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時間：民國一一○年八月五日上午九時正。 

二、地點：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一號三樓(台北科技大學億光大樓)。 

三、出席：出席及委託代理出席股數 117,099,764 股（其中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者

1,326,981股），占發行股份總數 177,077,944股之 66.12%。 

出席董事：陳維恭、陳珮華、陳英凱、周宜寬、巫永森（獨立董事）、吳東明（獨立董

事），計 6人。 

出席監察人：方平和，計 1人。 

四、主席：陳董事長維恭     紀錄：李如珊 

五、主席宣佈開會：主席審查出席及委託代理出席股數已達法定股數，依法宣佈開會。 

六、主席致開會詞：略。 

七、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民國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 

（二）監察人審查民國一○九年度決算表冊。 

（三）報告本公司民國一○九年度員工及董監酬勞分派情形。 

八、承認事項： 

第一案 

  案由：本公司民國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提請承認案。 

  說明：本公司民國一○九年度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業已編製完成，茲檢附資產負

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併同營業報告書，提請承認。 

  決議：本議案經表決照案通過。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17,099,764 權，表決結

果如下： 

贊成 反對 無效 棄權/未投票 

權數 比例 權數 比例 權數 比例 權數 比例 

116,204,356 99.23% 3,953 0% 0 0% 891,455 0.76% 

註：上述權數含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第二案 

  案由：本公司民國一○九年度盈餘分配表，提請承認案。 

  說明：一、本公司民國一○九年度可供分配數為新台幣 213,459,542 元，每股擬配發

現金 1.00元，現金股利發放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

本公司之其他收入。 

     二、本案經董事會通過後送請監察人查核無誤並提股東會承認，並擬請股東會

授權董事會，另訂配息基準日、發放日及辦理其他相關事宜。 

     三、謹檢附盈餘分配表。 

          補充報告：依本公司章程第 27 條及公司法第 240 條第五項之規定報告股東會。 

 台榮產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決議：本議案經表決照案通過。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17,099,764 權，表決結果

如下： 

贊成 反對 無效 棄權/未投票 

權數 比例 權數 比例 權數 比例 權數 比例 

116,204,356 99.23% 3,953 0% 0 0% 891,455 0.76% 
註：上述權數含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55,509,346  

其他綜合損益調整保留盈餘 
 

(5,315,107) 

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50,194,239  

本期淨利 
 

180,815,325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10%）         

（請依章程規定提列） 
 

 
(17,550,022)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213,459,542  

分配項目 
  

  股東股利(1.00 元) (177,077,944) 
 

  股東紅利 0 (177,077,944) 

期末未分配盈餘 
 

36,381,598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九、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由：擬修訂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提請討論案。 

  說明：因擬增列營業項目，進行本公司章程修訂，謹檢附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決議：本議案經表決照案通過。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17,099,764 權，表決結

果如下： 

贊成 反對 無效 棄權/未投票 

權數 比例 權數 比例 權數 比例 權數 比例 

116,192,342 99.22% 3,977 0% 0 0% 903,445 0.77% 

註：上述權數含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台榮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年度盈餘分配表 



台榮產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二條 本公司經營之事業如下： 

一、A301030 水產養殖業 

二、A401010 畜牧場經營業 

三、A401020 家畜禽飼育業 

四、C102010 乳品製造業 

五、C103050 罐頭、冷凍、脫水及醃漬

食品製造業 

六、C104010 糖果製造業 

七、C104020 烘焙炊蒸食品製造業 

八、C105010 食用油脂製造業 

九、C106010 製粉業 

十、C108010 糖類製造業 

十一、C110010 飲料製造業 

十二、C199990 未分類其他食品製造業 

十三、C201010 飼料製造業 

十四、C802100 化粧品製造業 

十五、CC01030 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

造業 

十六、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十七、CE01010 一般儀器製造業 

十八、E801010 室內裝潢業 

十九、F101040 家畜家禽批發業 

二十、F101050 水產品批發業 

二十一、F101990 其他農、畜、水產品

批發業 

二十二、F103010 飼料批發業 

二十三、F105050 家具、寢具、廚房器

具、裝設品批發業 

二十四、F106020 日常用品批發業 

二十五、F106050 陶瓷玻璃器皿批發業 

二十六、F107020 染料、顏料批發業 

二十七、F109070 文教、樂器、育樂用

品批發業 

二十八、F111090 建材批發業 

二十九、F113020 電器批發業 

三 十、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三十一、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三十二、F201020 畜產品零售業 

