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145卷4期．108/10/10

台糖養豬大升級
畜產＋綠能薈萃東海豐

畜產3.0！東海豐農業循環園區新創落成

◆落腳東海豐◆

文│畜殖事業部 傅俊霖

傳統養豬畜舍，養豬異味較容易飄散於空氣之中

東海豐畜殖場建立於民國46年3月，屬當地大型之養豬場

　台糖公司開創國內企業化養豬之先驅，自

民國41年創設以來，迄今已有60餘年的歷史，

為國內建立了現代化企業養豬經營模式，並

擁有種原育種、飼養管理及肉品加工等專屬

優勢之技術。

　其中東海豐畜殖場自民國46年起建立於屏

東縣北方的長治鄉，東連內埔鄉、南接麟洛

東海豐農業循環園區已邁入試營運，象徵台糖的畜產

及循環經濟又向前一大步，以規模來論，單一畜殖場

近7億元造價，堪稱台糖近期之最，本期就計畫緣由

、轉型契機以及辦理過程中的點滴作一系列報導，也

為台糖未來循環經濟的實踐歷程，寫下願景與期待。

畜產3.0！
東海豐園區新創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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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西鄰屏東市區、北與鹽埔鄉境之平坦地

相連。該場位於屏東平原中部，場周圍有農

田、林地且鄰近農業科技園區，除為周圍居

民帶來工作機會外，亦為國內養豬市場年產

兩萬多頭肉豬上市，進而促進國內畜牧業的

蓬勃發展及產業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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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價7億元 東海豐大蛻變
畜產亮點 循環經濟

文 / 圖│再生能源小組　簡靖惠

　唯民國86年口蹄疫爆發，豬肉禁止出口後，

台糖公司秉持著不與民爭利及尋求產業出路之

目的，力拼第一次轉型，逐漸減少飼養規模並

積極提升肉品品質，以質量代替數量，陸續推

出高質量品牌肉品，引領國內市場走向高品質

高經濟效益之經營模式。

　近年來由於環保意識逐漸抬頭，舊有高污染

型養豬場已逐漸不適合於當下環境，於此情況

下台糖公司積極進行第二次轉型，以循環經濟

模式概念規劃新式「農業循環豬場」，以東海

豐畜殖場為首座循環經濟教育園區，用水量較

傳統畜舍減少80%以上，每年綠能發電可達

東海豐沼氣中心施工空照圖

2018年2月8日於東海豐畜殖場舉辦動土典禮

東海豐轉型成為農業循環園區後，仍保留舊豬舍建築供參觀

380萬度，減碳量達到每年2,000公噸，期能帶

動民間養豬產業由高污染傳統產業蛻變為低污

染甚至無污染之循環經濟模式，以達零污染、

零廢棄、零排放之循環經濟目標。

　對於一個工程人員而言，每個經手的工程

案都是從無到有、從荒蕪到繁盛，「東海豐

負壓水簾及綠能設計豬場工程」亦是如此。

將舊式畜舍歸零到新式畜舍平地起，雖然只

有短短的9個月，但是畜牧者夢想中的現代畜

舍已然成型。屆時，台糖公司畜殖事業部將

接續下一棒，帶領著臺灣畜殖業興盛的夢想

高飛。

　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基地原為台糖公司

海豐農場、太源農場，設立其中的東海豐畜

殖場，早年為提供農場灌溉蔗田。隨著時代

變遷及民眾環保意識的覺醒，在屏東農業生

物科技園區廠商進駐後，畜殖場成為鄰避設

施。考量社會生態的和諧，在農委會、國營

會主政者支持及透過行政院會決議，台糖全

面加速推動畜殖場現代化，成為民間業者推

動典範，以帶動民間養豬產業蛻變轉型，並

透過相關積極作為，改善長期投資環境，以

提高民間投資意願，並擴大國營及泛公營事

業的投資等，期帶動整體經濟發展。台糖配

合上述政府政策並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固

定資產投資專案計畫編審要點」規定，研提

畜產3.0！東海豐農業循環園區新創落成

◆落腳東海豐◆

畜產3.0！東海豐農業循環園區新創落成

◆巨人動起來◆

傳 統 養 豬 東 海 豐 綠 能 豬 舍

無 畜舍屋頂太陽能 150萬度/年

開放式 畜舍型態 密閉負壓水簾

等同舍外溫度 畜舍溫度 24-28℃

30公升 用水量(頭/日/天) 5 公升 (減少80%以上)

自場豬糞尿 沼氣中心 處理場內及協助處理周邊農廢

無 沼氣發電 230萬度/年

委託清運 有機質肥料 2,000公噸/年，自行再利用

人工 管理模式 IoT-自動化管理

抽地下水 水資源管理 雨水、廢水回收，減抽地下水

無 減碳量 2,000公噸/年

無 環境教育 配合推廣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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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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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研究報告，並依專案計畫預算審查程

序於105年11月2日陳報經濟部審查，並於106

年1月10日奉經濟部函復原則同意辦理。

改善舊豬舍異味及用水問題

傳統式的豬舍以磚造為主，以台度及圍欄區

隔，形成開放式豬舍，通風良好但卻有易使

養豬異味飄散之缺點，且臺灣地處亞熱帶，

氣候炎熱，為降低豬糞尿落地發酵產生異味

，並維持畜養環境舒適，須經常沖水清洗畜

舍與降溫，造成用水量大，為有效利用，早

年台糖公司的蔗田之肥分及水分來源，即以

豬舍沖洗出之豬糞尿水施灌補充。

新式畜舍綠能環保

　現代化畜舍以抑制養豬異味飄散、水資源

有效利用及節能、創能為目標。「東海豐負

壓水簾及綠能設計豬場工程」全場區主體建

築以鋼筋混凝土構造，採用最新的建築技術

規則及耐震設計規範，整體設計年限超過20

年。場區核心建築物是10棟新式畜舍，畜舍

的RC牆版及頂版夾層增加PS隔熱板以降低建

築物熱度。有別於傳統開放式，畜舍內空調

採用水簾與風扇，終年維持畜舍的溫溼度。

畜舍垂直空間採用預鑄混凝土高床及刮糞系

統收集豬糞尿，除了是節水考量之外，亦能

有效降低異味，透過集糞槽及污水處理系統

，將豬糞尿與農業剩餘物混拌分離成沼氣及

沼渣，沼氣提供綠能發電、沼渣的肥分有利

農作物生長。為配合政府的綠電政策，台糖

公司充分利用畜舍屋頂架設太陽能板，透過

與台電饋線併聯躉售。

　為使社會大眾近距離瞭解畜殖產業，場區

建立展示中心、畜舍參觀廊道，結合當地志

工資源建立導覽解說人員制度，藉助特定專

業的知識傳播活動，增加參訪者的知識及改

變思維。場區內亦保留部份以台糖五分車舊

鐵軌拆建之傳統畜舍作為參訪的活動之一，

除感念前人的貢獻，亦能對照現代畜舍的創

新。

　興建過程中，工程團隊必歷經的磨合與敵

氣同愾，在這個工程也沒有少過，磨合的過

程有激動也有衝擊，走過的歷程既辛苦也有

甘甜。目前工程即將進入整體試運轉階段，

也是營建工程最後的一哩路，在此感謝團隊

的每一位工程人員，PCM傑明公司、監造萬銘

公司、統包商山林水公司及其協力廠商，在

「東海豐負壓水簾及綠能設計豬場工程」興

建工程貢獻的歲月與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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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軌拆建之傳統畜舍作為參訪的活動之一，

除感念前人的貢獻，亦能對照現代畜舍的創

新。

　興建過程中，工程團隊必歷經的磨合與敵

氣同愾，在這個工程也沒有少過，磨合的過

程有激動也有衝擊，走過的歷程既辛苦也有

甘甜。目前工程即將進入整體試運轉階段，

也是營建工程最後的一哩路，在此感謝團隊

的每一位工程人員，PCM傑明公司、監造萬銘

公司、統包商山林水公司及其協力廠商，在

「東海豐負壓水簾及綠能設計豬場工程」興

建工程貢獻的歲月與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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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一個工程人員而言，每個經手的工程

案都是從無到有、從荒蕪到繁盛，「東海豐

負壓水簾及綠能設計豬場工程」亦是如此。

將舊式畜舍歸零到新式畜舍平地起，雖然只

有短短的9個月，但是畜牧者夢想中的現代畜

舍已然成型。屆時，台糖公司畜殖事業部將

接續下一棒，帶領著臺灣畜殖業興盛的夢想

高飛。

　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基地原為台糖公司

海豐農場、太源農場，設立其中的東海豐畜

殖場，早年為提供農場灌溉蔗田。隨著時代

變遷及民眾環保意識的覺醒，在屏東農業生

物科技園區廠商進駐後，畜殖場成為鄰避設

施。考量社會生態的和諧，在農委會、國營

會主政者支持及透過行政院會決議，台糖全

面加速推動畜殖場現代化，成為民間業者推

動典範，以帶動民間養豬產業蛻變轉型，並

透過相關積極作為，改善長期投資環境，以

提高民間投資意願，並擴大國營及泛公營事

業的投資等，期帶動整體經濟發展。台糖配

合上述政府政策並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固

定資產投資專案計畫編審要點」規定，研提

可行性研究報告，並依專案計畫預算審查程

序於105年11月2日陳報經濟部審查，並於106

年1月10日奉經濟部函復原則同意辦理。

改善舊豬舍異味及用水問題

　傳統式的豬舍以磚造為主，以台度及圍欄

區隔，形成開放式豬舍，通風良好但卻有易

使養豬異味飄散之缺點，且臺灣地處亞熱帶

，氣候炎熱，為降低豬糞尿落地發酵產生異

味，並維持畜養環境舒適，須經常沖水清洗

畜舍與降溫，造成用水量大，為有效利用，

早年台糖公司的蔗田之肥分及水分來源，即

以豬舍沖洗出之豬糞尿水施灌補充。

新式畜舍綠能環保

　現代化畜舍以抑制養豬異味飄散、水資源

有效利用及節能、創能為目標。「東海豐負

壓水簾及綠能設計豬場工程」全場區主體建

築以鋼筋混凝土構造，採用最新的建築技術

規則及耐震設計規範，整體設計年限超過20

年。場區核心建築物是10棟新式畜舍，畜舍

的RC牆版及頂版夾層增加PS隔熱板以降低建

築物熱度。有別於傳統開放式，畜舍內空調

採用水簾與風扇，終年維持畜舍的溫溼度。

畜舍垂直空間採用預鑄混凝土高床及刮糞系

統收集豬糞尿，除了是節水考量之外，亦能

有效降低異味，透過集糞槽及污水處理系統

，將豬糞尿與農業剩餘物混拌分離成沼氣及

沼渣，沼氣提供綠能發電、沼渣的肥分有利

農作物生長。為配合政府的綠電政策，台糖

公司充分利用畜舍屋頂架設太陽能板，透過

與台電饋線併聯躉售。

　為使社會大眾近距離瞭解畜殖產業，場區建

立展示中心、畜舍參觀廊道，結合當地志工資

源建立導覽解說人員制度，藉助特定專業的知

識傳播活動，增加參訪者的知識及改變思維。

場區內亦保留部份以台糖五分車舊鐵軌拆建之

傳統畜舍作為參訪的活動之一，除感念前人的

貢獻，亦能對照現代畜舍的創新。

　興建過程中，工程團隊必歷經的磨合與敵

氣同愾，在這個工程也沒有少過，磨合的過

程有激動也有衝擊，走過的歷程既辛苦也有

甘甜。目前工程即將進入整體試運轉階段，

也是營建工程最後的一哩路，在此感謝團隊

的每一位工程人員，PCM傑明公司、監造萬銘

公司、統包商山林水公司及其協力廠商，在

「東海豐負壓水簾及綠能設計豬場工程」興

建工程貢獻的歲月與汗水。 東海豐現代化綠能養豬場資源循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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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豬豬更好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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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餵料設備

一、自動化設備：

　使用多種自動化系統如：負壓水簾式豬舍

、高床與刮糞系統、自動化餵飼系統、自動

化調控設備等，除有效降低人力需求，促進

產業由勞力密集化轉型至技術密集化外，更

提供豬隻符合歐盟動物福利之舒適、穩定的

飼養環境，藉由友善飼養環境，控制並減少

疾病傳播，增進飼養效率以提高產能。

二、智慧管理：

　結合IoT物聯網技術智慧管理，在人力運用

上可更有效率，同時能夠有效掌控豬舍內各

個角落情況，面對突發情形能夠及時發現，

避免設備故障造成對豬隻飼養威脅之狀況，

對飼養之豬隻及沼氣中心作業上具有多層防

護措施，能夠有效降低飼養及職安風險。

畜產3.0！東海豐農業循環園區新創落成

◆五星豬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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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豬舍篇◆

　新興建之東海豐農業循環園區為

一個擁有現代化養殖設備及綠能發電

技術且具觀光與環教功能之養豬場，其

豬舍屋頂架設太陽能板與興建一座區域沼氣

中心與污水處理設施，將場內外豬糞尿及農業

廢棄物共消化處理後產生之沼氣利用於發電，並

將消化後之沼渣、沼液製作成有機肥料與土地澆

灌肥份再利用。除了落實與積極推動循環經濟外

，東海豐現代化豬舍對比傳統豬舍，其優勢可大

致分為下列四項：

水

欄杆

高床條狀地板

小飼料桶

水簾

風機

東 海 豐 農 業 循 環 園 區
現 代 化 豬 舍 平 面 展 示 圖

三、水資源循環：

　本園區水資源之循環利用採負壓水簾式高

床豬舍設計，結合了刮糞系統與節水糞尿處

理，搭配統進統出之批次飼養管理方式，與

目前運作中之傳統開放式豬舍需要大量沖水

降溫及清洗豬舍相比，估計可降低80%以上之

用水量；水資源之運用，除養豬污水、沼液

，大量雨水亦經由雨污分排系統蒐集於園區

內循環利用，大幅降低地下水體的使用，友

善自然環境外，也使豬隻生長過程更為乾淨

與健康。

四、負壓水簾式設計：

　負壓水簾式棟舍的設計原理為豬舍短邊一

面裝置水簾（狀似瓦楞紙剖面），形成可通

風的箱牆，水箱的水是內循環，水簾牆使水

從上方流下來後再用馬達抽上去，然後另一

短面再裝設負壓風扇將風抽出，風經過水簾

時會降溫，豬舍長邊兩側氣密，為此種水簾

式設計之最大特點。可提供豬隻穩定的溫度

、溼度，通風良好且換氣量高，有效減少空

氣中的粉塵，達到降低疾病傳播、提高豬隻

飼養密度、豬隻成長發育快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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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建之東海豐農業循環園區為

一個擁有現代化養殖設備及綠能發電

技術且具觀光與環教功能之養豬場，其

豬舍屋頂架設太陽能板與興建一座區域沼氣

中心與污水處理設施，將場內外豬糞尿及農業

廢棄物共消化處理後產生之沼氣利用於發電，並

將消化後之沼渣、沼液製作成有機肥料與土地澆

灌肥份再利用。除了落實與積極推動循環經濟外

，東海豐現代化豬舍對比傳統豬舍，其優勢可大

致分為下列四項：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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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床條狀地板

小飼料桶

水簾

風機

東 海 豐 農 業 循 環 園 區
現 代 化 豬 舍 平 面 展 示 圖

三、水資源循環：

　本園區水資源之循環利用採負壓水簾式高

床豬舍設計，結合了刮糞系統與節水糞尿處

理，搭配統進統出之批次飼養管理方式，與

目前運作中之傳統開放式豬舍需要大量沖水

降溫及清洗豬舍相比，估計可降低80%以上之

用水量；水資源之運用，除養豬污水、沼液

，大量雨水亦經由雨污分排系統蒐集於園區

內循環利用，大幅降低地下水體的使用，友

善自然環境外，也使豬隻生長過程更為乾淨

與健康。

四、負壓水簾式設計：

　負壓水簾式棟舍的設計原理為豬舍短邊一

面裝置水簾（狀似瓦楞紙剖面），形成可通

風的箱牆，水箱的水是內循環，水簾牆使水

從上方流下來後再用馬達抽上去，然後另一

短面再裝設負壓風扇將風抽出，風經過水簾

時會降溫，豬舍長邊兩側氣密，為此種水簾

式設計之最大特點。可提供豬隻穩定的溫度

、溼度，通風良好且換氣量高，有效減少空

氣中的粉塵，達到降低疾病傳播、提高豬隻

飼養密度、豬隻成長發育快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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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簾設備

風機設備

軸流風扇設備

文 / 圖│畜殖事業部 傅俊霖

　近年在政府積極推動循環經濟下，台糖積

極投入相關作為，將東海豐畜殖場改建為東

海豐農業循環園區，改建後的園區除能改善

最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臭味問題，還透過資

源與能源間的轉換，將困擾的豬糞尿轉化為

具有經濟價值的綠電及土壤肥分，解決廢棄

物問題，也讓資源得以不停循環再利用。

　坐落於屏東的東海豐畜殖場，從前開放式

的畜舍在炎熱的天氣下，為維持適當的養豬

環境，豬隻必須藉由沖洗身體降低體溫，也

需清洗地板避免豬糞尿臭味的溢散，因此需

要使用大量的水資源。如今艷陽下的畜舍屋

頂佈滿太陽能板，除將太陽能轉換為綠電，

預計每年產生150萬度以上綠電外，還可遮蔽

大量太陽輻射產生的熱能，搭配負壓水簾設

計，有效降低畜舍內溫度，另搭配高床式條

狀地板，使用自動刮糞系統，即可降低大量

用水需求。

　豬糞尿經過刮糞系統收集後加壓傳送至沼

氣中心，沼氣中心建置一容量4,000公噸的直

立式機械攪拌醱酵槽，設計日處理量為200公

噸，場內豬糞尿與外部農業廢棄物等生質料

源經過破碎調理後，藉由厭氧醱酵技術共消

化生產沼氣發電，發電機產生的尾熱也可回

收用於醱酵槽的保溫，沼氣發電預估每年可

生產230萬度綠電。沼氣發電後剩餘的沼渣沼

畜產3.0！東海豐農業循環園區新創落成

◆循環生息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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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仍富含氮磷成分，為土地的肥份來源，

再利用途徑為沼渣沼液直接回歸農田施灌

，或是經由固液分離後，將固態沼渣堆肥

後，作為有機質肥料施用農田，沼液則進

入污水處理回收系統，沼液在該系統中經

過多道兼氧、好氧及膜生物反應器等程序

處理後，達到自來水等級用水，該系統終

端更設置逆滲透過濾裝置，甚至可達到飲

用水等級，另外畜舍及公用中心屋頂亦設

置雨水回收系統，水資源再經過污水處理

回收系統或雨水回收系統後可再利用於園

區澆灌、畜舍水簾及清洗等用途，達到水

資源循環再利用。

　東海豐農業循環園區透過畜舍區設計太

陽能屋頂、負壓水簾、高床式條狀地板，

降低畜舍溫度，改善畜舍環境，除可減少

粉塵，降低疾病的傳播及提高生產效率外

，兼顧動物福利，更能有效降低用水量。

豬糞尿及農業廢棄物在沼氣中心轉換為綠

電及土壤肥份回用農田，污水處理回收系

統及雨水回收系統則讓水資源達到有效的

循環再利用，東海豐農業循環園區是台糖

公司在循環經濟的實踐，更為環境永續寫

下新的一頁。

一、自動化設備：

　使用多種自動化系統如：負壓水簾式豬舍

、高床與刮糞系統、自動化餵飼系統、自動

化調控設備等，除有效降低人力需求，促進

產業由勞力密集化轉型至技術密集化外，更

提供豬隻符合歐盟動物福利之舒適、穩定的

飼養環境，藉由友善飼養環境，控制並減少

疾病傳播，增進飼養效率以提高產能。

二、智慧管理：

　結合IoT物聯網技術智慧管理，在人力運用

上可更有效率，同時能夠有效掌控豬舍內各

個角落情況，面對突發情形能夠及時發現，

避免設備故障造成對豬隻飼養威脅之狀況，

對飼養之豬隻及沼氣中心作業上具有多層防

護措施，能夠有效降低飼養及職安風險。

三、水資源循環：

　本園區水資源之循環利用採負壓水簾式高

床豬舍設計，結合了刮糞系統與節水糞尿處

理，搭配統進統出之批次飼養管理方式，與

目前運作中之傳統開放式豬舍需要大量沖水

降溫及清洗豬舍相比，估計可降低80%以上之

用水量；水資源之運用，除養豬污水、沼液

，大量雨水亦經由雨污分排系統蒐集於園區

內循環利用，大幅降低地下水體的使用，友

善自然環境外，也使豬隻生長過程更為乾淨

與健康。

四、負壓水簾式設計：

　負壓水簾式棟舍的設計原理為豬舍短邊一

面裝置水簾（狀似瓦楞紙剖面），形成可通

風的箱牆，水箱的水是內循環，水簾牆使水

從上方流下來後再用馬達抽上去，然後另一

短面再裝設負壓風扇將風抽出，風經過水簾

時會降溫，豬舍長邊兩側氣密，為此種水簾

式設計之最大特點。可提供豬隻穩定的溫度

、溼度，通風良好且換氣量高，有效減少空

氣中的粉塵，達到降低疾病傳播、提高豬隻

飼養密度、豬隻成長發育快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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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養豬
參觀導覽增長全豬知識

