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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台灣糖業股份有限公司99年股東臨時會開會程序 

時間：中華民國 99 年 10 月 20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地點：台糖公司總管理處活動中心 3 樓（台南市生產路 68 號） 

一、報告出席股數 

二、主席宣布開會 

三、主席致開會詞 

四、選舉本公司第 29 屆董事（含獨立董事）及監察人 

五、臨時動議 

六、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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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選舉本公司第 29 屆董事(含獨立董事)及監察人

(董事會提) 

一、董事及監察人，其應選出人數、任期、起訖時間及選舉辦法 

(一)應選出人數：董事 15 人(含獨立董事 2 人)，監察人 6 人。 

(二)任期：2 年。 

(三)起訖時間：99 年 11 月 6 日至 101 年 11 月 5 日。 

(四)本公司第 28 屆董事（含獨立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至 99

年 11 月 5 日屆滿為止。 

(五)選舉辦法： 

1.台灣糖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 

2.公開發行公司獨立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如附議事手冊第 4 頁至第 9 頁) 

二、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及其學、經歷、持有股數資料 

說明： 

(一)本公司獨立董事採候選人提名制度，依公司法規定公告

受理獨立董事提名期間(99 年 7 月 26 日至 99 年 8 月 10

日)及應選名額(2 名)等事項。 

(二)經濟部持有本公司股份 6,743,463,488 股(占 86.14%)，於

受理獨立董事候選人提名期間內(99 年 8 月 6 日)以經授

營字第 09920367850 號函向本公司提名陸雲先生及陳怡

之女士為第 29 屆獨立董事候選人，經本公司第 28 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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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次董事會審查通過，依規定提請本(99)年股東臨時會

選任之。 

(三)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及其學、經歷、持有股數資料如下： 
 
姓     名 陸雲 陳怡之 

出生日期 39 年 11 月 24 日 40 年 6 月 11 日 

學歷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農業經濟學

哲學博士 
美國麻省理工學院科技與

政策碩士 

現任職務 國立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教授 元智大學服務創新與設計

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Service Innovation and 
Design, ISID)主任 

主要經歷 1.國立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教授
(81.8~迄今) 

2.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金會
顧問 (91.2~迄今) 

3.台灣農業與資源經濟學會理事
長 (94.12~96.12) 

4.美國麥迪生威斯康辛大學台灣
校友會會長(94.7~96.6) 

5.行政院大陸委員會諮詢委員 
(90.9~92.8) 

6.國立台灣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
召集委員(90.1~91.7) 

7.國立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教授
兼系主任(88.8~91.7) 

8.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委員
(85.12~87.12) 

9.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訪問學
人(77.7~78.6) 

10.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副研
究員、研究員(72.4~82.7) 

1.元智大學企業管理學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96.8.1~99.7.31) 

2.元智大學服務與科技管
理研究所所長
(97.8.1~99.7.31) 

3.元智大學管理研究所博
士班科技管理學程主任
(88.8~96.7) 

4.行政院科技組織評鑑暨
績效評估委員會委員(92
年~迄今) 

5.經濟部鼓勵小型企業創
新研發(SBIR)指導委員
會委員(92~97 年) 

6.第四屆中小企業政策審
議委員會委員(行政院 98
年 12 月 11 日派令) 

持有本公司股份 0 股 0 股 

提名股東 經濟部 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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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台灣糖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 