三十三、F201030 水產品零售業 

三十四、F202010 飼料零售業 

三十五、F203010 食品什貨、飲料零售

業 

三十六、F205040 家具、寢具、廚房器

具、裝設品零售業 

三十七、F206020 日常用品零售業 

三十八、F207020 染料、顏料零售業 

本公司經營之事業如下： 

一、A301030 水產養殖業 

二、A401010 畜牧場經營業 

三、A401020 家畜禽飼育業 

四、C102010 乳品製造業 

五、C103050 罐頭、冷凍、脫水及醃漬

食品製造業 

六、C104010 糖果製造業 

七、C104020 烘焙炊蒸食品製造業 

八、C105010 食用油脂製造業 

九、C106010 製粉業 

十、C108010 糖類製造業 

十一、C110010 飲料製造業 

十二、C199990 未分類其他食品製造業 

十三、C201010 飼料製造業 

十四、C802100 化粧品製造業 

十五、CC01030 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

造業 

十六、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十七、CE01010 一般儀器製造業 

十八、E801010 室內裝潢業 

十九、F101040 家畜家禽批發業 

二十、F101050 水產品批發業 

二十一、F101990 其他農、畜、水產品

批發業 

二十二、F103010 飼料批發業 

二十三、F105050 家具、寢具、廚房器

具、裝設品批發業 

二十四、F106020 日常用品批發業 

二十五、F106050 陶瓷玻璃器皿批發業 

二十六、F107020 染料、顏料批發業 

二十七、F109070 文教、樂器、育樂用

品批發業 

二十八、F111090 建材批發業 

二十九、F113020 電器批發業 

三 十、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三十一、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三十二、F201020 畜產品零售業 

三十三、F201030 水產品零售業 

三十四、F202010 飼料零售業 

三十五、F203010 食品什貨、飲料零售

業 

三十六、F205040 家具、寢具、廚房器

具、裝設品零售業 

三十七、F206020 日常用品零售業 

三十八、F207020 染料、顏料零售業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三十九、F208050 乙類成藥零售業 

