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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 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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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股數：出席股東股份總數 4,960,755,210 股，出席比率 88.84%(依「在

臺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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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無表決權，其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之股份

總數，公司應出席之股份總數為 5,584,155,256 股) 

出席董事：陳董事長昭義、吳獨立董事琮璠、李獨立董事孫榮、王董事國禧、 

黃董事水銘、黃董事碧玉、駱董事文霖、林董事鶴翎 

主席：陳董事長昭義                                                                 紀錄：莊錦城 

宣讀股東會議事規則發言規定 

壹、主席宣布開會：出席股東代表股數已達法定數，主席宣布會議開始。 

貳、主席致詞： 

各位股東、董事、貴賓及同仁，大家早安、大家好。非常感謝大

家在疫情期間還能親自參加今天股東常會，表示大家都非常關心台糖

營運。今天股東常會因疫情關係，防疫指引亦有相關規定，造成股東

不便，請大家包涵。 

以下向各位股東扼要報告台糖公司經營概況： 

一、疫情相關事項： 

(一)台糖配合防疫工作，為國家酒精隊重要成員，主要生產 350CC 

75%防疫酒精，自 109 年迄今總計銷售 908 萬瓶，每年約銷售

300 多萬瓶，甚具成效；另開發酒精擦產品，累計銷售 380 萬包

(每包 10 片)。酒精原料部分，目前由國外進口食用級酒精，自

109 年迄今，酒精採購成本約增加 3 成多，但台糖防疫酒精配合

政策並未調漲，至目前為止尚有獲利。 

(二)配合政府規定疫情紓困方案提供優惠減免租金，亦提供緩繳措

施，109 年度減收 4.95 億元，110 年度減收 5.45 億元，本(111)

年度至 6 月 14 日減收租金 2.35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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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此外，至 6 月 14 日止，台糖員工確診計 348 例，約占員工總數

10%，承攬商亦有 265 例確診，提供大家參考。 

二、營運績效： 

台糖公司 110 年營業收入 271 億餘元，營業利益 13.55 億餘元，

淨利 39.08 億餘元，每股可分配股息 0.7 元。多位股東特別關心

台糖事業部營運績效，109 及 110 年因疫情關係，精緻農業事業

部及休閒遊憩事業部受影響甚鉅，109 年各事業部合計虧損 2.4

億元，110 年已轉虧為盈，盈餘 5,200 萬元，今(111)年截至 5 月

底止盈餘 1.26 億元，績效更優於去年，同仁仍持續努力。先前向

多位民股股東承諾，我們努力之目標就是員工靠自己努力賺錢來

發薪水，若有土地出售之利益就回饋股東，目前按照此原則執

行，在此非常感謝公司所有同仁努力，特別是總經理在許多細節

事項處理均很嚴謹。 

三、配合政府政策發展綠能： 

(一)綠能業務是台糖近年之重要工作，至目前為止所發包太陽光電

之規模已超過 300MW，部分案場尚在施作，未來將產生更多效

益，另多處滯洪池及不適耕作地亦建置太陽光電發電設施，台

糖已為國家綠能發展之重要成員。 

(二)去年完工之高鐵臺南站旁沙崙綠能循環住宅，即由台積電公司

包租 351 戶提供員工居住，住戶非常滿意且喜歡其循環生態。 

(三)養豬場之改建，東海豐畜殖場已改建完成，另有 13 座養豬場目

前分 2 標發包改建中，因同時改建又養豬難度很高，致畜殖事

業部績效近兩年會較差，又逢缺工缺料問題，所以豬場改建非

常辛苦。 

四、活化資產： 

(一)自 105 年開始，政府開發產業園區需要台糖土地，公司儘量爭

取合作開發方式，俟開發完成後，按台糖土地價值分回產業用

地後以只租不售模式辦理招商。目前有許多案場正在進行，最

大者為嘉義馬稠後產業園區，台糖提供 343 公頃土地，分回

100.8 公頃。另臺中潭子聚興產業園區所分回土地，已分為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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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中，高雄仁武產業園區台糖部分未來亦以只租不售模式辦