文 / 圖│再生能源小組 陳大志

　「養豬場」一般給人的印象是又臭又髒，

誰都不願意自己的家附近有座這樣的設施。

於是當離豬越來越遠，瞭解豬的機會就越來

越少。那要如何在「想要高品質又好吃的本

土豬肉」與「不想看到所謂的『鄰避』設施

的養豬場」之間取得平衡呢？

　東海豐農業循環園區就是規劃一個重新認

識「豬」的平台，歡迎光臨。

從小遊戲看大計畫　

　「豬」為人類最親密、馴化歷史最悠久的

家畜，是「家」這個象形字的基礎。我們吃

過豬肉，但是看過豬走路嗎？我們真的瞭解

豬嗎？在環境教育導覽的開始，會藉由結合

小遊戲以「模仿」豬的行為，瞭解豬的生理

結構與功能、飲食與生活習慣，進而知道原

來豬是最愛乾淨的家畜。而養豬場最大的環

境問題就是異味、排泄物與污水的處理，如

何兼顧環境品質及豬隻生產，並達到生產、

生態與生活的「三生」目標，是本園區規劃

設計的初衷也是台糖值得驕傲的價值。

　園區以現代化綠能豬場建置，藉由實地走

訪負壓水簾式豬舍從「源頭減廢」，到豬糞

尿厭氧處理產生沼氣作為「再生能源」，後

端產生的沼渣沼液經過固液分離，固體沼渣

經過翻堆腐熟成為「有機質肥料」，液體沼

畜產3.0！東海豐農業循環園區新創落成

◆環教實境篇◆

豬舍外設置玻璃觀景窗，讓參觀者可以看見豬隻活動的情形

東海豐循環經濟展示館

逆滲透水處理設備

園區內的資源循環管線

東海豐沼氣循環流程圖解

燃燒塔

液經過污水處理則變成「再生水」利用於園

區的花草樹木。

　再來同樣是以遊戲「全豬計畫」，讓大家

瞭解除了最常見的「食用」以外，還可以作

為那些用途？另外，利用豬的全部位圖卡，

可以從頭用到尾，從外用到內，每一部位的

經濟價值。例如豬毛、豬皮、豬骨、豬肝、

豬腸、豬血甚至腸道的微生物等，分別可以

用在日常生活用品（如鬃刷、皮包）、醫學

材料（如植皮、器官修補、止血劑）、生物

科技（如膠原蛋白、胎盤素）、畜產養殖（

油脂、蛋白質）及再生綠能等。

　如果想要成為「最厲害的養豬人」，需要

具備哪些設備及知識？藉由東海豐的經驗與

不同學習背景的訪客，以開放式的學習與討

論模式教學相長。以扮演返鄉奮鬥的青年豬

農，計畫蓋一座與環境共容的現代化豬場，

預想會遇到的阻礙與困難，例如如何說服抗

爭民眾、設計豬舍（生產兼顧環保）？以及

面臨口蹄疫拔針及非洲豬瘟之國際疫情，如

何做到生物安全及防疫工作，最後則是在生

產成本相對高的條件下，如何行銷自家產品

與理念推廣，讓這樣規劃的養豬場得以永續

經營。

　環保工作本來就是養豬場經營應負擔的成

本，然而國內多數養豬場往往將此內部成本

外

部化，讓社會大眾共同承擔環境污染的惡果

，

導致養豬場因為環保問題抗爭、違反環保法

令

遭受處分的事件時常在新聞報章上演。台糖

畜產3.0！東海豐農業循環園區新創落成

◆循環生息篇◆

　近年在政府積極推動循環經濟下，台糖積

極投入相關作為，將東海豐畜殖場改建為東

海豐農業循環園區，改建後的園區除能改善

最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臭味問題，還透過資

源與能源間的轉換，將困擾的豬糞尿轉化為

具有經濟價值的綠電及土壤肥分，解決廢棄

物問題，也讓資源得以不停循環再利用。

　坐落於屏東的東海豐畜殖場，從前開放式

的畜舍在炎熱的天氣下，為維持適當的養豬

環境，豬隻必須藉由沖洗身體降低體溫，也

需清洗地板避免豬糞尿臭味的溢散，因此需

要使用大量的水資源。如今艷陽下的畜舍屋

頂佈滿太陽能板，除將太陽能轉換為綠電，

預計每年產生150萬度以上綠電外，還可遮蔽

大量太陽輻射產生的熱能，搭配負壓水簾設

計，有效降低畜舍內溫度，另搭配高床式條

狀地板，使用自動刮糞系統，即可降低大量

用水需求。

　豬糞尿經過刮糞系統收集後加壓傳送至沼

氣中心，沼氣中心建置一容量4,000公噸的直

立式機械攪拌醱酵槽，設計日處理量為200公

噸，場內豬糞尿與外部農業廢棄物等生質料

源經過破碎調理後，藉由厭氧醱酵技術共消

化生產沼氣發電，發電機產生的尾熱也可回

收用於醱酵槽的保溫，沼氣發電預估每年可

生產230萬度綠電。沼氣發電後剩餘的沼渣沼

液仍富含氮磷成分，為土地的肥份來源，再

利用途徑為沼渣沼液直接回歸農田施灌，或

是經由固液分離後，將固態沼渣堆肥後，作

為有機質肥料施用農田，沼液則進入污水處

理回收系統，沼液在該系統中經過多道兼氧

、好氧及膜生物反應器等程序處理後，達到

自來水等級用水，該系統終端更設置逆滲透

過濾裝置，甚至可達到飲用水等級，另外畜

舍及公用中心屋頂亦設置雨水回收系統，水

資源再經過污水處理回收系統或雨水回收系

統後可再利用於園區澆灌、畜舍水簾及清洗

等用途，達到水資源循環再利用。

　東海豐農業循環園區透過畜舍區設計太陽

能屋頂、負壓水簾、高床式條狀地板，降低

畜舍溫度，改善畜舍環境，除可減少粉塵，

降低疾病的傳播及提高生產效率外，兼顧動

物福利，更能有效降低用水量。豬糞尿及農

業廢棄物在沼氣中心轉換為綠電及土壤肥份

回用農田，污水處理回收系統及雨水回收系

統則讓水資源達到有效的循環再利用，東海

豐農業循環園區是台糖公司在循環經濟的實

踐，更為環境永續寫下新的一頁。

進料前處理 厭氧消化 沼氣發電 沼渣沼液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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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養豬
參觀導覽增長全豬知識

文 / 圖│再生能源小組 陳大志

　「養豬場」一般給人的印象是又臭又髒，

誰都不願意自己的家附近有座這樣的設施。

於是當離豬越來越遠，瞭解豬的機會就越來

越少。那要如何在「想要高品質又好吃的本

土豬肉」與「不想看到所謂的『鄰避』設施

的養豬場」之間取得平衡呢？

　東海豐農業循環園區就是規劃一個重新認

識「豬」的平台，歡迎光臨。

從小遊戲看大計畫　

　「豬」為人類最親密、馴化歷史最悠久的

家畜，是「家」這個象形字的基礎。我們吃

過豬肉，但是看過豬走路嗎？我們真的瞭解

豬嗎？在環境教育導覽的開始，會藉由結合

小遊戲以「模仿」豬的行為，瞭解豬的生理

結構與功能、飲食與生活習慣，進而知道原

來豬是最愛乾淨的家畜。而養豬場最大的環

境問題就是異味、排泄物與污水的處理，如

何兼顧環境品質及豬隻生產，並達到生產、

生態與生活的「三生」目標，是本園區規劃

設計的初衷也是台糖值得驕傲的價值。

　園區以現代化綠能豬場建置，藉由實地走

訪負壓水簾式豬舍從「源頭減廢」，到豬糞

尿厭氧處理產生沼氣作為「再生能源」，後

端產生的沼渣沼液經過固液分離，固體沼渣

經過翻堆腐熟成為「有機質肥料」，液體沼

畜產3.0！東海豐農業循環園區新創落成

◆環教實境篇◆

豬舍外設置玻璃觀景窗，讓參觀者可以看見豬隻活動的情形

東海豐循環經濟展示館

逆滲透水處理設備

園區內的資源循環管線

東海豐沼氣循環流程圖解

燃燒塔

液經過污水處理則變成「再生水」利用於園

區的花草樹木。

　再來同樣是以遊戲「全豬計畫」，讓大家

瞭解除了最常見的「食用」以外，還可以作

為那些用途？另外，利用豬的全部位圖卡，

可以從頭用到尾，從外用到內，每一部位的

經濟價值。例如豬毛、豬皮、豬骨、豬肝、

豬腸、豬血甚至腸道的微生物等，分別可以

用在日常生活用品（如鬃刷、皮包）、醫學

材料（如植皮、器官修補、止血劑）、生物

科技（如膠原蛋白、胎盤素）、畜產養殖（

油脂、蛋白質）及再生綠能等。

　如果想要成為「最厲害的養豬人」，需要

具備哪些設備及知識？藉由東海豐的經驗與

不同學習背景的訪客，以開放式的學習與討

論模式教學相長。以扮演返鄉奮鬥的青年豬

農，計畫蓋一座與環境共容的現代化豬場，

預想會遇到的阻礙與困難，例如如何說服抗

爭民眾、設計豬舍（生產兼顧環保）？以及

面臨口蹄疫拔針及非洲豬瘟之國際疫情，如

何做到生物安全及防疫工作，最後則是在生

產成本相對高的條件下，如何行銷自家產品

與理念推廣，讓這樣規劃的養豬場得以永續

經營。

　環保工作本來就是養豬場經營應負擔的成

本，然而國內多數養豬場往往將此內部成本

外

部化，讓社會大眾共同承擔環境污染的惡果

，

導致養豬場因為環保問題抗爭、違反環保法

令

遭受處分的事件時常在新聞報章上演。台糖

畜產3.0！東海豐農業循環園區新創落成

◆循環生息篇◆

　近年在政府積極推動循環經濟下，台糖積

極投入相關作為，將東海豐畜殖場改建為東

海豐農業循環園區，改建後的園區除能改善

最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臭味問題，還透過資

源與能源間的轉換，將困擾的豬糞尿轉化為

具有經濟價值的綠電及土壤肥分，解決廢棄

物問題，也讓資源得以不停循環再利用。

　坐落於屏東的東海豐畜殖場，從前開放式

的畜舍在炎熱的天氣下，為維持適當的養豬

環境，豬隻必須藉由沖洗身體降低體溫，也

需清洗地板避免豬糞尿臭味的溢散，因此需

要使用大量的水資源。如今艷陽下的畜舍屋

頂佈滿太陽能板，除將太陽能轉換為綠電，

預計每年產生150萬度以上綠電外，還可遮蔽

大量太陽輻射產生的熱能，搭配負壓水簾設

計，有效降低畜舍內溫度，另搭配高床式條

狀地板，使用自動刮糞系統，即可降低大量

用水需求。

　豬糞尿經過刮糞系統收集後加壓傳送至沼

氣中心，沼氣中心建置一容量4,000公噸的直

立式機械攪拌醱酵槽，設計日處理量為200公

噸，場內豬糞尿與外部農業廢棄物等生質料

源經過破碎調理後，藉由厭氧醱酵技術共消

化生產沼氣發電，發電機產生的尾熱也可回

收用於醱酵槽的保溫，沼氣發電預估每年可

生產230萬度綠電。沼氣發電後剩餘的沼渣沼

液仍富含氮磷成分，為土地的肥份來源，再

利用途徑為沼渣沼液直接回歸農田施灌，或

是經由固液分離後，將固態沼渣堆肥後，作

為有機質肥料施用農田，沼液則進入污水處

理回收系統，沼液在該系統中經過多道兼氧

、好氧及膜生物反應器等程序處理後，達到

自來水等級用水，該系統終端更設置逆滲透

過濾裝置，甚至可達到飲用水等級，另外畜

舍及公用中心屋頂亦設置雨水回收系統，水

資源再經過污水處理回收系統或雨水回收系

統後可再利用於園區澆灌、畜舍水簾及清洗

等用途，達到水資源循環再利用。

　東海豐農業循環園區透過畜舍區設計太陽

能屋頂、負壓水簾、高床式條狀地板，降低

畜舍溫度，改善畜舍環境，除可減少粉塵，

降低疾病的傳播及提高生產效率外，兼顧動

物福利，更能有效降低用水量。豬糞尿及農

業廢棄物在沼氣中心轉換為綠電及土壤肥份

回用農田，污水處理回收系統及雨水回收系

統則讓水資源達到有效的循環再利用，東海

豐農業循環園區是台糖公司在循環經濟的實

踐，更為環境永續寫下新的一頁。

進料前處理 厭氧消化 沼氣發電 沼渣沼液再利用



面臨口蹄疫拔針及非洲豬瘟之國際疫情，如

何做到生物安全及防疫工作，最後則是在生

產成本相對高的條件下，如何行銷自家產品

與理念推廣，讓這樣規劃的養豬場得以永續

經營。

　環保工作本來就是養豬場經營應負擔的成

本，然而國內多數養豬場往往將此內部成外

部化，讓社會大眾共同承擔環境污染的惡果

，導致養豬場因為環保問題抗爭、違反環保

法令遭受處分的事件時常在新聞報章上演。

　台糖為國營事業，負引領國內產業進步之

責任，曾經為國內養豬產業帶來風光；現今

為產業與環境永續經營喚出「東海豐農業循

環園區」，不敢自詡為國內「最好」的養豬

場，但至少是為國內養豬產業邁向「更好」

的第一步，並且期許園區內規劃的循環經濟

帶動上、下游產業鏈的發展與進步。謝謝光

臨，歡迎下次再來。

　臺灣為嚴重缺乏天然資源的國家，因此使

用的每一項資源（如能源、水、糧食等），

都必須發揮它的最大效益，最佳的情況就是

循環利用生生不息。而以「循環經濟」為基

礎規劃設計，東海豐有五大亮點：一、符合

「動物福利」之養豬環境；年產32,000頭豬園

區自動化智慧管理。二、密閉負壓水簾高床

設施，結合刮糞與除臭設備，養豬用水可節

省80%以上。三、以「共消化」厭氧醱酵設備

，協助地方處理豬糞尿與農業廢棄物，提升

沼氣發電效益，預估每年發電量230萬度以上

；豬舍屋頂架設太陽能發電每年150萬度以上

，換算每年減碳效益2,000公噸。四、沼渣製

成有機質肥料與沼液處理成為再生水於園區

內外使用，落實農業循環經濟。五、園區作

為「環境教育」場所，配合政府推廣新農業

、綠能科技與循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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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　築夢實踐
文 / 圖│再生能源小組 陳大志

　東海豐農業循環園區為台糖第一座「以終

為始」規劃設計的養豬場，為何說是「以終

為始」呢？我國養豬產業不同於歐美國家養

豬場須受法令限制，以所擁有之土地面積核

准可飼養數量（必須要有足夠供施豬糞尿肥

的農地），管理人員也必須受過相當程度農

場管理的教育訓練，方取得管理養豬場之資

格。我國畜牧法限制飼養數量的方式，則以

畜舍建築面積計算飼養數量，豬糞尿也就是

廢棄物的處理則可選擇自行再利用及委託處

理，然而多數養豬業者為求「飼養頭數」極

大化，將所擁用的土地面積皆用於蓋豬舍，

廢棄物處理則相對不受重視，而選擇委託處

理。在環保法令愈趨嚴格的今天，多數廢棄

物處理場在承受不了壓力下，減少處理量能

甚至選擇關閉。然而養豬場廢棄物非但不是

理應自行負責處理，反變成政府單位燙手且

棘手問題的荒謬現象。

畜產3.0！東海豐農業循環園區新創落成

◆展望與期許◆

1.園區的導覽將帶領參觀者了解台糖農業循環及全豬利用的整體概念

2.園區內仍保有舊式的豬舍供參觀

3.東海豐舊豬舍

4.東海豐傳統養豬場已蛻變成為農業循環園區

畜產3.0！東海豐農業循環園區新創落成

◆環教實境篇◆

　「養豬場」一般給人的印象是又臭又髒，

誰都不願意自己的家附近有座這樣的設施。

於是當離豬越來越遠，瞭解豬的機會就越來

越少。那要如何在「想要高品質又好吃的本

土豬肉」與「不想看到所謂的『鄰避』設施

的養豬場」之間取得平衡呢？

　東海豐農業循環園區就是規劃一個重新認

識「豬」的平台，歡迎光臨。

從小遊戲看大計畫　

　「豬」為人類最親密、馴化歷史最悠久的

家畜，是「家」這個象形字的基礎。我們吃

過豬肉，但是看過豬走路嗎？我們真的瞭解

豬嗎？在環境教育導覽的開始，會藉由結合

小遊戲以「模仿」豬的行為，瞭解豬的生理

結構與功能、飲食與生活習慣，進而知道原

來豬是最愛乾淨的家畜。而養豬場最大的環

境問題就是異味、排泄物與污水的處理，如

何兼顧環境品質及豬隻生產，並達到生產、

生態與生活的「三生」目標，是本園區規劃

設計的初衷也是台糖值得驕傲的價值。

　園區以現代化綠能豬場建置，藉由實地走

訪負壓水簾式豬舍從「源頭減廢」，到豬糞

尿厭氧處理產生沼氣作為「再生能源」，後

端產生的沼渣沼液經過固液分離，固體沼渣

經過翻堆腐熟成為「有機質肥料」，液體沼

液經過污水處理則變成「再生水」利用於園

區的花草樹木。

　再來同樣是以遊戲「全豬計畫」，讓大家

瞭解除了最常見的「食用」以外，還可以作

為那些用途？另外，利用豬的全部位圖卡，

可以從頭用到尾，從外用到內，每一部位的

經濟價值。例如豬毛、豬皮、豬骨、豬肝、

豬腸、豬血甚至腸道的微生物等，分別可以

用在日常生活用品（如鬃刷、皮包）、醫學

材料（如植皮、器官修補、止血劑）、生物

科技（如膠原蛋白、胎盤素）、畜產養殖（

油脂、蛋白質）及再生綠能等。

　如果想要成為「最厲害的養豬人」，需要

具備哪些設備及知識？藉由東海豐的經驗與

不同學習背景的訪客，以開放式的學習與討

論模式教學相長。以扮演返鄉奮鬥的青年豬

農，計畫蓋一座與環境共容的現代化豬場，

預想會遇到的阻礙與困難，例如如何說服抗

爭民眾、設計豬舍（生產兼顧環保）？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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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口蹄疫拔針及非洲豬瘟之國際疫情，如

何做到生物安全及防疫工作，最後則是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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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進度已獲核備
明年春天正式營運

文 │秘書處 張軒豪     圖│秘書處 薛舒尹、陳建龍

養豬兼顧環境永續
生活生態共榮共存

文 / 圖│畜殖事業部 傅俊霖

畜產3.0！東海豐農業循環園區新創落成

◆未完待續篇◆

　「我養豬，豬養我」為早期大部分養豬人

在教導並鼓勵下一代的從事養豬事業的口頭

禪，指「養豬」可以帶來「富裕」；但是，

除了「富裕」以外，確實也造成環境許多「

負擔」，此不應是給社會大眾承受。因此東

海豐期許在「永續經營」的前提下，為我國

畜牧業發揮六大「E」處，除了成就基本的經

濟（Economy）及就業（Employment）外，在

生態（Ecology）、環境（Environment）、能

源（Energy）及教育（Education）上也都可以

　東海豐新式畜殖場作為臺灣首座循環經濟

教育園區，台糖公司對於其抱有很大的期許

，總體現在三大方面：再生能源、環境教育

和養豬產業的推動。

　除了養豬本業計劃年上市三萬多頭肉豬外

，再生能源之循環利用規劃乃東海豐農業循

環園區一大特色，旨於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創造更多綠色能源，包含沼氣發電及太陽能

光電。設置園區中沼氣中心將收集高濃度之

豬糞尿，透過高濃度中溫厭氧槽的發酵處理

，產生沼氣供燃燒發電，其躉電則併聯台電

電網供應其它地區使用，沼氣發電機容量規

劃設置460KW，日發電量7,000度以上，預計每

年發電量230萬度，成為符合循環經濟與綠能

開發的能源型沼氣中心。

　利用在養豬隻的豬糞尿，透過共消化可以

畜產3.0！東海豐農業循環園區新創落成

◆展望與期許◆

兼顧，改變養豬的刻板印象，讓投入養豬事

業的青年們也可以在國際畜牧產業的舞台上

發光發亮。

提高沼氣產量，這種作法同時也可以協助處

理附近的農業廢棄物，除了可以提升有機物

的資源循環之外，各產業間的互相合作共榮

共存，在對區域性的廢棄物處理有所助益之

際，亦兼顧環境永續利用。太陽能光電部分

則利用設置於棟舍屋頂的太陽能光電設備，

預計每年發電量可達150萬度。

　除此之外，本園區亦規劃申請作為農業循環

經濟「環境教育場址」，藉由園區裡豬舍區、

沼氣中心、有機堆肥舍、作物種植區、生態池

及園區綠帶等元素，結合AR/VR實境科技與食

農教育理念，帶領民眾窺探養豬產業知識與古

今豬場之差異，以及農業廢棄物資源化利用的

方式，從視野與知識的增長到實際參與的體驗

，深度推廣農業循環經濟之理念。

　台糖東海豐農業循環園區即將完工，經濟

部查證小組在台糖公司總經理管道一以及一

級主管陪同下於今（108）年8月27日至東海豐

循環經濟園區實地查核，以了解當前台糖施

工進度及東海豐循環經濟園區未來的經營目

標與影響。

　台糖公司畜殖事業副執行長溫元文於簡報

中表示，新農業加上循環經濟是目前政府「

五加二產業政策」中非常重要的政策，台糖

公司建設東海豐循環經濟園區，不僅符合政

府產業發展政策，同時也是扭轉企業形象最

佳證明。

　農業循環園區的成立主要是除了促進養豬

業現代化外，更希望透過循環經濟的作法有

效解決養豬業的環境污染問題，並落實循環

經濟的理念和做法成為我國養豬產業之一環

，以提高豬農收益，加上台糖身為國營事業

，本應為臺灣企業經營之表率，藉由農業循

環園區計畫的開展，進而開創臺灣養豬企業

新型態。

　簡報過後，台糖導覽人員續帶領經濟部查

核小組視察園區的展示中心、負壓水簾式豬

舍、太陽能板設置區、環境教育設施及沼氣

中心等。台糖表示，工作計畫期程於400日曆

天內完成，9月中旬開始為期180天之系統測試

及試運轉，明（109）年3月正式營運。

　經濟部查證小組領隊執行長劉明忠在隨後

的會議中表示，整體而言，台糖的策略方向

正確，尤其在配合政府政策大力發展綠能，

確實扮演國營事業邁向循環經濟領頭羊的角

色，盼台糖畜殖事業持續朝現代化綠能養豬

方向大步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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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沼氣供燃燒發電，其躉電則併聯台電

