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地址：台南市 70176 東區生產路 68 號

電話：(06)337-8888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22 日 ( 星期三 )上午 10 時
開會地點：台南市生產路 68 號 ( 台糖公司總管理處活動中心 3樓 )            
出　　席：出席股東會股數 6,822,374,751 股，出席比率 87.965%(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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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48,069 股不計入發行股份總數，公司發行股數 7,755,771,188 股 )。
大會主席報告出席代表股數已符合公司法之規定，宣布開會。

主    席：胡董事長懋麟　　　　　　　　　紀錄：林淑閔

一、主席致開會詞：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及各位貴賓，大家早安。
　　今天召開本公司 100 年股東常會，感謝各位股東女士、先生及各位貴賓能於百忙中撥冗參加，本人在此謹代表台糖公司表達誠摯
歡迎之意。
　　99 年度之營業收入 382.17 億元，較法定預算增加 42.04 億元；稅前純益 127.45 億元，較法定預算增加盈餘 90.81 億元，所以 99
年每股將獲分配股息 1.5 元。有關 99 年度本公司經營成效及 100 年度營運計畫暨經營方針，稍後再請魏總經理向各位股東及貴賓詳加
報告。
　　今天股東常會將進行承認本公司99年度營業決算報告書、財務報表及決算盈餘分配方案，並討論修正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及董事、
監察人選任程序。期盼各位股東提出寶貴建言並繼續支持與勉勵，最後敬祝各位股東女士、先生及各位貴賓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
謝。
二、宣讀股東常會議事規則。
三、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 99 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附件 1)
（二）本公司監察人查核 99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請參閱附件 2)
（三）本公司 98 年度營業決算及盈餘分配審計部審定數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 )
（四）本公司 99 年度資產減損辦理情形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 )

四、承認事項：
（一）案由：本公司 99 年度營業決算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業經監察人查核竣事，敬請 承認。（董事會提）(請參閱議事手冊及附件

1~4)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二）案由：本公司 99 年度決算盈餘分配方案，業經監察人查核竣事， 敬請 承認。(董事會提 ) ( 請參閱議事手冊及附件 5)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股東發言紀要：
※ 陳大添股東 ( 戶號 17482)：1. 去年出售固定資產及其他資產價款與政府徵收部分中間價差 4、50 億為何？請說明。2. 政府

徵收土地，用公告現值加 4 成徵收，中間民股被剝削，政府根本是五鬼搬運，現在內政部才要修法按市價徵收，民股顯然損
失，應有補償辦法，要永續經營，為政者應考量。

※ 林登甲股東(戶號18192)：表達對胡董事長及魏總經理給予相當之肯定，但是要承認財務結構、土地之出售，實在情何以堪，
因為政府對民股之處理，完全無尊重民股權益。

※ 林傳山股東 ( 戶號 17867)：1. 主張公司民股權益長期受到犧牲，依照憲法主張人民財產權應獲得保障，人民財產配合國家
政策或社會需要而造成犧牲，應獲得相對的補償。建議公司之盈餘 1 股分配 1.5 元，官股 97%，能否拿出一角或二角來補償
民股的損失。2. 最近塑化劑的風波，薑黃蠔蜆錠有塑化劑，公司有數億的損失，請問公司制度誰需負責？ 3. 公司占人土地
如何處理 ? 公司有制度嗎 ?