四 十、F209060 文教、樂器、育樂用

品零售業 

四十一、F211010 建材零售業 

四十二、F213010 電器零售業 

四十三、F213060 電信器材零售業 

四十四、F219010 電子材料零售業 

四十五、F301020 超級市場業 

四十六、G801010 倉儲業 

四十七、H701040 特定專業區開發業 

四十八、H701060 新市鎮、新社區開發

業 

四十九、I503010 景觀、室內設計業 

五 十、J701020 遊樂園業 

五十一、J701040 休閒活動場館業 

五十二、J801030 競技及休閒運動場館

業 

五十三、J901020 一般旅館業 

五十四、C114010 食品添加物製造業 

五十五、F121010 食品添加物批發業 

五十六、F221010 食品添加物零售業 

五十七、F401010 國際貿易業 

五十八、F501060 餐館業 

五十九、H701010 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

業 

六 十、H703100 不動產租賃業 

六十一、J802010 運動訓練業 

六十二、J801010 高爾夫球場業 

六十三、A401040  

六十四、C801081  食用酒精製造業 

六十五、C113011  製酒業 

六十六、F102030  菸酒批發業 

六十七、F102180  酒精批發業 

六十八、F203020  菸酒零售業 

六十九、F203030  酒精零售業 

七  十、F401171  酒類輸入業 

新增加營業項目： 

七十一、D101060 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

備業 

七十二、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

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三十九、F208050 乙類成藥零售業 

四 十、F209060 文教、樂器、育樂用

品零售業 

四十一、F211010 建材零售業 

四十二、F213010 電器零售業 

四十三、F213060 電信器材零售業 

四十四、F219010 電子材料零售業 

四十五、F301020 超級市場業 

四十六、G801010 倉儲業 

四十七、H701040 特定專業區開發業 

四十八、H701060 新市鎮、新社區開發

業 

四十九、I503010 景觀、室內設計業 

五 十、J701020 遊樂園業 

五十一、J701040 休閒活動場館業 

五十二、J801030 競技及休閒運動場館

業 

五十三、J901020 一般旅館業 

五十四、C114010 食品添加物製造業 

五十五、F121010 食品添加物批發業 

五十六、F221010 食品添加物零售業 

五十七、F401010 國際貿易業 

五十八、F501060 餐館業 

五十九、H701010 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

業 

六 十、H703100 不動產租賃業 

六十一、J802010 運動訓練業 

六十二、J801010 高爾夫球場業 

六十三、A401040  

六十四、C801081  食用酒精製造業 

六十五、C113011  製酒業 

六十六、F102030  菸酒批發業 

六十七、F102180  酒精批發業 

六十八、F203020  菸酒零售業 

六十九、F203030  酒精零售業 

七  十、F401171  酒類輸入業 

七十一、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

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三十

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五十八年三月一日，

自呈奉主管機關核准登記後施行之。 

略 

第三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六月二

十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五十八年三月一日，

自呈奉主管機關核准登記後施行之。 

略 

第三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六月二

十日 

畜牧服務業 畜牧服務業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三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八月五

日 

第二案 

  案由：擬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部分條文，提請討論案。 

  說明：因公司實務運作需要，進行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訂，謹檢附修

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決議：本議案經表決照案通過。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17,099,764 權，表決結果

如下： 

贊成 反對 無效 棄權/未投票 

權數 比例 權數 比例 權數 比例 權數 比例 

116,192,342 99.22% 3,982 0% 0 0% 903,440 0.77% 
註：上述權數含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名稱 台榮產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選舉辦法 台榮產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

舉辦法 

一、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悉依本辦法之規定

辦理之。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悉依本辦

法之規定辦理之。 

二、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每一股份有與應選

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

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每一股份

有與應選出董事或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

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

人。 

三、 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

選舉票，並加填其權數，分發出席股東

會之股東。 

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或監察人人

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數，分發

出席股東會之股東。 

五、 董事之選舉，由董事會設置投票箱，於

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由董事會設置投

票箱，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八、 本公司董事，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

人選任之，並依本公司章程所定之名

額，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

者，依次分別當選為董事。如有二人或

二人以上所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定名額

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在場

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依前項同時當選為董事者，應自行

決定充任董事，或當選之董事經查核確

認其個人資料不符或依相關法令規定不

適任者，其缺額由原選次多數之被選舉

人遞充。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由股東會就有行

為能力之人選任之，並依本公司章程所

定之名額，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

較多者，依次分別當選為董事或監察

人。如有二人或二人以上所得權數相同

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

籤決定，未在場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依前項同時當選為董事及監察人

者，應自行決定充任董事或監察人，或

當選之董事、監察人經查核確認其個人

資料不符或依相關法令規定不適任者，

其缺額由原選次多數之被選舉人遞先。 

十、 當選之董事由本公司董事會分別發給當

選通知書。 

當選之董事及監察人由本公司董事會分

別發給當選通知者。 

 
 



十、選舉事項： 

第一案 

  案由：全面改選本公司董事十三人（其中含獨立董事三人）案。 

  說明：一、本公司第十九屆董事、監察人之任期將於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屆滿，為

配合本次股東常會全體董事、監察人同意就任至民國一一○年股東常會選

出新任董事之日止。擬請本次股東常會進行改選十三席董事（其中含獨立

董事三席）。 

      二、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本屆董事（含獨立董事）其任期自民國一一○年六月

二十九日起至民國一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止。 

補充說明：本次股東常會原訂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召開，依金管會公告之「因應疫

情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延期召開相關措施」，股東常會延至一一○年八月五

日召開。本次選任第二十屆董事（含獨立董事）之任期，修正為自民國一

一○年八月五日起至民國一一三年八月四日止。 

      三、依本公司章程規定，董事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董事候選人名單

中選任之。另依公司法第一九二條之一規定，董事會對董事被提名人應予

審查、公告及通知，本案經本公司第十九屆第十八次董事會通過審查，並

依規定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四、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如下： 

序號 姓名 持有股數 主要學（經）歷 備註 

1 

陳維恭 

(倍安利投資

有限公司) 

5,526,650股 

(7,657,000股) 

明尼蘇達工學博士 

台榮產業股份有限公司常務董事 

新生產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新將軍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台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倍安利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候選人 