電網供應其它地區使用，沼氣發電機容量規

劃設置460KW，日發電量7,000度以上，預計每

年發電量230萬度，成為符合循環經濟與綠能

開發的能源型沼氣中心。

　利用在養豬隻的豬糞尿，透過共消化可以

畜產3.0！東海豐農業循環園區新創落成

◆展望與期許◆

兼顧，改變養豬的刻板印象，讓投入養豬事

業的青年們也可以在國際畜牧產業的舞台上

發光發亮。

提高沼氣產量，這種作法同時也可以協助處

理附近的農業廢棄物，除了可以提升有機物

的資源循環之外，各產業間的互相合作共榮

共存，在對區域性的廢棄物處理有所助益之

際，亦兼顧環境永續利用。太陽能光電部分

則利用設置於棟舍屋頂的太陽能光電設備，

預計每年發電量可達150萬度。

　除此之外，本園區亦規劃申請作為農業循環

經濟「環境教育場址」，藉由園區裡豬舍區、

沼氣中心、有機堆肥舍、作物種植區、生態池

及園區綠帶等元素，結合AR/VR實境科技與食

農教育理念，帶領民眾窺探養豬產業知識與古

今豬場之差異，以及農業廢棄物資源化利用的

方式，從視野與知識的增長到實際參與的體驗

，深度推廣農業循環經濟之理念。

　台糖東海豐農業循環園區即將完工，經濟

部查證小組在台糖公司總經理管道一以及一

級主管陪同下於今（108）年8月27日至東海豐

循環經濟園區實地查核，以了解當前台糖施

工進度及東海豐循環經濟園區未來的經營目

標與影響。

　台糖公司畜殖事業副執行長溫元文於簡報

中表示，新農業加上循環經濟是目前政府「

五加二產業政策」中非常重要的政策，台糖

公司建設東海豐循環經濟園區，不僅符合政

府產業發展政策，同時也是扭轉企業形象最

佳證明。

　農業循環園區的成立主要是除了促進養豬

業現代化外，更希望透過循環經濟的作法有

效解決養豬業的環境污染問題，並落實循環

經濟的理念和做法成為我國養豬產業之一環

，以提高豬農收益，加上台糖身為國營事業

，本應為臺灣企業經營之表率，藉由農業循

環園區計畫的開展，進而開創臺灣養豬企業

新型態。

　簡報過後，台糖導覽人員續帶領經濟部查

核小組視察園區的展示中心、負壓水簾式豬

舍、太陽能板設置區、環境教育設施及沼氣

中心等。台糖表示，工作計畫期程於400日曆

天內完成，9月中旬開始為期180天之系統測試

及試運轉，明（109）年3月正式營運。

　經濟部查證小組領隊執行長劉明忠在隨後

的會議中表示，整體而言，台糖的策略方向

正確，尤其在配合政府政策大力發展綠能，

確實扮演國營事業邁向循環經濟領頭羊的角

色，盼台糖畜殖事業持續朝現代化綠能養豬

方向大步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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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商業土地開發之關鍵，除由政府規劃

引導外，尚倚賴土地持有者提供土地、開發

投資商投入資金、技術及引入人口，方能帶

動地方發展與創造土地價值。臺灣土地寸土

寸金，地上權開發模式之崛起，深究其因，

就土地持有者言，係提供一個長期穩定的租

金收入方式；對開發投資商來說，以租金與

權利金取代購地成本，且可擁有長時間穩定

之土地使用權，及初期無須完全資金到位之

開發選項，有助穩定其經營開發；對於地方

政府而言，土地的釋出與產業的進駐，提供

居住人口工作機會並滿足其生活所需，同時

挹注政府執行公共利益所需之稅金來源。

　近年隨著都市化發展與不動產開發需求，

都市精華地段、大面積可開發土地已日漸稀

少，民國98年行政院即政策指示500坪以上國

有非公用土地不再辦理出售，更於101年修正

國有財產法，明確500坪以上國有非公用土地

一律禁止標售，並以招標設定地上權等方式

作為國有公非用土地開發辦理原則。大面積

公有土地以設定地上權方式提供土地，逐步

轉型成為土地開發之趨勢。

　本公司民國90年配合內部控制作業規範訂

定「土地出租及提供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

，即依據不同租戶需求及使用型態，規範有

關土地租金、地上權權利金、存續期間及相

關限制等要件，期以多元方式有效利用土地

，提升營運效益並帶動區域發展。惟依前開

作業要點辦理大型商業土地開發案時，相對

於一般地上權設定，投資經營者面臨更高度

風險、資金投入壓力，須更縝密評估投入資

金成本是否能在一定期限內投資開發經營，

達到預期的回收效益，另土地收取方式與投

資方間之權益、義務規範，能否更具彈性，

亦是土地開發成敗之重要環節。

談大型商業土地之地上權開發
以臺中糖廠之蛻變為例

文 / 圖 │土地開發處  LDS

地上權之內涵

　從一束權利（Bundle of rights）觀點而言，

擁有土地所有權，揭示的是所有權人擁有的

全部或部分的權利，包含享受（Enjoy）、妨

礙（Encumber）、轉讓（Transfer）、改善（

Improve）、租賃（lease）或出租（Rent）等

從事任何行為之權利，簡單歸納為擁有（

Possession）、支配（Disposition）與排除（

Exclusion）之三類權利。而當所有權人不自己

行使完整的所有權能，卻將部分權能授與第

三人，則該第三人所取得者，即為「定限物

權」（林聖豪，2012；李淑明，2010）。

　「地上權」為定限物權之一種，依據我國

民法第832條規定，係以在他人土地之上或之

下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為目的，相對於全

面性支配標的物之所有權（Ownership），為

一種支配他人標的物「使用收益」之定限物

權，其權益壽命依契約所訂期限或成立之目

的為限，分為定期契約或未定期限契約，其

權利型態1介於所有權及租賃兩者間，對於投

資者而言，其提供一種較長時間使用期、安

全、資金彈性運用之開發方式。

　以往本公司辦理土地出租及設定地上權招

標時，向投資開發商每年收取之單位面積土

地租金及一次收取之權利金等，多年來無重

大爭議。惟近年來臺灣土地價格飆升，公告

地價與現值也隨之調漲，除權利金上漲，以

公告地價為計收基礎之地租隨之調升，其漲

幅超乎開發業者預期，除造成沉重地租負擔

，亦使其原先成本收益分析產生偏誤，降低

原預期利潤，且影響投資人投資本公司大面

積土地設定地上權案意願，為降低投資門檻

、增加開發商入場意願，為此，辦理原臺中

糖廠商業區土地地上權開發時亦進行相關調

整以因應市場。

專案變更都市計畫（大型購物中心專用區）(88)

臺中糖廠的身世背景

　翻開臺灣糖業史，散落全臺各地之製糖工

廠，都有著大量製糖出口賺取外匯的美好年

華，惟隨著產業結構之轉型，停止種蔗的農

地及低獲利的製糖工廠，而後逐一順應著各

都市發展學所稱之基因（區位、交通條件等

）理論，註定了不同的生辰八字、開啟了不

一樣的使命。

　臺中糖廠位臺中後火車站旁，79年糖廠停

止壓榨甘蔗，於82年停產關閉，而後因更以

當時之區位條件、市場消費及土地面積等方

面之優勢，配合政府「國家建設六年計畫」

建設計畫及公司多角化經營需要，定位開發

為「大型購物中心」，並於86年土地變更都

市計畫為「大型購物中心專用區」，並以BOT

設定地上權方式招商開發，由威京集團得標

，計畫開發為中華城購物中心，惟當時投資

開發商並未料市場環境之不可測，89年時逢

921大地震，重挫了當時的景氣與房地產，當

時糖廠舊址雖已開挖地基，但在內外環境均

不利下之因素下，中華城開發公司毅然決定

退出開發，93年與本公司終止契約，地方政

府深怕此重大投資計畫就此嘎然而止，不同

意回填土地，以致挖出的土方自此堆砌在旁

，糖廠舊址就此形成仿若自然造山形成之山

坵地塊及4公頃之生態池，而後，歷經多次招

商，休憩事業部於95年第4度招商，始由德安

百貨取得開發權、規劃住商混合模式開發，

惟96年因法令限制而被迫中止開發。

　LDS（拉低賽大會）是土地開發處號召年輕夥伴們一起的交流聚會

，全名是Land Development Speak，定期每個月大家輪流分享參與工

作專案之心得，一旦進入小聚模式，不用拘謹，沒有包袱，大家從

輕鬆聚談中分享工作經驗。本次的主講人探討臺中糖廠從荒廢到重

生的開發歷程，以下為該次分享摘要。

1所有權（Ownership）被視為是一種比租賃來得高且更安全的使用權模式。其所指之安全（Security）概念，最關鍵部分為長期間持有

（Long duration），其關係到激勵使用權人的利用、使用權期限應該要有相當長之時間，以確保使用權人可以攤銷其投入建築等開發

成本並賺得可接受之投資回報率。（林聖豪，2012轉引自Stephen，2012）

土地使用分區 筆數 面積(㎡) 所有權人

購物中心專用區一 18 87,741    

購物中心專用區二 1 14,638    

購物中心專用區三 2 21,145    

交通用地一 5 13,436    

交通用地二 8 14,006    

停車場用地一 2 2,270       

停車場用地二 16 18,538    

機關用地 3 1,032       

公園用地 7 8,535       

92 43,937    

2 45            中華民國

合計 156 225,323  

所有權人 取得方式 筆數 面積(㎡)

臺中市政府 贈與 102 63,111           

臺中市政府 徵收 15 8,781            

臺中市政府 買賣 1 150               

合計 118            72,042           

道路用地

台糖公司

臺中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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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外，尚倚賴土地持有者提供土地、開發

投資商投入資金、技術及引入人口，方能帶

動地方發展與創造土地價值。臺灣土地寸土

寸金，地上權開發模式之崛起，深究其因，

就土地持有者言，係提供一個長期穩定的租

金收入方式；對開發投資商來說，以租金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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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選項，有助穩定其經營開發；對於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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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精華地段、大面積可開發土地已日漸稀

少，民國98年行政院即政策指示500坪以上國

有非公用土地不再辦理出售，更於101年修正

國有財產法，明確500坪以上國有非公用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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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成為土地開發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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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土地出租及提供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

，即依據不同租戶需求及使用型態，規範有

關土地租金、地上權權利金、存續期間及相

關限制等要件，期以多元方式有效利用土地

，提升營運效益並帶動區域發展。惟依前開

作業要點辦理大型商業土地開發案時，相對

於一般地上權設定，投資經營者面臨更高度

風險、資金投入壓力，須更縝密評估投入資

金成本是否能在一定期限內投資開發經營，

達到預期的回收效益，另土地收取方式與投

資方間之權益、義務規範，能否更具彈性，

亦是土地開發成敗之重要環節。

談大型商業土地之地上權開發
以臺中糖廠之蛻變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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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權之內涵

　從一束權利（Bundle of rights）觀點而言，

擁有土地所有權，揭示的是所有權人擁有的

全部或部分的權利，包含享受（Enjoy）、妨

礙（Encumber）、轉讓（Transfer）、改善（

Improve）、租賃（lease）或出租（Rent）等

從事任何行為之權利，簡單歸納為擁有（

Possession）、支配（Disposition）與排除（

Exclusion）之三類權利。而當所有權人不自己

行使完整的所有權能，卻將部分權能授與第

三人，則該第三人所取得者，即為「定限物

權」（林聖豪，2012；李淑明，2010）。

　「地上權」為定限物權之一種，依據我國

民法第832條規定，係以在他人土地之上或之

下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為目的，相對於全

面性支配標的物之所有權（Ownership），為

一種支配他人標的物「使用收益」之定限物

權，其權益壽命依契約所訂期限或成立之目

的為限，分為定期契約或未定期限契約，其

權利型態1介於所有權及租賃兩者間，對於投

資者而言，其提供一種較長時間使用期、安

全、資金彈性運用之開發方式。

　以往本公司辦理土地出租及設定地上權招

標時，向投資開發商每年收取之單位面積土

地租金及一次收取之權利金等，多年來無重

大爭議。惟近年來臺灣土地價格飆升，公告

地價與現值也隨之調漲，除權利金上漲，以

公告地價為計收基礎之地租隨之調升，其漲

幅超乎開發業者預期，除造成沉重地租負擔

，亦使其原先成本收益分析產生偏誤，降低

原預期利潤，且影響投資人投資本公司大面

積土地設定地上權案意願，為降低投資門檻

、增加開發商入場意願，為此，辦理原臺中

糖廠商業區土地地上權開發時亦進行相關調

整以因應市場。

專案變更都市計畫（大型購物中心專用區）(88)

臺中糖廠的身世背景

　翻開臺灣糖業史，散落全臺各地之製糖工

廠，都有著大量製糖出口賺取外匯的美好年

華，惟隨著產業結構之轉型，停止種蔗的農

地及低獲利的製糖工廠，而後逐一順應著各

都市發展學所稱之基因（區位、交通條件等

）理論，註定了不同的生辰八字、開啟了不

一樣的使命。

　臺中糖廠位臺中後火車站旁，79年糖廠停

止壓榨甘蔗，於82年停產關閉，而後因更以

當時之區位條件、市場消費及土地面積等方

面之優勢，配合政府「國家建設六年計畫」

建設計畫及公司多角化經營需要，定位開發

為「大型購物中心」，並於86年土地變更都

市計畫為「大型購物中心專用區」，並以BOT

設定地上權方式招商開發，由威京集團得標

，計畫開發為中華城購物中心，惟當時投資

開發商並未料市場環境之不可測，89年時逢

921大地震，重挫了當時的景氣與房地產，當

時糖廠舊址雖已開挖地基，但在內外環境均

不利下之因素下，中華城開發公司毅然決定

退出開發，93年與本公司終止契約，地方政

府深怕此重大投資計畫就此嘎然而止，不同

意回填土地，以致挖出的土方自此堆砌在旁

，糖廠舊址就此形成仿若自然造山形成之山

坵地塊及4公頃之生態池，而後，歷經多次招

商，休憩事業部於95年第4度招商，始由德安

百貨取得開發權、規劃住商混合模式開發，

惟96年因法令限制而被迫中止開發。

　LDS（拉低賽大會）是土地開發處號召年輕夥伴們一起的交流聚會

，全名是Land Development Speak，定期每個月大家輪流分享參與工

作專案之心得，一旦進入小聚模式，不用拘謹，沒有包袱，大家從

輕鬆聚談中分享工作經驗。本次的主講人探討臺中糖廠從荒廢到重

生的開發歷程，以下為該次分享摘要。

1所有權（Ownership）被視為是一種比租賃來得高且更安全的使用權模式。其所指之安全（Security）概念，最關鍵部分為長期間持有

（Long duration），其關係到激勵使用權人的利用、使用權期限應該要有相當長之時間，以確保使用權人可以攤銷其投入建築等開發

成本並賺得可接受之投資回報率。（林聖豪，2012轉引自Stephen，2012）

土地使用分區 筆數 面積(㎡) 所有權人

購物中心專用區一 18 87,741    

購物中心專用區二 1 14,638    

購物中心專用區三 2 21,145    

交通用地一 5 13,436    

交通用地二 8 14,006    

停車場用地一 2 2,270       

停車場用地二 16 18,538    

機關用地 3 1,032       

公園用地 7 8,535       

92 43,937    

2 45            中華民國

合計 156 225,323  

所有權人 取得方式 筆數 面積(㎡)

臺中市政府 贈與 102 63,111           

臺中市政府 徵收 15 8,781            

臺中市政府 買賣 1 150               

合計 118            72,042           

道路用地

台糖公司

臺中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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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糖廠的身世背景

　翻開臺灣糖業史，散落全臺各地之製糖工

廠，都有著大量製糖出口賺取外匯的美好年

華，惟隨著產業結構之轉型，停止種蔗的農

地及低獲利的製糖工廠，而後逐一順應著各

都市發展學所稱之基因（區位、交通條件等

）理論，註定了不同的生辰八字、開啟了不

一樣的使命。

　臺中糖廠位臺中後火車站旁，79年糖廠停

止壓榨甘蔗，於82年停產關閉，而後因更以

當時之區位條件、市場消費及土地面積等方

面之優勢，配合政府「國家建設六年計畫」

建設計畫及公司多角化經營需要，定位開發

為「大型購物中心」，並於86年土地變更都

市計畫為「大型購物中心專用區」，並以BOT

設定地上權方式招商開發，由威京集團得標

，計畫開發為中華城購物中心，惟當時投資

開發商並未料市場環境之不可測，89年時逢

921大地震，重挫了當時的景氣與房地產，當

時糖廠舊址雖已開挖地基，但在內外環境均

不利下之因素下，中華城開發公司毅然決定

退出開發，93年與本公司終止契約，地方政

府深怕此重大投資計畫就此戛然而止，不同

意回填土地，以致挖出的土方自此堆砌在旁

，糖廠舊址就此形成仿若自然造山形成之山

坵地塊及4公頃之生態池，而後，歷經多次招

商，休憩事業部於95年第4度招商，始由德安

百貨取得開發權、規劃住商混合模式開發，

惟96年因法令限制而被迫中止開發。　

　而後，地方政府基於地方殷切期盼發展壓

力，洽本公司辦理合作開發，經徵得本公司

同意於顧及原捐贈土地權益下，同意配合以

區段徵收方式辦理，廠區段徵收開發案總面

積約22公頃，本公司可選擇領取全部土地徵

收款（現金）或分回50%抵價地；市府爰依都

市計畫通盤檢討辦理都市計畫用途變更為適

當使用分區，委託專業顧問公司辦理規劃評

估並廣徵各界意見後，100年底公告以區段徵

收方式辦理，原購物中心專用區除變更為高

容積商業區外，公共設施規劃內容則包含生

態池公園、綠園道、道路、綠地等，並由市

府自行負責開闢。其中生態池與廠房周邊規

劃為6.09公頃公園（臺中市府稱為「臺中帝國

糖廠湖濱生態園區」）後，可開發面積約有

15.32公頃，其中8.88公頃規劃為商業區，本公

司取得7.7公頃商業用地。

展翅－臺中廠區CE區設定地上權招標

　中彰區處與土開處於自103年即開始辦理臺

中廠區商業區土地招商說明會及地上權公告

招標等，累積潛在廠商意見及市場需求，經

多次研商及收集近年大型商場設定地上權案

例（含南投埔里赤崁頂遊樂區、臺中月眉大

型育樂區、高雄市捷運凹子站旁商業區開發

案、高速鐵路臺中車站地區新高鐵段、高雄

市大魯閣草衙道、林口三井OUTLET PARK、桃

園青埔華泰名品城）並與多家潛在投資開發

商參訪洽談。

　歷經眾多的招商說明活動、研議及研訂招

商條件，為反應市場需求、提高廠商投資意

願，終於107年11月經公開招標評選後，由台

灣三井不動產股份有限公司得標，計畫興建

LaLaport台中（暫稱）親子型的大型購物中心

，於2020年動工、2023年開幕。本公司除可收

取30年之權利金及年繳之租金外，更期待未

來逐步與跨國企業展開新的合作。

　臺中糖廠，一座擁有優良地利基因的停閉

工廠，毫無疑問理所當然捨我其誰的被優先

召喚，然回顧過往，在它蛻變的過程中，從

被賦予重望、同舊市區荒廢到重生等，一路

坎坎坷坷，直至去（107）年公開招標評選投

資開發商，終覓得有情郎。

課題－地上權投資開發案...未來招商可

討論之議題

　地上權之開發案，開發經營廠商取得一定

期限內之開發使用權，必須在一定期限內投

資開發經營，並達到預期的回收效益，故不

大可能以出售建物賺取增值價差的方式獲利

，而多以規劃長期營運穩定獲利為主要目標

。在本案辦理招商說明活動及與廠商接洽討

論中，亦提及在地上權招商作業上，未來仍

有許多課題，可再研議討論，或可使設定地

上權招商之合約，更臻多元可行，包括：

　●現行土地法規已修訂地上權可區分所有

，或甚至個別移轉，且近年已有地上權住宅

之開發出售，未來如何因應法規之變化，地

上權合約應有一定調整，惟相關權益倘未立

法或無前例可循時，其協議內容與機制之建

立須審慎評估進行。

　●超高容積率土地，其地上權價值（權利

金）是否可以未來計畫使用之容積重新核算

。一般新建住宅出售之建案，高容積率與可

出售樓地板面積成正相關，亦表示表高建坪

出售之收入，惟地上權開發案之樓地板因有

使用期限，屆期容積皆回歸地主所有，故高

容積之價值不一定可完全反應在營運財務收

入。在公平公開的招標條件下，是否有機會

能在地上權開發商與地主之間達成公平互利

，或具調整彈性之協議內容及合理的權益計

算，實具想像及研議空間。

　．地上權設定之存續期間，逐漸由30年、50

年，甚至到70年，越來越長的趨勢，甚至已

可跨越三代，如何事先約定未來之土地點回

或地上物經營權移轉之機制以減少履約之變

數、防範存續期間市場機制大震盪造成公司

權益受損、或因建物歷時過長而成為文史建

物的困擾等。

　．結合建材銀行理念，適度以優惠租金或

權利金折抵方式，促使開發者（或設計者）

因應未來地上權屆期移交管理可能有補強、

變更或拆除之情況，於新建時便以可拆卸設

計或乾式工法等循環實踐手法施作，減少建

材物料損耗、折舊負擔及建材物料效益保值

，而所減少的廢棄物料將相對地節省了耗材

購置、再處理或回收成本，不僅提高了投資

效益且降低了開發可能帶來的外在成本。

　台糖住商土地存量仍有近440公頃，如此龐

大的土地，絕無法憑一己之力獨立開發營運

，如何配合公部門的推動地方發展，邀請民

間廠商合作開發經營，尋找可行之合作模式

，設定地上權招商開發，確為重要工具，而

如何將這工具彈性運用得當，仍為未來重要

課題。

原臺中大型購物中心專月區區段徵收領回商業土地(100)

市府列管老樹(3棵)

未列管(樹徑＞80CM)
喬木 (6棵)

末後

　作為土地管理及開發者（部門），台糖的每一塊土地，都有我們極深的情感在裡頭，每一次的投

入與時間準備，無非期待它擁有最好的對待與發展，我們從臺中糖厰起伏跌起的前世今生，從工業

區土地變更為大型購物中心專用地，到參與區段徵收領回，賦予高強度的容積之商業地，其經歷921

大地震及舊市區老舊荒廢到重生，訴說著其血淚、等待與重新整備的呈現、妝點、與蛻變，只為推

升其地利之最佳呈現，冀以此篇文章，與台糖的老友或新血，或共鳴、或撫慰、或勉勵…或集思。

區塊

A
2-1

13,522
70% 350%

420%70%

13,172

27,491

16,178

6,6233-1

B

C

D

E

建蔽率 容積率使用
分區 面積(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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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糖廠的身世背景