※ 陳良道股東 ( 戶號 19684)：民股的權益，長時間以來，以公司的權益最優先，但是公司忽略民股，在此徵求在座股東以出席
股東表決，希望停止造林計畫。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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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討論事項：

（一）案由：擬修正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敬請 公決。(董事會提 ) ( 請參閱議事手冊，修正後條文詳附件 6)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
（二）案由：擬修正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敬請 公決。(董事會提 )( 請參閱議事手冊，修正後條文詳附件 7)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

六、臨時動議：
　　股東發言紀要：

※ 林登甲股東 (戶號 18192)：大陸股東難得六十幾年親臨台灣，歡迎一下大陸股東王慧一先生。 
※ 郭楊代珍股東 ( 戶號 17472)：請台糖協助興建身心障礙安養中心，為社會有所助益。發展身心障礙安養中心，希望台糖來協

助土地承租或台糖來做。
※ 陳良道股東 ( 戶號 19684)：1. 民進黨立委希望台糖把土地比照公地放領，提議台糖土地是私有地依法受憲法財產權的保護

不受國產法或行政院及其所屬單位所要求的公地放領。2. 建議公司全面開放代工生產，除代工的利益之外，更要訂立產品末
端售價利益共享及台糖的產品再保險，以增加台糖的售價及可信度。3. 有關人力再開發，建議將各區處，包括總部的閒置人
力，編制在新的院轄市之區處土地巡查單位，並擴大責任編制，及獎勵提案閒置土地再開發計畫。4. 希望鹿寮溪水庫之環湖
道路，應該要疏通，才有機會開發這些土地。5. 台糖八大事業部虧損之問題所在及積極處理之方針，請設定高獎賞、高懲處
之責任制，以獎勵高生產價值與差異化管理。6. 請畜殖事業部說明為何 94~98 年總虧損比量販事業部嚴重。7. 商銷事業部
產品在各個通路價位落差極大，請如何將問題完全處理。8. 台糖土地被地方政府連續惡性擴大占用，被地方政府租用開路或
他用，及承租戶於承租後改變現況豎立違章建物，為何公司不處理。9. 大潮州人工湖及吉洋人工湖開發案中台糖之利益在
哪？如砂石利益權等。10. 旗山圓潭農場超挖的問題公司有否向相關人員求償。11. 詢及昔前屏東大慶汽車專區、台南市新
吉工業區、路竹工業園區、台北市華江段、原住民委員會、中科之土地問題及春龍、台灣高鐵、月眉等案損失情形。12. 今
天另有提書面資料交給董事長、總經理，希望公司以公文來答復。13. 提到造林計畫案是否停止，可否做一表決。

※ 林鶴翎股東 ( 戶號 18240)：1. 參照台糖年報，台糖固定資產逐年遞減，台糖應是階段性任務完成整個清算，保留台糖規模
經濟，台糖保留的土地是要造福全民，台糖好不容易保留這些土地，希望這些土地的轉型正義，政府要做得讓全民認同，建
議主政者學台鹽方式，保留台糖規模經濟，其他土地上繳，由國有財產局來控管，讓全民去監督台糖的土地。2. 量販事業創
始來沒賺過錢，既然無法賺錢是否考慮和家樂福合併或分割出去，量販事業非台糖專門事業，台糖應往網路發展品牌。

※ 陳大添股東 ( 戶號 17482)：1. 建議民股股票收回，不然股票要上市。2. 最近塑化劑事件，台糖竟然有此問題，建議台糖設
實驗室，站穩市場的地位，讓消費者相信我們。3. 一般員工股東參加股東會時，手續上要請假。

※ 林傳山股東 (戶號 17867)、陳大添股東 (戶號 17482)：詢問以 10 元讓員工認股之事。
※ 林傳山股東 (戶號 17867)：福利社代表公司門面，福利社應由公司整修、整理環境。
※ 林傳山股東 (戶號 17867)、林登甲股東 (戶號 18192)：要求政府以每股 1,050 元收回民股。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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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散會：同日中午 12 時 35 分。
八、檢附光碟片、股東常會資料乙袋。(略 )

監察人審查報告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 99 年度財務報表、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等資料，其中 99 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
完竣，並由賴冠仲、許晉銘兩位會計師所共同出具查核報告。上述 99 年度財務報表、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等資料，經本監察人審查
後認為尚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 219 條規定，特具此報告；惟本公司係國營事業，決算數依法以審計部審定數為準，如審定決算數有
修正時，依審計部審定數修正，修正之數依政府規定辦理。
此致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 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翁  文  德　　　　　　　簡  豐  源