                                              中華民國 95 年 6 月 9 日股東常會通過 

第 一 條  本公司董事（含獨立董事）及監察人之選任，除法令或章程另

有規定者外，應依本程序辦理。 

第 二 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依公司章程所定之名額，以所得選舉票代

表選舉權數較多者依次當選，如有二人以上得權數相同而超過

規定名額時，由得權數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

抽籤。 

第 三 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人數相同之

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數人。 

第 四 條  股東委託代理人投票者，除信託事業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

股東委託時，其代理之表決權不得超過已發行股份總數表決權

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不予計算。 

第 五 條  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及監察人人數相同之選舉票，並加

填其權數，分發出席股東會之股東。 

第 六 條  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監票員二名及記票員若干人，執行

各項有關職務，但監票員應具有股東身分。投票箱由董事會製

備之，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監票人之職務如下： 

一、投票開始前，當眾開驗票匭，並加封條。 

二、監票秩序，監察投票有無疏略及違法情事。 

三、查驗選票有無廢票，啟封取票，並檢查選舉票數目。 

四、查驗選舉票有無廢票，即交計票人員計算。 

五、監察計票人員並得覆算準確。 

六、監察計票人員紀錄各被選人所得票數。 

第 七 條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須在選舉票被選舉人欄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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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選舉人戶名、戶號；如非股東身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

及身分證明文件編號。惟政府或法人股東為被選舉人時，選舉

票之被選舉人戶名欄應填列該政府或法人名稱，亦得填列該政

府或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代表人有數人時，應分別加填

代表人姓名。  

第 八 條  選舉票有下列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未使用董事會製備之選舉票者。 

二、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三、所填被選舉人人數超過規定之名額者。 

四、選舉人所投之選舉權數總和超過其所持有之選舉權數總和

者。 

五、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其戶名、戶號與股東名簿

不符者；所填被選舉人如非股東身分者，其姓名、身分證

明文件編號經核對不符者。 

六、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或股東戶號（身分證明文件

編號）及分配選舉權數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七、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股東相同而未填股東戶號或身

分證明文件編號可資識別者。 

八、以空白之選舉票投入投票箱者。 

第 九 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布董事及監察人

當選名單。  

第 十 條  本程序經股東會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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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發行公司獨立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民國 95 年 03 月 28 日發布) 

第 一 條 本辦法證券交易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十四條之二第二項規定訂

定之。 

第 二 條 公開發行公司之獨立董事，應取得下列專業資格條件之一，並具

備五年以上工作經驗： 

一、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需相關科系之公私立

大專院校講師以上。 

二、法官、檢察官、律師、會計師或其他與公司業務所需之國家

考試及格領有證書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三、具有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需之工作經驗。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不得充任獨立董事，其已充任者，當然解任： 

一、有公司法第三十條各款情事之一。 

二、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規定以政府、法人或其代表人當選。 

三、違反本辦法所定獨立董事之資格。 

第 三 條 公開發行公司之獨立董事應於選任前二年及任職期間無下列情

事之一： 

一、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二、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但如為公司或其母公司、

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子公

司之獨立董事者，不在此限。 

三、本人及其配偶、未成年子女或以他人名義持有公司已發行股

份總額百分之一以上或持股前十名之自然人股東。 

四、前三款所列人員之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五親等以內直系

血親親屬。 

五、直接持有公司已發行股份總額百分之五以上法人股東之董

事、監察人或受僱人，或持股前五名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



－7－ 

人或受僱人。 

六、與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來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董事  (理

事) 、監察人(監事)、經理人或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東。 

七、為公司或關係企業提供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或諮

詢之專業人士、獨資、合夥、公司或機構之企業主、合夥人、

董事 (理事) 、監察人 (監事) 、經理人及其配偶。 

公開發行公司之獨立董事曾任前項第二款或第六款之公司或其

關係企業或與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來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獨立董