　翻開臺灣糖業史，散落全臺各地之製糖工

廠，都有著大量製糖出口賺取外匯的美好年

華，惟隨著產業結構之轉型，停止種蔗的農

地及低獲利的製糖工廠，而後逐一順應著各

都市發展學所稱之基因（區位、交通條件等

）理論，註定了不同的生辰八字、開啟了不

一樣的使命。

　臺中糖廠位臺中後火車站旁，79年糖廠停

止壓榨甘蔗，於82年停產關閉，而後因更以

當時之區位條件、市場消費及土地面積等方

面之優勢，配合政府「國家建設六年計畫」

建設計畫及公司多角化經營需要，定位開發

為「大型購物中心」，並於86年土地變更都

市計畫為「大型購物中心專用區」，並以BOT

設定地上權方式招商開發，由威京集團得標

，計畫開發為中華城購物中心，惟當時投資

開發商並未料市場環境之不可測，89年時逢

921大地震，重挫了當時的景氣與房地產，當

時糖廠舊址雖已開挖地基，但在內外環境均

不利下之因素下，中華城開發公司毅然決定

退出開發，93年與本公司終止契約，地方政

府深怕此重大投資計畫就此戛然而止，不同

意回填土地，以致挖出的土方自此堆砌在旁

，糖廠舊址就此形成仿若自然造山形成之山

坵地塊及4公頃之生態池，而後，歷經多次招

商，休憩事業部於95年第4度招商，始由德安

百貨取得開發權、規劃住商混合模式開發，

惟96年因法令限制而被迫中止開發。　

　而後，地方政府基於地方殷切期盼發展壓

力，洽本公司辦理合作開發，經徵得本公司

同意於顧及原捐贈土地權益下，同意配合以

區段徵收方式辦理，廠區段徵收開發案總面

積約22公頃，本公司可選擇領取全部土地徵

收款（現金）或分回50%抵價地；市府爰依都

市計畫通盤檢討辦理都市計畫用途變更為適

當使用分區，委託專業顧問公司辦理規劃評

估並廣徵各界意見後，100年底公告以區段徵

收方式辦理，原購物中心專用區除變更為高

容積商業區外，公共設施規劃內容則包含生

態池公園、綠園道、道路、綠地等，並由市

府自行負責開闢。其中生態池與廠房周邊規

劃為6.09公頃公園（臺中市府稱為「臺中帝國

糖廠湖濱生態園區」）後，可開發面積約有

15.32公頃，其中8.88公頃規劃為商業區，本公

司取得7.7公頃商業用地。

展翅－臺中廠區CE區設定地上權招標

　中彰區處與土開處於自103年即開始辦理臺

中廠區商業區土地招商說明會及地上權公告

招標等，累積潛在廠商意見及市場需求，經

多次研商及收集近年大型商場設定地上權案

例（含南投埔里赤崁頂遊樂區、臺中月眉大

型育樂區、高雄市捷運凹子站旁商業區開發

案、高速鐵路臺中車站地區新高鐵段、高雄

市大魯閣草衙道、林口三井OUTLET PARK、桃

園青埔華泰名品城）並與多家潛在投資開發

商參訪洽談。

　歷經眾多的招商說明活動、研議及研訂招

商條件，為反應市場需求、提高廠商投資意

願，終於107年11月經公開招標評選後，由台

灣三井不動產股份有限公司得標，計畫興建

LaLaport台中（暫稱）親子型的大型購物中心

，於2020年動工、2023年開幕。本公司除可收

取30年之權利金及年繳之租金外，更期待未

來逐步與跨國企業展開新的合作。

　臺中糖廠，一座擁有優良地利基因的停閉

工廠，毫無疑問理所當然捨我其誰的被優先

召喚，然回顧過往，在它蛻變的過程中，從

被賦予重望、同舊市區荒廢到重生等，一路

坎坎坷坷，直至去（107）年公開招標評選投

資開發商，終覓得有情郎。

課題－地上權投資開發案...未來招商可

討論之議題

　地上權之開發案，開發經營廠商取得一定

期限內之開發使用權，必須在一定期限內投

資開發經營，並達到預期的回收效益，故不

大可能以出售建物賺取增值價差的方式獲利

，而多以規劃長期營運穩定獲利為主要目標

。在本案辦理招商說明活動及與廠商接洽討

論中，亦提及在地上權招商作業上，未來仍

有許多課題，可再研議討論，或可使設定地

上權招商之合約，更臻多元可行，包括：

　●現行土地法規已修訂地上權可區分所有

，或甚至個別移轉，且近年已有地上權住宅

之開發出售，未來如何因應法規之變化，地

上權合約應有一定調整，惟相關權益倘未立

法或無前例可循時，其協議內容與機制之建

立須審慎評估進行。

　●超高容積率土地，其地上權價值（權利

金）是否可以未來計畫使用之容積重新核算

。一般新建住宅出售之建案，高容積率與可

出售樓地板面積成正相關，亦表示表高建坪

出售之收入，惟地上權開發案之樓地板因有

使用期限，屆期容積皆回歸地主所有，故高

容積之價值不一定可完全反應在營運財務收

入。在公平公開的招標條件下，是否有機會

能在地上權開發商與地主之間達成公平互利

，或具調整彈性之協議內容及合理的權益計

算，實具想像及研議空間。

　．地上權設定之存續期間，逐漸由30年、50

年，甚至到70年，越來越長的趨勢，甚至已

可跨越三代，如何事先約定未來之土地點回

或地上物經營權移轉之機制以減少履約之變

數、防範存續期間市場機制大震盪造成公司

權益受損、或因建物歷時過長而成為文史建

物的困擾等。

　．結合建材銀行理念，適度以優惠租金或

權利金折抵方式，促使開發者（或設計者）

因應未來地上權屆期移交管理可能有補強、

變更或拆除之情況，於新建時便以可拆卸設

計或乾式工法等循環實踐手法施作，減少建

材物料損耗、折舊負擔及建材物料效益保值

，而所減少的廢棄物料將相對地節省了耗材

購置、再處理或回收成本，不僅提高了投資

效益且降低了開發可能帶來的外在成本。

　台糖住商土地存量仍有近440公頃，如此龐

大的土地，絕無法憑一己之力獨立開發營運

，如何配合公部門的推動地方發展，邀請民

間廠商合作開發經營，尋找可行之合作模式

，設定地上權招商開發，確為重要工具，而

如何將這工具彈性運用得當，仍為未來重要

課題。

原臺中大型購物中心專月區區段徵收領回商業土地(100)

市府列管老樹(3棵)

未列管(樹徑＞80CM)
喬木 (6棵)

末後

　作為土地管理及開發者（部門），台糖的每一塊土地，都有我們極深的情感在裡頭，每一次的投

入與時間準備，無非期待它擁有最好的對待與發展，我們從臺中糖厰起伏跌起的前世今生，從工業

區土地變更為大型購物中心專用地，到參與區段徵收領回，賦予高強度的容積之商業地，其經歷921

大地震及舊市區老舊荒廢到重生，訴說著其血淚、等待與重新整備的呈現、妝點、與蛻變，只為推

升其地利之最佳呈現，冀以此篇文章，與台糖的老友或新血，或共鳴、或撫慰、或勉勵…或集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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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台糖公司國際化政策，因應同仁使用

英語簡報的機會增加，台糖人力資源處訓練

中，因此特別設計「英語簡報技巧研習班」

（English Presentation Skills Course），聘請臺南

市德光中學加拿大籍丁亞當老師（Mr.Adam 

Snyder）擔任講座，講授英語簡報方式及要領

，介紹實用的線上英語及簡報學習資源；同

時安排助教示範「簡介糖業博物館」英語簡

報，讓參訓同仁進行實作，以提昇英語簡報

能力。丁亞當老師也是位蘇格蘭風笛手，因

此特別邀請老師演奏，增加學習樂趣，也為

總管理處園區添些異國文化。

臺上三分鐘　臺下十年功

　恐懼可能來自未知。同仁可能會因不知道

如何準備英語簡報而感到不安、有壓力；本

次訓練課程介紹「英語簡報的準備歷程」，

讓同仁有個參考歷程，以減少未知的壓力。

同仁可以依此去試作不同主題的英語簡報，

逐漸整理出適合自己的準備歷程，並參考優

秀範例，時常練習；相信將來同仁即能在臺

上侃侃而談，充滿自信進行英語簡報。茲將

「英語簡報的準備歷程」摘錄如下：

一、確定簡報目的及了解觀眾背景：簡報目

的（屬於分享新知、表達立場等）關係

到內容的鋪陳；了解觀眾的背景，思考

合適的表達方式，以達到簡報目的。

二、製作計劃表（含預定完成時間）、蒐集

資料及組織簡報架構。

三、寫講稿及修改簡報內容：寫講稿可幫助檢

視思路是否具邏輯性、是否有能達到簡

報目的等；若有問題，趕緊尋求協助，

修改等。

四、準備小抄或提示卡：內容不要有太多細

節。建議編序號，以免小抄或提示卡混

亂，打亂自己的簡報步調。

五、練習：測量簡報時間、練習正確發音、不

要一直看小抄或提示卡、使用肢體語言及

注意主題轉換詞（例：Now let’s move on 

to why this is so...）等，此外，也須避免口

頭禪（例：you know、well）等，並練習

解決突發狀況（例：Sorry about that. I was 

淺談英語簡報口說技巧
實際演練兼顧文化交流

文 │人資處訓練中心　潘炫璋

亞當老師在糖業博物館前演奏蘇格蘭風笛，為總管理處
天上異國風采

so excited to get to my next point that I’m 

afraid I lost control there for a moment.）。

　正式進行簡報的前一晚要睡眠充足，上臺

前深呼吸，將視線放在鼓勵你（妳）的人臉

上（通常會面帶笑容看講者）。若觀眾沒有

問題，微笑結束，從容回座，不要草率結束

簡報，例：Well, I guess that ends my presenta-

tion!。建議上網搜尋簡報檢查表（例：Univer-

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Presentation Checklist

），以幫助自己的英語簡報更理想。

　臺中糖廠的身世背景

　翻開臺灣糖業史，散落全臺各地之製糖工

廠，都有著大量製糖出口賺取外匯的美好年

華，惟隨著產業結構之轉型，停止種蔗的農

地及低獲利的製糖工廠，而後逐一順應著各

都市發展學所稱之基因（區位、交通條件等

）理論，註定了不同的生辰八字、開啟了不

一樣的使命。

　臺中糖廠位臺中後火車站旁，79年糖廠停

止壓榨甘蔗，於82年停產關閉，而後因更以

當時之區位條件、市場消費及土地面積等方

面之優勢，配合政府「國家建設六年計畫」

建設計畫及公司多角化經營需要，定位開發

為「大型購物中心」，並於86年土地變更都

市計畫為「大型購物中心專用區」，並以BOT

設定地上權方式招商開發，由威京集團得標

，計畫開發為中華城購物中心，惟當時投資

開發商並未料市場環境之不可測，89年時逢

921大地震，重挫了當時的景氣與房地產，當

時糖廠舊址雖已開挖地基，但在內外環境均

不利下之因素下，中華城開發公司毅然決定

退出開發，93年與本公司終止契約，地方政

府深怕此重大投資計畫就此戛然而止，不同

意回填土地，以致挖出的土方自此堆砌在旁

，糖廠舊址就此形成仿若自然造山形成之山

坵地塊及4公頃之生態池，而後，歷經多次招

商，休憩事業部於95年第4度招商，始由德安

百貨取得開發權、規劃住商混合模式開發，

惟96年因法令限制而被迫中止開發。　

　而後，地方政府基於地方殷切期盼發展壓

力，洽本公司辦理合作開發，經徵得本公司

同意於顧及原捐贈土地權益下，同意配合以

區段徵收方式辦理，廠區段徵收開發案總面

積約22公頃，本公司可選擇領取全部土地徵

收款（現金）或分回50%抵價地；市府爰依都

市計畫通盤檢討辦理都市計畫用途變更為適

當使用分區，委託專業顧問公司辦理規劃評

估並廣徵各界意見後，100年底公告以區段徵

收方式辦理，原購物中心專用區除變更為高

容積商業區外，公共設施規劃內容則包含生

態池公園、綠園道、道路、綠地等，並由市

府自行負責開闢。其中生態池與廠房周邊規

劃為6.09公頃公園（臺中市府稱為「臺中帝國

糖廠湖濱生態園區」）後，可開發面積約有

15.32公頃，其中8.88公頃規劃為商業區，本公

司取得7.7公頃商業用地。

展翅－臺中廠區CE區設定地上權招標

　中彰區處與土開處於自103年即開始辦理臺

中廠區商業區土地招商說明會及地上權公告

招標等，累積潛在廠商意見及市場需求，經

多次研商及收集近年大型商場設定地上權案

例（含南投埔里赤崁頂遊樂區、臺中月眉大

型育樂區、高雄市捷運凹子站旁商業區開發

案、高速鐵路臺中車站地區新高鐵段、高雄

市大魯閣草衙道、林口三井OUTLET PARK、桃

園青埔華泰名品城）並與多家潛在投資開發

商參訪洽談。

　歷經眾多的招商說明活動、研議及研訂招

商條件，為反應市場需求、提高廠商投資意

願，終於107年11月經公開招標評選後，由台

灣三井不動產股份有限公司得標，計畫興建

LaLaport台中（暫稱）親子型的大型購物中心

，於2020年動工、2023年開幕。本公司除可收

取30年之權利金及年繳之租金外，更期待未

來逐步與跨國企業展開新的合作。

　臺中糖廠，一座擁有優良地利基因的停閉

工廠，毫無疑問理所當然捨我其誰的被優先

召喚，然回顧過往，在它蛻變的過程中，從

被賦予重望、同舊市區荒廢到重生等，一路

坎坎坷坷，直至去（107）年公開招標評選投

資開發商，終覓得有情郎。

課題－地上權投資開發案...未來招商可

討論之議題

　地上權之開發案，開發經營廠商取得一定

期限內之開發使用權，必須在一定期限內投

資開發經營，並達到預期的回收效益，故不

大可能以出售建物賺取增值價差的方式獲利

，而多以規劃長期營運穩定獲利為主要目標

。在本案辦理招商說明活動及與廠商接洽討

論中，亦提及在地上權招商作業上，未來仍

有許多課題，可再研議討論，或可使設定地

上權招商之合約，更臻多元可行，包括：

　●現行土地法規已修訂地上權可區分所有

，或甚至個別移轉，且近年已有地上權住宅

之開發出售，未來如何因應法規之變化，地

上權合約應有一定調整，惟相關權益倘未立

法或無前例可循時，其協議內容與機制之建

立須審慎評估進行。

　．超高容積率土地，其地上權價值（權利

金）是否可以未來計畫使用之容積重新核算

。一般新建住宅出售之建案，高容積率與可

出售樓地板面積成正相關，亦表示表高建坪

出售之收入，惟地上權開發案之樓地板因有

使用期限，屆期容積皆回歸地主所有，故高

容積之價值不一定可完全反應在營運財務收

入。在公平公開的招標條件下，是否有機會

能在地上權開發商與地主之間達成公平互利

，或具調整彈性之協議內容及合理的權益計

算，實具想像及研議空間。

　●地上權設定之存續期間，逐漸由30年、50

年，甚至到70年，越來越長的趨勢，甚至已

可跨越三代，如何事先約定未來之土地點回

或地上物經營權移轉之機制以減少履約之變

數、防範存續期間市場機制大震盪造成公司

權益受損、或因建物歷時過長而成為文史建

物的困擾等。

　●結合建材銀行理念，適度以優惠租金或

權利金折抵方式，促使開發者（或設計者）

因應未來地上權屆期移交管理可能有補強、

變更或拆除之情況，於新建時便以可拆卸設

計或乾式工法等循環實踐手法施作，減少建

材物料損耗、折舊負擔及建材物料效益保值

，而所減少的廢棄物料將相對地節省了耗材

購置、再處理或回收成本，不僅提高了投資

效益且降低了開發可能帶來的外在成本。

　台糖住商土地存量仍有近440公頃，如此龐

大的土地，絕無法憑一己之力獨立開發營運

，如何配合公部門的推動地方發展，邀請民

間廠商合作開發經營，尋找可行之合作模式

，設定地上權招商開發，確為重要工具，而

如何將這工具彈性運用得當，仍為未來重要

課題。

末後

　作為土地管理及開發者（部門），台糖的每一塊土地，都有我們極深的情感在裡頭，每一次的

投入與時間準備，無非期待它擁有最好的對待與發展，我們從臺中糖廠起伏跌起的前世今生，從

工業區土地變更為大型購物中心專用地，到參與區段徵收領回，賦予高強度的容積之商業地，其

經歷921大地震及舊市區老舊荒廢到重生，訴說著其血淚、等待與重新整備的呈現、妝點、與蛻

變，只為推升其地利之最佳呈現，冀以此篇文章，與台糖的老友或新血，或共鳴、或撫慰、或勉

勵…或集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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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台糖公司國際化政策，因應同仁使用

英語簡報的機會增加，台糖人力資源處訓練

中，因此特別設計「英語簡報技巧研習班」

（English Presentation Skills Course），聘請臺南

市德光中學加拿大籍丁亞當老師（Mr.Adam 

Snyder）擔任講座，講授英語簡報方式及要領

，介紹實用的線上英語及簡報學習資源；同

時安排助教示範「簡介糖業博物館」英語簡

報，讓參訓同仁進行實作，以提昇英語簡報

能力。丁亞當老師也是位蘇格蘭風笛手，因

此特別邀請老師演奏，增加學習樂趣，也為

總管理處園區添些異國文化。

臺上三分鐘　臺下十年功

　恐懼可能來自未知。同仁可能會因不知道

如何準備英語簡報而感到不安、有壓力；本

次訓練課程介紹「英語簡報的準備歷程」，

讓同仁有個參考歷程，以減少未知的壓力。

同仁可以依此去試作不同主題的英語簡報，

逐漸整理出適合自己的準備歷程，並參考優

秀範例，時常練習；相信將來同仁即能在臺

上侃侃而談，充滿自信進行英語簡報。茲將

「英語簡報的準備歷程」摘錄如下：

一、確定簡報目的及了解觀眾背景：簡報目

的（屬於分享新知、表達立場等）關係

到內容的鋪陳；了解觀眾的背景，思考

合適的表達方式，以達到簡報目的。

二、製作計劃表（含預定完成時間）、蒐集

資料及組織簡報架構。

三、寫講稿及修改簡報內容：寫講稿可幫助檢

視思路是否具邏輯性、是否有能達到簡

報目的等；若有問題，趕緊尋求協助，

修改等。

四、準備小抄或提示卡：內容不要有太多細

節。建議編序號，以免小抄或提示卡混

亂，打亂自己的簡報步調。

五、練習：測量簡報時間、練習正確發音、不

要一直看小抄或提示卡、使用肢體語言及

注意主題轉換詞（例：Now let’s move on 

to why this is so...）等，此外，也須避免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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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突發狀況（例：Sorry about that. I was 

淺談英語簡報口說技巧
實際演練兼顧文化交流

文 │人資處訓練中心　潘炫璋

亞當老師在糖業博物館前演奏蘇格蘭風笛，為總管理處
天上異國風采

so excited to get to my next point that I’m 

afraid I lost control there for a moment.）。

　正式進行簡報的前一晚要睡眠充足，上臺

前深呼吸，將視線放在鼓勵你（妳）的人臉

上（通常會面帶笑容看講者）。若觀眾沒有

問題，微笑結束，從容回座，不要草率結束

簡報，例：Well, I guess that ends my presenta-

tion!。建議上網搜尋簡報檢查表（例：Univer-

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Presentation Checklist

），以幫助自己的英語簡報更理想。

　臺中糖廠的身世背景

　翻開臺灣糖業史，散落全臺各地之製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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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後

　作為土地管理及開發者（部門），台糖的每一塊土地，都有我們極深的情感在裡頭，每一次的

投入與時間準備，無非期待它擁有最好的對待與發展，我們從臺中糖廠起伏跌起的前世今生，從

工業區土地變更為大型購物中心專用地，到參與區段徵收領回，賦予高強度的容積之商業地，其

經歷921大地震及舊市區老舊荒廢到重生，訴說著其血淚、等待與重新整備的呈現、妝點、與蛻

變，只為推升其地利之最佳呈現，冀以此篇文章，與台糖的老友或新血，或共鳴、或撫慰、或勉

勵…或集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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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excited to get to my next point that I’m afraid  

    I lost control there for a moment.）。

　正式進行簡報的前一晚要睡眠充足，上臺

前深呼吸，將視線放在鼓勵你（妳）的人臉

上（通常會面帶笑容看講者）。若觀眾沒有

問題，微笑結束，從容回座，不要草率結束

簡報，例：Well, I guess that ends my presen-

tat ion!。建議上網搜尋簡報檢查表（例：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Presentation 

Checklist），以幫助自己的英語簡報更理想。

善用網路資源，學習效果突飛猛進

　網路發達，讓現代人的學習資源變得非常

豐富，很多線上學習平臺或社群有助於我們

學英語及作簡報；同仁可以好好利用這些資

源自修或延伸學習，精進自己的英語能力。

一、Ted Talks：收藏來自各種領域專家或知名

人士等5分鐘、20分鐘的精彩簡報，大家

可以從中搜尋優秀的範例。

二、BBC English：英國曾經影響了全世界很多

地方，也將英語用法及文化散佈至全世界

。大家可以利用此網站學習英國英式的基

礎及國際文化。

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講師對學員實作的講評

　本次課程提供台糖公司的重點業務資料，

讓同仁試作並發表十分鐘的英語簡報。講師

的講評摘錄如下：

一、簡報過程中可以問觀眾問題，確認觀眾有

跟上簡報進度及是否有聽懂簡報關鍵等。

二、簡報中不要說過多不重要或不相關的內容

。盡量使用平易近人及幽默的方式表達。

三、簡報中要注意音量大小、與觀眾眼神接

觸、不要常低頭等。

四、對於少見的詞或觀眾不熟的產業可以多

點說明：

學員例子：We have a joint venture in Vietnam.

表達建議：”As you all know a joint venture is 

a partnership between two or more lar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ne organiza-

tion usually has industry and financial knowl-

edge and leverage while another has local  

knowledge and easy access to local markets.”  