2 

陳英明 

(謙明投資有

限公司) 

2,592,876股 

(13,529,589股) 

東京農業大學農學部 

謙明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候選人 

3 陳珮華 4,493,895股 

賓夕法尼亞大學 

全盛投資有限公司董事 

凱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禾榮產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新生產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候選人 

4 陳英凱 3,643,916股 

早稻田大學碩士 

台榮產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禾榮產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候選人 

5 陳玉能 297,379股 
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研究所碩士 

台榮產業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董事候選人 

6 周宜寬 1,056,135股 
台灣大學農藝系 

台榮產業股份有限公司協理 
董事候選人 

7 林永富 23,000股 

雲林科技大學企業管理技術研究所碩

士 

台榮產業股份有限公司雲林廠廠長 

董事候選人 



序號 姓名 持有股數 主要學（經）歷 備註 

8 方平和 1,055,603股 

台灣大學商學系 

台灣洋傘工業公司總經理 

台榮產業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董事候選人 

9 黃慧玲 2,106,916股 
台灣大學商學系 

台榮產業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董事候選人 

10 
全盛投資有

限公司 
5,580,382股  董事候選人 

11 巫永森 64,317股 

東吳大學會計系 

交通大學教授兼任所長 

東吳大學教授兼副主任 

中聯信託(股)公司監察人 

會計師 

現任金合發鋼鐵(股)公司顧問 

獨立董事候

選人 

12 吳東明 0股 

美國西伊利諾大學會計碩士 

福麟系統整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新光金控董事 

新光合成纖維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昕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新利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三福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候

選人 

13 陳春結 107,735股 

省立基隆海事學校 

台灣省水產試驗所技術工 

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技術佐(公務員

技佐) 

台榮產業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經理、廠

長 

獨立董事候

選人 

選舉結果： 

董事當選名單及得票權數： 

戶號／身分證字號 戶名／姓名 得票權數 

28550 倍安利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陳維恭 150,743,818 

23960 謙明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陳英明 125,674,039 

111 陳珮華 125,612,474 

152 陳英凱 125,603,573 

178 陳玉能 120,118,919 

76 周宜寬 116,478,823 

21466 林永富 113,336,115 

96 方平和 111,254,707 

15253 全盛投資有限公司 109,464,891 

64 黃慧玲 108,890,816 

415 巫永森（獨立董事） 101,594,752 

A10232**** 吳東明（獨立董事） 101,091,936 

86 陳春結（獨立董事） 99,478,871 

補充說明：董事當選人陳玉能先生於就任前之股東會停止股票過戶期間內，轉讓持股超



過二分之一，依公司法第 197條第三項之規定，其當選失其效力。 

十一、其他議案： 

  第一案 

    案由：擬解除董事競業禁止，提請討論案。 

    說明：一、依公司法第二○九條董事有為自己或他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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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第二十屆新任董事包括法人及代表人若因業務需要同時擔任與本

公司營業範圍所列同類業務之董事時，除董事兼任專業經理人外，擬於

不違反公司利益之範圍內，提請股東會許可並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三、本屆新當選董事及其代表人兼任之職務明細表，於股東會完成選舉公佈。 

     決議：本議案經表決照案通過。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17,099,764 權，表決

結果如下： 

贊成 反對 無效 棄權/未投票 

權數 比例 權數 比例 權數 比例 權數 比例 

115,936,799 99.00% 234,424 0.20% 0 0% 928,541 0.79% 

註：上述權數含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台榮產業股份有限公司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明細 

職 稱 姓 名 兼 任 事 業 名 稱 及 職 務 備 註 

董事 陳維恭 

德成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禾榮產業股份有限公司常務董事 

凱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新生產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法人代表 

 
 

董事 陳英明 
禾榮產業股份有限公司常務董事 

新生產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法人代表 

董事 陳珮華 

凱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禾榮產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新生產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 陳英凱 

德成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禾榮產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新生產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法人代表 

 
 

十二、臨時動議：無。 

十三、散會。 
 

主席：陳維恭
 

 

紀錄：李如珊
 



一、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營運成效： 

一○九年產品別產銷量值表 
單位：公噸；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8 年度 109 年度 

