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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個案選擇 

一、個案名稱：越台糖業聯盟個案分析 

#207  TAIWAN SUGAR CORP/I-MEI FOODS/KING CAR FOODS/FU-MAI     

      CO/THANH HOA SUGAR CO-JV-{TAIWAN SUGAR} 

 

二、選擇動機 

本組當初選擇越台糖聯盟個案分析的原因為：它是食品相關行業，對我們而

言比較不陌生，且生活處處皆有台糖聯盟相關產業的蹤影，對其投資公司也相較

不陌生，尤其本組先前分享的時事報告就有簡介義美食品公司，所以覺得做起來

應該比較得心應手，加上財訊、商周等財經雜誌對台糖企業長年來皆有相關報導

和研究，所以就選擇此個案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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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聯盟介紹及組成動機 

一、聯盟全名：越台糖業有限責任公司 

二、創立時間：1994年 10月 

三、設立地點：越南清化省橫跨五個縣市 

四、由台灣台糖、義美食品、金車公司與越南第一糖業總公司、清化糖業所共同

投資。 

 

資本總額為六千六百萬美元，而臺灣台糖持股四〇％，金車公司持股一七˙

五％，義美食品及其關係企業富美公司分別持有一〇％及七˙五％，越南政府則

持股二五％。越台糖公司董事長為兩年一任期，由台方的三大法人股東輪流派

任。 

 

於一九九七年完成的越台公司，建厰設計為每日壓六千公噸甘蔗，規劃的原

料面積達一六七三六公頃，年產精煉糖及高級粗糖達九至十萬噸，但在公司成立

的初期，一直無法達成規劃的目標，設備利用率僅達五〇至六三％，原料的供應

不足為越台糖公司的最大問題。但民國九十三年，國際糖價大漲，再加上越南國

内糖價有遠高於國際間行情，使得越台糖業在〇四年開始出現三二〇萬美元的盈

餘，也彌補了公司歷年來累計的虧損，終達損益平衡。 

 

越台糖業的成立動機，可被歸因於四大項： 

１．越南糖業發展的潛在市場大。越南國内的内銷市場很可觀，再加上越南

從事農業的人口達八〇％，勞動力充沛的前提下，發展糖厰有極大的獲利機會。 

２．越南的糖業需要被現代化。雖然越南本身也有產糖，但越南的甘蔗品種

來源參差不齊，有來自臺灣二十多年前的舊品種，也有大陸品種，而這些的單位

產能僅達臺灣的一半；再者，多數糖厰為手工運作，在人力資源上的效率較低，

無法滿足越南境内的糖需求。 

３．越南政府提供給國外投資方低廉的勞動成本以及高度的可利用性。在臺

灣產糖所需的人力成本遠高於越南的勞動成本，投資方選擇成本較低廉的人力來

源，同時也能滿足臺灣境内糖需求量的不足。 

４．越南政府同時也在尋找投資方進駐越南市場。有了國外在越南内的投資，

同時不僅滿足越南内銷需求，也為越南創造許多就業機會，更甚提升農民的薪水，

在台糖採取高效率、高工資的精兵政策之下，薪水平均高出一至兩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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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台灣投資方介紹 