五、少用困難或難懂的單字。

六、可以將內容較多的圖表分在幾張投影片

中，並引導觀眾讀表。

七、遇到不確定發音的字，可以請教觀眾，

讓觀眾參與你（妳）的簡報。Remember 

the audience is watching a live lesson they 

can get involved.

八、要注意單字的重音（粗體部分）位置，

老師特別選取一些範例如表一，此外大家可

以利用網路至「Cambridge Dictionary」，輸入

某單字後，就可以聽到標準英式或美式發音

（例：agriculture）。正確的發音才不會讓觀

眾誤會簡報內容或是讓觀眾困惑。

學海無涯，唯勤是岸

　學問像海洋一樣浩瀚無窮，唯有勤奮不懈

，方能有所成就；學習態度占有非常重要的

角色，唯有不斷反省自己需要改進的缺點，

吸取專業英文簡報的優點，就有機會讓自己

的英語簡報達到優秀的境界。

單字 發音音節（自然發音）

agriculture

circulation

circular

humidity

atmosphere

a –gre-kul-chur

sir-cue-lay-shun

sir-cue-ler

hugh-mid-i-tee

at-mos-feer

cultivation

strategy

productivity

automatic

regulatory

cul-ti-vay-shun

stra-te-gy

pro-duc-tiv-i-ty

ah-to-ma-tic

reg-ui-la-tor-ee

Presentation Checklist QR code

表一、Adam老師挑選重音容易犯錯的字詞

上課情形

使用PowerPoint的建議：

1.淺色底配深色字，深色底配淺色字。

2.每張投影片的字數不要太多、字要夠大。

3.一張投影片最好只放一張照片。

4.圖表比文字說明好。

5.不要過度使用動畫。

使用合適的簡報輔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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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領土開處同仁陪同麥瑞禮先生參訪擁有「

編號946溪州牌機車頭」的永康國小，去年麥

瑞禮先生在糖鐵國際機車頭論壇上對於該校

美術老師黃彥碩所演講的「糖業鐵道教育」

印象深刻，台糖便積極與該校接洽，幸運地

得到校方大力支持該交流活動，當日麥瑞禮

先生抵達，學童們站在穿堂兩旁揮舞的手上

的臺英小國旗，熱烈地歡迎這位遠道而來的

鐵道專家。

　參訪過程中，校長黃淑燕親自為麥瑞禮先生

和同仁解說了該校和溪州牌機車頭連結的各種

小巧思，包括圖書館和洗手間等裝置，並致贈

了五分車繪本和兒童作品集。黃彥碩老師則熱

情地向一行人說明溪州牌至永康國小的緣由，

同時專業地向大家介紹他所主導的五分車教案

，從黃老師堅毅真誠的眼神中，不免讓人被這

一份想推廣保存在地糖鐵文化的熱誠感動著。

永康國小目前將具有歷史意義的溪州牌946機

鐵道搭橋
我與英倫有個甜蜜文化情

文 │土地開發處  陳俐真

　不少人知道五○、六○年代台糖公司的五

分車深入鄉間、遍布南臺灣，卻鮮少人知道

台糖火車頭也被國外鐵道愛好組織所收購，

其中一台德馬A編號175德馬內燃機車頭現在即

是位於英國威爾普蘭菲爾鐵道公司（Welsh-

pool & Llanfair Light Railway）作觀光營運和調度

用途，台糖於去（107）年底「2018糖業文化

節」在鐵道文化交流的願景架構下，與該鐵

道公司正式締結為姊妹鐵道，期許雙方能在

鐵道文化保存的互惠原則下，進一步開展可

行的合作項目。

　為表達台糖公司對於糖鐵文化交流積極重

視，特別邀請麥瑞禮秘書長（前英國在臺辦

事處代表）於留臺期間前來今（108）年底即

將舉辦之「2019糖業文化節」的場地－善化糖

廠進行交流，一方面希望能共商未來合作計

畫，一方面針對糖鐵業務的現況作意見交流

。8月30日上午，台糖土地開發處處長張榮吉

永康國小黃校長（左四）贈禮予遠道而來的貴賓

永康國小學生群偕同參訪賓客於溪州牌946前合影

麥瑞禮先生驚喜地指著黃彥碩老師為他畫上的歡迎塗鴉

午後的會議特別感謝麥瑞禮先生及文化資產處李秘書等前來
參與討論

車頭妥善展示於校園一隅，其實正是呼應了文

化部將具有文化的歷史性空間融入當代生活的

政策。或許如文化部部長鄭麗君一再強調美國

建築大師路易斯康（Louis Kahn）的名言「一

座偉大的城市要能讓孩子在街上看到啟發他一

生志業的事物」。而永康的學童們是不是也從

溪州牌火車頭認識了這塊土地過去賴以維生的

產業紋理呢？

「蒸氣火車司機員培訓」交流

　結束了永康國小的參訪，我們款待貴賓至

善化糖廠內最難訂的特色餐廳－「廳舍餐廳

」，享用在地食材製作的料理，不僅如此，

室內牆上更充滿了與臺灣文學及糖業息息相

關的人物肖像，是外籍人士認識臺灣文化一

個很好的設計。

　午後的會議除了與麥瑞禮先生洽談未來合

作事宜，並針對目前台糖公司辦理的「蒸汽

火車司機員培訓」相互交流；另有幸邀請到

臺南市文化資產處秘書李雪慈等人一同參與

，提供了台糖公司今年糖業文化節的實務建

議和目前仁德機車頭移地展示的想法，我們

期許能將機關車庫內的糖鐵修復機械設施，

在空間活化時能妥善規劃，同時與市府文資

處合作建立一套示範處理模式。會議接近尾

聲，台南區處招待大家冰品，今日的交流雖

然在此刻劃下了甜蜜的句點，而台糖與英方

的合作，卻才正要開始萌芽茁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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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台糖公益路跑大使林義傑
分享極地長征 跑出精采人生

文 / 圖│企劃處

「跑出精彩人生‧夢想成真」講座大合照

　曾創下人類史上首次徒步橫越撒哈拉沙漠壯

舉的超馬好手林義傑，今（108）年9月24日上

午現身台糖公司總管理處主講「跑出精彩人生

•夢想成真」講座，吸引百位台糖員工及外界

運動團意見領袖熱烈響應。他分享自己一路從

運動員晉升為創紀錄的極限超馬名人，再到後

來進修商學與法學碩士，轉變為推廣路跑運動

的公司創辦人，甚至是提倡改變世界，以及提

升運動產業的倡議者，他說，「承諾」與「紀

律」就是這一路上不斷督促他前進的力量。

　林義傑高中就讀西湖工商，學長及教練在

體育訓練及生活常規要求嚴格，只要在宿舍

冰箱上摸到灰塵，一定連帶處罰，他回憶「

即使一開始不會跑步，但教練開的訓練，我

一定照表操課，服從與紀律是當時培養起來

的，一個好的運動員，紀律嚴明很重要，直

接影響成績表現。」

　林義傑自嘲自己不是很會念書，大學落榜

後，家人反對繼續求學，他因此轉而向教練

借錢重考，考上心中第一志願「台北體院」

。他因熱愛跑步，進入台北體院後，有別於

其他大學生，依然嚴格遵守教練指導及完成

每日自主練習量，同時還開計程車，半工半

讀賺取學費及比賽經費，以實現自己的夢想

。「追求夢想，首重自律」，是他在整場演

講中不斷傳遞的理念。

　87年之後，林義傑橫掃國內100公里及24小

時馬拉松比賽，屢創紀錄，在其他選手鼓勵

下，91年首次參加7天6夜250公里撒哈拉沙漠

超級馬拉松，背著7天所需的食宿行囊，一

天配給13公升的水，然而沙漠裡沒有小7補給

，只有吞不完的風沙，但他卻說這是記憶中

最美的一場賽事，從幾百公里的超級馬拉松

到惡劣環境的極限馬拉松，幾乎是一頭栽進

這個領域，雖然極限馬拉松非亞運項目，但

他忠於自己，一步一腳印跑出屬於林義傑的

成就。

　96年他與美、加3國組成的挑戰團隊，締造

人類首度徒步橫越大撒哈拉沙漠7,500公里的

紀錄，從最西緣的塞內加爾東行，最後進入

埃及，原定橫越六國約需路跑6,500公里，但

期間遭遇武裝部隊阻撓，被迫繞路多跑8、9

百公里，生病發燒，吊完點滴後，邁開步伐

繼續向前跑，到達紅海海邊時，他們將雙手

放進紅海，象徵越過了終點線，這場與生命

博鬥的比賽，定錨他看世界的角度，也讓世

人看到非洲水資源危機，自此之後，林義傑

每年以他的公司為名捐一口井給東南亞國家

，他也不忘在座的台糖同仁呼籲共同珍惜得

來不易的乾淨用水。

　97年林義傑曾擔任台糖蜆精代言人，當時他

剛完成磁北極挑戰，他回憶由於當時溫度只有

零下30度左右，三個人必須背負70公斤的裝備

，在暴風雪中前進，環境極度艱鉅，在生理或

是心理上都要保持相當良好的狀態，事前訓練

就是靠台糖蜆精，補充體力，才能完成如此艱

鉅的任務。他也笑說感謝台糖蜆精代言的機會

，方能拍攝紀錄片分享冒險故事。

　2011年林義傑率領「擁抱絲路」探險家團隊

達成10,000公里長征，事前花了2、3年組織團

隊，從隊員招募、當地協助、國際事務聯繫

及尋求經費贊助等一手籌辦，此行路線橫跨

歐亞大陸，水土不服，加上難以預測的氣候

，冰雹、大雪、大雨，說來就來，晚上路邊

、車底倒頭就睡，在伊朗莫名被下毒，因承

諾150天達標，多1分鐘也算失敗，「因應策略

就是分配每日跑步距離，寧願每天多跑一些

，以因應未知的風險，而那些長不停的水泡

只能當成消業障。」

　「冒險不是西方專利的名詞，我們也可以

喚醒世人。這就是我們的軟實力。」林義傑

挑戰古絲路極限冒險的過程中，再次展現運

動員堅強意志力與毅力，當一個人朝向目標

前進時，不論身處何種環境，只能抱著勇氣

，自律並沉著的運用智慧去處理各種可能。

　此後，林義傑有感於自身商業經營及法律

知識不足，近年來兩度回到校園充實專業知

識，言談中展現對國內運動產業鏈清晰的觀

察與待實現的抱負。林義傑提到，面對問題

、接受挫折、挑戰困難是他從小到大都要面

對的課題，但也培養出他驚人的自律與受挫

力，「忍受挫折力越強才能讓自己一步步邁

向目標，開創新的可能性，並開拓人生更不

同的道路。」

除了挑戰極限外，林義傑更與藝人周杰倫聯

合監製「一萬公里的約定」電影及為「夢想

啓動」歌曲作詞，以及創立自己的公司，成

立運動品牌「SUPERACE」運動超馬賽事及服

飾品牌。他堅定地說，「我可以在學校安穩

教書，不過我現在還是很堅持用『跑步』去

創造、去改變，為年輕人、為社會做更多，

這是我對社會的Commitment。」林義傑以自

身長征經驗勉勵台糖同仁身處惡劣環境之心

態調適及事前準備工作，並鼓勵持續運動，

保持身體健康，並透過不斷地自我挑戰，在

工作、家庭及生活上展現最好的狀態，尤其

台糖多元化的業態，要樂於接受非本業之挑

戰，也許會發掘意外潛能。

  

　林義傑身為今年「台糖公益路跑」的大使

，也特別號召全民用雙腳挑戰自我的同時，

一併跨出愛的步伐，共同參與將於11月24日舉

辦的「台糖公益路跑」，只要報名成功，台

糖就會為每位跑者捐出50元等值台糖物資給

美善社會福利基金會，協助公益團體照顧慢

飛天使，陪伴他們慢飛無礙， 美善社會福利

基金會吳道遠神父說，現今平均每15位孩子就

有一位可能是慢飛天使，對於孩子來說，早

期療育就像是長跑一樣，是段漫長且艱辛的

路程，期望透過「2019台糖公益路跑」活動，

讓我們的慢飛天使與父母親一起走出戶外，

實踐真正大無礙的幸福。

2 0 1 9 台 糖 公 益 路 跑 報 名 網 址 ：

http://bit.ly/31DdAOy

2019台糖公益路跑粉絲團：http://bit.ly/309p5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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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團意見領袖熱烈響應。他分享自己一路從

運動員晉升為創紀錄的極限超馬名人，再到後

來進修商學與法學碩士，轉變為推廣路跑運動

的公司創辦人，甚至是提倡改變世界，以及提

升運動產業的倡議者，他說，「承諾」與「紀

律」就是這一路上不斷督促他前進的力量。

　林義傑高中就讀西湖工商，學長及教練在

體育訓練及生活常規要求嚴格，只要在宿舍

冰箱上摸到灰塵，一定連帶處罰，他回憶「

即使一開始不會跑步，但教練開的訓練，我

一定照表操課，服從與紀律是當時培養起來

的，一個好的運動員，紀律嚴明很重要，直

接影響成績表現。」

　林義傑自嘲自己不是很會念書，大學落榜

後，家人反對繼續求學，他因此轉而向教練

借錢重考，考上心中第一志願「台北體院」

。他因熱愛跑步，進入台北體院後，有別於

其他大學生，依然嚴格遵守教練指導及完成

每日自主練習量，同時還開計程車，半工半

讀賺取學費及比賽經費，以實現自己的夢想

。「追求夢想，首重自律」，是他在整場演

講中不斷傳遞的理念。

　87年之後，林義傑橫掃國內100公里及24小

時馬拉松比賽，屢創紀錄，在其他選手鼓勵

下，91年首次參加7天6夜250公里撒哈拉沙漠

超級馬拉松，背著7天所需的食宿行囊，一

天配給13公升的水，然而沙漠裡沒有小7補給

，只有吞不完的風沙，但他卻說這是記憶中

最美的一場賽事，從幾百公里的超級馬拉松

到惡劣環境的極限馬拉松，幾乎是一頭栽進

這個領域，雖然極限馬拉松非亞運項目，但

他忠於自己，一步一腳印跑出屬於林義傑的

成就。

　96年他與美、加3國組成的挑戰團隊，締造

人類首度徒步橫越大撒哈拉沙漠7,500公里的

紀錄，從最西緣的塞內加爾東行，最後進入

埃及，原定橫越六國約需路跑6,500公里，但

期間遭遇武裝部隊阻撓，被迫繞路多跑8、9

百公里，生病發燒，吊完點滴後，邁開步伐

繼續向前跑，到達紅海海邊時，他們將雙手

放進紅海，象徵越過了終點線，這場與生命

博鬥的比賽，定錨他看世界的角度，也讓世

人看到非洲水資源危機，自此之後，林義傑

每年以他的公司為名捐一口井給東南亞國家

，他也不忘在座的台糖同仁呼籲共同珍惜得

來不易的乾淨用水。

　97年林義傑曾擔任台糖蜆精代言人，當時他

剛完成磁北極挑戰，他回憶由於當時溫度只有

零下30度左右，三個人必須背負70公斤的裝備

，在暴風雪中前進，環境極度艱鉅，在生理或

是心理上都要保持相當良好的狀態，事前訓練

就是靠台糖蜆精，補充體力，才能完成如此艱

鉅的任務。他也笑說感謝台糖蜆精代言的機會

，方能拍攝紀錄片分享冒險故事。

　2011年林義傑率領「擁抱絲路」探險家團隊

達成10,000公里長征，事前花了2、3年組織團

隊，從隊員招募、當地協助、國際事務聯繫

及尋求經費贊助等一手籌辦，此行路線橫跨

歐亞大陸，水土不服，加上難以預測的氣候

，冰雹、大雪、大雨，說來就來，晚上路邊

、車底倒頭就睡，在伊朗莫名被下毒，因承

諾150天達標，多1分鐘也算失敗，「因應策略

就是分配每日跑步距離，寧願每天多跑一些

，以因應未知的風險，而那些長不停的水泡

只能當成消業障。」

　「冒險不是西方專利的名詞，我們也可以

喚醒世人。這就是我們的軟實力。」林義傑

挑戰古絲路極限冒險的過程中，再次展現運

動員堅強意志力與毅力，當一個人朝向目標

前進時，不論身處何種環境，只能抱著勇氣

，自律並沉著的運用智慧去處理各種可能。

　此後，林義傑有感於自身商業經營及法律

知識不足，近年來兩度回到校園充實專業知

識，言談中展現對國內運動產業鏈清晰的觀

察與待實現的抱負。林義傑提到，面對問題

、接受挫折、挑戰困難是他從小到大都要面

對的課題，但也培養出他驚人的自律與受挫

力，「忍受挫折力越強才能讓自己一步步邁

向目標，開創新的可能性，並開拓人生更不

同的道路。」

除了挑戰極限外，林義傑更與藝人周杰倫聯

合監製「一萬公里的約定」電影及為「夢想

啓動」歌曲作詞，以及創立自己的公司，成

立運動品牌「SUPERACE」運動超馬賽事及服

飾品牌。他堅定地說，「我可以在學校安穩

教書，不過我現在還是很堅持用『跑步』去

創造、去改變，為年輕人、為社會做更多，

這是我對社會的Commitment。」林義傑以自

身長征經驗勉勵台糖同仁身處惡劣環境之心

態調適及事前準備工作，並鼓勵持續運動，

保持身體健康，並透過不斷地自我挑戰，在

工作、家庭及生活上展現最好的狀態，尤其

台糖多元化的業態，要樂於接受非本業之挑

戰，也許會發掘意外潛能。

  

　林義傑身為今年「台糖公益路跑」的大使

，也特別號召全民用雙腳挑戰自我的同時，

一併跨出愛的步伐，共同參與將於11月24日舉

辦的「台糖公益路跑」，只要報名成功，台

糖就會為每位跑者捐出50元等值台糖物資給

美善社會福利基金會，協助公益團體照顧慢

飛天使，陪伴他們慢飛無礙， 美善社會福利

基金會吳道遠神父說，現今平均每15位孩子就

有一位可能是慢飛天使，對於孩子來說，早

期療育就像是長跑一樣，是段漫長且艱辛的

路程，期望透過「2019台糖公益路跑」活動，

讓我們的慢飛天使與父母親一起走出戶外，

實踐真正大無礙的幸福。

2 0 1 9 台 糖 公 益 路 跑 報 名 網 址 ：

http://bit.ly/31DdAOy

2019台糖公益路跑粉絲團：http://bit.ly/309p5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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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糖公司秘書處處長黃中文（左）及楊力州導演（右），和參與學員一同舉起布袋戲
手勢同框合照

紅盒子電影海報

台糖日前舉辦2019台糖公益路跑記者會。台糖公司顧孝柔副總經理(左三)、極地探險家林義傑(左二)及
美善基金會執行長吳道遠神父(右一)連袂出席記者會並合影宣示活動起跑

　「好電影不寂寞，但好的紀錄片呢？」在

紀錄片市場低迷的國內，《紅盒子》在海外

獲得好評回臺正式上映，那是導演－楊力州

的新作品，秉著對傳統文化保存的熱情，用

10年光陰拍攝本片，為即將消逝的傳統布袋

戲盡了一份心力。

　今（108）年6月，台糖公司特別舉辦一場

「紅盒子電影賞析座談會」。本次座談主要

以「糖業文化導覽員」為訓練對象，其他由

各處室分配名額，讓對文化有興趣的同仁共

襄盛舉，希望藉由觀影提升個人文化素養，

並且加深人文的底蘊。為了讓座談會更加精

彩，本次特別邀請楊導演親臨現場，與大家

分享拍片心得。

　《紅盒子》紀錄片主要以探討臺灣傳統布

袋戲為主軸，其故事描述陳錫煌師傅的一生

。陳師傅是已故布袋戲大師－李天祿的長子

，本片除探討傳統布袋戲的興衰外，也帶領

觀眾一探他的內心深處，如何擺脫父親的明

星光環，帶領團員走出自己的路。本片提及

的「紅盒子」就是陳師傅長年攜身的寶物，

不起眼的紅色木盒供俸著「戲神」－天都元

帥，只要有演出就向戲神祈福，希望表演一

切順利。本紀錄片沒有華麗排場，也沒有灑

狗血的劇情，導演用他厚實功力，一點一滴

描述陳師傅平實的一生，也讓大家了解保存

傳統文化的重要性。

　本片放映時間共計1小時40分，播畢時同仁

以最熱情的掌聲歡迎楊導演蒞臨。楊導演開

心分享了他的心路歷程，還有十多年來與陳

師傅培養的默契，本片不單為了記錄這位長

者，它更探究了兩代間父子與師徒的矛盾關

係，值得大家一看再看。最後他表示，能讓

掌中戲呈現大銀幕，讓觀眾體驗最真實的偶

戲之美，是他最驕傲的事，也希望藉由本片

加深國人對保存文化的使命感。雖然座談會

當日天空不作美，場外下著傾盆大雨，但場

內卻充滿無限溫暖，沉浸在沐浴陽光般的文

化洗禮之中。

電影賞析－紅盒子紀錄布袋戲興衰
反思糖業文化保存價值

文 / 圖│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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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成真」講座，吸引百位台糖員工及外界

運動團意見領袖熱烈響應。他分享自己一路從

運動員晉升為創紀錄的極限超馬名人，再到後

來進修商學與法學碩士，轉變為推廣路跑運動

的公司創辦人，甚至是提倡改變世界，以及提

升運動產業的倡議者，他說，「承諾」與「紀

律」就是這一路上不斷督促他前進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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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訓練及生活常規要求嚴格，只要在宿舍

