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百零四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營運成效： 

一百零四年產品別產銷量值表 

單位：公噸；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3 年度 104 年度 

銷售量 營業額 銷售量 104/103 成長率 營業額 104/103 成長率 

飼料 74,165 1,200,763 62,609 （15.58%） 1,095,000 （8.81%） 

果糖 61,989 947,334 52,294 （15.64%） 779,237 （17.74%） 

澱粉及副產品 45,284 482,521 60,987 34.68% 611,924 26.82% 

總計  2,630,618   2,486,161 （5.49%） 

2015 年全球經濟成長仍不如預期，主要經濟體美國與歐元區經濟均呈現緩慢復甦，復甦力

道主要受惠於低油價、寬鬆貨幣政策的影響，使國內需求成為主要經濟成長支撐動力。新興市

場國家部分則受到商品價格下跌、貨幣貶值的影響，經濟活動未能如預期般成長，甚至反陷入

停滯或衰退，連帶影響全球經濟前景。 

國內經濟情況原先也預估可隨歐、美、日般受惠於國際油價的下跌，有助於國內出口擴張，

為內需成長增添經濟成長動能。豈知油價下跌反讓國內出口商品價格下跌導致出口貿易數字下

滑，內需消費也未能成長，讓台灣經濟陷入「開高走低」的窘境，經濟成長率屢屢下修，增添

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根據 IMF 總裁加拉德於世界銀行年會中強調，全球經濟成長呈現低成長

狀態將比預期更久的論點，可見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應無法在短時間內移除，而台灣經濟長期