事而現已解任者，不適用前項於選任前二年之規定。 

第一項第六款所稱特定公司或機構，係指與公司具有下列情形之

一者： 

一、持有公司已發行股份總額百分二十以上，未超過百分之五十。 

二、他公司及其董事、監察人及持有股份超過股份總額百分之十

之股東總計持有該公司已發行股份總額百分之三十以上，且

雙方曾有財務或業務上之往來紀錄。前述人員持有之股票，

包括其配偶、未成年子女及利用他人名義持有者在內。 

三、公司之營業收入來自他公司及其聯屬公司達百分之三十以

上。 

四、公司之主要產品原料 (指占總進貨金額百分之三十以上者，

且為製造產品所不可缺乏關鍵性原料) 或主要商品 (指占總

營業收入百分之三十以上者) ，其數量或總進貨金額來自他

公司及其聯屬公司達百分之五十以上。 

第一項及前項所稱母公司及聯屬公司，應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

計研究發展基金會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五號及第七號之規

定認定之。 

第 四 條 公開發行公司之獨立董事兼任其他公開發行公司獨立董事不得

逾三家。 

第 五 條 公開發行公司獨立董事選舉，應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規

定採候選人提名制度，並載明於章程，股東應就獨立董事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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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單中選任之。 

公開發行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理

獨立董事候選人提名之期間、獨立董事應選名額、其受理處所及

其他必要事項，受理期間不得少於十日。 

公開發行公司得以下列方式提出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經董事會

評估其符合獨立董事所應具備條件後，送請股東會選任之： 

一、持有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

公司提出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提名人數不得超過獨立董事

應選名額。 

二、由董事會提出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提名人數不得超過獨立

董事應選名額。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方式。 

股東及董事會依前項提供推薦名單時，應檢附被提名人姓名、學

歷、經歷、當選後願任獨立董事之承諾書、無公司法第三十條規

定情事之聲明書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者，對獨立董事被提名人應予

審查，除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外，應將其列入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 

一、提名股東於公告受理期間外提出。 

二、提名股東於公司依公司法第一百六十五條第二項或第三項停

止股票過戶時，持股未達百分之一。 

三、提名人數超過獨立董事應選名額。 

四、未檢附前項規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公開發行公司之董事選舉，應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條規定辦

理，獨立董事與非獨立董事應一併進行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依本法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開發行公司，其獨立董事至少一人應

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 

第 六 條 經股東會選任或依第七條由金融控股公司、政府或法人股東指派

為獨立董事者，於任期中如有違反第二條或第三條之情形致應予

解任時，不得變更其身分為非獨立董事。經股東會選任或依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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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由金融控股公司、政府或法人股東指派為非獨立董事者，於任

期中亦不得逕行轉任為獨立董事。 

第 七 條 金融控股公司持有發行全部股份之子公司、政府或法人股東一人

所組織之公開發行公司，其獨立董事得由金融控股公司、政府或

法人股東指派之，不適用第五條之規定，餘仍應依本辦法規定辦

理。 

第 八 條 依本法設置獨立董事之公司，董事會設有常務董事者，常務董事

中獨立董事人數不得少於一人，且不得少於常務董事席次五分之

一。 

第 九 條 公開發行公司依本法設置獨立董事者，得自現任董事任期屆滿

時，始適用之。 

第 十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六年一月一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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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公司董事(含獨立董事)及監察人選舉票樣張 
 

一、本次股東臨時會應選董事 15 名，含獨立董事 2 名，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詳見議事手冊。     

二、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人數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數人。                    

三、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須在選舉票被選舉人欄填明被選舉人戶名、戶號；                   

如非股東身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身分證明文件編號。                                         

四、其他未盡事項均依公開發行公司獨立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本公司章程及本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辦理。  

股東戶號及戶名：                                                

持有股份：                                                      

選舉權總數：                                                      
    
 
 
 
 
 
 
 
 
 
 
 
 
 
 
 
 
 
 
 
 
 
 
 
 
 
 
 
 
 
 
 
 
 

中華民國 99 年 10 月 20 日 

台灣糖業股份有限公司 99 年股東臨時會 

董事(含獨立董事)選舉票 

被    選    舉    人 

股東戶名 
(非股東請填姓名) 

股東戶號 
(非股東請填身分

證明文件編號) 

分配選舉權數 

   

   

   

   

   

   

   

   

   

   

   

   

   

   

   

注 

意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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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股東臨時會應選監察人 6 名。 

二、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人數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數人。 

三、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須在選舉票被選舉人欄填明被選舉人戶名、戶號； 

如非股東身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身分證明文件編號。 

四、其他未盡事項均依公開發行公司獨立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本公司章程及本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辦理。 