銷售量 營業額 銷售量 109/108 成長率 營業額 109/108 成長率

飼料 66,780 1,056,877 56,761 -15.00% 968,575 -8.35% 

果糖 54,382 802,175 52,184 -4.04% 767,095 -4.37% 

澱粉及副產品 58,069 583,023 60,793 4.69% 630,570 8.16% 

總計  2,442,075   2,366,240 -3.11% 

2020 年因新冠病毒(COVID-19)肆虐全球，疫情嚴峻的情況下，各國紛紛採取封城、邊

境管制等措施，全球陷入經濟大幅衰退的困境。我國經濟亦明顯下滑，然因疫情控制得宜，

加上各項振興方案逐漸發揮成效，自第三季起，隨著各主要國家重啟經濟活動，國內傳統

產業景氣隨海外需求回升而逐步復甦。但如何重建經濟秩序與成長，仍是各國的重大考驗。

本公司為傳統製造業的一員，生產所需之原物料多仰賴進口。原物料價格方面， 大

宗的原料玉米，因主要產地美國以及南美(巴西、阿根廷)、東歐(烏克蘭、俄羅斯)等其他產

區，受乾旱等天候因素影響，都有產量減少的情況，再加上疫情導致貨運延遲、運費調漲，

致使進口數量減少、原料採購成本提高。另外，玉米期貨價格大漲，連帶其他相關原物料

受到影響，呈現上漲趨勢。 

另一項重要採購項目魚粉，主要產區南美洲關於捕魚配額、禁捕令等漁業政策，深刻

影響魚粉供應量與價格。就長期而言，魚粉呈現供不應求的態勢，因此本公司近來採取以

其他替代性原料減低魚粉使用量的措施，以期降低對魚粉的依賴。 

公司營運表現方面，109 年度營業額為 2,366,240 仟元，相較於 108 年度的 2,442,075 仟

元降低 3.11%。就飼料事業而言，109 年度銷售量為 56,761 公噸，相較 108 年度銷售量 66,780

公噸減少 15.00%，銷售量之下降受到疫情影響，養殖業者減少養殖量導致。 

食品事業方面，109 年果糖銷售量為 52,184 公噸，相較 108 年果糖銷售量 54,382 公噸

減少 4.04%，果糖銷售不振的因素，在於疫情影響客戶外銷訂單需求所致。 

澱粉系列產品 109 年銷售量為 60,793 公噸，營業額為 630,570 仟元，相較於 108 年銷

售量 58,069 公噸，營業額 583,023 仟元，在銷售量方面成長 4.69%，而營業額方面則上升

8.16%。因國內紙廠業者採購量增加，致使銷售量隨之提升。 



（二）預算執行 

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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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3,016 2,366,240 97.66% 