依賴出口帶動經濟成長的模式，更會因為全球經濟低成長導致外部需求減少，而使國內經濟成

長不見起色，由第三季國內經濟成長率出現 0.63%負成長，創下六年來的新低紀錄便可見端倪。 

原物料價格方面，年初玉米期貨價格受到 2014 年底俄羅斯及烏克蘭危機的影響，出現豐收

後的價格低點，開始出現一波小多頭應是避險基金自能源市場轉出後的資金行情。六月左右出

現另一波多頭行情則導因於天候因素，此外玉米期貨行情大致維持在 2014 年底的相對低檔小幅

震盪。本公司年度玉米採購受上述多頭行情影響甚少，加上玉米產量豐收讓全球儲備及供應量

均充沛無虞，使本公司玉米原料採購成本相對穩定而少波動。 

另一項重要採購項目魚粉：在所有原料當中，魚粉無論在價格、品質、貨源供應各方面均

難以捉摸，主要是缺乏一公開市場可供交易，採購時僅能依賴國內進口貿易商的報價，在國際

魚粉供應不穩時，貿易商也多半未提供報價，亦增加採購難度。再者全球魚粉 大輸出國秘魯，

國內魚粉大廠及貿易商均以拉高市場行情的方式炒作魚粉價格，也讓魚粉採購上產生重大利空

影響。市場上供需的差異，迫使公司必須轉而採購其他非主要供應地區之魚粉。除了魚粉品質

方面較無法有效掌控外，也大大提升魚粉代用品的需求，亦墊高了採購及生產方面的成本。 

公司營運表現方面，104 年度營業額為 2,486,161 仟元，相較於 103 年度的 2,630,618 仟元下

滑 5.5％。就飼料事業而言，104 年度銷售量為 62,609 公噸，相較 103 年度銷售量 74,165 公噸下

滑 15.58%，銷售量的減少主要在於飼料銷售受禽流感疫情的影響，大量鴨鵝禽類死亡以致飼料

需求量大減，其中鴨料部分又是本公司主力商品，因此影響頗鉅。食品事業方面，104 年果糖

銷售量為 52,294 公噸，相較 103 年果糖銷售量 61,989 公噸下滑 15.64％，導致果糖銷售方面較明

顯下挫的因素在於：本公司所生產的果糖為飲料業主要原料之一，然飲料業受氣候多變因素影

響，加上食安問題的發酵，導致外食人口減少以致需求量下滑，果糖銷售量亦隨之下滑。此外，

近年來蔗糖價格相較於果糖的價格優勢，以及媒體、專家學者對果糖食用健康疑慮的持續報導，

也造成部分廠商的轉向或調整採購量。  



澱粉系列產品 104 年銷售量為 60,987 公噸，營業額為 611,924 仟元，相較於 103 年銷售量

45,284 公噸，營業額 482,521 仟元，在銷售量方面成長 34.68％，而營業額方面則成長為 26.82%。

銷售量與銷售額能同步提升之因，在於澱粉市場上的主要競爭對手樹薯澱粉價格高居不下，而

使玉米澱粉能順勢打入工業用澱粉市場，進而提升本公司澱粉的銷售量以獲利。 

（二）預算執行 

一百零四年度預算實績比較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預算金額 實績金額 達成率 

銷貨收入 2,958,235 2,486,161 84.04% 

銷貨成本 2,728,669 2,226,389 81.59% 

銷貨毛利 210,840 259,772 123.21% 

銷管費用 117,405 123,107 104.86% 

營業利益 93,435 136,665 146.27% 

非營業收入 18,000 17,027 94.59% 

非營業支出 6,000 11,300 188.33% 

稅前淨利 105,435 142,392 135.05% 

104 年度銷貨收入預算為 2,958,235 仟元，而實績為 2,486,161 仟元，達成率為 84.04％。其中

飼料事業方面，104 年度預計銷售量為 84,168 公噸，銷售額為 1,560,540 仟元，而實際銷售量為

62,609 公噸，銷售額為 1,095,000 仟元，達成率分別為 74.39％及 70.17％。食品事業方面，104

年度果糖預計銷售量為 69,000 公噸，預計銷售額為 995,735 仟元；而實際銷售量為 52,294 公噸，

營業額為 779,237 仟元，達成率分別為 75.79％及 78.26％。澱粉系列產品 104 年度預計銷售量為

37,968 公噸，預計營業額為 401,960 仟元，而實際銷售量為 60,987 公噸，實際營業額為 611,924

仟元，達成率分別為 160.63％及 152.24％。銷貨成本預算金額為 2,728,669 仟元，而實際為 2,226,389

仟元，達成率為 81.59％。銷貨毛利預算為 210,840 仟元，而實際為 259,772 仟元，達成率為 123.21

％，係因澱粉廠生產增加，導致單位成本下降。至於銷管費用預算為 117,405 仟元，而實績為

123,107 仟元，達成率為 104.86％。營業利益預算為 93,435 仟元，而實績為 136,665 仟元，達成

率為 146.27％。非營業收入預算為 18,000 仟元，而實績為 17,027 仟元，達成率為 94.59％。營業

外支出預算為 6,000 仟元，而實績為 11,300 仟元，達成率為 188.33％，超出預算甚多主要原因為：

認列被投資公司損益所造成。 

（三）獲利能力 

本公司 104 年度稅前淨利為 142,392 仟元，較 103 年度稅前淨利 62,836 仟元呈現較顯著增加

的主因在於：澱粉銷售量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致獲利增加。但果糖銷售上仍存有隱憂，因國

