫存特別緊繃的週

五及週六晚間）。透過各館店建構週五及週六的深夜房務清掃體制，提升週

五及週六休息的翻床率。 

  109年 8月的休息營收為 1月（新冠肺炎爆發前）的 7.5倍以上，將持

續提升營收。 

(3) 經營防疫旅館 

  儘管新冠肺炎疫情逐漸趨緩，跨國往來開始重啟，目前入境仍需要 14

天隔離。 

  隨著防疫旅館需求上升，敝公司已將驛館及林森館作為防疫旅館經營

中。 

  今後，將仔細觀察隔離需求人數變化，若隔離需求有增加趨勢，亦會

評估增加防疫旅館。 

  另一方面，今後也可能是鎖國解除、隔離人數減少的走向。屆時，亦

會評估儘速解除防疫旅館之登記，讓驛館及林森館回歸為正常營業。 

  時刻掌握防疫旅館的需求，靈活應對，目標為防疫旅館收益最大化。 

(4) 其他收益最大化 

  以餐飲事業及空間租借事業為中心，目標收益最大化。 

  關於餐飲事業，目前正在培育於 109 年 7 月成立的自創便當品牌。營

收成長順利，後續目標為事業收益最大化。 

  關於空間租借事業，目前活用既有設施，提供會議室、餐廳空間租借

以及廣告牆出租。營收成長順利，保留今後擴大出租規模的可能性，致力

於收益最大化。 

② 成本削減戰略 

(1) 削減人事費 

  新冠肺炎爆發後裁減冗員，相較於疫情爆發前，約減少 40%人力。 

  由於目前已透過人員削減，得以最少人數維持集團事業，後續進行更

大幅度裁撤一事較為困難。 

  但是，若今後疫情大幅惡化，仍有可能產生進一步的人員削減，屆時

將執行下一階段裁撤。 

  若是今後狀況回穩，需要增加人手，則會在竭力控制支出的狀況下實

施人員增加計畫。 

(2) 削減租金 

  新冠肺炎爆發後，在解約入不敷出的館店（松江館、花華本館、花華

站前館）之餘，亦針對簽約中館店與房東交涉租金調降事宜。 

  今後將與房東保持密切聯絡，持續協商租金調降。 

(3) 削減變動支出 

  自新冠肺炎爆發以來，持續致力削減所有變動支出。 

  為削減變動支出，目前已完成作業流程改善、水電瓦斯費相關合約用

量下修等應進行事宜。未來將持續分析變動支出，確保變動支出不過於高



昂。 

③ 資金調度戰略 

  與各金融機構進行融資額度交涉中。 

  設想嚴峻的狀況會長期持續，透過確保充足的融資額度，遠離倒閉風險。 

 

【新冠肺炎趨緩後之改革】 

  一旦新冠肺炎有所趨緩，鎖國限制將逐漸鬆綁。屆時，為了實現較新冠肺炎爆發

前要高的收益性，將進行下列改革。 

① 組織改革 

(1) 建構飯店現場管理體制 

  目前營運中飯店有 16間，負責飯店營運的副總共有 6位。 

  由於實際上應能以更少人數運作，因此將減少負責飯店營運的副總人

數，透過讓副總們致力於被賦予的嶄新任務，加速事業成長步調。 

(2) 本部與現場的溝通效率化 

  目前，本部與現場之間的溝通存在諸多溝通疏漏。透過明確定義本部

及現場各自的業務範疇、裁撤冗員，根據需求改善組織，促進效率化。 

② 作業流程效率化及系統化 

  目前飯店現場櫃檯及本部會計部門業務，多數為勞動集約型業務，所需人

數眾多。 

  從根本重新審視作業流程，訂立新作業流程標準的同時，亦導入以 RPA為

首的自動化系統進而統整體制，以期新冠肺炎平息後仍能以極力不增加人手的

體制持續運作。 

  為實現上述，將作為集團專案實行。 

③ 導入會員系統 

 

 

洛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謝憲治 

總經理：深井洋平 

會計主管：彭妃秀 



附件二 

洛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本公司董事會造送民國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虧損撥補表及經安侯建業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張淑瑩會計師及池世欽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經本審

計委員會審查完竣，認為符合公司法等相關法令，爰依公司法第 219條之規定，

報請  鑒察。 

 

此上 

洛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一○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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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洛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盈虧撥補表 

109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備註 

期初未分配盈餘 177,079    

加：本年度稅後淨損 (857,826,852)   

期末待彌補虧損 (857,649,773)   

 

 

董事長：謝憲治     經理人：謝憲治     會計主管：彭妃秀 



附件五 

洛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第一項～第四項略。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

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

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

選舉票。 

以下略。 

第二條 

第一項～第四項略。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

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

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監察人者，

應另附選舉票。 

以下略。 

 

本公司於 109年設

置審計委員會替代

監察人 

 

第五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董事長宜親自

主持，且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親自出

席，及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人代

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東會議事

錄。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

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

長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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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未設常務

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

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

人代理之。 

以下略。 

第五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董事長宜親自

主持，且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至少

一席監察人親自出席，及各類功能性委員

會成員至少一人代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

記載於股東會議事錄。董事長請假或因故

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

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

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

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

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

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以下略。 

 

本公司於 109年設

置審計委員會替代

監察人 

 

 

 

 

 

 

第八條 

第一項略。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並同

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相關資

訊。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

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

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

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

第八條 

第一項略。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

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

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

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

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

 

 

為提升公司治理並

維護股東之權益，

修正第二項。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

布流會。 

以下略。 

流會。 

 

 

以下略。 

 

 

第十一條  

第一項略。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

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

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

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

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

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

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

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

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日

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

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

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且

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第三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資、申請

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

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

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證券

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

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

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

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

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並

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

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

第十一條 

第一項略。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

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

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事項等各項議案

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

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

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

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

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

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

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

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

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第三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減

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

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

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

款、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

三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

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

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

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容得

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

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監

察人，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選

完成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

 

 

配合條文規範調整

公告方式。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更其就任日期。 

以下略。 

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以下略。 

第十三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

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

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及

落選董事名單及其獲得之選舉權數。 

以下略。 

第十三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應依本公

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

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監察人之名單

與其當選權數。 

以下略。 

 

為提升公司治理並

維護股東之權益，

修正第一項。 

第十四條 

第一、二項略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

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

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

選舉董事時，應揭露每位候選人之得票權

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第十四條 

第一、二項略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

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

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

選舉董事、監察人時，應揭露每位候選人

之得票權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

保存。 

 

 

本公司於 109年設

置審計委員會替代

監察人 

第十八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86年 12月 9日股東臨時會通過。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十五日股

東常會。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股東常會。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股東常會。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股東常會。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九年六月十五日股

東常會。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股東常會。 

第十八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86年 12月 9 日股東臨時會通過。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十五日股

東常會。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股東常會。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股東常會。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股東常會。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九年六月十五日股

東常會。 

修訂本議事規則之

修訂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