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部所屬事業轉投資事業公股代表名單
資料日期：108年1月16日

國營事業名稱：台灣電力公司
轉投資事業名稱
(持股比例％)
國內

公股代表
職稱
董事長

臺灣風能訓練(股)公司
(20%)
台灣證券交易所(股)公司
(3%)
國外
澳洲班卡拉(礦業、銷售)
公司(10%)

本屆董事會任期

現職

學歷

張明杰 106.06.30~109.06.29 台汽電公司董事長
台電公司副總經理兼任水火
陳建益 106.06.30~109.06.29
力發電事業部執行長

政治大學經營管理碩士

董事

蕭勝任 106.06.30~109.06.29 台電公司專業總工程師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電機工程博士

董事

徐造華 106.06.30~109.06.29 台電公司專業總工程師

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博士

董事

張國鑫 106.06.30~109.06.29 星元電力公司董事長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電機博士

董事

李育明 106.06.30~109.06.29

董事

蔡英聖 107.05.16~110.05.15 台電公司新事業開發室主任

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碩士

董事

張廷抒 107.05.16~110.05.15 台電公司人力資源處長

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

董事

台灣汽電共生(股)公司
(27.66%)

姓名

董事

董事

無

成功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碩士

臺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 美國約輸霍浦金斯大學環境工程暨環
研究所特聘教授
境系統分析博士

主要經歷
台電公司副總經理、會計處處長
台電公司發電處處長、電力修護處
處長、大潭發電廠廠長
台電公司供電處處長、高屏供電區
營運處處長
台電公司企劃處處長、董事會秘書
室主任秘書、董事長特別助理
德積科技顧問
臺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
所長、臺北大學資源管理研究所教授

台電公司董事會秘書室董事長特別
助理、輸工處資訊組長
台電公司人資處副處長、人資處人
力規劃組長

由台糖公司推派

胡大民 無任期限制

台電公司專業總工程師

美國密蘇里州立大學法律博士

台電公司法律事務室主任、研究員

國營事業名稱：台灣中油公司
轉投資事業名稱
(持股比例％)
國內

公股代表
職稱
董事長

中美和石油化學(股)公司
(38.57%)

中殼潤滑油(股)公司
(49%)

環能海運(股)公司(48%)

董事

姓名

本屆董事會任期

現職

張瑞宗 106.02.16~109.02.15 中美和公司董事長
蘇聖凱 106.02.16~109.02.15

台灣大學環境工程碩士

陳倉富 106.02.16~109.02.15 陳倉富律師事務所律師
待核派
王宏仁 106.01.04~109.01.03 中油公司採購處處長

監察人

李秉正 106.01.04~109.01.03 中山大學兼任教授

富衡法律事務所律師

環能海運公司董事長
中美和公司董事長
中油公司副總經理
中油公司轉投資事業處處長

淡江大學物理系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環境能源及礦業
經濟博士
台南二中
台灣大學環境工程碩士
中興大學企業管理碩士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碩士

中油公司採購處副處長
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系主任、中油
公司董事
立法院第5、6、7屆委員
中油公司副總經理
中油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執行長
中油公司天然氣事業部購運室主任

國光電力公司董事長

美國德州州立大學企業管理碩士

中油公司總經理

董事

張銘斌 106.01.18~109.01.17 經濟部投審會執行秘書

英國愛丁堡大學 法學碩士

董事

林國漳 106.01.18~109.01.17 林國漳律師事務所所長

中興大學法研所碩士

兩岸經合會代表、行政院國發基金創
投審議委員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宜蘭分會會
長

董事
監察人

吳蓉芳 106.01.18~109.01.17 行政院參議
中興大學農業經濟學係碩士
王修銘 106.01.18~109.01.17 銘星創意管理顧問公司董事長 英國萊斯特大學管理碩士

行政院參議、科長、秘書、諮議
聯相光電公司總經理

董事長

何敏豪 106.02.15~109.02.14 淳品公司董事長

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士

立法院第5、6屆立法委員、台中市工
商發展投資策進會副總幹事

邱家守 106.02.15~109.02.14 中油公司副總經理
尼米克船舶管理公司資深行
黃念國 106.02.15~109.02.14
政經理

台灣大學化學工程碩士

董事
監察人

海外投資開發(股)公司
(5.78%)
台灣證券交易所(股)公司
(3%)

中油公司副總經理

東吳大學法律系

國光電力(股)公司(45%)

淳品實業(股)公司(49%)

主要經歷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行銷管理學
南榮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系主任、國
美國Argosy University國際企業博士
系副教授
際貿易系系主任

監察人
董事長
董事

董事長 郭玟成 105.12.06~108.12.05
董事
張瑞宗 105.12.06~108.12.05
董事
黃仁弘 105.12.06~108.12.05
董事
陳玉山 105.12.06~108.12.05
監察人 缺額，待核派
董事長 陳綠蔚 106.01.18~109.01.17