冰箱上摸到灰塵，一定連帶處罰，他回憶「

即使一開始不會跑步，但教練開的訓練，我

一定照表操課，服從與紀律是當時培養起來

的，一個好的運動員，紀律嚴明很重要，直

接影響成績表現。」

　林義傑自嘲自己不是很會念書，大學落榜

後，家人反對繼續求學，他因此轉而向教練

借錢重考，考上心中第一志願「台北體院」

。他因熱愛跑步，進入台北體院後，有別於

其他大學生，依然嚴格遵守教練指導及完成

每日自主練習量，同時還開計程車，半工半

讀賺取學費及比賽經費，以實現自己的夢想

。「追求夢想，首重自律」，是他在整場演

講中不斷傳遞的理念。

　1998年之後，林義傑橫掃國內100公里及24

小時馬拉松比賽，屢創紀錄，在其他選手鼓

勵下，2002年首次參加7天6夜250公里撒哈拉

沙漠超級馬拉松，背著7天所需的食宿行囊，

一天配給13公升的水，然而沙漠裡沒有小7補

給，只有吞不完的風沙，但他卻說這是記憶

中最美的一場賽事，從幾百公里的超級馬拉

松到惡劣環境的極限馬拉松，幾乎是一頭栽

進這個領域，雖然極限馬拉松非亞運項目，

但他忠於自己，一步一腳印跑出屬於林義傑

的成就。

　2007年他與美、加3國組成的挑戰團隊，締

造人類首度徒步橫越大撒哈拉沙漠7,500公里

的紀錄，從最西緣的塞內加爾東行，最後進

入埃及，原定橫越六國約需路跑6,500公里，

但期間遭遇武裝部隊阻撓，被迫繞路多跑8、

9百公里，生病發燒，吊完點滴後，邁開步伐

繼續向前跑，到達紅海海邊時，他們將雙手

放進紅海，象徵越過了終點線，這場與生命

博鬥的比賽，定錨他看世界的角度，也讓世

人看到非洲水資源危機，自此之後，林義傑

每年以他的公司為名捐一口井給東南亞國家

，他也不忘在座的台糖同仁呼籲共同珍惜得

來不易的乾淨用水。

　2008年林義傑曾擔任台糖蜆精代言人，當時

他剛完成磁北極挑戰，他回憶由於當時溫度只

有零下30度左右，三個人必須背負70公斤的裝

備，在暴風雪中前進，環境極度艱鉅，在生理

或是心理上都要保持相當良好的狀態，事前訓

練就是靠台糖蜆精，補充體力，才能完成如此

艱鉅的任務。他也笑說感謝台糖蜆精代言的機

會，方能拍攝紀錄片分享冒險故事。

　2011年林義傑率領「擁抱絲路」探險家團隊

達成10,000公里長征，事前花了2、3年組織團

隊，從隊員招募、當地協助、國際事務聯繫

及尋求經費贊助等一手籌辦，此行路線橫跨

歐亞大陸，水土不服，加上難以預測的氣候

，冰雹、大雪、大雨，說來就來，晚上路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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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監製「一萬公里的約定」電影及為「夢

想啓動」歌曲作詞，以及創立自己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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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飾品牌。他堅定地說，「我可以在學校安

穩教書，不過我現在還是很堅持用『跑步』

去創造、去改變，為年輕人、為社會做更多

，這是我對社會的Commitment。」林義傑以

自身長征經驗勉勵台糖同仁身處惡劣環境之

心態調適及事前準備工作，並鼓勵持續運動

，保持身體健康，並透過不斷地自我挑戰，

在工作、家庭及生活上展現最好的狀態，尤

其台糖多元化的業態，要樂於接受非本業之

挑戰，也許會發掘意外潛能。

2019台糖
公益路跑報名

2019台糖
公益路跑粉絲團



　林義傑身為今年「台糖公益路跑」的大使

，也特別號召全民用雙腳挑戰自我的同時，

一併跨出愛的步伐，共同參與將於今（108）

年11月24日舉辦的「台糖公益路跑」，只要報

名成功，台糖就會為每位跑者捐出50元等值

台糖物資給美善社會福利基金會，協助公益

團體照顧慢飛天使，陪伴他們慢飛無礙，美

善社會福利基金會吳道遠神父說，現今平均

每15位孩子就有一位可能是慢飛天使，對於孩

子來說，早期療育就像是長跑一樣，是段漫

長且艱辛的路程，期望透過「2019台糖公益路

跑」活動，讓我們的慢飛天使與父母親一起

走出戶外，實踐真正大無礙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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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糖公司秘書處處長黃中文（左）及楊力州導演（右），和參與學員一同舉起布袋戲
手勢同框合照

紅盒子電影海報

台糖日前舉辦2019台糖公益路跑記者會。台糖公司顧孝柔副總經理(左三)、極地探險家林義傑(左二)及
美善基金會執行長吳道遠神父(右一)連袂出席記者會並合影宣示活動起跑

　「好電影不寂寞，但好的紀錄片呢？」在

紀錄片市場低迷的國內，《紅盒子》在海外

獲得好評回臺正式上映，那是導演－楊力州

的新作品，秉著對傳統文化保存的熱情，用

10年光陰拍攝本片，為即將消逝的傳統布袋

戲盡了一份心力。

　今（108）年6月，台糖公司特別舉辦一場

「紅盒子電影賞析座談會」。本次座談主要

以「糖業文化導覽員」為訓練對象，其他由

各處室分配名額，讓對文化有興趣的同仁共

襄盛舉，希望藉由觀影提升個人文化素養，

並且加深人文的底蘊。為了讓座談會更加精

彩，本次特別邀請楊導演親臨現場，與大家

分享拍片心得。

　《紅盒子》紀錄片主要以探討臺灣傳統布

袋戲為主軸，其故事描述陳錫煌師傅的一生

。陳師傅是已故布袋戲大師－李天祿的長子

，本片除探討傳統布袋戲的興衰外，也帶領

觀眾一探他的內心深處，如何擺脫父親的明

星光環，帶領團員走出自己的路。本片提及

的「紅盒子」就是陳師傅長年攜身的寶物，

不起眼的紅色木盒供俸著「戲神」－天都元

帥，只要有演出就向戲神祈福，希望表演一

切順利。本紀錄片沒有華麗排場，也沒有灑

狗血的劇情，導演用他厚實功力，一點一滴

描述陳師傅平實的一生，也讓大家了解保存

傳統文化的重要性。

　本片放映時間共計1小時40分，播畢時同仁

以最熱情的掌聲歡迎楊導演蒞臨。楊導演開

心分享了他的心路歷程，還有十多年來與陳

師傅培養的默契，本片不單為了記錄這位長

者，它更探究了兩代間父子與師徒的矛盾關

係，值得大家一看再看。最後他表示，能讓

掌中戲呈現大銀幕，讓觀眾體驗最真實的偶

戲之美，是他最驕傲的事，也希望藉由本片

加深國人對保存文化的使命感。雖然座談會

當日天空不作美，場外下著傾盆大雨，但場

內卻充滿無限溫暖，沉浸在沐浴陽光般的文

化洗禮之中。

電影賞析－紅盒子紀錄布袋戲興衰
反思糖業文化保存價值

文 / 圖│編輯部

　曾創下人類史上首次徒步橫越撒哈拉沙漠壯

舉的超馬好手林義傑，今（108）年9月24日上

午現身台糖公司總管理處主講「跑出精彩人生

•夢想成真」講座，吸引百位台糖員工及外界

運動團意見領袖熱烈響應。他分享自己一路從

運動員晉升為創紀錄的極限超馬名人，再到後

來進修商學與法學碩士，轉變為推廣路跑運動

的公司創辦人，甚至是提倡改變世界，以及提

升運動產業的倡議者，他說，「承諾」與「紀

律」就是這一路上不斷督促他前進的力量。

　林義傑高中就讀西湖工商，學長及教練在

體育訓練及生活常規要求嚴格，只要在宿舍

冰箱上摸到灰塵，一定連帶處罰，他回憶「

即使一開始不會跑步，但教練開的訓練，我

一定照表操課，服從與紀律是當時培養起來

的，一個好的運動員，紀律嚴明很重要，直

接影響成績表現。」

　林義傑自嘲自己不是很會念書，大學落榜

後，家人反對繼續求學，他因此轉而向教練

借錢重考，考上心中第一志願「台北體院」

。他因熱愛跑步，進入台北體院後，有別於

其他大學生，依然嚴格遵守教練指導及完成

每日自主練習量，同時還開計程車，半工半

讀賺取學費及比賽經費，以實現自己的夢想

。「追求夢想，首重自律」，是他在整場演

講中不斷傳遞的理念。

　1998年之後，林義傑橫掃國內100公里及24

小時馬拉松比賽，屢創紀錄，在其他選手鼓

勵下，2002年首次參加7天6夜250公里撒哈拉

沙漠超級馬拉松，背著7天所需的食宿行囊，

一天配給13公升的水，然而沙漠裡沒有小7補

給，只有吞不完的風沙，但他卻說這是記憶

中最美的一場賽事，從幾百公里的超級馬拉

松到惡劣環境的極限馬拉松，幾乎是一頭栽

進這個領域，雖然極限馬拉松非亞運項目，

但他忠於自己，一步一腳印跑出屬於林義傑

的成就。

　2007年他與美、加3國組成的挑戰團隊，締

造人類首度徒步橫越大撒哈拉沙漠7,500公里

的紀錄，從最西緣的塞內加爾東行，最後進

入埃及，原定橫越六國約需路跑6,500公里，

但期間遭遇武裝部隊阻撓，被迫繞路多跑8、

9百公里，生病發燒，吊完點滴後，邁開步伐

繼續向前跑，到達紅海海邊時，他們將雙手

放進紅海，象徵越過了終點線，這場與生命

博鬥的比賽，定錨他看世界的角度，也讓世

人看到非洲水資源危機，自此之後，林義傑

每年以他的公司為名捐一口井給東南亞國家

，他也不忘在座的台糖同仁呼籲共同珍惜得

來不易的乾淨用水。

　2008年林義傑曾擔任台糖蜆精代言人，當時

他剛完成磁北極挑戰，他回憶由於當時溫度只

有零下30度左右，三個人必須背負70公斤的裝

備，在暴風雪中前進，環境極度艱鉅，在生理

或是心理上都要保持相當良好的狀態，事前訓

練就是靠台糖蜆精，補充體力，才能完成如此

艱鉅的任務。他也笑說感謝台糖蜆精代言的機

會，方能拍攝紀錄片分享冒險故事。

　2011年林義傑率領「擁抱絲路」探險家團隊

達成10,000公里長征，事前花了2、3年組織團

隊，從隊員招募、當地協助、國際事務聯繫

及尋求經費贊助等一手籌辦，此行路線橫跨

歐亞大陸，水土不服，加上難以預測的氣候

，冰雹、大雪、大雨，說來就來，晚上路邊

、車底倒頭就睡，在伊朗莫名被下毒，因承

諾150天達標，多1分鐘也算失敗，「因應策略

就是分配每日跑步距離，寧願每天多跑一些

，以因應未知的風險，而那些長不停的水泡

只能當成消業障。」

　「冒險不是西方專利的名詞，我們也可以

喚醒世人。這就是我們的軟實力。」林義傑

挑戰古絲路極限冒險的過程中， 再次展現運

動員堅強意志力與毅力，當一個人朝向目標

前進時，不論身處何種環境，只能抱著勇氣

，自律並沉著的運用智慧去處理各種可能。

　此後，林義傑有感於自身商業經營及法律

知識不足，近年來兩度回到校園充實專業知

識，言談中展現對國內運動產業鏈清晰的觀

察與待實現的抱負。林義傑提到，面對問題

、接受挫折、挑戰困難是他從小到大都要面

對的課題，但也培養出他驚人的自律與受挫

力。「忍受挫折力越強才能讓自己一步步邁

向目標，開創新的可能性，並開拓人生更不

同的道路。」

　除了挑戰極限外，林義傑更與藝人周杰倫

聯合監製「一萬公里的約定」電影及為「夢

想啓動」歌曲作詞，以及創立自己的公司，

成立運動品牌「SUPERACE」運動超馬賽事及

服飾品牌。他堅定地說，「我可以在學校安

穩教書，不過我現在還是很堅持用『跑步』

去創造、去改變，為年輕人、為社會做更多

，這是我對社會的Commitment。」林義傑以

自身長征經驗勉勵台糖同仁身處惡劣環境之

心態調適及事前準備工作，並鼓勵持續運動

，保持身體健康，並透過不斷地自我挑戰，

在工作、家庭及生活上展現最好的狀態，尤

其台糖多元化的業態，要樂於接受非本業之

挑戰，也許會發掘意外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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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路跑報名

2019台糖
公益路跑粉絲團



內容你都可以在本特展一探究竟！

　本次特展首次公開從1940∼1980年間共81件

國家檔案，展覽共分為五大主題：臺灣糖業

的再出發、半農半工的製糖業、火紅的赤糖

業、穿鄉越鎮的五分車以及從外銷日本到行

銷全球，涵蓋面向既深且廣，從了解台糖公

司的組織變革、大時代下的技術轉移至糖業

的興衰，透過這些真實的文件，臺灣糖業的

發展進程宛若一部歷史巨著在你我的面前鮮

明的演繹著，不可錯過！

　民眾若是尚未看展對於糖鐵或糖歷史有興

趣，或是看了特展後對於文件的背後故事仍

津津有味，檔案局另外安排了「2019檔案故

事×糖廠記憶之甜講座」，本講座將輪流於

臺北、臺南、花蓮三地舉辦，演講主題涵括

五分車、製糖到糖業記憶，有興趣的民眾請

參閱海報上資訊先行報名，歡迎大家共襄盛

舉，一同沉浸糖業的甜蜜時光。

　台糖公司為推廣糖業文化，持續主動支持

並配合機關（構）籌備糖業文化相關展覽，

今年度與國家檔案局合作辦理的「臺灣糖業

檔案特展」，在該局的精心策劃下，一些重

要檔案文件首次亮相，台糖更提供一些獨特

的影像、影片及文物供特展展示。本特展將

於今（108）年10月23日盛大展開，關心臺灣

糖業文化的朋友終於有機會一飽眼福，一同

欣賞過去從未露出的珍貴文獻。

　國家檔案局隸屬於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成立於民國90年，為落實檔案的完善管理

及透明開放，以邁向先進國家體現民主的指

標而成立，本次檔案特展能以糖業文化為主

題，可以想像台糖公司對於國家在經濟和文

化發展的重要性。你知道1950年代最知名的

文學雜誌《野風》是由台糖通訊編輯群所創

辦的嗎？你知道早期為了防止民眾偷食甘蔗

曾訂定《防止盜食甘蔗辦法》嗎？這些精采

　《天下雜誌》為鼓勵國內企業在永續發展方面之作為，每年參考國

際指標與評量方法，綜合公司治理、企業承諾、社會參與及環境永續

等四大構面，評選出當年度臺灣最佳企業並頒給「CSR企業公民獎」

，該活動自2007年舉辦以來，已成為國內企業經營典範之重要指標。

　台糖公司長期致力於追求企業永續發展，深耕企業社會責任，並配

合政策協助國家與社會共融，本年度四連霸再度獲頒「大型企業TOP 

50」殊榮，肯定全體同仁之付出及貢獻。

臺灣糖業檔案特展
你我一同沉浸過往甜蜜時光

文 │土地開發處

台糖永續發展成果傳捷報
文 │企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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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你都可以在本特展一探究竟！

　本次特展首次公開從1940∼1980年間共81件

國家檔案，展覽共分為五大主題：臺灣糖業

的再出發、半農半工的製糖業、火紅的赤糖

業、穿鄉越鎮的五分車以及從外銷日本到行

銷全球，涵蓋面向既深且廣，從了解台糖公

司的組織變革、大時代下的技術轉移至糖業

的興衰，透過這些真實的文件，臺灣糖業的

發展進程宛若一部歷史巨著在你我的面前鮮

明的演繹著，不可錯過！

　民眾若是尚未看展對於糖鐵或糖歷史有興

趣，或是看了特展後對於文件的背後故事仍

津津有味，檔案局另外安排了「2019檔案故

事×糖廠記憶之甜講座」，本講座將輪流於

臺北、臺南、花蓮三地舉辦，演講主題涵括

五分車、製糖到糖業記憶，有興趣的民眾請

參閱海報上資訊先行報名，歡迎大家共襄盛

舉，一同沉浸糖業的甜蜜時光。

　台糖公司為推廣糖業文化，持續主動支持

並配合機關（構）籌備糖業文化相關展覽，

今年度與國家檔案局合作辦理的「臺灣糖業

檔案特展」，在該局的精心策劃下，一些重

要檔案文件首次亮相，台糖更提供一些獨特

的影像、影片及文物供特展展示。本特展將

於今（108）年10月23日盛大展開，關心臺灣

糖業文化的朋友終於有機會一飽眼福，一同

欣賞過去從未露出的珍貴文獻。

　國家檔案局隸屬於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成立於民國90年，為落實檔案的完善管理

及透明開放，以邁向先進國家體現民主的指

標而成立，本次檔案特展能以糖業文化為主

題，可以想像台糖公司對於國家在經濟和文

化發展的重要性。你知道1950年代最知名的

文學雜誌《野風》是由台糖通訊編輯群所創

辦的嗎？你知道早期為了防止民眾偷食甘蔗

曾訂定《防止盜食甘蔗辦法》嗎？這些精采

　《天下雜誌》為鼓勵國內企業在永續發展方面之作為，每年參考國

際指標與評量方法，綜合公司治理、企業承諾、社會參與及環境永續

等四大構面，評選出當年度臺灣最佳企業並頒給「CSR企業公民獎」

，該活動自2007年舉辦以來，已成為國內企業經營典範之重要指標。

　台糖公司長期致力於追求企業永續發展，深耕企業社會責任，並配

合政策協助國家與社會共融，本年度四連霸再度獲頒「大型企業TOP 

50」殊榮，肯定全體同仁之付出及貢獻。

臺灣糖業檔案特展
你我一同沉浸過往甜蜜時光

文 │土地開發處

台糖永續發展成果傳捷報
文 │企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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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蚵網搬運到集中處，此次活動除替地球盡

一份心力，也促進同仁情誼交流。

　一行人沿著海岸線從王功燈塔北邊海巡署

哨站至燈塔約2公里，淨灘時依垃圾不同而分

開裝袋，淨灘後將垃圾集中、分類，感謝中

彰區處派員協助處理並提供磅秤機秤重及登

錄；此次成果豐碩資源回收垃圾6公斤及非資

源回收垃圾300公斤總共撿拾306公斤垃圾，隨

後漫步在王功海岸步道上輕鬆的欣賞海邊的

景致，順利圓滿完成淨灘活動賦歸。

　台糖公司與家福公司（臺灣）於今（

108）年4月12日簽署合作案，家福公司

臺灣接手台糖旗下5家量販店及3家健康

超市，台糖8家門店將全數在今年底前

以家樂福品牌重新開幕與顧客見面。

　台糖3家健康超市雖已營運8年，量販

同仁一直保持專業熱忱，亟力維護機電

、空調、消防等設備正常運作，合作案

啟動即以負責任態度，將店內外設備器

材定位、招牌拆除、垃圾清運，清潔打

蠟乾淨整齊，維持「台糖出品，品質保

證」，健康超市於6月底完成點交。

　家福公司（臺灣）接手台糖3家健康

超市，隨即改裝於8月21日小港漢民店

（原小港健康超市）、22日臺中水湳店

（原水湳健康超市）、23日鳳山甲一店

（原五甲健康超市），接續掛牌家樂福

便利購，正式開幕營運，便利購的經營

特色，結合超市與便利商店特性，在新

開店規劃更多豐富的生鮮商品，台糖有

機蔬菜、台糖安心豚豬肉並提供現烤烤

雞及手工麵包，近2萬種商品與完整的

商品區域，為服務台糖忠誠顧客，並設

置「台糖商品專區」販售，顧客可以直

接到專區選購，避免找不到困擾。合作

案將擴大台糖商品導入家樂福各店，台

糖商品擴增136家以上優質通路據點，

更能滿足忠誠顧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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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港漢民店店經理羅潤森（右一）（原小港健康超市店主任）

鳳山甲一店店經理侯彭祥（右二）（原屏東量販店食品課課長）

台糖＋家樂福　便利購開店
可望衝出新業績

文 / 圖│商銷事業部　尤雅平

淨灘後合照

淨灘一角

　台糖砂糖事業部擇於今（108）年8月23日辦

理第一梯次「認養海岸淨灘活動」，本次共

計有事業本部與善化糖廠合計30名同仁共襄

盛舉。

　同仁懷著興奮心情與共乘前往目的地－彰

化縣王功漁港海岸，映入眼簾的是外觀呈現

一個八角形黑白相間的條紋－芳苑燈塔；先

於燈塔前遊客服務中心，短暫休息後，再前

往淨灘。

　眺望欣賞遠方座落在魚塭之間打蛋器外型的

王功風力發電機，是時下流行的打卡聖地，及

擁有豐富自然生態的王功海岸－紅樹林、水鳥

、潮間帶、招潮蟹、彈塗魚等濕地生態。

　首先在砂糖事業部副執行長賴明德精神講話

，並親自領隊下，全體同仁頭戴遮陽帽全副武

裝，頂著烈日說說笑笑沿途淨灘，汗流浹背沒

人喊累，撿拾散落在堤岸邊形形色色的垃圾及

瓶瓶罐罐，一夥合力拉扯半埋著的碩大破魚網

砂糖赴王功淨灘 美麗臺灣
文 / 圖│善化糖廠 林聰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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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營會職安衛、環保及消防總體檢督導小