一、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Taiwan Sugar Corporation 

於民國３５年５月１日創立，將原本屬於日人經營的大日本、臺灣、明治及

鹽水港四製糖會社合併，成立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屬於國營事業為經濟部所

屬。 

蔗糖為臺灣的特產，早已於十七世紀時外銷國外。鼎盛時期曾佔全外匯收入

高達百分之七十四。而近幾年，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積極拓展多角化經營，以

達成企業的永續發展，並朝著健康產業發展的模式，所跨足的業務類別包含：砂

糖、量販、生物科技、精致農業、蓄殖、油品、休閒游憩及商品行銷事業部。砂

糖生産事業及銷售業務曾經為臺灣糖業有限公司的主要業務範疇。 

二、義美食品公司─I-Mei Foods Company 

高騰蛟(義美食品董事長兼越台糖業董事長)的父親高番王在民國２３年初

創立義美商店（為義美食品的前身），而後由高騰蛟先生與其祖母、姑姑及叔叔

們接手經營，長達七十三年之久，高騰蛟先生可謂義美食品的精神人物。竭盡一

生、奉獻腦力、體力、全心奉獻義美品牌，奠定企業永續經營的基礎，持續為臺

灣消費者提供延續的服務。 

秉持著２個理念和５個原則經營義美食品。「作餅是老實人的行業、是良心

企業。」以及「勤儉是家本、國本，更是環保的根本。」為經營的兩大理念。而

五個原則是：注重原料的來源、原料價格、客戶名單，以了解客戶都與誰打交道、

擁有實驗室的檢驗能力以及交貨時用心收驗。正因爲這樣的經營方針，堅持品質

更重於利潤的理念，以最好的產品回饋於社會，而使得義美能夠在食物安全風波

中，逃過一劫。 

三、金車關係事業─King Car Foods Industries 

金車關係事業董事長為李添財先生，旗下子公司包含：伯朗咖啡（１９９８）、

金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１９８８）、金車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７９）、財團法人

金車文教基金會（１９８９）以及志成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５６）。 

金車企業以多角化的模式經營，在食品界、生物科技、甚至也有自己的物流

業配送產品，在追求卓越與堅持創新的理念下，使得專業體系組織化發展，並以

消費者為尊的宗旨，堅持生産最好的產品，以提升臺灣國人無論在居住環境、食

品飲用上的品質保證。除此之外，以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精神，成立基金

會，同時達到休閒教育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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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聯盟的管理機制  

一、越台糖公司策略聯盟管理機制 

（一）、事前： 

1. 能力篩選 

  越台糖公司事先評估廠商的財務狀況是否健全、市場上的信用與實際經驗。 

2. 動機的篩選 

   以廠商的財務報表來衡量其經營模式是否與台糖公司不衝突，並經由業界資  

    訊來了解廠商背景，看其經營理念是否與越台糖一致，以找到有永續經營之 

    規畫的廠商。 

3. 抵押 

  在與其他廠商合作前，通常會要求廠商投入違約保證金與連帶保證人，不但 

    可以降低其與策略聯盟廠商合作的風險，也能衡量其對越台糖公司的配合

度。 

 

（二）、事後： 

1. 監督 

  在策略聯盟過程中，越台糖公司可以藉由人員監督來減少合作廠商自利的行  

    為以及產品品質的控管，同時也要求聯盟夥伴定期提供報表以分析狀況。 

2. 產出管理 

  設定具體的標準來衡量其績效，如保證營業額等。 

 

 

二、針對越台糖各事業部之管理機制分析 

一、產品開發事業： 

（一）事前： 

1. 能力篩選 

    評估廠商各方面能力，包括製造、設備、經營、財務。 

2. 動機的篩選 

    首先，評估廠商合作意願，接著是其商譽、風評與經營者形象，知名度也 

 是考慮的要點之一。 

3. 抵押 

   在策略聯盟中，若其聯盟夥伴知名度較差且有投機動作（例：利用台糖公 

      司申請ＧＮＰ標準認證）出現，就會要求其廠商投入保證金跟擔保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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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低合作風險。 

 

（二）事後： 

1. 監督 

   以人員監督合作夥伴，確實做到盤點包材數量來減少廠商的投機行為，同  

     時加強品質監控。 

 

2. 產出管理 

   設定具體標準來衡量聯盟夥伴的績效，如委託外製方面，以廠商的產出品 

     質作為績效考量。 

 

