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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糖業股份有限公司 104 年股東常會議事錄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4 年 6 月 23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整 

開會地點：臺南市東區生產路 68 號(本公司總管理處活動中心 3 樓)             

出    席：出席股東股數 4,888,482,368 股，出席比率 87.54% (依「大陸地

區股東股權行使條例」第四條規定，大陸地區股東持股

52,594,609 股不計入本次股東會計算出席權數之發行股份總

數，公司發行總股數 5,584,155,256 股)  

出席董事：陳董事長昭義、楊董事錦榮、吳獨立董事琮璠、吳董事守國、

陳董事美伶、陳董事田義、鄭董事進昌、吳董事進興、駱董事

文霖 

主    席：陳董事長昭義                 紀錄：林淑閔 

主席報告出席股東代表股數已達法定數，宣布開會。 

壹、 司儀宣讀股東常會議事規則之發言規定。 

貳、 主席致開會詞： 

     各位股東、各位董事、陳會計師、蔡律師及各位同仁，大家早安。 

謝謝大家特別撥冗參加，除本公司主管大家都認識外，特別介紹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吳獨立董事及陳會計師、蔡律師。我也要利用此次

機會謝謝熱心的民股股東，一再給我們許多鞭策，亦給我們很大的力

量，尤其管理階層未注意到的部分。每個月第一個星期一開放與民股

有約，民股股東至公司很多次，對許多案子提供具體指教，特此致謝。 

本公司 103 年度營業收入 355.91 億元，營業利益 15.13 億元，

較法定預算營業利益4.16億元，增加利益10.97億元；本期淨利3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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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較法定預算 23.99 億元，增加淨利 14.23 億元，故 103 年每股

將獲分配股息 0.8 元。除此之外，幾項股東關心事項具體報告如下： 

(一)很多位股東關切營運績效，特別是將土地扣除後，前年 8事業部

虧損了 19.5 億元，去年虧損減到 10.7 億元，虧損減少 45%，今

年前 5個月，至目前為止 8事業部虧損 1.3 億元，所以向各位股

東報告，台糖員工在這段時間是非常努力的，雖非每件事都做得

很好，但已看得到績效，也會繼續再努力。 

(二)前年發生委託大統長基製造之葡萄籽油被摻銅葉綠素事件，本公

司澈底檢討，由總經理帶頭執行品牌修復工程，建立國內首創之

「食品安全追溯管理系統」，包含所有產品皆要檢驗分析、所有

原料皆附檢驗報告、所有往來廠商資料皆要建檔，由企劃處結合

許多業務單位建好相關資料，並要求資訊處協助建立資訊管理系

統，此食品安全追溯管理系統已成為公司內部重要管理工具。系

統內產品部分對外開放，任何人皆可依產品批號進入此系統查看

資料及檢驗報告。此系統從去年 3 月啟用迄今，1 年多來台糖產

品並未發生食安事件，績效不錯。因公司要求所有廠商要附檢驗

報告，如廠商不願花錢檢驗，就停止生產該項產品，共停掉 36

個產品，以減少公司風險。 

(三)最近公司做了許多組織精簡工作，將總管理處財務會計合併成會

計處（出納等則併入秘書處），將 8 個區處併成 6 個區處（雲林

嘉義併成雲嘉區處，台東花蓮併成花東區處），裁掉收益不大之

鴕鳥場，將油品原有之 3個管理中心併成 2個管理中心等，組織

精簡之工作要特別謝謝總經理，歸功他業務嫺熟，且與工會溝通

順利。去年，要謝謝各單位之努力，特別是人力資源處，鼓勵優

退 113 人。故在組織精簡及減少用人上，各位看得到所做之努力。 

(四)武智基金會案，本公司勝訴確認收回，正名為台灣糖業協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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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將董監名單報經濟部核定準備接管，惟因他們拒絕移交，