理招商。 

(二 )原台中糖廠 C 區及 D 區土地已租予台灣三井公司打造

LaLaport，近期高雄鳳山國泰重劃區分回土地 6.3 公頃，其中

4.3 公頃招標設定地上權，亦由三井得標規劃開發高雄之

LaLaport，並由高雄市陳市長親自主持簽約記者會。 

(三)高雄中安物流園區 10 多公頃土地，由 5 家物流業者共同進駐，

成為重要物流據點，亦為另一招商成功之亮麗成績。 

稍後總經理再向各位股東作詳細的台糖公司 110 年度營業報告。

今日股東常會議程將進行報告事項 3 項、承認事項 2 項、選舉第 35屆

董事(含獨立董事)及臨時動議。建議今日會議先進行規定之議程及選

舉後，再接受股東提問及監督，敬請各位股東支持。 

感謝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吳琮璠獨立董事，特地出席股東常會作審

計委員會查核 110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亦感謝蔡律師及梅會計師協

助，及李獨立董事等董事出席本次股東大會。最後敬祝各位股東女

士、先生、各位董事及貴賓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參、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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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詳議事手冊第 6 頁) 

三、本公司 109 年度營業決算審計部審定報告。(詳議事手冊第 7~13 頁) 

肆、承認事項： 

案由：第一案  本公司 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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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議

事手冊第 14~22 頁)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案由：第二案  本公司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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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議事手

冊第 23~26 頁)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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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選舉本公司第 35 屆董事(含獨立董事)： 

一、 宣讀董事(含獨立董事)之應選出人數、任期、起迄時間、董事選舉

相關規定及注意事項(詳議事手冊第 27、30~31、38 頁)。 

二、 宣讀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及其相關資料(詳議事手冊第 27~28 頁) 

三、 主席指定監票人員及計票人員： 

(一)監票人員：宗安平(股東戶號：75228)、李育英(股東戶號：

70849)。 

(二)計票人員：曾傳菊副處長、徐有盛組長、王尉任先生、侯志賢

先生及錢聖鵬先生。 

四、 選舉結果： 

出席股東投票選出 15 名董事(含 3 名獨立董事)，當選名單及當選權數

如下： 

股東戶名 

(姓名) 

股東戶號 

(身分證明文件編號) 
當選權數 

經濟部    陳昭義 00001 8,814,255,061 

經濟部    王國禧 00001 4,953,041,003 

經濟部    陳駿季 00001 4,953,041,003 

經濟部    蘇茂祥 00001 4,953,041,003 

經濟部    張明芳 00001 4,953,041,003 

經濟部    李繁儀 00001 4,953,041,003 

經濟部    方    盆 00001 4,953,041,003 

經濟部    鄞鳳蘭 00001 4,953,041,003 

經濟部    黃水銘 00001 4,953,041,003 

經濟部    黃碧玉 00001 4,953,041,003 

經濟部    駱文霖 00001 4,953,041,003 

安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70910 1,198,33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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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戶名 

(姓名) 

股東戶號 

(身分證明文件編號) 
當選權數 

獨立董事    吳琮璠 Y22039**** 4,953,041,003 

獨立董事    李孫榮 G12060**** 4,953,041,213 

獨立董事    林元祥 F12061**** 4,953,041,003 

上述獨立董事當選人吳琮璠、李孫榮、林元祥 3 人均係經濟部提名。 

 

陸、臨時動議： 

發言紀要： 

一、陳良道股東(戶號 19684) 