二、營建開發事業 

（一）事前： 

1. 能力篩選 

  越台糖對夥伴聯盟的審查包括財務能力、資本額、經營能力，近年來的實際

經驗等等；此外，技術的審查也非常的重要，包括經營計劃書、銷售能力、產品

定位和資金調度。 

2. 動機的篩選 

  透過市場資訊，藉由聯盟夥伴的企業形象、知名度、實務經驗以評估聯盟夥

伴的動機。 

3. 抵押 

  越台糖公司會事先要求聯盟夥伴投入保證金，以降低聯盟夥伴投機的風險。 

（二）事後： 

1. 監督 

  在自建部分，公司會派員監督聯盟夥伴的工程品質；至於合建部分，由於建

設公司需負責興建與銷售，所以越台糖公司毋須派員監督，但需要定期向越台糖

報告。 

2. 產出管理 

  以聯盟夥伴的施工品質、銷售數量與完工期限等來衡量績效。 

  

三、物流事業 

（一）事前： 

1. 能力篩選 

  聯盟夥伴需具備統合能力，包括興建、營運與招商的能力。 

2. 動機的篩選 

  越台糖公司的評估重點為實際的營運經驗與商譽。 

3. 抵押 

  要求聯盟夥伴付出履約保證金，以降低產生損失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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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後： 

1. 監督 

  越台糖公司委託顧問公司來監督聯盟夥伴，要求顧問公司定期向越台糖提出 

    報告。 

2. 產出管理 

  設定具體的目標以衡量聯盟夥伴的績效，例如：完工期限。 

 

三、多角化策略聯盟管理機制的互動 

  越台糖公司在從事策略聯盟時，對聯盟夥伴所採取的管理機制並非是單一的，

而是交互使用使得管理機制有互補效果。越台糖公司基於績效與風險的考量，均

採用多種管理機制，以物流和生物科技產業為例，著重的部分為事前管理機制，

但由於這些事業體所投入的技術、人力、時間和成本相當高，使得事後管理機制

也變得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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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聯盟創造之潛在利益 

一、進入新市場  

越台糖為台糖第一個海外糖廠，也是越南首次核准國外設廠，在越南蔗糖生

產與其他國家相比較為落後，蔗農種植技術水平不高，單位產能只有台灣的一半；

且許多蔗糖加工廠設備陳舊，多數廠商以手工運作，加工效率低，無法滿足越南

國內的需求，可見其糖業的潛在市場很大，此外越南有充足的勞動力且廉價的勞

動成本，因此越台糖選擇進入越南市場，從台灣引進甘蔗苗、自動化機器設備，

提高設備利用率，以內銷越南為主並且與當地糖業聯盟，更有利快速進入新市

場。 

二、提升產能、降低成本 

企業要發展壯大，需要有能力獲得源源不斷的資源作為後盾，通過聯盟企業

可以根據自身需要，選擇擁有自己所需資源的企業作為自己的合作伙伴，因而更

容易實現資源獲取，越台糖的蔗田面積約一萬五千至一萬八千公頃橫跨越南清化

省五個縣市，建廠設計粗糖廠每天六千噸的榨蔗量，年產精煉糖與高級粗糖九萬

至十萬噸，比起台灣有更多的蔗田面積，每天的榨蔗量比台糖最大的屏東總廠多

出近兩倍，初期以內銷越南國內市場為主，提高產能利用率後，可回銷臺灣供加

工精煉糖，解決台灣原料不足的問題。 

三、分散風險 

越台糖業有限責任公司由台糖、義美、金車以及越南第一糖業、清化糖業公

司合資設立，合作各方持有一定數量的股份，使各方關係更加緊密，隨著技術日

漸複雜化，新技術的研究與開發，往往需要很大的投入以及較高的成本代價，透

過策略聯盟共同承擔風險與成本，必免單一企業研發的盲目性及孤軍作戰引起的

資源浪費。 

四、提升產業競爭力 

企業競爭力具有價值性、稀有性、難以模仿、不可替代等特點，經由企業策

略聯盟，可以使企業價值鏈之間合作相互影響，共同擬訂長期的策略，擴大企業

規模，同時各企業也提供差異化的服務，交換互補性資源，建構起相對於競爭對

手的競爭優勢，如台糖提供專業人才、優越的製糖技術，義美專於食品加工，通

過聯盟方式在技術領域進行分工協作，強化了各自擁有的核心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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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促進研究和開發 