學歷

監察人
董事

鍾克惠 106.06.12~109.06.11 中油公司會計處處長
無

由台糖公司派兼

中油公司工安處處長
越南台海公司財務長、中油公司業
中國文化大學航運管理研究所碩士
務管理師
中油公司會計處組長、天然氣事業
逢甲大學工商學院會計系
部會計室主任

陳明輝 106.06.13~109.06.12 曄揚公司董事長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碩士

中油公司副總經理

董事

黃琬玲 106.06.13~109.06.12 中油公司財務處處長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碩士

中油公司檢核室稽核師、財務管理師

董事

鍾克惠 106.06.13~109.06.12 中油公司會計處處長

逢甲大學工商學院會計系

董事
董事

湯守立 106.06.13~109.06.12 中油公司企研處處長
梁菁菁 106.06.13~109.06.12 中油公司轉投資處副處長
尼米克船舶管理公司資深行
黃念國 106.06.13~109.06.12
政經理

台灣大學地質研究所碩士
中山大學資訊管理系

中油公司會計處組長、天然氣事業
部會計室主任
中油公司企研處副處長
中油公司工關處組長

文化大學航運管理研究所碩士

越南台海合資公司財務長

尹伶瑛 105.06.23~108.06.22 立法院顧問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碩士

雲林縣議員、第6屆立法委員

陳明輝 107.12.27~110.12.26 曄揚公司董事長
成功大學化工系教授、中油
陳志勇 107.12.27~110.12.26
獨立董事
許乃丹 107.12.27~110.12.26 許乃丹律師事務所主持律師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碩士

中油公司副總經理

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博士

成功大學化工系教授

董事長
(清算人)

國光石化科技(股)公司
(43%)(清算中)

監察人
台灣國際造船(股)公司
(5.31%)

董事
董事長

曄揚(股)公司(47%)

董事
監察人

(兼任)

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 高雄市政府法制局局長

國外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黃梅英
王承賓
劉兆軒
廖惠貞

董事

許晋榮 無任期限制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方振仁
楊家敦
陳明輝
湯守立

董事

辛繼勤 無任期限制

董事

林珂如 無任期限制

董事

畢淑倩 無任期限制

依序思液化天然氣(股)公
司(2.63%)

董事

陳為祥 無任期限制

宏越責任有限公司(40%)

董事長
董事

劉晟熙 無任期限制
劉兆軒 無任期限制

越南台海石油公司(35%)

卡達燃油添加劑(股)公司
(20%)
華威天然氣航運(股)公司
(40%)
尼米克船東控股(股)公司
(45%)

尼米克船舶管理(股)公司
(45%)

105.10.14~108.10.13 越南台海石油公司總經理
105.10.14~108.10.13 中油公司LPG事業部執行長
105.10.14~108.10.13 東元越南電機公司財務長
無任期限制

無任期限制
無任期限制
無任期限制
無任期限制

中央大學化工碩士
紐澤西理工學院環境工程碩士
昆士蘭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碩士
中油公司天然氣事業部執行長 清華大學化研所碩士
中油公司煉製事業部副執行
中央大學化工所碩士
長
中油公司副總經理
台灣大學造船工程碩士
中油公司儲運處處長
中山大學企管研究所碩士
曄揚公司董事長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碩士
中油公司企研處處長
台灣大學地質研究所碩士
中油公司煉製事業部副執行
中央大學化學工程研究所碩士
長
中油公司溶劑化學品事業部
美國南加大公共行政碩士
執行長
中油公司副總經理
清華大學化學碩士
中興大學(台北大學前身)法律研究所
中油公司董事
公法組碩士
宏越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碩士
東元越南電機公司財務長
昆士蘭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碩士

中油公司轉投資事業處組長
中油公共關係處處長
東元電機公司青島分公司財務經理
中油公司天然氣事業部副執行長
中油公司煉製事業部、大林煉油廠
副廠長
中油公司總工程師室總工程師
中油公司儲運處副處長
中油公司副總經理
中油公司企研處副處長
中油公司煉製事業部企劃室主任、
大林煉油廠技術組經理
中油公司轉投資事業處處長
中油公司貿易處處長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執行長
中油公司總經理
東元電機公司青島分公司財務經理

國營事業名稱：台灣糖業公司
轉投資事業名稱
(持股比例％)
國內

輝瑞生技(股)公司(45%)

台灣證券交易所(股)公司
(3%)

公股代表
職稱

本屆董事會任期

現職

董事
董事
董事

顧孝柔 105.06.20~108.06.19 台糖公司企劃處處長
曹金英 105.06.20~108.06.19 台糖公司董事會總檢核
曾見占 105.06.20~108.06.19 台糖公司人力資源處處長