(一)去年同意虧損單位應於股東常會報告虧損原因及改善措施，今

年未落實，不尊重股東之提案。 

(二)事業部盈虧數據應報告本業，不應籠統計入如租金等之其他收

入。又商銷事業部 110 年盈餘 1.39 億元，惟其租金收入就超過

2.5 億元，若扣除該收入後實為虧損，於電商時代仍虧損講不過

去。另請說明 108~110 年營業成本，為何從 24 億元提高至 30

億元？  

(三)產業園區本公司分回土地部分，以太平產業園區而言，台糖土

地參與合作開發卻僅分回 30%土地面積並不合理。 

(四)營收應透明化，月眉育樂世界案(現為麗寶樂園)，台糖以前投資

6 億元，撤資後僅領回 10 萬多元，未獲如實說明。 

(五)路竹科學園區案 541 公頃土地分回 73 公頃，請說明為何其中三

成為類似公共設施(停車場、電力用地等)？台糖未經過股東會同

意或授權即捐贈 298 甲土地予南科，本案土地分配不公不義且

非業務上需要，本人提案送交大法官釋憲。另分回土地年租金

1.25 億元，與當時土地價值 164 億元相較，未具合理之投資效

益。台糖分回土地由中華徵信所鑑價，當時 7.34 萬元/坪，107

年公告現值 2.47 萬元/坪，兩者相差 5 萬元/坪，台糖應爭取公司

權益，對股東有所交待。 

(六)高鐵雲林站區段徵收台糖 40 甲土地，分回土地不足 40%及領回

現金 4.39 億元，希望台糖給予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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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彰區處未能落實占用土地處理要點，本人曾建議簽訂租賃契

約時，應拍照數位化建檔並上傳公司，未來於違反契約規定始

能追究責任，並應落實契約精神，以維護台糖最大利益。 

陳執行長啟祥： 

(一)商銷事業部 110 年租金收入為 2.54 億元(尚未扣除地價稅及房屋

稅)，占 108 年營業收入 6.68%，租金收入扣除地價稅及房屋稅

後實際毛利為 7,609 萬元，占營業毛利 7.4 億元之 10.27%，其費

用結構仍須扣除直接行銷費用 7%，間接行銷費用 9%，純益約

為 3.67%。 

(二)108 年營業收入為 30.31 億元，稅前淨利為 5,793 萬元，109年營

業收入為 35.26 億元，稅前淨利為 1.17 億元，110 年營業收入為

38.05 億元，稅前淨利為 1.39 億元，110 年營業費用增加係營業

收入增加致刷卡費及運費等隨之增加。 

吳執行長昭宏：畜殖事業部去年虧損主要係豬場全面改建在即，又邊

養邊拆邊建所致。108 年銷售頭數 23.6 萬頭，110 年雖改建中且未

動用公司資本支出，仍將銷售頭數提升為 26.3 萬頭，目前產能尚未

達損益兩平，已加速改建期程，俟 112 年下半年陸續完工後，其虧

損狀況將改善。 

方處長淑慧：月眉投資案係配合政府國建 6 年計畫暨 12 項重大建設

計畫，台糖提供月眉糖廠約 199 公頃地作為大型育樂園區，85 年開

始推動，台糖於 88 年參與投資，投資金額 6 億元，持股 10.91%，

因政府未如預期開放陸客觀光，營業收入無法達到預期目標，致嚴

重虧損，95 年其負債已超過資產，只能申請重整辦理減資，減資後

之投資淨額由 6 億元減為 10 萬多元，重整後公司獲得 2.4 億多元之

債權利益且其營運漸恢復正常軌道，亦能如期繳交租金。109 年麗

寶 OUTLET MALL 第二期進駐營運後業績亮麗，每年約有 9,000 萬

元之收入。 

張處長榮吉：台糖土地與政府機構合作開發產業園區部分，提送董事

會通過即可，並未規定需提股東會。路竹案土地面積 541 公頃，原

土地分回 74 公頃，後來爭取增加為 98 公頃土地，原 541 公頃農地

出租之年租金為 2,800 多萬元，現其中 85 公頃交由南科管理局包租

代管，目前已出租 42 公頃，其年租金為 8,000 多萬元，若全部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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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年租金及年權利金為 1.25 億元，遠遠高於每年農租 2,800 多萬