企業因透過策略聯盟能共同承擔研發的風險，提高研究和開發的可能性，企

業間相互學習，技術優勢互補，且經由策略聯盟才能承擔巨額的研發費用，此外

對越南而言，此方式能快速獲得新的製糖技術，如自動化機器設備，以此方法與

技術先進的公司合作，然後透過學習吸收，對於開發中國家提升自身水平是很重

要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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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針對聯盟及其夥伴的策略建議 

因聯盟不斷擴展多角化事業，所以越台糖有限責任公司與聯盟夥伴間的管理機制

越來越重要。本組將研究結果以及對越台糖有限責任公司聯盟及夥伴的策略建議

歸納如下： 

 

一、從資源依賴的角度觀察，當策略聯盟夥伴較依賴越台糖公司優勢資源時， 

越台糖公司只要掌握優勢資源，即可獲取聯盟夥伴的資源，並減少自行投入

的成本與風險；成本低廉〈包含人力、物力及土地〉及內銷市場大為越台糖

公司的競爭優勢，由於企業資源有限，外界廠商無不視越台糖公司的低成本

優勢為重要資源，故越台糖在從事土地開發、物流事業時，可利用其低成本

優勢在聯盟夥伴中取得較佳的優勢。 

 

二、生物科技為台糖公司未來多角化的重點事業，而發展生物科技所須投入的技

術、資金、人力與時間均非常高，且由於投資金額高、風險大，且投入的成

本並不一定能帶來良好的研發成果，台糖公司未來在發展生物科技時，可採

合資方式，透過合資使台糖公司取得股權，台糖公司可從聯盟夥伴中獲取技

術發展能力，也可以減少台糖公司自行投入的成本與風險，並由聯盟夥伴中

快速取得新技術以維持台糖公司的競爭優勢。 

 

三、在產品開發與畜殖專案方面，由於經銷商與聯盟公司間存在目標衝突，聯盟

公司可利用產出管理，以經鎖商的銷售量達一定之比例時，以折扣或佣金做

為獎勵，使得經銷商產生誘因，努力銷售越台糖產品。 

  

四、由於聯盟夥伴的關係並非長久穩定。聯盟夥伴的投機行為增加了許多成本。

為維持與聯盟夥伴間的長期穩定合作關係，越台糖公司可建立一套適當的文

化，以動機篩選尋求目標或文化一致的合作對象，使雙方合作關係穩定長久，

產生互信、互賴，如此可減少台糖公司其他管理機制的使用，進而降低管理

聯盟夥伴的成本。 

  

五、從管理機制方面，先前新聞報導義美與台糖關係急凍，因義美聲稱進口砂糖

比台糖更具競爭力，打算扮演進口糖商挑戰台糖。加上兩者合資的越南糖廠

日前傳出意見不合，雙方關係陷入冰點。因此我們認為，未來公司多角化事

業單位在從事策略聯盟時，應朝事前管理機制的運用為優先考量，若能嚴格

篩選聯盟夥伴且要求聯盟夥伴提供保證〈例如：要求聯盟夥伴付出履約保證

金，以降低產生損失的風險。〉藉此降低聯盟夥伴的投機行為，就可減少事

後管理機制的使用，並提高策略聯盟的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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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由於現今越南當地有原物料供給過剩問題，導因於 WTO開放政策、東協關稅

互惠(ASEAN)、走私嚴重，導致糖價大幅下跌，政府也無相關保護政策，使

越南糖廠面臨更多困難。本組建議應加強出口糖品至鄰國或是中國大陸，解

決庫存量過剩之問題，也需與東盟經濟共同體(ACE)商討因應對策以解決糖

價低迷問題。 

 

