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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文編號：1060001000
議案編號：1060306071003500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887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4月26日印發

政府提案第 15350 號之 1941

案由：經濟部函，為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
檢送「台糖公司 99 年度至 103 年度研究計畫預算編列及執行
之檢討」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經濟部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2 月 20 日
發文字號：經營字第 10602601840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有關大院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決議請台糖公司就「台糖公司 99 年度
至 103 年度研究計畫預算編列及執行之檢討」提出書面報告一案，業已備妥如附件，請察
照。
說明：
一、依據大院 105 年 12 月 30 日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17 次會議通過之「中華民國 105 年度中央政
府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案審查總報告（修正本）」辦理。
二、台糖公司決議事項第 5 項決議全文如下：「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105 年度『研究發展費
用』編列 2 億 2,227 萬 7,000 元，依審計部查核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103 年度財務收支及
決算審核通知事項列明，台糖研究所自 99 年度至 103 年度預算編列之『台糖土地活化及休
閒事業經營可行性研究』等 6 項計畫計 7,073 萬元，歷年皆未執行，顯示該公司未覈實編列
預算。爰此，向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三、檢奉「台糖公司 99 年度至 103 年度研究計畫預算編列及執行之檢討」書面報告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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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立法院、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副本：經濟部會計處、經濟部國會聯絡組、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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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糖公司 99 年度至 103 年度研究計畫預算編列及執行之檢討
壹、案由
依據大院 105 年 12 月 30 日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17 次會議通過之中華民國 105 年度中央政
府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案審查總報告第 5 項決議：「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
司 105 年度『研究發展費用』編列 2 億 2,227 萬 7,000 元，依審計部查核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
司 103 年度財務收支及決算審核通知事項列明，台糖研究所自 99 年度至 103 年度預算編列之
『台糖土地活化及休閒事業經營可行性研究』等 6 項計畫計 7,073 萬元，歷年皆未執行，顯示
該公司未覈實編列預算。爰此，向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台糖公司謹遵照大院
決議，提出本報告。
貳、前言
台糖公司歷年編列「台糖土地活化及休閒事業經營可行性研究」、「企業經營之研究」
、「消費者與市場行銷之研究」等 3 項計畫，乃為因應年度預算擬訂時（執行前 2 年）尚未
有明確子項，但考量在預算執行年度為因應市場趨勢及產業變化、新頒法規或配合當年度政
府主要推動政策等需求，須即時進行研究，故先就大研究方向編列預算，編列之預算確有執
行，並非連年匡列研究發展預算，且其他研究計畫已有明確依項目編列預算經費，故並無排
擠其他研究計畫經費之疑慮。
另「藥食同源中草藥生產技術開發」、「甘蔗新品種開發研究」、「調節血壓功能之健
康食品功能性試驗之研究」等 3 項計畫因執行年度計畫名稱依實際執行細項研究命名，僅與
原編列預算計畫名稱稍有微調，編列之預算確有執行。
台糖公司歷年研究預算案執行之表達方式未盡完善，致審查過程易生誤解，未來將更明
確將預算案與實際執行計畫清楚連結，並定期追蹤計畫執行情形，以更符合預算編製之精神
。
參、台糖公司 99 年度至 103 年度「台糖土地活化及休閒事業經營可行性研究」等 6 項計畫預算編
列情形及執行狀況
茲將 6 項研究計畫歷年實際執行數彙整如下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

研究計畫

計畫

計畫期程編

歷年實際

次

名稱

期程

列之預算數

執行數合計

1

台糖土地活化及

15,500

18,569
（註 1）

99-103

休閒事業經營可
行性研究

執行細項計畫名稱
「池上牧野渡假村投資規劃研
究」、「台北市騰雲大樓改裝
旅館可行性分析研究」、「台
灣糖業公司水庫集水區保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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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計畫」、「溪湖廠區南側多
功能活動區開發利用計畫」、
「原台中大型購物中心專用區
區段徵收領回商業區土地未來
定位評估」、「苗栗市南苗台
糖土地開發規劃暨變更研究案
」、「屏東廠區及周邊土地都
市計畫變更案」、「溪湖糖廠
廠區開發利用計畫」、「台中
市陳平段 782-4 等地號商業設
施開發研究」、「商業大樓物
業管理制度規劃研究」、「尖
山埤水庫第 4 次安全評估」、
「台北市萬華區華江段 3 小段
639 等 3 筆土地利用研究計畫
」、「原台中大型購物中心專
用區區段徵收領回商業區土地
（B 區）規劃為商辦大樓（企
業總部）之可行性研究」、「
南投縣埔里鎮福興段土地區段
徵收估價與領回抵價地比例評
估研究案」、「彰化縣彰化市
西勢子段過溝子小段 96 地號等
57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
權利變換計畫案台糖公司土地
估價與評估研究案」、「委託
撰寫原台東糖廠廠區之土地及
歷史建築管理暨消防安全之因
應計畫」及「委託撰寫原台東
糖廠廠區之歷史建築及其土地
活化再生利用之招商、經營及
管理計畫」、「尖山埤水庫第
4 次安全評估委託技術服務計
畫」、「尖山埤江南渡假村二
期會館開發規劃可行性研究」
、「台糖公司台糖長榮酒店第
二期開發可行性研究」、「東
石農場事業性海堤安全評析委
託技術服務」（因執行金額超
過本項計畫預算，部分預算另
以「企業經營」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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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業經營之研究