公司提出訴訟至法院要求假處分，但法院判公司敗訴，公司會再

上訴。武智基金會或台灣糖業協會之收回，對糖業發展、人才培

訓及公司發展都有幫助，經濟部很支持。此部分仍有很大努力空

間，現況若需司法解決便循司法解決，必要時將透過媒體主持正義。 

(五)上次股東常會股東要求開放公司部分股票上市流通案，經報經濟

部研究後被駁回。本人也拜訪過櫃買中心吳董事長，上市需要

2,000 萬股，對公司股份而言比例不高。然再申復後經濟部仍不

同意，理由是縱使 2,000 萬股股票流通，皆須做資產重估，因資

產重估花費太大，之前只做部分資產鑑價，估價範圍限都市及非

都市建地及固定資產建物帳值 1 千萬元以上併土地鑑價，不包括

農地。整體考量後不再申復，向各位民股致歉。 

今日議程最重要為決算報告書、財務報表及決算盈餘分配方案，

期盼各位股東支持、指教。接著營業報告請楊總經理向各位股東及貴

賓詳加報告，財務報告請審計委員會吳召集人向各位報告。再次謝謝

大家蒞臨。 

參、 報告事項： 

一、 本公司 103 年度營業報告。(詳議事手冊第 2~5 頁) 

二、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查核 103 年度決算表冊報告。(詳議事手冊第 6

頁) 

三、 本公司 102 年度營業決算及盈餘分配審計部審定數報告。(詳議事

手冊第 7~13 頁) 

肆、 承認事項： 

一、案由：本公司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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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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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承認。 

二、案由：本公司 103 年度決算盈餘分配方案，業經審計委員會查核

竣事，敬請承認。(董事會提) (詳附件 2)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承認。 

伍、 臨時動議： 

一、案由：提議同意將前立委王幸男等 40 人於 93 年連署之「台灣糖

業股份有限公司民股處理特別條例草案」，由公司行文提供

予明年(下屆)當選之立法委員參考。(林鶴翎股東提案，戶

號 18240) 

    發言摘要： 

       蔡律師文斌：臨時動議案應經主席徵求股東附議，本提案內容

係前立委王幸男等人已於 93 年提出未通過之議案，希將此

案再提供予明年當選之立委參考辦理，最後處理須立法院

院會通過完成立法。倘附議成案，主席裁示送相關處室研

究參考，是ㄧ方式；另一方式可授權交給董事會研究處理

方式是否妥當。其實剛才或 5 年來股東所提問題涉及「大

陸地區股東股權行使條例」，大陸股東權益問題除非該條例

修改，否則是無法變動的，大陸股東之權益目前是公司將

其股息專戶保管。該條例與兩岸關係條例，同樣是國家統

一權，並非透過台糖公司做成任何決議或請監察院或經濟

部可處理的，除非政府提案或立法委員提案修正條例，否

則無法改變。承主席指示，將本案通過提供明年當選之立

法委員參考，個人認為可行。 

經主席徵詢出席股東有無附議者後，林傳山股東(戶號 17867）舉

手附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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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同意由公司將此草案