組於今（108）年8月19日舉行，由執行長劉

明忠會同立法院吳焜裕委員辦公室助理張紘

綸，率領國營會、勞動部、高雄市政府消防

局及專家、學者等一行人蒞臨台糖砂糖事業

部小港廠。台糖由洪副總經理火文、職業安

全衛生處處長蔡振村、環境保護處處長侯良

仁、秘書處處長黃中文、砂糖事業部執行長

蔡東霖陪同，首先聽取簡報，其後分成兩組

現場訪視，一組由砂糖事業部蔡執行長東霖

、賴副執行長明德及小港廠黃副廠長正忠陪

同前往小港廠之煉糖工場、製油工場及汽電

共生場進行職安衛及消防實地訪視，另一組

則由油品事業部林副執行長信志陪同驅車前

往博學加油站進行環保實地訪視，其現場皆

有引導員導覽及解說員詳細介紹各場、站之

設備及作業情形，下午督導小組一行則返回

簡報室進行書面資料審查。

　其後的檢討會議督導委員共提出下列幾點

重要意見：

1.有關動火管制區及關鍵性作業的界定，需進

一步作全盤性的檢討，並建立相關作業的

許可申請制度。

2.環保方面，缺量化數字做為指標。節能、減

碳方面的成效值得肯定，毒化物運作紀錄

備置完善，演練紀錄詳實，值得稱讚。

3.既有鍋爐的燃料規劃改為天然氣，宜注意目

前加嚴後的鍋爐設備的空氣污染物排放標

處處留心  職安、環保、消防
齊赴砂糖小港廠總體檢

文 / 圖│砂糖事業部小港廠 樊璇

準。以選擇性觸媒還原系統（SCR）作為氮

氧化物的控制技術時，建議可參考台電興

達電廠的經驗，在SCR前後端加裝氮氧化物

（NOx）和氨（ammonia）的連續直讀監控

儀器，並以NOx的控制效率和氨水的添加量

做連動式的控制，使SCR的效率達最佳化並

降低SCR後端的氨（ammonia）洩漏濃度。

4.會中的簡報介紹了目前台糖公司在事故調查

方面的作法，對於事故發生真正原因之釐清

及未來改善的做法建議相當正確而且有效。

5.槽車灌裝或卸料應接地以去除靜電。接地線

連結時應作靜電接地監控措施並加裝聯鎖

裝置，避免靜電放電引起危害。

6.己烷貯存區的消防設施再參考消防法規作一

整體性的檢討，以作為設置、標示及定期

查驗的標準。

7.建議未來總體檢時，台糖公司可提出在職安

衛、環保及消防上執行之困難處與解決對

策，總體檢委員們可協助確認對策之可行

性或提供其他建議，以持續提升台糖各事

業部營運績效。

　綜觀此次總體檢，督導小組對砂糖事業部

及油品事業部同仁的努力頗為肯定。而專家

委員及上級主管機關代表也提醒本公司需注

意法規修正及審視廠內作業適法性，即時更

新資訊以免遭罰，並提出一些國內外案例供

參，作為台糖未來努力精進方向。國營會也

基於上級機關的立場，傳達經濟部對台糖的

關心，並感謝小港廠同仁的努力付出，更謝

謝各位委員提供的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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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思考改造世界一書中的「設計思考心智圖」原著：Change by Design

　如果製糖工場的參觀走道是操場跑道意象

？如果閒置空間是人情味濃厚的獨立書店？

如果勝利、成功號是行動兩廳院列車、表演

藝術圖書館？如何讓我們發揮創意、想像力

，讓美學自然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部份！

　設計美學是有跡可循的心靈過程，是一種

生活、一種態度，它不單單體驗在具體的藝

術作品，而是存乎於你我日常生活，不只侷

限於文化創意產業，也是產業再次推升的重

要動力，特別是傳統產業發展面臨擴張的困

境，如果經由設計美學的思維，融入市場、

環境，觸動消費者的心，是可以塑造一個與

時俱進的視覺識別，改變的可能不只是產品

，而是以設計服務改變企業文化、創造商業

利益，進而有機會影響社會的潛質。

簡單質樸、減法美學

　環境氛圍不斷潛移默化的塑造人與組織間的

性格，設計正是投射人與組織性格的最佳例證

，當我們試圖重新思考某一件事情的當代價值

是什麼？同時，反思某個事件是否符合當代環

節，處在這樣一個封閉的空間，會面臨很大的

難題！因為設計思考不只攸關美學風格，更是

理念與系統方法的表徵、是找回與人的深刻連

結，從內化改變行為，才有機會重新打造傳統

產業與觀光文化和諧共存品牌。

我們與醜的距離
設計思考  美感生活

文│Curtain

　一個好的素材，不需顏色來干擾，展現最

簡單、美好的一面就夠了。糖業文化的發展

普遍採用「加法設計」思維，讓人視覺驚艷

的元素卻很有限，當然美感見仁見智，但美

學並不是技術的學習，是讓我們開始培養對

生活中每一件事物的敏感度，進而願意開啟

、發現、探索、體驗、嘗試、運用、整合的

歷程，換言之是一種素養教育，也是一種自

信心的養成。

　從園區角落到建築，如何讓消費者感覺舒

適、愉悅、簡單又沒有負擔的畫面，整齊、

清潔是美的第一步，小從園區垃圾桶、牌招

、廣告、景觀植栽，甚至防空洞、傳遞第一

印象的信封、制服，大則園區地景意象，透

過簡單、雅素概念釋放空間，讓設計美學在

企業文化增添美感，以「減法美學」、「乾

淨素雅」為基石的設計思維(design thinking)，

是可以培養組織設計美學的基因。

設計思維解決商業問題

　我們面對著快速變化的消費市場，同時忙

著將設計格式化，卻沒有思考超越格式及既

定的框架與制式概念的認同，無形扼殺了設

計思考而未有所洞察…；「報告班長：這是廠

商設計的，而且不用錢…」這是我們執行業務

偶有的對話，但…免費的，最終可能是最貴…

」。林懷民說：「心不會一宿之間改變，但

慢慢訓練，我們的心確實能改變，變得寧靜

，寧靜的心就充滿開放的空間，充滿透視力…

能深度觀察問題，然後問題就會自我揭露」

。

好的設計必定是來自人生智慧的細微洞察，

而一連串的心智歷程，則需要從培養敏銳的

觀察人、事、物的開始；以台灣高鐵車票再

設計為例，票面不僅方便旅客閱讀，乘車相

關資訊更一目了然，運用「設計」不僅讓票

面資訊更加清晰，整體設計也簡約呈現高鐵

企業識別顏色；而「身分證再設計」由「形

SHAPE」的作品成為未來新式身分證款式，以

臺灣玉山山脈高線圖作為主要卡面圖紋，透

過設計將版面梳理整潔，欄位具足夠延展性

，在雙語的排版上明瞭易讀，不僅為製造而

生產，更為想法而製造，創造具有參與度、

意義、效率和利潤的商業思維。

環境空間的改造，需要一群人在感覺、思考

、行動、創造交流中，培養共同的溝通語言

，設計思維的核心是以人為本，也就是強調

挖掘並滿足消費者的真實需求。我們每天面

對各種業務需求，需要運用設計解決問題的

挑戰，然而靈感卻是有限的；近年來，各行

各業興起一股文創風潮，並且試圖在「文創

」中找到商機，我們可能先要瞭自己的軟硬

體有沒有文創的基因？企業文化的內涵是文

創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石。

有人說，設計與美學是兩件事，設計要放上

層，先滿足功能與外觀，美學則是滿足好的

設計的其中一環。人類文明的演進，也是從

功能性演化，再追求情感滿足，也就是先解

決問題以後再滿足人類對美感的渴望。當杯

子裝飾越來越漂亮，進一步成為瓷器，就是

文化跟文物的進程。

設計美學就是一個時時刻刻、處處可見的環

境美學，就像呼吸般自然，這些都源自於大

量且不斷地學習觀察吸收與融會，從環境的

素材中，挑出美好的元素，再決定把它們放

在哪些載體上，讓設計美學不再是消費產業

的墊腳石。

從生活中慢慢感覺美好，我們與美的距離不

再那麼遙遠。

舉例來說，吉祥物就是近年各地方政府或單

位作為行銷推廣的一種方式，透過象徵性的

角色凝聚向心力或討吉利的作用，效果卻有

天壤之別。

設計思考改造世界作者Tim Brown指出：所有

成功設計案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洞見、觀

察和同理心。

以臺灣黑熊為原型的2017年世大運吉祥物「熊

讚」，俏皮活潑彷彿脫胎自全球知名的日本

熊本縣知名吉祥物「熊本熊（KUMAMON）」

。在世大運作為吉祥物，深受民眾歡迎，其

官方粉絲頁共有14餘萬人按讚追蹤，更升格為

臺北市政府之官方吉祥物，行銷台北觀光、

關心兒童、和各縣市之觀光推廣合作，此一

吉祥物行銷的成功案例也引起臺灣各界的討

論與學術研究堪稱成功案例，推出官方授權

的熊讚周邊商品。

洞見：指的是「從他人的生活學習」，它通

常不是來自龐大的量化數據，而是走到社會

各角落，實際觀察各行各業真實生活的點點

滴滴。

觀察：是「看人們不做的，聽人們不說的」

，就像做行銷的人，並不是長坐在電腦前，

而是從和消費者的談話中觀察他們的作息與

需求。設計師唯一能了解客戶需求的方法，

也是去觀察、體驗對方平日生活的地方。

同理心：則是要設身處地、感同身受的「換

位思考」。設計思考的目的是幫助人們說出

潛藏在心裡，甚至自己也沒覺察到的需求，

這才是設計思考家的挑戰。那麼要如何做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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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思考改造世界一書中的「設計思考心智圖」原著：Change by Design

　如果製糖工場的參觀走道是操場跑道意象

？如果閒置空間是人情味濃厚的獨立書店？

如果勝利、成功號是行動兩廳院列車、表演

藝術圖書館？如何讓我們發揮創意、想像力

，讓美學自然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部份！

　設計美學是有跡可循的心靈過程，是一種

生活、一種態度，它不單單體驗在具體的藝

術作品，而是存乎於你我日常生活，不只侷

限於文化創意產業，也是產業再次推升的重

要動力，特別是傳統產業發展面臨擴張的困

境，如果經由設計美學的思維，融入市場、

環境，觸動消費者的心，是可以塑造一個與

時俱進的視覺識別，改變的可能不只是產品

，而是以設計服務改變企業文化、創造商業

利益，進而有機會影響社會的潛質。

簡單質樸、減法美學

　環境氛圍不斷潛移默化的塑造人與組織間的

性格，設計正是投射人與組織性格的最佳例證

，當我們試圖重新思考某一件事情的當代價值

是什麼？同時，反思某個事件是否符合當代環

節，處在這樣一個封閉的空間，會面臨很大的

難題！因為設計思考不只攸關美學風格，更是

理念與系統方法的表徵、是找回與人的深刻連

結，從內化改變行為，才有機會重新打造傳統

產業與觀光文化和諧共存品牌。

我們與醜的距離
設計思考  美感生活

文│Curtain

　一個好的素材，不需顏色來干擾，展現最

簡單、美好的一面就夠了。糖業文化的發展

普遍採用「加法設計」思維，讓人視覺驚艷

的元素卻很有限，當然美感見仁見智，但美

學並不是技術的學習，是讓我們開始培養對

生活中每一件事物的敏感度，進而願意開啟

、發現、探索、體驗、嘗試、運用、整合的

歷程，換言之是一種素養教育，也是一種自

信心的養成。

　從園區角落到建築，如何讓消費者感覺舒

適、愉悅、簡單又沒有負擔的畫面，整齊、

清潔是美的第一步，小從園區垃圾桶、牌招

、廣告、景觀植栽，甚至防空洞、傳遞第一

印象的信封、制服，大則園區地景意象，透

過簡單、雅素概念釋放空間，讓設計美學在

企業文化增添美感，以「減法美學」、「乾

淨素雅」為基石的設計思維(design thinking)，

是可以培養組織設計美學的基因。

設計思維解決商業問題

　我們面對著快速變化的消費市場，同時忙

著將設計格式化，卻沒有思考超越格式及既

定的框架與制式概念的認同，無形扼殺了設

計思考而未有所洞察…；「報告班長：這是廠

商設計的，而且不用錢…」這是我們執行業務

偶有的對話，但…免費的，最終可能是最貴…

」。林懷民說：「心不會一宿之間改變，但

慢慢訓練，我們的心確實能改變，變得寧靜

，寧靜的心就充滿開放的空間，充滿透視力…

能深度觀察問題，然後問題就會自我揭露」

。

好的設計必定是來自人生智慧的細微洞察，

而一連串的心智歷程，則需要從培養敏銳的

觀察人、事、物的開始；以台灣高鐵車票再

設計為例，票面不僅方便旅客閱讀，乘車相

關資訊更一目了然，運用「設計」不僅讓票

面資訊更加清晰，整體設計也簡約呈現高鐵

企業識別顏色；而「身分證再設計」由「形

SHAPE」的作品成為未來新式身分證款式，以

臺灣玉山山脈高線圖作為主要卡面圖紋，透

過設計將版面梳理整潔，欄位具足夠延展性

，在雙語的排版上明瞭易讀，不僅為製造而

生產，更為想法而製造，創造具有參與度、

意義、效率和利潤的商業思維。

環境空間的改造，需要一群人在感覺、思考

、行動、創造交流中，培養共同的溝通語言

，設計思維的核心是以人為本，也就是強調

挖掘並滿足消費者的真實需求。我們每天面

對各種業務需求，需要運用設計解決問題的

挑戰，然而靈感卻是有限的；近年來，各行

各業興起一股文創風潮，並且試圖在「文創

」中找到商機，我們可能先要瞭自己的軟硬

體有沒有文創的基因？企業文化的內涵是文

創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石。

有人說，設計與美學是兩件事，設計要放上

層，先滿足功能與外觀，美學則是滿足好的

設計的其中一環。人類文明的演進，也是從

功能性演化，再追求情感滿足，也就是先解

決問題以後再滿足人類對美感的渴望。當杯

子裝飾越來越漂亮，進一步成為瓷器，就是

文化跟文物的進程。

設計美學就是一個時時刻刻、處處可見的環

境美學，就像呼吸般自然，這些都源自於大

量且不斷地學習觀察吸收與融會，從環境的

素材中，挑出美好的元素，再決定把它們放

在哪些載體上，讓設計美學不再是消費產業

的墊腳石。

從生活中慢慢感覺美好，我們與美的距離不

再那麼遙遠。

舉例來說，吉祥物就是近年各地方政府或單

位作為行銷推廣的一種方式，透過象徵性的

角色凝聚向心力或討吉利的作用，效果卻有

天壤之別。

設計思考改造世界作者Tim Brown指出：所有

成功設計案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洞見、觀

察和同理心。

以臺灣黑熊為原型的2017年世大運吉祥物「熊

讚」，俏皮活潑彷彿脫胎自全球知名的日本

熊本縣知名吉祥物「熊本熊（KUMAMON）」

。在世大運作為吉祥物，深受民眾歡迎，其

官方粉絲頁共有14餘萬人按讚追蹤，更升格為

臺北市政府之官方吉祥物，行銷台北觀光、

關心兒童、和各縣市之觀光推廣合作，此一

吉祥物行銷的成功案例也引起臺灣各界的討

論與學術研究堪稱成功案例，推出官方授權

的熊讚周邊商品。

洞見：指的是「從他人的生活學習」，它通

常不是來自龐大的量化數據，而是走到社會

各角落，實際觀察各行各業真實生活的點點

滴滴。

觀察：是「看人們不做的，聽人們不說的」

，就像做行銷的人，並不是長坐在電腦前，

而是從和消費者的談話中觀察他們的作息與

需求。設計師唯一能了解客戶需求的方法，

也是去觀察、體驗對方平日生活的地方。

同理心：則是要設身處地、感同身受的「換

位思考」。設計思考的目的是幫助人們說出

潛藏在心裡，甚至自己也沒覺察到的需求，

這才是設計思考家的挑戰。那麼要如何做到

？



145卷4期．108/10/1042 43145卷4期．108/10/10

就算只是糖廠的一隅，也是傳遞設計美學符號的關鍵（月眉糖廠）

　如果製糖工場的參觀走道是操場跑道意象

？如果閒置空間是人情味濃厚的獨立書店？

如果五分車廂勝利、成功號是行動兩廳院列

車、表演藝術圖書館？如何讓我們發揮創意

、想像力，讓美學自然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

部份！

　設計美學是有跡可循的心靈過程，是一種

生活、一種態度，它不單單體驗在具體的藝

術作品，而是存乎於你我日常生活，不只侷

限於文化創意產業，也是產業再次推升的重

要動力，特別是傳統產業發展面臨擴張的困

境，如果經由設計美學的思維，融入市場、

環境，觸動消費者的心，是可以塑造一個與

時俱進的視覺識別，改變的可能不只是產品

，而是以設計服務改變企業文化、創造商業

利益，進而有機會影響社會的潛質。

簡單質樸、減法美學

　環境氛圍不斷潛移默化的塑造人與組織間

的性格，設計正是投射人與組織性格的最佳

例證，當我們試圖重新思考某一件事情的當

代價值是什麼？同時，反思某個事件是否符

合當代環節，處在這樣一個封閉的空間，會

面臨很大的難題！因為設計思考不只攸關美

學風格，更是理念與系統方法的表徵、是找

回與人的深刻連結，從內化改變行為，才有

機會重新打造傳統產業與觀光文化和諧共存

品牌。

　一個好的素材，不需顏色來干擾，展現最

簡單、美好的一面就夠了。糖業文化的發展

普遍採用「加法設計」思維，讓人視覺驚艷

的元素卻很有限，當然美感見仁見智，但美

學並不是技術的學習，是讓我們開始培養對

生活中每一件事物的敏感度，進而願意開啟

、發現、探索、體驗、嘗試、運用、整合的

歷程，換言之是一種素養教育，也是一種自

信心的養成。

　從園區角落到建築，如何讓消費者感覺舒適

、愉悅、簡單又沒有負擔的畫面，整齊、清潔

是美的第一步，小從園區垃圾桶、招牌、廣告

、景觀植栽，甚至防空洞還有傳遞第一印象的

信封、制服，大則園區地景意象，透過簡單、

雅素概念釋放空間，讓設計美學在企業文化增

添美感，以「減法美學」、「乾淨素雅」為基

石的設計思維（design thinking），是可以培

養組織設計美學的基因。

設計思維解決商業問題

　我們面對著快速變化的消費市場，同時忙著

將設計格式化，卻沒有思考超越格式及既定的

框架與制式概念的認同，無形扼殺了設計思考

而未有所洞察；「報告主管：這是廠商設計的

，而且不用錢⋯⋯」這是我們執行業務偶有的

對話，但免費的，最終可能是最貴。林懷民說

：「心不會一宿之間改變，但慢慢訓練，我們

的心確實能改變，變得寧靜，寧靜的心就充滿

開放的空間，充滿透視力能深度觀察問題，然

後問題就會自我揭露」。

　好的設計必定是來自人生智慧的細微洞察

，而一連串的心智歷程，則需要從培養敏銳

的觀察人、事、物的開始；以台灣高鐵車票

再設計為例，票面不僅方便旅客閱讀，乘車

相關資訊更一目了然，運用「設計」不僅讓

票面資訊更加清晰，整體設計也簡約呈現高

鐵企業識別顏色；而「身分證再設計」由「

形（SHAPE）」的作品成為未來新式身分證款

式，以臺灣玉山山脈高線圖作為主要卡面圖

紋，透過設計將版面梳理整潔，欄位具足夠

延展性，在雙語的排版上明瞭易讀，不僅為

製造而生產，更為想法而製造，創造具有參

與度、意義、效率和利潤的商業思維。

　環境空間的改造，需要一群人在感覺、思

考、行動、創造交流中，培養共同的溝通語

言，設計思維的核心是以人為本，也就是強

調挖掘並滿足消費者的真實需求。我們每天

面對各種業務需求，需要運用設計解決問題

的挑戰，然而靈感卻是有限的；近年來，各

行各業興起一股文創風潮，並且試圖在「文

創」中找到商機，我們可能先要了解自己的

軟硬體有沒有文創的基因？企業文化的內涵

是文創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石。

　有人說，設計與美學是兩件事，設計要放

上層，先滿足功能與外觀，美學則是滿足好

的設計的其中一環。人類文明的演進，也是

從功能性演化，再追求情感滿足，也就是先

解決問題以後再滿足人類對美感的渴望。當

杯子裝飾越來越漂亮，進一步成為瓷器，就

是文化跟文物的進程。

　舉例來說，吉祥物就是近年各地方政府或

單位作為行銷推廣的一種方式，透過象徵性

的角色凝聚向心力或討吉利的作用，效果卻

有天壤之別。

　設計思考改造世界作者Tim Brown指出：所

有成功設計案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洞見、

觀察和同理心。

　以臺灣黑熊為原型的2017年世大運吉祥物「

熊讚」，俏皮活潑彷彿脫胎自全球知名的日

本熊本縣知名吉祥物「熊本熊（KUMAMON）

」。在世大運作為吉祥物，深受民眾歡迎，

其官方粉絲頁共有14餘萬人按讚追蹤，更升格

為臺北市政府之官方吉祥物，行銷臺北觀光

、關心兒童、和各縣市之觀光推廣合作，此

一吉祥物行銷的成功案例也引起臺灣各界的

討論與學術研究堪稱成功案例，推出官方授

權的熊讚周邊商品。

結語

　設計美學就是一個時時刻刻、處處可見的

環境美學，就像呼吸般自然，這些都源自於

大量且不斷地學習觀察吸收與融會，從環境

的素材中，挑出美好的元素，再決定把它們

放在哪些載體上，讓設計美學不再是消費產

業的墊腳石。

　從生活中慢慢感覺美好，我們與美的距離

不再那麼遙遠。

發揮創意及想像力，讓傳統產業與觀光文化和諧共存

　洞見：指的是「從他人的生活學習」，它通常不是來自龐大的量化數據，而是走到社會

各角落，實際觀察各行各業真實生活的點點滴滴。

　觀察：是「看人們不做的，聽人們不說的」，就像做行銷的人，並不是長坐在電腦前，而

是從和消費者的談話中觀察他們的作息與需求。設計師唯一能了解客戶需求的方法，也是去

觀察、體驗對方平日生活的地方。

　同理心：則是要設身處地、感同身受的「換位思考」。設計思考的目的是幫助人們說出潛

藏在心裡，甚至自己也沒覺察到的需求，這才是設計思考家的挑戰。那麼要如何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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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只是糖廠的一隅，也是傳遞設計美學符號的關鍵（月眉糖廠）