人在媒體過度渲染報導果糖食用下產生健康疑慮，加上政府所擬定的玉米基因改造標示政策，

也讓廠商採購上採取觀望的態度；以及天候因素，導致飲料業業績不佳的情況下，產生採購果

糖的減量甚至轉向，諸多利空因素籠罩下，導致需求量下滑，造成本公司果糖銷售的成效不彰，

但本公司亦採取適當營運策略增加澱粉的銷售，故在獲利上不致產生重大影響。飼料銷售方面，

因水產飼料等高毛利產品之銷售比例增加，致毛利有所助益。但國內近年來畜產疾病接踵而來，

客戶面臨禽畜死亡率增加，導致飼料需求量減少，加上天候的不可抗力因素影響，讓飼料的需

求旺季銷售不暢，使飼料銷售產生一定程度的衰退，導致公司獲利方面無法如預期般有效增長。 

二、一百零五年度營業計劃 

（一）一百零五年度經營方針 

綜觀來說 2016 年全球經濟景氣，應仍是延續 2015 年的緩慢復甦態勢，但仍需注意各主要



國家央行貨幣政策、國際原油價格走勢以及全球低通膨態勢對企業投資的影響。 

本公司 105 年在飼料事業方面的展望：對於國際原物料行情的確切有效掌控，仍是首要目

標。以期能精準的採購原物料、有效調控生產成本外，由於食安事件的影響，大眾除了對食品

安全的重視外，也關注到飼料品質的層面，以避免藥物、抗生素之類的物質殘留。因此，在未

來營業拓展方面，除了要謹慎小心，秉持穩紮穩打的態度來慎選客戶，也須持續與現有客戶保

持暢通的溝通、確切掌握業界脈動，更須嚴格管控生產製程與原料採購，以維持產品的穩定性。

食品事業方面，果糖部分因國內近來食安問題層出不窮，連帶提高民眾在食品採購時，對於健

康因素的考量，造成含糖飲料的需求無法有效增長。如何因應隨之可能產生的果糖需求量下滑

情況，將是產品銷售上的嚴峻考驗。在 105 年如何爭取客戶、擴大市場、提高營業額，是營業

的首要目標。生產方面，除確保本公司產品品質的衛生安全達到國際標準外，對於節能方面也

須持續關注、加強改善以降低生產成本。澱粉系列產品方面，除密切注意國際樹薯澱粉及玉米

澱粉的供需情況外，也戮力於品質的確保，以穩定既有客戶，並積極爭取其他潛在客戶。此外，

也積極探討澱粉深加工的可能市場。 

 飼料事業方面 

 １．積極拓展市場，並淘汰經營不善之客戶，爭取績優之客戶。 

２．逐漸改善產品組合，增加有利基之產品，減少利潤不佳之產品。 

３．聘請專家配合本公司研究開發人員，積極致力於配方的改良，期使公司產品達到物美價廉，

客戶樂於使用的目標。 

４．逐步汰換舊有生產設備，購置新型生產設備以改善產品品質，爭取客戶。 

食品事業方面 

 １．加強客戶的售後服務，鞏固暨有市場及積極開發潛在客戶。 

２．確實執行 FSSC22200 作業，以確保產品品質，增加客戶信心。 

３．落實工廠減廢及節約能源的政策，以降低生產成本。 

４．積極教育果糖客戶增加使用果糖以代替砂糖，擴大營業額。 

５．宣導正確食用/使用方式，避免過量食用所導致的後遺症。 

６．伺機介入澱粉加工產品之市場，以提高工廠生產效率，並增加產品項目，降低成本及增加

營業額。 

服務部門方面 

１．加強徵信工作，減少呆帳之發生。 

２．縮短應收帳款的天數，並縮短票期，節省利息支出。 

３．精簡各項費用之開支，以達到節流之目的。 

４．重新評估人力資源之運用，期能達到適才適用，發揮團隊力量。 

５．密切注意國際金融變化，妥善操作外匯，避免匯率大幅變化帶來的損失外，並能利用匯率

之升降以降低成本。 

６．隨時注意原物料及能源之國際行情，掌握適當的採購時機，期能獲得 有利的原物料價格

，以降低本公司產品之成本。 



（二）產銷計劃 

一百零五年預估產品別產銷量值表 

單位：公噸；新台幣仟元 

項目 

產品別 

生產 銷售 

量 值 量 值 

飼料 80,000 1,397,866 80,000 1,484,856 

果糖 52,000 636,022 52,000 736,370 

澱粉 
自用 42,510 - - - 

出售 27,800 315,614 27,800 383,640 

澱粉副產品 
自用 4,240 - - - 

出售 20,760 134,455 20,760 134,455 

合計(出售)  2,483,957  2,739,321 

註：生產值僅合計出售部分，不包括自用部分。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一）飼料事業： 

    １．逐步更新生產設備，淘汰舊有設備，致力生產優於市場需求之飼料產品。 

    ２．加強研究開發能力，聘請專業的技術人員，在不降低品質的情況下，機動調整飼

料配方，以降低成本、擴大市場佔有率。 

    ３．加強原物料之採購能力，隨時注意原料市場動態，取得採購優勢，降低原料購入

成本。 

    ４．慎選客戶，以避免不良債權的產生。 

  （二）食品事業： 

    １．極力提高澱粉產品生產線的生產效益，降低產品之生產成本。 

    ２．積極推動能源回收作業，減少能源之消耗，間接降低生產成本。 

    ３．除了全力拓展澱粉產品之市場外，並積極探討澱粉深加工之市場。 

    ４．積極教育客戶，增加使用果糖以代替砂糖來擴大市場。 

董事長        陳維讓 

  

經理人        陳英凱 

會計主管       李慶豐 



台榮產業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茲 准 

董事會造送民國一○四年度營業報告書、盈餘分派表及經立本

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柯俊輝、陳玉芳會計師查核竣事之財務

報表，經本監察人等審查認為尚無不合，茲遵照公司法第二一

九條規定，出具審查報告書。 

此上 

本公司一○五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 

中 華 民 國 一 ○ 五 年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會計師查核報告 

台榮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台榮產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百零四年及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個體資產負債表，

暨民國一百零四年及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個體綜合損益表、個體權益變動

表及個體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個體財務報告之編製係公司管理階層之責

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個體財務報告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係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暨「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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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

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第一段所述個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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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台榮產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百零四年及一百零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個體財務狀況，暨民國一百零四年及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個體

經營成果與個體現金流量。 

  台榮產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百零四年度個體財務報告重要會計項目明細表，主要係供補

充分析之用，亦經本會計師採用第二段所述之查核程序予以查核。據本會計師之意見，該等明

細表在所有重大方面與第一段所述個體財務報告相關資訊一致。 

      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核准簽證文號：(83)台財證(六)字第 31146 號 

              (82)台財證(六)字第 14322 號 

中     華     民     國    一百零五    年   三  月   二十一  日 



會計師查核報告 

台榮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台榮產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百零四年及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資

產負債表，暨民國一百零四年及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綜合損益表、合

併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合併財務報告之編製係公司管

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合併財務報告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係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暨「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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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

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第一段所述合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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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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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允當表達台榮產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百零四年及一百零三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一百零四年及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經營

成果與現金流量。 

  台榮產業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 104 年及 103 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並經本會計師出具

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核准簽證文號：(83)台財證(六)字第 31146 號 

              (82)台財證(六)字第 14322 號 

中     華     民     國    一百零五    年   三   月  二十一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