提供明年(下屆)當選之立法委員參處。 

二、股東發言紀要： 

        (一)林登甲股東(戶號 18192)： 

1. 發見部分員工上班使用茶具泡茶聊天，浪費時間不妥，對

於泡茶方式，建議員工改用茶包。 

2. 公司 102 年減資案，每股用 10 元計算，本來全部民股都反

對，當時同意減資 28%，交換條件為資產鑑價。鑑價結果 1

兆 5,471 億元換算，每股淨值為 250 元。但問題是鑑價結

果並未包含美國加州分公司、金瓜石黃金礦區、轉投資公

司及農地市價等清楚計算在內，其至少相差 7-8 千億元，

與前鑑價結果金額合計相當 2 兆 4 千億元，3 年前就有大

陸公司想以 2 兆 4 千億元買台糖土地，故計算每股股值應

有 400 元，並非 250 元。 

3. 70 年來公司配合政府政策，造成民股長期財產權益之損

失，要求政府賠償民股每股 350 元，應是合情合理。 

4. 本人在此肯定且感謝陳董事長、楊總經理及各位主管的努

力。也公開報告吳乃仁、洪其昌、張有惠等 3 人掏空台糖

很多財產。吳乃仁董事長同意 96 年徵收中科用地卻用 91

年公告現值計算付款，97 年完成移轉撥款，雖勞工董事、

民股董事反對，仍不敵經濟部其他公股代表，造成國庫及

民股損失約 200 億元；又春龍工業區案 20 公頃土地賤租賤

賣及旗山砂石案等，損失不少。而洪其昌身為立法委員配

合吳乃仁賤租賤賣；至於張有惠之武智基金會，其 50 億元

之財產為國庫、民股及公司之重要財產，為此我們父子亦

曾代表民股股東去武智基金會爭取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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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問公司投資蔗農社多少錢？何時投資?現做什麼?現還剩

多少錢? 

6. 本人認為公司每股股值有 375 元之價值，請問如何對股東

股權保障？股票不上市也不收回，大陸股東與在臺民股問

題 70 年來均沒解決。本人財產及冤屈長期來也沒解決，為

民股財產、生存，本人據理力爭。 

        (二)林鶴翎股東(戶號 18240)： 

1. 本公司股票淨值是虛假的，因並未真正資產重估。若淨值

60 多元，不到 5,000 億元，可以賣嗎?建議全面資產重估，

算出真正價值，反映在股票淨值上。 

2. 公司應對國家需地政策評估以何種方式對台糖有利，如市

地徵收、區段徵收，台糖把關若覺不合理，要事先反應。

如臺南市新吉工業區徵收案，臺南市政府都已要求公司領

地價補償費，才把問題拋出，故建議只要是徵收案，不僅

提報董事會，第一時間點希望讓民股知道，若我們認為權

益受損，讓民股可在第一時間去抗爭，不要每次事後諸葛、

喪失權利。 

3. 舉凡市地重劃、交通建設用地、造林、補助蔗農，國土改

造等全需要台糖土地，台糖公司真正民股才 0.48%，若以

配合國家政策為目的，應把民股收回、百分之百純化股權。 

4. 建請台糖公司以 1981 年為基準年，將每年度出售之土地總

面積、出售總金額及當年度獲利金額、分配給股東之股息

製成報表，以檢視台糖歷年來到底是真正賺錢，還是出售

土地彌補虧損後才分給股東。 

5. 台糖公司砂糖事業部擔負補助蔗農之政策，長期以來造成

砂糖事業嚴重虧損，建請自 1981 年至 2015 年將蔗農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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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額製表提供。 

6. 台糖從 11 萬 8 千多公頃土地，至今僅剩約 5萬公頃，建請

將無償、有償捐獻處分之土地，列出歷年來捐獻土地清單，

讓股東知道。 

        (三)陳良道股東(戶號 19684)： 

1. 南科路竹案土地有 541 公頃，公司與國科會合作後，只分

回 73.83 公頃，占 13%，領回的土地非常爛，此部分讓我

們損失嚴重，針對此提出以下問題：（1）行政院、經濟部、

台糖，在南科高雄園區開發案中，是否為利害關係人?（2）

南科價值 164 億元土地拿回，是否屬公司法所謂之重大交

易？公司代理人有無損及公司利益?（3）依公司法 185 條

第 2 款，讓與或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需經股東特別決議，

所提 541 公頃土地，前為砂糖事業部主要生產之蔗作用

地，金額超過公司實收資本額 20%以上，是否應經股東會

特別決議?（4）請公布南科路竹案中華徵信所之土地鑑價

報告資料。另，路竹基地目前仍是台糖的，為什麼?請說明。 

2. 建請活化台糖土地價值，以台中糖廠 7.7 公頃商業土地為

例，台糖土地地上權設定一般是 50 年，鑑於台肥南港 C3

地上權設定 85 年，權利金底價 300 億元，可否提高設地上

權之年限？ 

3. 建議台糖特定土地信託化、不動產證券化，以提高公司價

值。 

4. 建議在金瓜石、池上渡假村、鰲鼓溼地，以區段徵收模式

增加公司獲利。 

5. 建議設立實體窗口，全面性接受申租、申購畸零地、廢線

基地及被占租土地，期由需求者將問題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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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規劃中台糖土地作為產業園區之開發計畫，只發回 30%，

