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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九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一○九年六月五日（星期五）上午十時 

地點：台南市永康區蔦松二街三號四樓大禮堂 

出席：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827,339,086 股，本公司發行流通在外股份總數為 781,976,653

股，出席股東代表股數共 493,483,323 股，其中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者為 382,923,943

股，出席率為 63.10%，已逾法定股數；本次股東常會分別有韓家宇董事長、韓家寅董事、

僑泰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趙天星董事、王滋林董事、丁玉山獨立董事(審計委員

會召集人)、陶傳正獨立董事、韋建名獨立董事等 7 席董事出席，已超過董事席次 10 席之

半數。 

列席人員：鍾丹丹會計師、林政憲律師 

 

主席：韓家宇 董事長      記錄：呂佳倫 

 

開會如儀 

 

 

一、主席致開會詞(略) 

 

 

二、報告事項 

(一) 報告一○八年度營業狀況 

(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一○八年度財務決算表冊報告 

(三) 報告一○八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 

(四) 報告背書保證事項辦理情形 

(五) 報告一○八年度現金股利分配案 

(六) 其他報告事項 

 

 

三、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一○八年度財務決算表冊，提請 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一○八年度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鍾

丹丹會計師及陳眉芳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 

   二、營業報告書及財務決算表冊送請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 

      三、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 

   四、謹此提請 承認。 

決議：表決結果(含電子投票表決權數)，本案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493,485,523 權，贊成之表決

權數為 463,556,949 權，佔投票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3.93%，反對之表決權數為 92,110 權，

無效之表決權數為 0 權，棄權之表決權數為 29,836,464 權，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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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一○八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 

說明：一、擬具本公司一○八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 

二、本公司一○八年度盈餘分配，擬由一○八年度可分配盈餘提列法定盈餘公積229,417,461

元，並業經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董事會決議發放現金股利1,820,145,990元。 

三、謹此提請 承認。 

決議：表決結果(含電子投票表決權數)，本案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493,485,523 權，贊成之表決

權數為 464,178,157 權，佔投票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4.06%，反對之表決權數為 135,319

權，無效之表決權數為 0 權，棄權之表決權數為 29,172,047 權，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

本案照案通過。 

 

 

四、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討論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案。 

說明：一、詳細修改條文對照表如下。 

      二、謹此提請 核議。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二條 股東會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

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

以代簽到。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

繳交之簽到卡計算之。 

股東會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

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

以代簽到。出席股數依繳交之簽

到卡計算之。 

文字修正。 

第五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

席由董事長擔任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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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應至少

一席監察人親自出席，及各類功

能性委員會成員應至少一人代

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

東會議事錄。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

席由董事長擔任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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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各類功

能性委員會成員應至少一人代

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

東會議事錄。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

有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

依金管會金管證發字第

10200531121 號 令 規

定，公司應設置審計委

員會替代監察人，亦沒

有監察人出席股東會規

定，予以文字上提出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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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說明 

有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

召集權人擔任之。 

召集權人擔任之。 

 

決議：表決結果(含電子投票表決權數)，本案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493,485,523 權，贊成之表決

權數為 463,703,244 權，佔投票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3.96%，反對之表決權數為 113,015

權，無效之表決權數為 0 權，棄權之表決權數為 29,669,264 權，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

本案照案通過。 

 

 

五、臨時動議：無。 

 

 

六、散會：主席宣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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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致股東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大家好 

 

首先竭誠歡迎各位貴賓，在百忙當中特別是新冠病毒疫情嚴峻下能撥空參加今年的股東常

會。除了感謝您的參與，本人亦代表公司對過去各位股東對公司的支持致上最大的敬意。 

 

    過去一年，歷經英國脫歐、美國與中國、歐盟貿易爭執，貿易保護主義升溫，國際匯率大幅

波動，中國非洲豬瘟等的變化，使得公司在營運、原物料採購上更較過去數年難以掌握，但公司

仍因為各項政策因應得當，2019 年仍有不俗成績。 

 