 

股東戶號及戶名：                                                

持有股份：                                                      

選舉權總數： 

    

 

 

 

 

 

 

 

 

 

 

 

 

 

 

 

中華民國 99 年 10 月 20 日 

台灣糖業股份有限公司 99 年股東臨時會 

監察人選舉票 

被    選    舉    人 

股東戶名 
(非股東請填姓名) 

股東戶號 
(非股東請填身分

證明文件編號) 

分配選舉權數 

   

   

   

   

   

   

注 

意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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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台灣糖業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常會議事規則 

中華民國 94 年 5 月 25 日股東常會決議通過 

 
第一條 台灣糖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除法令

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辦理。 

第二條 股東會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本人或其代理人簽到，或由出席

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第三條     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第四條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便利股東出席且適合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不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

於下午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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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理之；董

事長未指定代理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理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

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六條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律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列席股東會。 

辦理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配戴識別證或臂章。 

第七條 股東會之開會過程應全程錄音或錄影，並至少保存一年。 

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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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後二次仍不足額

而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

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數達已發行股份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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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過半數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

條規定重新提請大會表決。 

第九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

排定之議程進行，非經股東會決議不得變更之。股東會如由董

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臨時動議) 未終結前，非經決

議，主席不得逕行宣布散會；但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

者，得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

續開會。 

會議散會後，股東不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行開

會。 

第十條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 

(或出席證編號) 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出席股東僅提

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不符

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第十一條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不得超過兩次，每次

不得超過五分鐘。 

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

不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第十二條   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

由一人發言。 

第十三條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四條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論，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度時，得宣布停

止討論，提付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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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

有股東身分。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作成紀錄。 

第十六條 會議進行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 

第十七條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

表決權過半數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如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

東無異議者，視為通過，其效力與投票表決同。 

第十八條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

序。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行

表決。 

第十九條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

（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

臂章或識別證。 

第二十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行，於施行後授權董事會依實際需要

修正並施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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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台灣糖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華民國卅七年九月三日創立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卅七年九月廿九日奉資源委員會資臺三七人字第二八六二號代電核准修正 
中華民國四十年七月十九日奉資源委員會資臺四０人字第０三一八六號代電核准修正 
中華民國四十四年六月廿九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四十六年六月廿八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四十七年七月十六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四十八年六月廿四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五十一年七月十五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五十三年六月廿三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五十三年九月廿七日股東臨時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五十四年六月三十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五十五年六月廿四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五十六年六月十四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五十七年八月十五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五十八年八月二十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五十九年八月十九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六十一年八月十六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六十三年二月二十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六十六年二月廿三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六十七年三月一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七十一年二月廿四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七十五年二月廿六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七十八年九月廿七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七十九年九月廿六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八十年三月廿七日股東臨時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八十年九月廿五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八十一年九月三十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八十二年九月廿四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八十三年九月三十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八十四年九月廿七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八十五年九月廿五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八十六年九月廿六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八十七年九月三十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八十八年九月廿九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年四月廿五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一年三月廿七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二年四月三十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六月三十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四年五月二十五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四年十月七日股東臨時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五年六月九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六年六月二十一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六月二十六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十一月六日股東臨時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八年六月十八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公司定名為台灣糖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 二 條  本公司營業項目如下： 

一、 C108010 糖類製造業。 

二、 A101020 農作物栽培業。 

三、 A102050 農業服務業。 

四、 C105010 食用油脂製造業。 

五、 C801081 食用酒精製造業。 

六、 C201010 飼料製造業。 

七、 C103010 罐頭食品製造業。 

八、 C110010 飲料製造業。 

九、 C103020 冷凍食品製造業。 

十、 C199020 食用冰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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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C102010 乳品製造業。 