　　　　　　　　　　　　　　　　　　　　　陳  怡  鈴　　　　　　　張  武  仁

　　　　　　　　　　　　　　　　　　　　　蕭  家  旗　　　　　　　李  謀  監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22 日

會計師查核報告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損益表、股東
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財務報表之編製係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
開財務報表表示意見。列入上開財務報表中，採權益法評價之長期股權投資九十九年度財務報表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計
師對上開財務報表所表示之意見中，其採權益法評價之長期股權投資及其投資收益，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認列。民國九十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長期股權投資餘額為5,116,354仟元，佔資產總額之0.75%，民國九十九年度所認列投資收益淨額為997,121仟元，
佔稅前淨利之 7.83%。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八年度之財務報表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並於民國九十九年四月二十日出具修正
式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其採權益法評價之長期股權投資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截至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該等依被投
資公司同期間依據其他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告按權益法評價認列之長期股權投資為 5,100,687 仟元，而其民國九十八年度損益表中所
認列之投資收益淨額為 852,278 仟元。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以合理確信財務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
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財務報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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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
之重大會計估計，暨評估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可對所表示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第一段所述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九年度財務
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中與財務會計準則相關之規定、一般公認
會計原則及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編製要點規定暨國營事業會計事務有關法令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經營成果與現金流量。

如財務報表附註三所述，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財務報表係以監察院審計部審定之金額為準，其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
月三十一日之帳冊，業經行政院主計處及監察院審計部審查完竣，並已照指示追補入帳應予調整之事項，重編該年度財務報表。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九年度財務報表重要會計科目明細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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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科目明細表在所有重大方面與第一段所述財務報表相關資訊一致。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賴　 冠　 仲　　　　　　　　　　會 計 師　 許　 晉　 銘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台財證六字第 0920123784 號　　　　　　　　台財證六字第 0930128050 號 　　　　　　 中華民國一○○年四月七日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華民國卅七年九月三日創立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卅七年九月廿九日奉資源委員會資臺三七人字第二八六二號代電核准修正
　　　中華民國四十年七月十九日奉資源委員會資臺四○人字第○三一八六號代電核准修正
　　　中華民國四十四年六月廿九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四十六年六月廿八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四十七年七月十六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六月廿四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七月十五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六月廿三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九月廿七日股東臨時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六月三十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六月廿四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十四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八月十五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八月二十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八月十九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八月十六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二月二十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二月廿三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三月一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二月廿四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二月廿六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九月廿七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九月廿六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八十年三月廿七日股東臨時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八十年九月廿五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九月三十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九月廿四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九月三十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九月廿七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九月廿五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九月廿六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九月三十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九月廿九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廿五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三月廿七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三十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月七日股東臨時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九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一月六日股東臨時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八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公司定名為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條　本公司營業項目如下：

一、C801081 食用酒精製造業。 八、F208031 醫療器材零售業。
二、A101011 種苗業。 九、G101061 汽車貨運業。
三、F401071 種苗輸出入業。 十、F212011 加油站業。
四、J904011 觀光遊樂業。 十一、D201021 加氣站業。
五、J901011 觀光旅館業。 十二、C113011 製酒業。
六、F208011 中藥零售業。 十三、F401171 酒類輸入業。
七、F208021 西藥零售業。 十四、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三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臺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辦事處及其他分支機構。
第四條　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辦理。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柒佰捌拾貳億捌仟捌佰壹拾玖萬貳仟伍佰柒拾元，分為柒拾捌億貳仟捌佰捌拾壹萬玖仟貳佰伍拾柒股，

每股金額為新台幣壹拾元，全額發行。
第六條　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本公司依法自己持有之股份，無表決權。
第七條　本公司董事會置董事十五人，由股東會依法選任之；並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之規定，於董事名額中，置獨立董事三人，

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董事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