    大成公司秉持誠信經營、為您健康生命努力的理念，提供健康安心的食品給消費者，持續發

布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公司致力於產銷履歷政策的落實，建立自農場到餐桌的產銷理念，大

成品檢中心更是通過衛福部的食品安全檢驗認證，參與政府的食品食安大聯盟計畫，期許消費大

眾能對大成產品食的安心。 

 

本公司民國一○八年度合併營業收入淨額 778 億元，較一○七年度增加 54 億元，或 7.4%；

一○八年度歸屬母公司業主本期淨利 22.8 億元，較一○七年度增加 2.7 億，或 13.62%。 

 

公司所有工廠均已取得國際與台灣各項品質安全認證，包括歐盟 HACCP 認證，ISO22000

認證，擁有國家級實驗室及衛福部食品檢驗認證，最先進的儀器及相關制度，繼 2019 年興建馬

稠後新型現代化食品加工廠，本年公司又與日本昭和產業攜手合作，針對雞蛋及麵粉領域進行重

大合資，期許大幅提升台灣蛋雞飼養及雞蛋洗選、液態蛋生產的規範與品質水準，提升麵粉的產

製配粉技術，擴大與同業間的競爭優勢期望透過對食品安全的高標準要求，建立公司品牌形象，

增強客戶、消費者的信心。 

 

 

營業報告書 

 

一、108 年度營業暨財務情形報告 

(一)營業成果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 目 108 年實際數 107 年實際數 增(減)幅度% 

營 業 收 入 77,769,986 72,442,933 7.4% 

營 業 利 益 3,721,214 2,272,621 63.74% 

稅 前 損 益 3,852,569 3,031,193 27.1% 

每 股 稅 後 盈 餘 2.93元 2.62元 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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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業計劃暨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 108 年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惟實際營運情形與公司內部規畫並無重大差異。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 財務收支 

(a) 108 年度利息收入為新台幣 90,439 千元，為票券及活存之利息收入。 

(b) 108 年度利息支出為新台幣 407,490 千元，為短期、長期借款利息費用。 

(2) 獲利能力分析 

項目 108 年度 107 年度 

資產報酬率(%) 7.35% 6.41% 

股東權益報酬率(%) 12.78% 10.98% 

營業利益佔實收資本比率(%) 44.98% 28.84%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比率(%) 46.57% 38.47% 

純益率(%) 3.82% 3.33% 

每股稅後盈餘(元) 2.93 元 2.62 元 

(四) 研究發展狀況 

    公司營運不斷快速擴展：從飼料、油脂、肉品、蛋品、食品業務逐步朝向上、下游垂

直整合與食品品牌的發展，研發的重點也從飼料營養的研發往上、下游移動，包括種源培

育、飼養技術、環境控制及動物健康防疫等領域，以建立精實的技術能量，全力支援公司

持續發展。 

    同時為確保競爭優勢與企業成長，除不斷投入研發資源，包括人力、 研究設施，增加

設備與擴充試驗農場及水產試驗場，以提升研發能量與成效，近年更積極擴展外部研發資

源並和主要研究機構專案合作發展持定技術與產品，合作對象有台灣大學、成功大學、中

興大學、屏東科技大學、台灣海洋大學、Schothorst Feed Research、新化畜試所、淡水家畜

衛生試驗所與榮總動物試驗中心…等國內外各大學術研究機構，以期取得關鍵技術及應用

能力。 

 

二、109 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經營方針 

大成長城集團長期以來專注於畜產及水產飼料、肉品相關產業及餐飲品牌之發

展。完全飼料及電宰白肉雞市場市佔率均已領先同業。除了追求銷售量的成長外，在

飼料品質的改善及各產品的嚴格把關，真正自源頭做起為消費者的健康努力；並針對

各地環境及動物成長需求，投入生物科技領域，研發出眾多適合動物營養的生技產

品。在蛋品方面將配合政府推動洗選蛋政策，本公司從飼料營養全方位監控、雞場飼

養管理、蛋雞固定檢疫、定期抽驗雞蛋品質及真成品檢驗並配合專業冷鏈物流，期許

提供優質蛋品至末端客戶。  

在台灣食品深加工廠方面，嘉義馬稠後工業區本年將完成新型現代化食品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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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包含品管、油炸、燒烤、蒸煮、燉斧及自動化充填包裝等多功能設備提供國人最