一般而言，區段徵收發回 40-50%，故市地重劃工業區我們

與地方政府合作產業園區開發計畫土地分回 3 成以下情

形，我們應反對。 

7. 8 事業部是否能對內成立新事業部，把 8 事業部內部重疊

性之單位做一削除，再以專業通路來做行銷，減少負擔及

壓力。 

8. 建議投資員工優退創業。台糖員工辛苦，退休後在其單位

仍有點子，能否投資其為台糖做更多事，包括學生所謂網

投行銷、創業，讓台糖品牌價值走進更新境界。 

9. 發見公司員工因個人事由外出，被查稱公出，或有事後才

補申請或填工作日誌，故本人建議公司落實外出配套管

制。外出前上網登錄外出，再到工作日誌上填寫。 

10. 建議以台糖代工之 Lanami 案為例，創造台糖新觀光生技

產品的新亮點，例如能否由休憩事業部獨立包裝、獨立通

路行銷台糖生技好產品。 

        (四)白銀隆股東(戶號 18308）： 

1. 每年公司股東會反應之問題官股代表皆未實質反應至決策

層，因此過去 70 年空轉至今天。扼要感謝董事長鼓勵民股

問題走入司法，讓其進入憲政法庭，看憲法如何保障人民財

產安全。 

2. 罔顧台糖民股權益至極點，有民股之國營企業是對政策最好

交代的，但民股權益在那？怎能要求做政策配合？徵收還是

要保護民股權益，希望經營團隊有勇氣說不。 

3. 剛提上市櫃或資產帳面淨值，是有問題的，市場價格就是自

己流通市場，由供需雙方決定之價格。假如資產重估，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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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千萬元，乾脆恢復上市，由市場決定供需價格，始稱客觀

價格，不要空談民營化、自由化，沒有上市如何民營呢？ 

4. 台糖民股極力捍衛其長期 70 年來之權利，棉被再怎麼抖都

有灰塵，柯 P 給前朝官員多大的壓力，台糖或許會陷入此種

情況。台糖配合政策是官股的事，不要犧牲 3%民股，重大

弊案沒提股東會要追究經營團隊有無依公司法之規定。圖利

國庫也是圖利，股東與經營團隊為代理關係，不能背信。 

前揭股東詢問及建議事項業經主席或指定人員予以說明及答復。 

    主席裁示： 

1. 員工上班時間除公務接待賓客外，不得以茶具泡茶聊天，違者議

處，主管負連帶責任。 

2. 台南科學園區路竹基地之中華徵信所土地鑑價報告資料，可提供

關心之股東瀏覽。 

3. 請經理部門彙整本公司至少 20 年期間之出售（含捐贈）土地總

面積、總金額及分配股東股息、蔗農補助額等資料，提供予關心

之股東。 

陸、 散會：同日下午 1 時 33 分。 

柒、 檢附光碟片、股東常會資料乙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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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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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

暨民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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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糖業股份有限公司上開民國一○三年度財務報告中採用權益法投資之關聯

企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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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列之

金額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民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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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6,162,530 千元，佔資產總額之 0.94%，

民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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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損益之份額為 755,429 千元，佔稅前淨利之 22.09%。台灣糖業股份有限公

司民國一○二年度之財務報告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採用權益法投資之

關聯企業財務報告所認列之金額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而於民國

一○三年三月二十八日出具修正式無保留意見之查核報告。民國一○二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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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6,009,828 千

元，佔資產總額之 0.92%，民國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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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693,746 千元，佔稅前淨利 33.86%。

如財務報告附註十二(二)所述，台灣糖業股份有限公司業將民國一○二年

度之財務報告予以修正重編，而前任會計師並未重簽查核報告。本會計師

經採用必要之查核程序，查核重編報告之調整分錄，依本會計師查核結果，

前述調整分錄尚稱允當，且經適當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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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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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第一段所述民國一○三年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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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狀況，暨民國一○三年一月一日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績效與現金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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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年度之帳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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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附註十二(二)所述，台灣糖業股份有限公司分別於民國一○三年四