董事

蕭基淵 105.06.20~108.06.19

董事

楊旭麟 105.07.01~108.06.30 台糖公司副總經理

董事
中美嘉吉(股)公司(40%)

姓名

董事
董事
董事

學歷

美國奧克拉荷馬中央大學企管碩士 台糖公司副處長、主任秘書
台灣大學商學系會計組畢業
台糖公司副處長、處長
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
台糖公司處長、執行長

台糖公司商品行銷事業部執行
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碩士
長

逢甲大學會計系畢業

台糖公司職業安全衛生處處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
士
長
鍾得華 106.07.26~109.07.25 台糖公司畜殖事業部執行長 屏東科技大學畜產系碩士
陳啟祥 106.07.26~109.07.25 台糖公司量販事業部執行長 中興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
洪火文 106.07.26~109.07.25 台糖公司副總經理
台灣大學工學院土木系碩士
李世明 106.07.26~109.07.25

中宇環保工程(股)公司
台糖公司因持股數不足，無法推派。
(2.33%)
台灣神隆(股)公司
董事
王國禧 107.06.23~110.06.22
(4.12%)
董事
陳榮泉 107.02.27~110.02.26
科學城物流(股)公司
(26%)
董事
黃秋存 107.02.27~110.02.26
台灣花卉生物技術(股)公 董事
蔡東霖 105.01.15~108.01.14
司(17.74%)
董事
盧興華 105.01.15~108.01.14

主要經歷

台糖公司副總經理

台灣大學農業化學研究所博士

全國加油站公司副董事長
台糖公司高雄分公司經理
台糖公司砂糖事業部執行長
台糖公司精農事業部執行長

逢甲大學會計系
中山大學企業管理碩士
臺灣大學農業經濟研究所碩士
中國文化學院會計系畢業

台糖公司執行長
台糖公司副廠長、代廠長、副處
長、處長
越台糖業公司總經理、台糖公司副
執行長
台糖公司場長、經理、副執行長
台糖公司特別助理、副執行長
台糖公司執行長、處長

台糖公司副執行長兼任代理執行
長、所長
新竹物流公司營運長
台糖公司副經理、經理
台糖公司副處長、處長
台糖公司副處長、處長

董事

鄭素華 107.06.11~110.06.10 全國工人總工會榮譽理事長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就學中)

全國工人總工會榮譽理事長、新北市
汽車駕駛員職業工會總幹事、

董事

徐繼聖 107.06.11~110.06.10 台糖公司油品事業部執行長

空中大學商學系畢業

台糖公司經理、副執行長

董事

顧孝柔 105.06.24~108.06.23 台糖公司企劃處處長

美國奧克拉荷馬中央大學企管碩士 台糖公司副處長、主任秘書

董事

管道一 106.05.24~109.05.23 台糖公司總經理

交通大學運輸研究所碩士

台糖公司副總經理

董事

黃翰林 107.06.22~110.06.21 台糖公司投資業務處處長

台北大學企業管理博士

HSBC等金融機構單位主管

森霸電力(股)公司(20%)

董事
董事

張榮吉 107.06.29~110.06.28 台糖公司土地開發處處長
侯良仁 107.06.29~110.06.28 台糖公司環保處處長

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碩士
高雄工業專科學校畢業

台糖公司副處長、處長
台糖公司副處長、經理

星能電力(股)公司(20%)

董事

黃進良 107.06.29~110.06.28

亞洲航空(股)公司
(13.34%)
聯亞生技開發(股)公司
(9.99%)
台灣高速鐵路(股)公司
(3.55%)
義典科技(股)公司
(9.34%)

台糖公司休閒遊憩事業部執行
首府大學企業管理系畢業
長

台糖公司組長、副執行長

國外

越台糖業有限責任公司
(40%)

太景醫藥研發控股(股)公
司(9.08%)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監察人
董事

蔡東霖
周崇德
洪火文
賴才棱
左希軍
鄧台雄

106.05.26~108.05.25
106.05.26~108.05.25
106.05.26~108.05.25
106.05.26~108.05.25
106.05.26~108.05.25
106.05.26~108.05.25

台糖公司砂糖事業部執行長
台糖公司投資業務處副處長
台糖公司副總經理
台糖公司秘書處處長
越台糖業公司總經理
台糖公司會計處副處長

王國禧 105.06.17~108.06.16 台糖公司副總經理

臺灣大學農業經濟研究所碩士
長榮大學高階管理碩士
臺灣大學工學院土木系碩士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
淡江大學化學學系計算化學博士
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統計學系畢業
台灣大學農業化學研究所博士

台糖公司副處長、處長
台糖公司組長、會計管理師
台糖公司處長、執行長、副處長
台糖公司執行長、經理、副廠長
台糖公司處長、執行長
台糖公司檢核師、副處長
台糖公司副執行長兼任代理執行
長、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