優質及安全的深加工食品。  

本公司秉持企業社會責任，繼續聚焦農畜核心事業，及上下游整合、強化產品品

質安全，提升客戶滿意度，以誠信、謙和的心，開啟更前瞻的願景。  

(二) 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依據過去實績及市場需求變動之情況下，109 年預估之銷售數量如下：  

項 目 銷售量（噸）  

飼 料 2,915,000 

肉 品 ( 白 肉 雞 + 土 雞 ) 378,500 

大      宗     物      資 484,000 

(三) 重要產銷政策 

在油脂產品方面，大成沙拉油一直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品質保證品牌；在黃豆粉方

面，國內政府強力防堵非洲豬瘟疫情侵台，同時口蹄疫拔針，豬肉可望重新出口，農

戶增養意願高，黃豆粉需求強勁。在本公司經營團隊努力下，業務用油仍維持穩定成

長及領導者的地位，為黃豆油去化及黃豆粉需求成長提供強力支持。  

在台灣部分，面對雞肉產品完全開放自由進口，加以動物蛋白需求成長趨緩，價

格競爭情況激烈。本公司積極整合公司現有之研發、生產及行銷資源，提高產品品質，

創造出產品差異化優勢，以減低價格競爭之壓力，加上生技廠對於動物蛋白等研究，

期許能夠提供客戶更優質安全無抗生素的產品。  

在肉豬方面，面臨進口豬肉的替代效應，公司對於養殖戶提供技術支援改善種豬

群管理，並結合公司生技部門產品，以改善整體飼養效率與降低造肉成本，從根本提

升養殖戶之飼養效率，保障農戶每頭肉豬的固定工資與合理利潤，創造雙贏的局面。  

在土雞方面，為因應國人喜歡食用土雞的特性，公司結合自有土雞電宰廠土雞產

品及熟食加工廠技術，開始推出土雞熟食產品，讓消費大眾更便利食用土雞，並利用

各種物聯網及超市量販等通路，販售大成安心土雞品牌產品，從農場到餐桌一條龍整

合將會更加完整。  

近幾年公司在年菜及家庭代餐市場，建立享點子等品牌且表現優異。在食品加工

方面提升加工食品安全檢驗與生產工藝，兼顧食安與美味。由於整體購物環境發生變

化，公司除了在原有的通路銷售產品外，也致力於電商網路通路上，公司的部分商品

亦高居團購人氣排行榜。 

 (四)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1. 隨著國內外市場對瘦肉精、藥殘、疫情等事件的關注，消費者對安全、安心、健