十二、 C109010 調味品製造業。 

十三、 B201010 金屬礦業。 

十四、 B601010 土石採取業。 

十五、 A101011 種苗業。 

十六、 F401071 種苗輸出入業。 

十七、 A101050 花卉栽培業。 

十八、 A401020 家畜禽飼育業。 

十九、 EZ01010 鑿井業。 

二十、 H701010 住宅及大樓開發租售業。 

二十一、 H703100 不動產租賃業。 

二十二、 H701040 特定專業區開發業。 

二十三、 H701060 新市鎮、新社區開發業。 

二十四、 J904011 觀光遊樂業。 

二十五、 J701020 遊樂園業。 

二十六、 H701050 投資興建公共建築業。 

二十七、 G202010 停車場經營業。 

二十八、 J901020 一般旅館業。 

二十九、 J901011 觀光旅館業。 

三十、 F208011 中藥零售業。 

三十一、 F208021 西藥零售業。 

三十二、 F208031 醫療器材零售業。 

三十三、 F213030 事務性機器設備零售業。 

三十四、 F213050 度量衡零售業。 

三十五、 F213060 電信器材零售業。 

三十六、 F214010 汽車零售業。 

三十七、 F214020 機車零售業。 

三十八、 F214030 汽、機車零件配備零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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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 F214040 自行車及其零件零售業。 

四十、 F215010 首飾及貴金屬零售業。 

四十一、 F217010 消防安全設備零售業。 

四十二、 F301010 百貨公司業。 

四十三、 F301030 一般百貨業。 

四十四、 JA01010 汽車修理業。 

四十五、 JA02010 電器修理業。 

四十六、 JA02020 機車修理業。 

四十七、 IZ07010 公證業。 

四十八、 J101050 環境檢測服務業。 

四十九、 D101050 汽電共生業。 

五十、 E301010 水處理工程業。 

五十一、 E302010 廢棄物清理設備安裝工程業。 

五十二、 E303010 空氣污染防治工程業。 

五十三、 J101060 廢(污)水處理業。 

五十四、 J101090 廢棄物清理業。 

五十五、 E201010 景觀工程業。 

五十六、 A201010 造林業。 

五十七、 F301020 超級市場業。 

五十八、 F399010 便利商店業。 

五十九、 G801010 倉儲業。 

六十、  G101061 汽車貨運業。 

六十一、 F212011 加油站業。 

六十二、 D201021 加氣站業。 

六十三、 C802010 肥料製造業。 

六十四、 F212050 石油製品零售業。 

六十五、 JA01990 其他汽車服務業(汽車清洗)。 

六十六、 J801030 競技及休閒體育場館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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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十七、 C199990 未分類其他食品製造業。 

六十八、 F102160 輔助食品批發業。 

六十九、 IZ99990 其他工商服務業。 

七十、 J602010 演藝活動業。 

七十一、 A102060 糧商業。 

七十二、 F112010 汽油、柴油批發業。 

七十三、 C113011 製酒業。 

七十四、 F401171 酒類輸入業。 

七十五、 F102030 菸酒批發業。 

七十六、 F203020 菸酒零售業。 

七十七、 F209010 書籍、文具零售業。 

七十八、 J701010 電子遊戲場業。 

七十九、 J701030 視聽歌唱業。 

八十、 J701040 休閒活動場館業。 

八十一、 J701070 資訊休閒業。 

八十二、 J802010 運動訓練業。 

八十三、 JZ99020 三溫暖業。 

八十四、 C802100 化粧品製造業。 

八十五、 C104020 烘焙食品業。 

八十六、 F201020 畜產品零售業。 

八十七、 F203010 食品什貨、飲料零售業。 

八十八、 F108040 化妝品批發業。 

八十九、 F208040 化妝品零售業。 

九十、  F501030 飲料店業。 

九十一、 F501060 餐館業。 

九十二、 F501990 其他餐飲業。 

九十三、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令非禁止或限制之

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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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條  本公司設於台南市，並得於國內外適當地點設立分公司、辦事