月及九月領回高雄市政府廢止徵收之土地，繳回原領補償金額合計 740,822

千元，此一交易業經行政院民國一○三年四月七日院授主基經字第

1030200284 號函覆屬土地徵收之回復辦理，於減除原始成本 104 千元後淨

額 740,718 千元追溯調整保留盈餘，故台灣糖業股份有限公司據此重編相關

年度之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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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年  三  月  二十七  日 



 －12－

  

 

 

 

 

 

 



 －13－

 

 

 

 

 

 

 

 

 

 

 

 

 

 

 

 

 

 

 



 －14－

 

 

 

  

 

 

 

 

 

 

 

 

 

 

 

 

 

 

 



 －15－

 



 －16－



 －17－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103年度財務報表、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

等資料，其中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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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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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年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中  華  民  國  1 0 4  年  3  月  2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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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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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7,522,740.00 
貸：累積盈餘  1,357,522,740.00 

-1,357,522,740.00 

未實現重估增值已實現部分

(出售土地 1,010,858,734.00
元、營建土地 381,244,777.00
元及折舊性資產 370,322.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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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7,522,7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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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糖業股份有限公司 

 盈  虧  撥  補  表  
中華民國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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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0,314,350.26 4,960,397,000.00 89,917,350.26 1.81

  本期淨利 8101 3,751,158,627.43 2,399,237,000.00 1,351,921,627.43 56.35

  累積盈餘 8102 649,726,458.83 77,210,000.00 572,516,458.83 741.51

  追溯適用及追溯重編 
  之影響數 

8103 -740,718,354.00 -740,718,354.00 

  其他綜合損益轉入數 8106 32,624,878.00 32,624,878.00 

  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調整數轉列數 

8107 1,357,522,740.00 2,483,950,000.00 -1,126,427,260.00 45.35

   

分  配  之  部 82 5,050,314,350.26 4,960,397,000.00 89,917,350.26 1.81

 中 央 政 府 所 得 者 8201 4,209,230,148.00 4,051,384,000.00 157,846,148.00 3.90

   股 (官)息紅利 820101 4,209,230,148.00 4,051,384,000.00 157,846,148.00 3.90

 地 方 政 府 所 得 者 8202 30,697.00 29,000.00 1,697.00 5.85

   股 (官)息紅利 820201 30,697.00 29,000.00 1,697.00 5.85

 其他政府機關所得者 8204 142,581,723.00 137,235,000.00 5,346,723.00 3.90

   股 (官)息紅利 820401 142,581,723.00 137,235,000.00 5,346,723.00 3.90

 民 股 股 東 所 得 者 8205 157,557,322.00 151,649,000.00 5,908,322.00 3.90

   股  息  紅  利 820501 157,557,322.00 151,649,000.00 5,908,322.00 3.90

   

 留 存 事 業 機 關 者 8207 540,914,460.26 620,100,000.00 -79,185,539.74 12.77

   法  定  公  積 820703 375,115,862.74 239,924,000.00 135,191,862.74 56.35

   未 分 配 盈 餘 820705 165,798,597.52 380,176,000.00 -214,377,402.48 56.39

 說明:   
1.法定公積：375,115,862.74 元。 
依本期淨利 3,751,158,627.43 元提列 10％。 

2.股息：4,509,399,890.00 元。 
依本公司發行股數 5,636,749,865 股計算，每股可分配股息 0.80 元。 

3.未分配盈餘：165,798,597.52 元。 
本期淨利 3,751,158,627.43 元，經提列法定公積，加上年度未分配盈餘 649,726,458.83 元、追溯適

用及追溯重編之影響數-740,718,354.00 元、其他綜合損益轉入數 32,624,878.00 元及首次採用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調整數轉列數 1,357,522,740.00 元，並分配股息後，尚餘 165,798,597.52 元，列作未

分配盈餘，留待以後年度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