康肉品蛋品更加重視，公司在注重食品安全下，亦極力保持成長。  

在飼料方面，公司規劃完整產品體系，分散飼料經營風險；結合公司生技產品，

提升客戶飼養成效；積極開拓產業垂直整合，鞏固公司位於整個供應鏈的優勢與

地位，同時拓展產業生態系，帶動公司與產業的良性循環，強化公司在飼料領域

的永續競爭力。  

在鮮肉部份，本公司電宰生鮮雞肉採一條龍垂直整合經營策略，推出「大成安心



13 

雞」，從種雞場、孵化場、契約農戶、飼料廠、電宰廠、加工廠至市場通路，完全

由公司自行掌控，故能有效降低生產成本、確保原料品質及穩定毛雞來源。  

在深加工方面，雞肉深加工品，分為常溫、冷藏及冷凍類產品分銷到全國不同通

路。  

2. 本公司除繼續發展水產等動物蛋白領域，擴大領先優勢外，並結合現有的研發及

技術資源，發展生物科技技術，取代抗生素使用。增設水產養殖試驗場與飼料製

程及生技研究之pilot plant先導工廠。應用先進之Real-time超音波檢測技術，於原

種豬場進行屠體性能活體檢測，做為育種選拔依據。以生物科技為動物設計營養

成分平衡及蛋白預消化，取代價格持續高漲的魚粉，並具有胜肽含量高、低抗營

養物質、好消化吸收的優質蛋白。維持技術領先之優勢。  

(五)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 

全世界因各種貿易協定而整合各區域市場，商品、服務及資訊的流通已跨越區域

的障礙，本公司面對的是來自全球的競爭者。除了產品要在全球市場上競爭外，在原

料方面，亦需以全世界為供應來源，以期取得成本最低之原料與服務。面對這樣的競

爭環境，以公司的營運規模，發揮全球統籌採購優勢，降低原物料採購成本，進而提

升產品品質及售後服務。  

    面對食品安全的問題層出不窮，整個環境狀況對禽流感、農畜產品藥物殘留疑慮

並未消除，因此公司為維持穩定獲利，將在產品結構上進行上下游整合，分散飼料經

營風險。大成集團持續推動可溯源安全衛生豬肉及雞肉、深加工食品、蛋品，一直為

食品供應鏈「全程用心、食在安心」而努力，並取得成果，符合與滿足政府單位及社

會大眾重視健康、安全肉品及蛋品的需求。期望能以百分之百安心產品做後盾，讓大

成公司在食品安全領域建立優良形象並且讓消費者更加認同公司產品。    

             

最後，敬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董事長   韓家宇 
 

 
總經理   莊坤炎 

 
 

會計主管   劉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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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八年及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

國一○八年及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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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個體財務報告附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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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個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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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八年及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

務狀況，暨民國一○八年及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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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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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

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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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八年度

個體財務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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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報告上之關

鍵查核事項如下： 

一、收入認列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十四)及附註六(廿二)客戶合約之

收入。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受該公司所處之產業特性影響，且依主管機關規定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需按月 

公告營業收入，因此增加收入認列時點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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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 

- 了解本期受查公司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及方法是否適當。 

- 測試受查公司有關收入認列之控制及訂單至收款之交易循環。 

- 執行銷貨收入證實性細部測試，抽核期後收款或原始憑證。 

- 應收帳款明細中選取適當樣本量發函詢證。 

- 評估銷貨收入是否涵蓋於適當之期間。 
二、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減損 

有關採用權益法對投資減損之會計政策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十三)非金融資產減

損，有關採權益法之投資減損評估之會計判斷，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之說明請詳個體財務

報告附註五。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採權益法之子公司部分組成個體因最近年度連續產生淨損，故管理階層認為相關之固

定資產存有減損之跡象。管理階層採使用價值法估計未來折現後現金流量以評估其相關固

定資產所屬之可辨認現金產生單位之可回收金額，並考慮決定是否將以前年度提列數迴轉

或增提減損。準備未來折現後現金流量資料涉及重大管理階層判斷，尤其是在預估毛利率

及收入成長率和決定適當折現率時，因此，預估未來現金流量之因素如毛利率、收入成長

率及折現率存在固有不確定性及涉及可能之管理階層偏差。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 

- 評估公司管理階層所辨認可能有減損跡象之重要現金產生單位。 

- 比對其未來折現後現金流量所採用之主要財務資訊與管理當局核准之財務預算中之相關

資訊包含，營業收入、營業成本及營業費用，並比對前ㄧ年度編製之財務預算與本年度

實際業績，以評估上ㄧ年度預測之準確性並與管理當局討論重大差異的原因，及是否已

考慮於本年度預算。 

- 對於預估未來折現後現金流量所採用之關鍵假設因素，包括各現金產生單位之預估長期

收入成長率和利潤率，與同業的可比較公司及外部市場數據作比較，並委託內部評價專

家評估未來現金流量所採用之折現率是否落在同業所採用之區間內。 

- 對於未來折現後現金流量所採收入成長率和折現率之關鍵假設進行敏感性分析，以評估

每個現金產生單位對淨現值的影響，並評估關鍵假設變動對於結論之影響及是否有管理

當局之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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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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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且維