第八條　本公司董事會依法互選一人為董事長，代表董事會處理經常會務，並召集董事會，會議時為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
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 O八條規定辦理。
董事會應至少每季召開一次，並於議事規範明定之。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召集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有緊急情事時，
得隨時召集之。

第九條　本公司董事會之職權依法令章程之規定及股東會之決議。
本公司董事會執行業務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以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條　本公司董事會開會時，董事因故不能出席，得出具委託書，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事代理之。
第十一條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
第十二條　本公司全體董事所持有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最低成數，依照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公司得置經理人，其委任及解任，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本公司每屆會計年度終了，董事會應編造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並提請股東會承認。
第十五條　本公司每年度決算後所得盈餘，先彌補以前年度虧損及提撥法定盈餘公積與特別盈餘公積，再發各股東股息。

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之報酬，由主管機關訂定待遇標準。
第十六條　本公司為應業務需要，得對外保証，其要點由股東會另定之。
第十七條　(刪除 )
第十八條　本章程未訂事項，悉依公司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三日，並於本公司依法登記核准之日起施行。

本章程於中華民國 一００年六月二十二日股東常會決議修正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第十一
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十八條及第十九條之規定。上述之修正規定，
除第七條之修正規定，自一０一年一月一日起施行，及第十一條、第十二條與第十五條之修正規定，自一０一年董事改選
完成時起施行外，其餘之修正規定，均自股東常會決議修正時施行。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選任程序
中華民國 95 年 6 月 9 日股東常會通過全文計 10 條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22 日股東常會通過修正全文 

第一條　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之選任，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程序辦理。
第二條　本公司董事依公司章程所定之名額，分別計算獨立董事、非獨立董事之選舉權，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分別依次

當選，如有二人以上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複記名累積選舉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股東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第四條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及選任應依「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規定辦理。
第五條　董事會應製備董事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數，分發出席股東會之股東。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印出席證號碼代之。
第六條　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監票員二名及計票員若干人，執行各項有關職務，但監票員應具有股東身分。投票箱由董事會製

備之，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監票員之職務如下：
一、投票開始前，當眾開驗票匭，並加封條。
二、監票秩序，監察投票有無疏略及違法情事。
三、投票完畢後，啟封取票，並檢查選舉票數目。
四、查驗選舉票有無廢票，即交計票員計算。
五、監察計票員並得覆算準確。
六、監察計票員紀錄各被選舉人所得票權數。

第七條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須在選舉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戶名及股東戶號；如非股東身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
姓名及身分證明文件編號。惟政府或法人股東為被選舉人時，選舉票之被選舉人戶名欄應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亦得填列
該政府或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代表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名。 

第八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未使用董事會製備之選舉票者。
二、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三、所填被選舉人人數超過規定之名額者。
四、選舉人所投之選舉權數總和超過其所持有之選舉權數總和者。
五、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者；所填被選舉人如非股東身分者，其姓名、身分證

明文件編號經核對不符者。
六、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或股東戶號（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及分配選舉權數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七、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股東相同而未填股東戶號或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可資識別者。
八、以空白之選舉票投入投票箱者。

第九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布董事當選名單。 
第十條  本程序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

本程序於中華民國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股東常會通過修正全文，並自中華民國一○一年董事改選時起施行。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100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股東　台啟
（投遞不成功，請勿退回寄件人）

印刷品

台糖公司99年度營業報告

本公司 99 年受全球景氣復甦影響，在出口及民間需求帶動下，國內各項經濟指標成長超越金融海嘯前水準，惟政府激勵措施退場
後，面臨原物料價格上漲及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早收清單大陸低價產品之競爭，整體經營環境處於高度競爭狀態，在本公司
董事會的督促、各級長官的領導及同仁共同努力下，99 年度營業收入 382.17 億元，稅前純益 127.32 億元，皆達成法定預算。

