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間：一０九年六月十五日（星期一）上午九時正 

地點：桃園市大園區潮音北路 276號 

出席：親自出席及代理出席股數代表股份 94,567,503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數

122,254,862股之 77.35%，已達法定出席股數。 

出席董事：李肖宗、鄭人銘、張世陽、蔡佳玲、張寶光(獨立董事)、蘇瓜藤(獨立董事)、

洪均在(獨立董事)。 

列席：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池瑞全會計師；理律法律事務所朱百強律師 

主席：李董事長肖宗          記錄：邱瓊如 

一、 報告出席股數：（如上） 

二、 宣布開會：出席股東代表股數已達法定額，主席依法宣布開會。 

三、 主席致詞(略) 

四、 報告事項(請參閱網址 www.tycc.com.tw議事手冊) 

(一) 本公司 108年度營業狀況報告。(洽悉) 

(二) 108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洽悉) 

(三) 108年度員工酬勞分配情形。（洽悉） 

(四) 訂定本公司「道德行為準則」。（洽悉） 

(五) 修訂本公司「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部份條文。（洽悉） 

(六) 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 (洽悉) 

(七 )  108 年底止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及資金貸與他人情形。 (洽悉) 

五、 承認事項 

承認案(一)董事會 提  

案由：承認本公司 108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案，提請 承認。 

說明：本公司 108 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池瑞全暨游素環

會計師查核完竣，上述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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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附件一、附件二及附件三。 

主席指定計票員：富邦證券人員及公司人員 

監票員：股東戶號 29854李昀庭 

股東戶號 25804張柔 

全程負責本次股東常會之計、監票事宜。 

決議：本案經出席股東表決照案通過。 

贊成 92,860,424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22,180權)，佔總表決權

數 98.19%；反對 55,384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55,384權)，佔總

表決權數 0.06%；棄權與未投票 1,651,695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8,695權)，佔總表決權數 1.75%。 

承認案(二)董事會 提  

案由：承認本公司 108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 108 年度淨利 146,843,291 元，依法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14,778,358 元(本期淨利 146,843,291 元加計確定福利再衡量數認列於

保留盈餘 940,293元)，加計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201,570,973元，合計可

供分配盈餘為 333,635,906元。 

二、擬提撥發放股東現金股利每股 1.1 元。   

三、本年度發放現金股利元以下之計算方式及所有不足一元之現金

股利洽特定人，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辦理。  

四、本案擬於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訂定除息基準日及其他

相關事宜。  

五、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四。  

決議：本案經出席股東表決照案通過。 

贊成 92,860,536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22,292權)，佔總表決權

數 98.19%；反對 55,382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55,382權)，佔總

表決權數 0.06%；棄權與未投票 1,651,585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8,585權)，佔總表決權數 1.75%。 



 

六、 討論事項 

討論案(一)董事會 提 

案由：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議事規則」部份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為配合實際需要及法令之修訂，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議事規則」部分條

文，請參閱附件五。 

決議：本案經出席股東表決照案通過。 

贊成 92,860,498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22,254權)，佔總表決權

數 98.19%；反對 55,416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55,416權)，佔總

表決權數 0.06%；棄權與未投票 1,651,589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8,589權)，佔總表決權數 1.75%。 

  



 

七、 選舉事項 

選舉案 董事會 提 

案由：選舉第十屆董事（含獨立董事），敬請 選舉。 

說明： 

一、  本公司第九屆董事任期將於 109 年 7 月 31 日屆滿，依法全面改選

第十屆董事七人（含獨立董事三人，其選任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其就任日期自 109 年 8 月 1 日起任期三年。  

二、  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業經本公司董事會審查通過，茲將相關資料

載明如下：  

序號  姓名  持有股數 學歷  經歷  現職  

1 張寶光  無  政治大學會

計學系博士     

淡江大學會計

學系專任教授  

淡江大學會計學

系專任教授  

2 洪均在  無  開南商工高

級職業學校  

山富紙業 (股 )

公司總經理  
無  

3 蘇瓜藤  無  
美國路易斯

安那州立大

學會計博士  

政治大學會計學

系專任教授、中華

無形資產暨企業

評價協會理事長  

政治大學會計學系

兼任教授、嘉新水泥

(股)公司獨立董事 

 

主席宣布選舉結果: 

董事(含獨立董事)當選名單： 

職稱 
戶號或身份證

統一編號 
姓名 得票權數 

董事 4 
台灣汽電共生(股)公司 

代表人：李鴻洲 
95,839,074 

董事 2 
正隆(股)公司 

代表人：鄭人銘 
94,843,020 

董事 49 張世陽 93,778,582 

董事 4 
台灣汽電共生(股)公司 

代表人：許世陽 
92,638,244 

獨立董事 T121XXXXXX 張寶光 92,193,354 

獨立董事 C100XXXXXX 蘇瓜藤 90,527,100 

獨立董事 F102XXXXXX 洪均在 89,532,692 



 

八、 其他議案 

其他案  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

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鑒於新選任第十屆董事可能發生同時擔任與本公司營業範圍類同之他

公司董事之情形，擬提請股東會討論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決議：本案經出席股東表決照案通過。 

贊成 92,837,594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99,350權)，佔總表決權

數 98.17%；反對 86,978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86,978權)，佔總

表決權數 0.09%；棄權與未投票 1,642,931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9,931權)，佔總表決權數 1.74%。 

 

九、 臨時動議  

股東發言摘要： 

股東戶號 16695 股東：王世隆 

對公司營運方向、經營策略等事項提出詢問。 

以上分別經主席、總經理答覆及說明。 

 

十、 散會（上午九時四十三分）。 

(註：本議事錄僅記載會議之要旨，會議進行內容及股東發言仍以會議影音為準。) 

 

 

 

 

 

 

 

 





3.拓展蒸汽市場，穩固售價增加蒸汽用量。

4.G2運轉安定性優化，增加廢棄物處理量。

5.配合電力市場，評估電力輔助服務之可行性。

6.廠內廢水改善，符合法規。

再生資源：

1.D1504、C0301持續製程優化，提高收量、處理量及產品合格率。

2.溶劑(IPA)回收製程研發及許可證變更。

3.含鹽廢液蒸發製程建設投產。

4.RDF製程研發及建設投產。

5.ISO17025實驗室品質管理系統導入。

三、產銷計畫

1、109 年度台電契約維持購電契約，燃煤發電機組以全載供汽及發電，G2 以供

中壓蒸汽、去化污泥為主，重油發電機組機則備便以應付緊急狀態，預估 109

年度產銷情形如下:

  (一)燃煤發電機組

單位 生產量 銷售量

電力 仟度 262,509 229,675

蒸汽 公噸 568,025 568,025

(二)G2發電機組

單位 生產量 銷售量

電力 仟度 81,568 50,026

蒸汽 公噸 179,376 179,376

註.電力銷售=生產量+購電量-所內用電量

















































 

附件五 

大園汽電共生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議事規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八 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

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臨時動議及原

議案修正)均應採逐案票決，會議應依排定

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以下照原條文。 

第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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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照原條文。 

配合法令修

訂 

第十五條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

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會，

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

論，提付表決，並安排適足之投票時間。 

 

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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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法令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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