七、土地政策方面，應加速越南當地土地開發業務，越南正處經濟起飛時期，未

來地價將持續上漲，可以藉此為聯盟帶來投資獲利。 

 

八、農業技術方面，越台糖有限責任公司應研發蔗糖相關高利潤副產品，越南現

有人力都是低薪的技術員，無高階研發人才，應思考進用越南大學碩士，培

養核心技能，更能為聯盟帶來差異化及穩定獲利。 

 

九、在環保議題方面，由於聯盟的聲譽是相互影響的，越南雖為開發中國家，但    

近幾年經濟起飛，政府方面也越來越強調環保意識，並開始重罰造成環境汙

染的企業，甚至不改善就會遭勒令停工的處分，越台糖聯盟應加強環境護，

以保持聯盟的良好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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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個案製作心得分享  

如同報告一開始提及個案選擇原因，本組當初認為台糖及其聯盟夥伴是食品

相關行業，對我們而言比較不陌生，所以覺得做起來應該比較得心應手，但實際

在蒐集相關資料時，發現一些問題。例如，越台糖業的資料少之又少，SDC系統

提供的資料，大多是新聞媒體上曾被提及的聯盟資訊，而我們所蒐集的越台糖業

的資訊也多為相關新聞，又近幾年的新資訊則較少，我們只能透過蒐集國際新聞、

越南蔗糖產業協會公布資訊和 Thanh Hoa Online News的網站篩選可用資訊，當

然全部都是英文，有些網站還是越南文，因此增加分析上的一些難度，不過也是

訓練自己的機會。國內論文文獻則是以台糖公司多角化分析為主，比較少有介紹

越台糖業與台糖相關資料，所以我們透過國家圖書館館藏期刊資料去調閱財經雜

誌像是財訊、商周、天下等以獲取輔助的相關資訊。 

 

經過多次的開會討論、縝密的分工後，報告進度開始漸入佳境，並且在查詢

資料上也加更得心應手。以調閱相關論文來說，一開始真的毫無頭緒，只能慢慢

的摸索複雜又不容易上手的國家圖書館檢索系統，但在國家圖書館來回幾次之後，

也就開始熟悉了，其實這也是以後工作很重要的一項技能，除了能學習如何在海

量資料裡把有用的資訊精簡化、蒐集、並加以分析做出報告外，同時也能提升我

們解決問題的能力，畢竟，無論以後從事什麼工作，解決問題的能力都是不可或

缺的。 

 

經過此案例的報告之後，可以發現到課堂上老師所講授的那些知識，其實在

生活中是處處可見，企業多角化經營的情形越來越普遍，在企業資源有限的情況

下，可以透過策略聯盟使資源更有效率的運用，像在日常生活中，不論是食、衣、

住、行、育樂，都很常看到台糖及其相關聯盟的影子，像是台糖量販店、台糖長

榮酒店、伯朗咖啡(金車)、義美食品、橋頭糖廠觀光等等。因為台糖有諸多的聯

盟夥伴，因此策略聯盟必須要有完善的管理機制，才能發揮綜效，然而，在研究

這個案例同時也發現到，管理機制必須根據不同的廠商與合作對象來做調整，才

能發揮到管理的作用。 

 

謝謝老師大四最後一學期除了給與我們很多分析個案及製作簡報的機會、相

互比較個案觀點的練習之外，也針對時事做了一些探討，不僅從自己查找資料中

學習到更多關於時事的詳細內容，另外也在課堂中聽其他同學們的報告，對於一

些可能被自己忽略的新聞有更多的認識與吸收。我們覺得這種教學方式很靈活、

很活潑、有參與感，更重要的是以後實務上也會用到相關技能。老師還提供了很

多哈佛商業周刊上精選出來的文章，列為清單供大家閱讀，我們因此也學到了更

多關於策略擬定，以及知名企業策略管理的相關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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