持與個體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

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大成長城企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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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長城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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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

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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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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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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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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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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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使大成長城企業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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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使用者注意個體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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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長城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務報告是否允當表達

相關交易及事件。 

6.對於採用權益法之被投資公司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個體財務報告表示

意見。本會計師負責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

查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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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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對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八年度

個體財務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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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4 

 

 



 

15 

 

 



 

16 

 

 
 

 



 

17 

 



 

22 

 

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大成長城集團)民國一○八年及一○七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八年及一○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綜合損

益表、合併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告附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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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合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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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及解釋公

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八年及一○七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狀況，暨民國一○八年及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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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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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成長城企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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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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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一○八年度合併財務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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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

報告上之關鍵查核事項如下： 

一、收入認列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十六)及六(廿七)客戶合約之收入

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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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受該集團所處之產業特性影響，且依主管機關規定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需按月 

公告營業收入，因此增加收入認列時點之風險。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 

- 了解本期受查公司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及方法是否適當。 

- 測試合併公司有關收入認列之控制及訂單至收款之交易循環。 

- 執行銷貨收入證實性細部測試，抽核期後收款或原始憑證。 

- 應收帳款明細中選取適當樣本量發函詢證。 

- 評估銷貨收入是否涵蓋於適當之期間。 
二、固定資產減損評價 

有關固定資產減損評價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十五)非金融資產之減

損;有關固定資產減損評價之會計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五;有關固

定資產減損之說明，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六(十二)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集團部分組成個體最近年度連續產生淨損，故管理階層認為相關之固定資產存有減損

之跡象。管理階層採使用價值法估計未來折現後現金流量以評估其相關固定資產所屬之可

辨認現金產生單位之可回收金額，並考慮決定是否將以前年度提列數迴轉或增提減損。準

備未來折現後現金流量資料涉及重大管理階層判斷，尤其是在預估毛利率及收入成長率和

決定適當折現率時，因此，預估未來現金流量之因素如毛利率、收入成長率及折現率存在

固有不確定性及涉及可能之管理階層偏差。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 

- 評估合併公司管理階層所辨認可能有減損跡象之重要現金產生單位。 

- 比對其未來折現後現金流量所採用之主要財務資訊與管理當局核准之財務預算中之相關

資訊包含，營業收入、營業成本及營業費用，並比對前ㄧ年度編製之財務預算與本年度

實際業績，以評估上ㄧ年度預測之準確性並與管理當局討論重大差異的原因，及是否已

考慮於本年度預算。 

- 對於預估未來折現後現金流量所採用之關鍵假設因素，包括各現金產生單位之預估長期

收入成長率和利潤率，與同業的可比較公司及外部市場數據作比較，並委託內部評價專

家評估未來現金流量所採用之折現率是否落在同業所採用之區間內。 

- 對於未來折現後現金流量所採之關鍵假設（包括收入成長率和折現率）進行敏感性分析，

以評估每個現金產生單位對淨現值的影響，並評估關鍵假設變動對於結論之影響及是否

有管理當局之偏差。 
其他事項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一○八年及一○七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並經本會

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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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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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告，且維

持與合併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

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大成長城企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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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成長城企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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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成長城企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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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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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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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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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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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成長城企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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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使大成長城企業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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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併財務報告使用者注意合併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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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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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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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對合併財務報告表示意見。本

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團之查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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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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對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一○八年度合併財務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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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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 108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餘額 
 1,667,556,156 

 加(減)： 
  

     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權益工具 

7,559,236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本期變動數 3,014,628  

     本年度稅後淨利 2,283,600,745  

可供分配盈餘  3,961,730,766 

  減(加)：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229,417,461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每股配 1.5 元) 1,820,145,990   

期末未分配盈餘  1,912,167,315 

 

註：(1)本年度股利分配以不超過本期可供分配數為準。 

(2)股利以 108 年度稅後利益優先分配。 

 

董事長：韓家宇 經理人：莊坤炎 會計主管：劉建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