銷貨成本 2,162,792 2,029,847 93.85% 

銷貨毛利 260,224 336,393 129.27% 

銷管費用 130,435 136,790 104.87% 

營業利益 129,789 199,603 153.79% 

非營業收入 17,000 26,091 153.48% 

非營業支出 11,400 160 1.40% 

稅前淨利 135,389 225,534 166.58% 

109 年度銷貨收入預算為 2,423,016 仟元，而實績為 2,366,240 仟元，達成率為 97.66%。

其中飼料事業方面，109 年度預計銷售量為 60,000 公噸，銷售額為 1,046,268 仟元，而實際

銷售量為 56,761 公噸，銷售額為 968,575 仟元，達成率分別為 94.60%及 92.57%。食品事業

方面，109 年度果糖預計銷售量為 56,800 公噸，預計銷售額為 838,820 仟元；而實際銷售量

為 52,184 公噸，營業額為 767,095 仟元，達成率分別為 91.87%及 91.45%。澱粉系列產品 109

年度預計銷售量為 54,015 公噸，預計營業額為 550,483 仟元，而實際銷售量為 60,793 公噸，

實際營業額為 630,570 仟元，達成率分別為 112.55%及 114.55%。銷貨成本預算金額為

2,162,792 仟元，而實際為 2,029,847 仟元，達成率為 93.85%。銷貨毛利預算為 260,224 仟元，

而實際為 336,393 仟元，達成率為 129.27%。至於銷管費用預算為 130,435 仟元，而實績為

136,790 仟元，達成率為 104.87%。營業利益預算為 129,789 仟元，而實績為 199,603 仟元，

達成率為 153.79%。非營業收入預算為 17,000 仟元，而實績為 26,091 仟元，達成率為 153.48%。

營業外支出預算為 11,400 仟元，而實績為 160 仟元，達成率為 1.40%。 

（三）獲利能力 

本公司 109 年度稅前淨利為 225,534 仟元，較 108 年度稅前淨利 164,545 仟元呈現較顯

著增長的主因在於：澱粉銷售量較去年同期明顯增長，獲利亦隨之增加。但果糖銷售方面

仍存有隱憂，果糖為飲料業主要原料之一，然而飲料業易受氣候冷熱、外在因素影響，加

上專家學者、新聞媒體對果糖食用健康疑慮的持續報導，加上消費不振促使手搖飲的需求

下滑影響果糖銷售；另外無糖飲品風潮興起，也讓廠商採購採取觀望的態度，產生果糖採

購的減量甚至轉向，諸多利空因素可能導致需求不振，進而影響本公司果糖銷售的成效，

這些都是未來果糖銷售仍要持續關注的重點。至於澱粉銷售方面，未來仍將持續面臨貿易

商進口玉米、小麥澱粉及樹薯澱粉的低價銷售搶市策略，本公司當採取適當營運策略，鞏

固澱粉的銷售對象，避免未來獲利上產生震盪起伏。 

飼料銷售方面，因養殖戶受疫情影響而減產，以致飼料需求下滑。飼料銷售方面仍存

有隱憂，因養殖戶易受天候等不可抗力因素影響，加上疾病疫情無法有效控制，以致水畜

產死亡率增加等因素，往往會導致畜水產飼料的需求下滑，致使飼料銷售產生一定程度的

衰退，公司在市場的拓展及市場狀況的掌握，都是未來長期關注的重點。 



二、一一○年度營業計劃 

（一）一一○年度經營方針 

隨著疫苗的研發與接種，可望減緩疫情對全球造成的影響，有助於回復正常的經濟活

動、帶動國際經濟逐漸復甦，然而仍有諸多不確定因素需要密切注意。雖預期景氣回升、

物資需求提高，但邊境管制期間運輸成本提高，增加物價上漲壓力，國際持續的寬鬆貨幣

政策，更可能推升通貨膨脹。 

此外，疫情仍然反覆、充滿不確定性。同時，美國大選結束後，美中貿易衝突是否持

續，都是牽動未來經濟景氣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即使經濟成長復甦，但在疫情影

響下，全球消費習慣或商業模式的改變，可能導致結構改變而難以完全恢復舊有模式，因

此對經濟成長與發展仍需密切觀察。 

  本公司 110 年在飼料事業方面的展望：對於國際原物料行情之確切有效掌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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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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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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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糖部分因國內民眾對飲食健康訴求意識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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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澱粉系列產品方面，除密切注意

國際樹薯澱粉、小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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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10 年如何爭取客戶、擴大市場、提高營業額，是營業的首要目標。此外，生產方

面確保本公司產品品質的衛生安全達到國際標準，加強改善以降低生產成本，節能方面的

努力，都是公司經營努力的方針。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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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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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SSC22000 作業，以確保產品品質，增加客戶忠誠度。 

(3)落實工廠減廢及節約能源的政策，以降低生產成本。 

(4)積極宣導正確食用/使用方式，增加客戶信心，擴大營業額。 

(5)伺機擴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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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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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資金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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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能獲得最有利的原物料

價格，以降低本公司產品之成本。 

(二)產銷計劃 

一一○年產品別預估產銷量值表 
單位：公噸；新台幣仟元 

項目 

產品別 

生產 銷售 

量 值 量 值 

飼料 54,292 930,629 54,292 1,020,128

果糖 53,000 724,936 53,000 803,555

澱粉 
自用 39,600 － － － 

出售  35,200 437,354  35,200 472,000 

澱粉副產品 
自用 3,600 － － － 

出售 24,804 154,206 24,804 154,206 

合計(出售) － 2,247,125 － 2,449,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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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維持品質的情況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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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力提高產品生產線的生產效益，降低產品之生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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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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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全力拓展產品之市場外，並積極探討深加工之市場。 

董事長        陳維恭 

經理人        陳英凱 

會計主管 李慶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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