由於國內環境之變遷，農工產業之經營挑戰，日趨嚴峻；本公司擬以國際分工尋求新的契機，拓展海外市場，繼續本公司事業之
成長與發展。為讓企業順利轉型，本公司將賡續推動事業部之營運改造計畫，積極提升事業部經營價值與競爭力，期達成企業化經營
與盈餘之目標，俾事業能達到穩定獲利狀態。另配合國家經濟建設需求及政策，從事土地開發管理工作，有效規劃利用土地，提升土
地利用活化效能，以增加公司收益。

依行政院指示 98 年 7 月 1 日起已暫停南靖糖廠甘蔗製糖業務，目前僅保留 2 座製糖廠及 1 座精煉糖廠，並積極規劃再生能源產業
（如生質燃料乙醇、太陽能等）。未來除配合政府穩定物價及配合重要建設與造林提供用地外，將朝「健康及綠色產業」發展，以開創台
糖更多的商機及生機。

99 年度公司推動經營目標與重點工作報告如下：
一、發展以健康為導向之產品及服務：期「成為健康及綠色產業的標竿企業」，在開發產品堅持品質、專業製造及促進健康之原則，積

極取得產品及服務認證，建立台糖產品專業及優質品牌形象，使台糖產品深植於消費者心中，增加產品認同度。
二、提升員工貢獻度：透過組織合理化、提案獎賞、流程改造，強化人力運用及教育訓練等人力活化措施，發揮員工潛力，提升產值；

配合各單位業務需要賡續辦理組織調整。
三、土地利用活性化：依公司經營策略積極規劃土地利用，活化土地資源，創造資產價值，並配合政策提供重大建設用地，積極投入

造林綠化工作，累計至 99 年度止已完成造林面積共計 12,101.69 公頃；99 年度活化土地總計約 431.96 公頃。
四、加強企業化管理：重新檢討釐訂各部門發展目標與策略，貫徹利潤責任中心制度，勵行目標管理，結合激勵制度，定期追蹤管考

各事業之經營績效；並檢討組織及流程合理化、提升人力素質及組織效能，加強管理轉投資事業，適時檢討投資價值，建立有效
的內控制度、強化公司治理，以提高競爭力。

五、積極強化品牌優勢：推動品牌經理人制度，加強產品聚焦及實施品類管理，將台糖產品及服務融入健康、專業及品質的品牌特性
中，加強通路顧客關係管理，維繫良好供應價值鏈，提高台糖產品曝光機會，並與消費者進行品牌及產品價值溝通，提升顧客滿
意度及忠誠度，以增加產品營收。

六、加強事業部資源整合：定期召開行銷整合會議整合各單位新產品開發、產品管理、品牌策略、通路資源、行銷規劃及媒體廣宣計
畫，以發揮整體綜效，以求公司資源投入綜效最佳化。

七、定期檢討部門績效，淘汰獲利不佳產品：為讓各事業聚焦於核心產品及服務，定期檢討部門經營績效，淘汰不具競爭力之產品，
以期能澈底改善經營體質，並提升事業部整體經營績效。

八、加強研發能力，落實研究成果：以公司土地資源優勢，開創前瞻性再生能源、生物科技、有機農業、中草藥產業暨廢棄物資源化
等農企業經營模式與技術發展等研發能力外，並尋求與國內外學術研究機構合作，開發具競爭力之新產品，以提升本公司研發能
力及競爭力。
本公司 100 年度行政院核列預算營業收入 356.18 億元，稅前純益 37.64 億餘元。預期國內經濟景氣逐漸復甦，各項消費指標好轉，

台糖全體員工將全力以赴，期能達成 100 年度公司法定預算目標。
100 年將是充滿挑戰及機會的一年，台糖公司經營團隊將以追求卓越、持續改善理念，調整事業體質，讓事業能轉型成功。最後，

感謝股東長期的支持與信賴，在此謹致上最誠摯的謝意。

董事長 : 胡懋麟　　　　 總經理 : 魏　巍　　　　 會計主管 : 楊 旭 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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