100-103

21,000
（註 1）

19,400

「台糖環境管理會計制度規劃
及建制」、「台糖公司環境會
計制度物質流分析及環境效益
建制計畫」、「烏樹林休閒園
區投資規劃研究」、「尖山埤
江南渡假村林相景觀規劃研究
」、「台糖公司 2011 與 2012
年永續發展報告書之編製」、
「嘉義縣大林畜殖場遷建新場
環境影響評估暨水土保持計畫
」、「旗山糖廠廠區空間再利
用計畫」、「高雄市小港區機
12 用地（少康營區）都市計畫
變更可行性研究」、「糖業博
物館─糖福印刷所設備淵源調
查研究與展陳計畫」、「台糖
公司經營毛豆外銷產業之可行
性研究」、「經濟部所屬事業
績效獎金制度改善方案」、「
經濟部所屬事業員工薪資待遇
制度改善方案」、「牛埔子農
場開發可行性研究計畫」、「
東石農場海堤安全評估委託技
術服務」、「北港廠區整體規
劃暨與雲林縣政府合作開發設
置微型園區模式評估」、「台
糖公司大響營畜殖場設置生質
綠能沼氣中心投資可行性研究
」、「台糖公司土地管理及民
營化之策略分析」、「台糖肉
品品牌定位市場調查」、「善
化糖廠 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
系統建置及驗證」、「東石農
場事業性海堤安全評析委託技
術服務」、「台糖公司 2015 及
2016 年永續報告書編製及查證
」

3

消費者與市場行
銷之研究

100-103

15,000
（註 1）

10,606

「冰糖市場消費狀況調查」、
「新北市新莊區小型量販店委
託商圈調查」、「彰化縣彰化
市、南投縣埔里鎮地區超級市
場委託商圈調查委辦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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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糖學苑經營、行銷策
略與未來發展計畫」、「台糖
景觀植栽生產銷售與管理計畫
」、「經濟部所屬事業 100 年
度顧客滿意度調查委託辦理」
、「台糖公司文化創意商品研
究試驗」、「經濟部所屬事業
101 年度顧客滿意度調查委託
辦理」、「高雄市楠梓區加昌
路加昌段 1025 及 1026 地號土
地設置健康超市開發可行性研
究」、「台糖量販店網路行銷
活動分析研究」、「台糖量販
行動智慧結合科技行銷運用之
研究」、「台糖冷凍水餃市場
調查與行銷策略規劃」「國內
外有機香草應用與市場趨勢調
查」、「台灣美粧保養品市場
調查與台糖美粧保養品行銷策
略規劃」、「台灣錠劑膠囊類
保健食品市場調查與台糖錠劑
膠囊類保健食品行銷策略規劃
」、「台糖品牌定位研究調查
」、「嬉遊糖廠 APP 暨台糖臉
書社群網設置計畫」、「經濟
部所屬事業 102 年度顧客滿意
度調查委託辦理」、「蜆精市
場調查與行銷策略規劃」、「
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委託辦
理經濟部所屬事業 103 年度顧
客滿意度調查」
4

藥食同源中草藥

100-103

4,500

生產技術開發

6,501
（註 1）

「藥食同源中草藥生產技術開
發─薑、金銀花種苗生產與試
種評估」、「藥食同源中草藥
GAP 生產技術開發」、「薄荷
及桔梗藥材生產技術建立與應
用」

5

甘蔗新品種開發

101-103

5,030

研究
6

調節血壓功能之

101-103

5,700

健康食品功能性

5,938
（註 1）

「甘蔗育種─新品種雜交育苗

2,702

「輔助調節血壓功能性評估動

之研究」（101-103）
物試驗」、「輔助調節血壓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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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之研究

品第二類安全性評估試驗」、
「輔助調節血壓產品第二類安
全性評估補充試驗」

合計

66,730

63,716

（註 1）：計畫期程中相關計畫歷年實際執行數合計超出原編列預算者。
肆、結語
台糖公司經營項目涵蓋砂糖、沙拉油、生物科技產品、精緻農業、畜殖、休閒遊憩、資
產管理、土地開發、農場經營、有機事業及商品行銷等業務，研究發展對於公司永續經營與
發展甚為重要。為使公司營運不受影響，敬請大院支持台糖公司研究發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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