元，且土地只租不售，產權仍屬台糖公司。另契約書內容之捐贈，

事實程序為合作開發，規劃作為公共設施用地及保育綠地等，開發

後分回產業園區用地亦登記於台糖公司名下，實際並非將土地捐出

去。 

陳副總經理立人： 

(一)陳股東所提台糖土地參加區段徵收領回土地比例部分，參加區

段徵收土地獲得補償之方式有 3 種：(1)全部領價金補償，(2)全

部申請抵價地之補償，(3)申請部分領價金補償及部分領抵價地

補償。區段徵收一開始會計算個別土地所有權人參加區段徵收

土地應領補償價金，若申請抵價地，依法規以區段徵收總面積

50%為原則，但特殊情形，報經內政部同意可調整至 40%，惟

不得低於 40%，原則上均依照相關法令規定來作補償。 

(二)陳股東曾於 108 年間提及，各區處管理被占用土地履約管理須

要改進之處，當時即召開檢討會議並明確訂定出租土地，尤其

是以占建、占耕、出租土地之履約管理規範，及列入土地巡查

計畫，且修訂相關內控，要求區處於訂約時須拍照建檔，俾利

日後巡查比對，若發現不符應填通報單，於續約時再重新拍照

以辨別是否違反契約有無增建或重建之情事。陳股東所建議事

項，我們採納且有具體作為，公司總管理處會持續要求各區處

務必加強落實出租土地履約管理。 

二、林登甲股東(戶號 18192) 

102 年間台糖資產鑑價總額約 1.4 兆元，每股淨值 82 元，減資後

資本額剩 580 億元與 1.4 兆元相較，每股淨值 82 元顯不合理，目

前推算台糖地價漲幅約為 1~3 倍，若以漲幅 1 倍計算之總資產約

3 兆元，扣除土地增值稅後約 2.7 兆元，台糖實際資產額為何？每

股股價為何？造成民股長期損失，請將本意見轉致經濟部及行政

院。 

三、林鶴翎股東(戶號 18240) 

(一)恭喜民股董事當選者，於經濟部禮遇 1 席民股董事美意下，建

議嗣後此席董事不要以公司型態之名義，而是以自然人(個人)名

義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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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白銀隆股東遞交其所提書面資料 1 份予公司參處。 

主席： 

(一)陳股東所提意見之說明： 

1、陳股東長期關心台糖參與合作開發分回 30%土地是否合理之

議題，本人曾服務於工業局，有許多工業區開發經驗，開發案

主要找台糖土地，偶夾有民地，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找開發商

挹注資金開發整地、施作道路、路燈及排水等公共設施，開發

後土地約三分之一作公共設施(馬路、污水處理廠等)，餘按土

地成本及開發成本之比例分配土地，一般約分回 30%土地，

台糖亦有分回 40~50%土地之實際案例。另馬稠後產業園區

案，嘉義縣政府原配回 14%土地，經公司依經濟部辦法最後

爭取為 30%土地。 

2、路竹案之合作開發協議書內容有「贈予」文字，係指道路用地

等 298 公頃作為公共設施用地，文字雖用贈予，其合作開發後

實質為公共使用，致未分配予台糖，當時若分配予台糖，台糖

則須負責維修馬路及電線等，未分配該公共設施對台糖有利。

另保育地在產業園區屬公共設施，譬如科學園區或產業園區外

圍有幾十公尺綠帶，主要為與民房保持適當距離，污水處理廠

旁亦會要求作綠帶，當時贈予之文字或許不夠嚴謹，協議書精

神沒問題。 

3、路竹案，記得當時是第一次政黨輪替，於轉型過程或許當時沒

能做到那麼嚴謹，公司應整理完整資料，彙整相關問題，提出

檢討報告並提供予股東參考。倘檢討後確實是對的就說明清

楚，若有不妥之處，建議嗣後改進，有些歷史案件只能面對事

實。 

4、原量販租賃業務由商銷承接，量販租金收入扣除折舊費及地價

稅等後，利潤並不多。 

(二)林登甲股東所提意見之說明： 

1、台糖於 102 年間資產鑑價金額約 1.4 兆元，102 年股東會執行

全面減資 28%，103 年擬再減資 21%，後因立法院未完成三

讀，台糖以未完成法定程序之理由，未辦理減資。另林股東

估計目前台糖總資產為 3 兆元，因未經過鑑價無法知道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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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 

2、林股東若有股價之具體意見擬向經濟部反映，可將資料遞交

台糖轉致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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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股東還有建議事項請提供書面意見，會後再以書面回

復。 

柒、散會：同日中午 12 時 55 分。 

捌、檢附本公司 111 年股東常會議事手冊 1 份、光碟 10 片、股東常會選舉

票封存及股東常會資料 1 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