處及其他分支機構。 

第 四 條  本公司之公告登載於本公司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日報之顯

著部分。 

第 五 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柒佰捌拾貳億捌仟捌佰壹拾玖萬貳仟伍佰

柒拾元，分為柒拾捌億貳仟捌佰捌拾壹萬玖仟貳佰伍拾柒股，

每股金額為新台幣壹拾元，全額發行。 

第 六 條  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公司依法自己持有之股份，無

表決權。 

第 七 條  本公司董事會置董事十五人，由股東會依法選任之；並依證券

交易法第十四條之二之規定，於董事名額中，置獨立董事二人，

採候選人提名制度，由股東會就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

之。獨立董事與非獨立董事一併進行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董事任期二年，連選得連任。 

第 八 條  本公司董事會依法互選一人為董事長，代表董事會處理經常會

務，並召集董事會，會議時為主席，董事長因故缺席時指定董

事一人代理之，董事長未指定代理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理

之。 

本公司董事會以每月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 

第 九 條  本公司董事會之職權依法令章程之規定及股東會之決議。 

本公司董事會執行業務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以過

半數董事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數之同意行之。 

第 十 條  本公司董事會開會時，董事因故不能出席，得出具委託書，列

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事代理之。 

第十一條  本公司置監察人六人，由股東會依法選任之，任期二年，連選

得連任。 

第十二條  本公司全體董事所持有股票之股份總額，不得少於本公司股份

總額百分之二，全體監察人所持有股票之股份總額，不得少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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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份總額百分之○．二。                  

選任之獨立董事其持股不計入前項總額；選任獨立董事二人以

上者，獨立董事外之全體董事、監察人依前項比率計算之持股

成數降為百分之八十。 

第十三條  本公司置總經理一人，副總經理四至六人，由董事會任免之。 

第十四條  本公司以每年六月底為結算期，十二月底為決算期，決算時應

造具左列各項決算表冊：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以上各項決算表冊，於股東會開會三十日前送交監察人查核，

提股東會承認，並依規定期限，分報上級主管機關、審計機關

及主計機關。 

第十五條  本公司每年度決算後所得盈餘，先彌補以前年度虧損及提撥法

定盈餘公積與特別盈餘公積，再發各股東股息。 

本公司董事（含董事長）、監察人及經理人（含總經理）之報酬，

由主管機關訂定待遇標準。 

第十六條  本公司為應業務需要，得對外保証，其要點另定之。 

          本公司應利用本公司人力、物力、土地及技能、設備，從事有

關多角經營事項。 

第十七條  本公司董事會組織規程，公司組織規程另定之。 

第十八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依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辦理。 

第十九條  本章程訂立於中華民國三十七年九月三日，並於本公司依法登

記核准之日起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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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持股情形一覽表 

                                       基準日：99 年 9 月 21 日 

職  稱 姓名或名稱 代表人 持有股數 持股比例

董事長 胡懋麟 

董 事 魏  巍 

董 事 江銘宏 

董 事 陳麗春 

董 事 羅志明 

董 事 鄭詩華 

董 事 邱明全 

董 事 謝錫銘 

董 事 黃有才 

董 事 林港明 

董 事 鄭進昌 

董 事 

經濟部 

吳進興 

共同代表經濟部持有

6,743,463,488 股 
86.14%

獨立董事 劉宗德  0 股 0.00%

獨立董事 陳怡之  0 股 0.00%

董 事 陳田義  40,649 股 0.00%

全體董事實際持有股數 6,743,504,137 股 86.14%

全體董事法定最低持股數 125,261,108 股 1.60%

監察人 簡豐源 

監察人 蕭家旗 

監察人 翁文德 

監察人 陳怡鈴 

監察人 張武仁 

監察人 

台灣銀行股

份有限公司 

李謀監 

共同代表台灣銀行股份有 

限公司持有 27,880,849 股 
0.36%

全體監察人實際持有股數 27,880,849 股 0.36%

全體監察人法定最低持股數 12,526,110 股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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