　如果製糖工場的參觀走道是操場跑道意象

？如果閒置空間是人情味濃厚的獨立書店？

如果五分車廂勝利、成功號是行動兩廳院列

車、表演藝術圖書館？如何讓我們發揮創意

、想像力，讓美學自然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

部份！

　設計美學是有跡可循的心靈過程，是一種

生活、一種態度，它不單單體驗在具體的藝

術作品，而是存乎於你我日常生活，不只侷

限於文化創意產業，也是產業再次推升的重

要動力，特別是傳統產業發展面臨擴張的困

境，如果經由設計美學的思維，融入市場、

環境，觸動消費者的心，是可以塑造一個與

時俱進的視覺識別，改變的可能不只是產品

，而是以設計服務改變企業文化、創造商業

利益，進而有機會影響社會的潛質。

簡單質樸、減法美學

　環境氛圍不斷潛移默化的塑造人與組織間

的性格，設計正是投射人與組織性格的最佳

例證，當我們試圖重新思考某一件事情的當

代價值是什麼？同時，反思某個事件是否符

合當代環節，處在這樣一個封閉的空間，會

面臨很大的難題！因為設計思考不只攸關美

學風格，更是理念與系統方法的表徵、是找

回與人的深刻連結，從內化改變行為，才有

機會重新打造傳統產業與觀光文化和諧共存

品牌。

　一個好的素材，不需顏色來干擾，展現最

簡單、美好的一面就夠了。糖業文化的發展

普遍採用「加法設計」思維，讓人視覺驚艷

的元素卻很有限，當然美感見仁見智，但美

學並不是技術的學習，是讓我們開始培養對

生活中每一件事物的敏感度，進而願意開啟

、發現、探索、體驗、嘗試、運用、整合的

歷程，換言之是一種素養教育，也是一種自

信心的養成。

　從園區角落到建築，如何讓消費者感覺舒適

、愉悅、簡單又沒有負擔的畫面，整齊、清潔

是美的第一步，小從園區垃圾桶、招牌、廣告

、景觀植栽，甚至防空洞還有傳遞第一印象的

信封、制服，大則園區地景意象，透過簡單、

雅素概念釋放空間，讓設計美學在企業文化增

添美感，以「減法美學」、「乾淨素雅」為基

石的設計思維（design thinking），是可以培

養組織設計美學的基因。

設計思維解決商業問題

　我們面對著快速變化的消費市場，同時忙著

將設計格式化，卻沒有思考超越格式及既定的

框架與制式概念的認同，無形扼殺了設計思考

而未有所洞察；「報告主管：這是廠商設計的

，而且不用錢⋯⋯」這是我們執行業務偶有的

對話，但免費的，最終可能是最貴。林懷民說

：「心不會一宿之間改變，但慢慢訓練，我們

的心確實能改變，變得寧靜，寧靜的心就充滿

開放的空間，充滿透視力能深度觀察問題，然

後問題就會自我揭露」。

　好的設計必定是來自人生智慧的細微洞察

，而一連串的心智歷程，則需要從培養敏銳

的觀察人、事、物的開始；以台灣高鐵車票

再設計為例，票面不僅方便旅客閱讀，乘車

相關資訊更一目了然，運用「設計」不僅讓

票面資訊更加清晰，整體設計也簡約呈現高

鐵企業識別顏色；而「身分證再設計」由「

形（SHAPE）」的作品成為未來新式身分證款

式，以臺灣玉山山脈高線圖作為主要卡面圖

紋，透過設計將版面梳理整潔，欄位具足夠

延展性，在雙語的排版上明瞭易讀，不僅為

製造而生產，更為想法而製造，創造具有參

與度、意義、效率和利潤的商業思維。

　環境空間的改造，需要一群人在感覺、思

考、行動、創造交流中，培養共同的溝通語

言，設計思維的核心是以人為本，也就是強

調挖掘並滿足消費者的真實需求。我們每天

面對各種業務需求，需要運用設計解決問題

的挑戰，然而靈感卻是有限的；近年來，各

行各業興起一股文創風潮，並且試圖在「文

創」中找到商機，我們可能先要了解自己的

軟硬體有沒有文創的基因？企業文化的內涵

是文創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石。

　有人說，設計與美學是兩件事，設計要放

上層，先滿足功能與外觀，美學則是滿足好

的設計的其中一環。人類文明的演進，也是

從功能性演化，再追求情感滿足，也就是先

解決問題以後再滿足人類對美感的渴望。當

杯子裝飾越來越漂亮，進一步成為瓷器，就

是文化跟文物的進程。

　舉例來說，吉祥物就是近年各地方政府或

單位作為行銷推廣的一種方式，透過象徵性

的角色凝聚向心力或討吉利的作用，效果卻

有天壤之別。

　設計思考改造世界作者Tim Brown指出：所

有成功設計案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洞見、

觀察和同理心。

　以臺灣黑熊為原型的2017年世大運吉祥物「

熊讚」，俏皮活潑彷彿脫胎自全球知名的日

本熊本縣知名吉祥物「熊本熊（KUMAMON）

」。在世大運作為吉祥物，深受民眾歡迎，

其官方粉絲頁共有14餘萬人按讚追蹤，更升格

為臺北市政府之官方吉祥物，行銷臺北觀光

、關心兒童、和各縣市之觀光推廣合作，此

一吉祥物行銷的成功案例也引起臺灣各界的

討論與學術研究堪稱成功案例，推出官方授

權的熊讚周邊商品。

結語

　設計美學就是一個時時刻刻、處處可見的

環境美學，就像呼吸般自然，這些都源自於

大量且不斷地學習觀察吸收與融會，從環境

的素材中，挑出美好的元素，再決定把它們

放在哪些載體上，讓設計美學不再是消費產

業的墊腳石。

　從生活中慢慢感覺美好，我們與美的距離

不再那麼遙遠。

發揮創意及想像力，讓傳統產業與觀光文化和諧共存

　洞見：指的是「從他人的生活學習」，它通常不是來自龐大的量化數據，而是走到社會

各角落，實際觀察各行各業真實生活的點點滴滴。

　觀察：是「看人們不做的，聽人們不說的」，就像做行銷的人，並不是長坐在電腦前，而

是從和消費者的談話中觀察他們的作息與需求。設計師唯一能了解客戶需求的方法，也是去

觀察、體驗對方平日生活的地方。

　同理心：則是要設身處地、感同身受的「換位思考」。設計思考的目的是幫助人們說出潛

藏在心裡，甚至自己也沒覺察到的需求，這才是設計思考家的挑戰。那麼要如何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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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砂糖事業部　李孟娟

庫存糖將填補生產短缺
惟健康話題影響消費關鍵

一、國際糖價交易回顧與走勢圖

　2019年6月紐約國際粗糖價格走勢呈現整理

上漲後下跌再震盪態勢，6月上旬，因投機客

空頭回補，及5月最後一個交易日上漲突破12

美分/磅關口支撐，6月3日從盤中當月最低點

11.95美分/磅，連續上漲兩日，6月4日收盤於

12.42美分/磅。而後糖價受到石油價格疲軟影

響，且生產商在12.50美分/磅價格上方執行賣

盤，限制了糖價的漲幅，在6月5日至6月10日

期間，國際粗糖價格在12.09美分/磅與12.53美

分 /磅之間震盪整理，並在 6月 10日收盤於

12.40美分/磅。6月中旬，國際粗糖價格受到

印度氣候乾燥消息和玉米價格攀升支撐，6月

14日盤中來到當月最高點12.78美分/磅，當天

收盤於12.75美分/磅。而後，因印度部分糖產

區迎來季雨，乾旱的憂慮消退，還有大量的

泰國粗糖待售，同時原油及玉米價格亦回

落，國際粗糖價格連續五個交易日下跌，6月

21日收盤於12.22美分/磅。隨後印度季雨遲來

仍給市場帶來部分支撐，糖價連續兩個交易

日上漲，6月25日收盤於12.33美分/磅。下一

個交易日6月26日，受到市場上粗糖供應仍充

足及需求低迷影響，國際粗糖價格下跌，當

天收盤於12.03美分 /磅。隔一交易日6月27

日，因市場擔憂印度出口開始減少，糖價上

漲4.2%，當天收盤於12.53美分/磅。七月期貨

合約於最後一個交易日6月28日到期，當天收

盤於12.32美分 /磅。6月最高價位於6月14日

12.78美分/磅，最低價位於6月3日11.95美分/

磅 ， 最 高 與 最 低 震 盪 幅 度 6 . 4 9 % ( =

(12.78-11.95)/12.78*100%)。

    2019年7月紐約國際粗糖價格走勢呈現震盪下

跌後反彈整理態勢，7月上旬，因全球粗糖市

場庫存量仍高，且在巴西、中美洲國家和泰國

等生產大國均產量充足，全球砂糖產量供給過

剩，粗糖價格於7月1日盤中當月最高點12.82美

分/磅下跌，7月2日收盤於12.35美分/磅。而

後，受到主要生產國印度雨季延遲、產量減少

的憂慮影響，以及巴西霜凍可能造成甘蔗收成

受損，於7月3日到7月12日期間，紐約國際粗糖

價格在12.26美分/磅與12.65美分/磅區間內震盪

整理。7月中旬，全球供應充足繼續打壓糖

價，同時市場需求低迷，自7月11日，糖價連續

六個交易日下跌，7月18日收盤於11.55美分/

磅。然而紐約國際糖價於7月23日來到當月最

低價11.39美分/磅後觸底反彈，盤中受到巴西糖

產量下滑消息影響，當天上漲收盤於11.98美分/

磅，而後，7月24日糖價突破心理關口12美分，

當天收盤於12.06美分/磅。七月下旬後，紐約

國際糖價受原油價格上漲支撐，7月26日連續

四個交易日小幅上漲，7月31日收盤於12.21美

分/磅。7月最高價位於7月1日12.82美分/磅，最

低價位於7月23日11.39美分/磅，最高與最低震

盪幅度11.15%（=（12.82-11.39）/12.82*100%）。

　2019年8月紐約國際粗糖價格走勢呈現下跌

反彈後震盪下跌態勢，8月上旬，受到石油價

格大幅走低及國際市場原糖供應充足影響，粗

糖價格於8月1日盤中當月最高點12.22美分/磅

連續四個交易日下跌，8月7日收盤於11.34美分

/磅。而後，國際油價反彈令市場獲得支撐，

粗糖價格連續兩個交易日上漲，8月9日收盤於

11.86美分/磅。8月中旬，紐約國際粗糖價格受

到巴西貨幣走軟打壓，8月12日糖價下跌，當

天收盤於11.56美分/磅。而後，因巴西貨幣漲

跌互現，於8月13日到8月16日期間，糖價在

11.50美分/磅與11.83美分/磅區間內震盪整理。

然而因全球供應充足和巴西貨幣走軟，自8月

19日糖價連續三個交易日下跌，8月21日收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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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2019年6月1日∼2019年8月31日國際糖價表

圖表 2：紐約粗糖期貨價格走勢圖 圖表 3：倫敦白糖期貨價格走勢圖

資料來源：台糖公司每日糖價試算表

於11.39美分/磅。八月下旬，受巴西甘蔗產量

減少的預估影響，8月22日糖價反彈，當天收

盤於11.58美分/磅。而後糖價持續受短期供應

充足的信號拖累，連續三個交易日下跌，8月

27日收盤於11.24美分/磅，而後隔一個交易日8

月28日糖價受原油價格支撐反彈，當天收盤於

11.37美分/磅。然而由於市場關注印度出口補

貼政策，此令糖價承壓，糖價連續兩個交易日

下跌，8月30日盤中來到當月最低點11.05美分/

磅，當天收盤於11.14美分/磅。8月最高價位於

8月1日12.22美分/磅，最低價位於8月30日11.05

美 分 / 磅 ， 最 高 與 最 低 震 盪 幅 度 9 . 57 % ( =

(12.22-11.05)/12.22*100%)。

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間，紐約粗糖

期貨收盤價最高價為12.75美分/磅，最低價為

11.14美分/磅，兩者價差為1.61美分/磅，震盪幅

度約12.63%。倫敦白糖期貨價最高價為339.3美

元/噸，最低價為294美元/噸，兩者價差為45.3

美元/噸，震盪幅度約為13.35%，上述資料與

每月均價並列於圖表1，紐約粗糖期貨價格走

勢圖詳見圖表2，倫敦白糖期貨價格走勢圖詳

見圖表3。

二、世界砂糖概況

　國際糖業組織(International Sugar Organiza-

tion, ISO)於今年9月初發布預測報告，首次對

即將到來的2019/20製糖期做了全球砂糖平衡的

全面評估。根據ISO早前的預測，世界糖業經

濟在經過兩年的統計盈餘後，將面對高額的統

計赤字。

首次預測期間為2019年10月到2020年9月，全

球產量估計為1億7仟1佰萬餘噸，較2018/19製

糖期減少了413.8萬噸，或2.35%。主要的因素

是預計印度及泰國的產量將下降（分別比

2018/19製糖期減少470萬噸及154.1萬噸）。

全 球 消 費 量 預 計 將 增 加 2 34 . 5萬 噸 ， 即 僅

1.34%，來到17674萬噸。相較於2016/17製糖期

以前，平均1.8％的年成長率。消費成長率降

低的相當大部分可以歸因於全球人口增長的趨

緩，但因為「糖與健康」的辯論影響以及引入

對含糖產品課徵額外稅賦的浪潮，人均消費的

數據也顯示出下降趨勢。　

2019/20全球砂糖預計短缺為476.3萬噸。雖然

預測產量將減少，但估計可供出口量將不會呈

現下降。反之，全球砂糖總數預計將增加162.7

萬噸至5964.4萬噸。預測可供出口量的增加是

因為出口國的生產水準預計將緩解的同時，會

有相當大量的庫存糖釋出。ISO對全球砂糖平

衡的首次評定也顯示進口需求量增加164萬噸

至5965.7萬噸。因此，全球市場現在沒有實物

供應的短缺，預測是因全球出口供應量與進口

需求量呈現相對緊張但仍然平衡的狀態。

從基本面的角度來看，2019/20製糖期的前景包

含一個短缺市場的重要因素：全球消費量估計

將遠高於生產量。當出口供應量仍足夠應付進

口需求量的狀況下，期末庫存預計將減少475

萬噸，但庫存消費比率應不會達到極端低的水

準。世界砂糖概況詳見圖表4。

三、砂糖增產國生產概況

　相2019/20全球砂糖產量預估為1億7仟1佰9拾

8萬噸，較2018/19製糖期減少476.3萬噸，或

2.35%。

2019/20製糖期比起上一個年期，印度減產470

萬噸，泰國減產154.1萬噸。俄羅斯增產60萬

噸，巴西增產50萬噸，伊朗增產45萬噸。匯整

如圖表5。

四、總結

　基本面為全球價格的未來動態提供了一些保

守的樂觀理由。實際上，預計2019/20年將出現

重大的全球砂糖短缺。然而，仍有相當大量的

剩餘庫存懸在市場上，需要在價格回歸到對生

產者有合算報酬的水準前被吸收。

五、參考資料

1.台糖公司每日糖價試算表

2.International Sugar Organization ”ISO Quarterly 

Market Outlook” September 2019.

美元/公噸

美元/公噸

6月均價 7月均價 8月均價 收盤最高價 收盤最低價 價差 震盪幅度商品種類 單位

12.44

274.24

331.48

12.15

267.78

316.89

11.56

254.75

312.51

12.75

281.09

339.30

11.14

245.59

294.00

1.61

35.5

45.3

12.63%

12.63%

13.35%

資料來源：台糖公司每日糖價試算表（單位：美分／磅） 資料來源：台糖公司每日糖價試算表（單位：美元／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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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砂糖事業部　李孟娟

庫存糖將填補生產短缺
惟健康話題影響消費關鍵

一、國際糖價交易回顧與走勢圖

　2019年6月紐約國際粗糖價格走勢呈現整理

上漲後下跌再震盪態勢，6月上旬，因投機客

空頭回補，及5月最後一個交易日上漲突破12

美分/磅關口支撐，6月3日從盤中當月最低點

11.95美分/磅，連續上漲兩日，6月4日收盤於

12.42美分/磅。而後糖價受到石油價格疲軟影

響，且生產商在12.50美分/磅價格上方執行賣

盤，限制了糖價的漲幅，在6月5日至6月10日

期間，國際粗糖價格在12.09美分/磅與12.53美

分 /磅之間震盪整理，並在 6月 10日收盤於

12.40美分/磅。6月中旬，國際粗糖價格受到

印度氣候乾燥消息和玉米價格攀升支撐，6月

14日盤中來到當月最高點12.78美分/磅，當天

收盤於12.75美分/磅。而後，因印度部分糖產

區迎來季雨，乾旱的憂慮消退，還有大量的

泰國粗糖待售，同時原油及玉米價格亦回

落，國際粗糖價格連續五個交易日下跌，6月

21日收盤於12.22美分/磅。隨後印度季雨遲來

仍給市場帶來部分支撐，糖價連續兩個交易

日上漲，6月25日收盤於12.33美分/磅。下一

個交易日6月26日，受到市場上粗糖供應仍充

足及需求低迷影響，國際粗糖價格下跌，當

天收盤於12.03美分 /磅。隔一交易日6月27

日，因市場擔憂印度出口開始減少，糖價上

漲4.2%，當天收盤於12.53美分/磅。七月期貨

合約於最後一個交易日6月28日到期，當天收

盤於12.32美分 /磅。6月最高價位於6月14日

12.78美分/磅，最低價位於6月3日11.95美分/

磅 ， 最 高 與 最 低 震 盪 幅 度 6 . 4 9 % ( =

(12.78-11.95)/12.78*100%)。

    2019年7月紐約國際粗糖價格走勢呈現震盪下

跌後反彈整理態勢，7月上旬，因全球粗糖市

場庫存量仍高，且在巴西、中美洲國家和泰國

等生產大國均產量充足，全球砂糖產量供給過

剩，粗糖價格於7月1日盤中當月最高點12.82美

分/磅下跌，7月2日收盤於12.35美分/磅。而

後，受到主要生產國印度雨季延遲、產量減少

的憂慮影響，以及巴西霜凍可能造成甘蔗收成

受損，於7月3日到7月12日期間，紐約國際粗糖

價格在12.26美分/磅與12.65美分/磅區間內震盪

整理。7月中旬，全球供應充足繼續打壓糖

價，同時市場需求低迷，自7月11日，糖價連續

六個交易日下跌，7月18日收盤於11.55美分/

磅。然而紐約國際糖價於7月23日來到當月最

低價11.39美分/磅後觸底反彈，盤中受到巴西糖

產量下滑消息影響，當天上漲收盤於11.98美分/

磅，而後，7月24日糖價突破心理關口12美分，

當天收盤於12.06美分/磅。七月下旬後，紐約

國際糖價受原油價格上漲支撐，7月26日連續

四個交易日小幅上漲，7月31日收盤於12.21美

分/磅。7月最高價位於7月1日12.82美分/磅，最

低價位於7月23日11.39美分/磅，最高與最低震

盪幅度11.15%（=（12.82-11.39）/12.82*100%）。

　2019年8月紐約國際粗糖價格走勢呈現下跌

反彈後震盪下跌態勢，8月上旬，受到石油價

格大幅走低及國際市場原糖供應充足影響，粗

糖價格於8月1日盤中當月最高點12.22美分/磅

連續四個交易日下跌，8月7日收盤於11.34美分

/磅。而後，國際油價反彈令市場獲得支撐，

粗糖價格連續兩個交易日上漲，8月9日收盤於

11.86美分/磅。8月中旬，紐約國際粗糖價格受

到巴西貨幣走軟打壓，8月12日糖價下跌，當

天收盤於11.56美分/磅。而後，因巴西貨幣漲

跌互現，於8月13日到8月16日期間，糖價在

11.50美分/磅與11.83美分/磅區間內震盪整理。

然而因全球供應充足和巴西貨幣走軟，自8月

19日糖價連續三個交易日下跌，8月21日收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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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2019年6月1日∼2019年8月31日國際糖價表

圖表 2：紐約粗糖期貨價格走勢圖 圖表 3：倫敦白糖期貨價格走勢圖

資料來源：台糖公司每日糖價試算表

於11.39美分/磅。八月下旬，受巴西甘蔗產量

減少的預估影響，8月22日糖價反彈，當天收

盤於11.58美分/磅。而後糖價持續受短期供應

充足的信號拖累，連續三個交易日下跌，8月

27日收盤於11.24美分/磅，而後隔一個交易日8

月28日糖價受原油價格支撐反彈，當天收盤於

11.37美分/磅。然而由於市場關注印度出口補

貼政策，此令糖價承壓，糖價連續兩個交易日

下跌，8月30日盤中來到當月最低點11.05美分/

磅，當天收盤於11.14美分/磅。8月最高價位於

8月1日12.22美分/磅，最低價位於8月30日11.05

美 分 / 磅 ， 最 高 與 最 低 震 盪 幅 度 9 . 57 % ( =

(12.22-11.05)/12.22*100%)。

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間，紐約粗糖

期貨收盤價最高價為12.75美分/磅，最低價為

11.14美分/磅，兩者價差為1.61美分/磅，震盪幅

度約12.63%。倫敦白糖期貨價最高價為339.3美

元/噸，最低價為294美元/噸，兩者價差為45.3

美元/噸，震盪幅度約為13.35%，上述資料與

每月均價並列於圖表1，紐約粗糖期貨價格走

勢圖詳見圖表2，倫敦白糖期貨價格走勢圖詳

見圖表3。

二、世界砂糖概況

　國際糖業組織(International Sugar Organiza-

tion, ISO)於今年9月初發布預測報告，首次對

即將到來的2019/20製糖期做了全球砂糖平衡的

全面評估。根據ISO早前的預測，世界糖業經

濟在經過兩年的統計盈餘後，將面對高額的統

計赤字。

首次預測期間為2019年10月到2020年9月，全

球產量估計為1億7仟1佰萬餘噸，較2018/19製

糖期減少了413.8萬噸，或2.35%。主要的因素

是預計印度及泰國的產量將下降（分別比

2018/19製糖期減少470萬噸及154.1萬噸）。

全 球 消 費 量 預 計 將 增 加 2 34 . 5萬 噸 ， 即 僅

1.34%，來到17674萬噸。相較於2016/17製糖期

以前，平均1.8％的年成長率。消費成長率降

低的相當大部分可以歸因於全球人口增長的趨

緩，但因為「糖與健康」的辯論影響以及引入

對含糖產品課徵額外稅賦的浪潮，人均消費的

數據也顯示出下降趨勢。　

2019/20全球砂糖預計短缺為476.3萬噸。雖然

預測產量將減少，但估計可供出口量將不會呈

現下降。反之，全球砂糖總數預計將增加162.7

萬噸至5964.4萬噸。預測可供出口量的增加是

因為出口國的生產水準預計將緩解的同時，會

有相當大量的庫存糖釋出。ISO對全球砂糖平

衡的首次評定也顯示進口需求量增加164萬噸

至5965.7萬噸。因此，全球市場現在沒有實物

供應的短缺，預測是因全球出口供應量與進口

需求量呈現相對緊張但仍然平衡的狀態。

從基本面的角度來看，2019/20製糖期的前景包

含一個短缺市場的重要因素：全球消費量估計

將遠高於生產量。當出口供應量仍足夠應付進

口需求量的狀況下，期末庫存預計將減少475

萬噸，但庫存消費比率應不會達到極端低的水

準。世界砂糖概況詳見圖表4。

三、砂糖增產國生產概況

　相2019/20全球砂糖產量預估為1億7仟1佰9拾

8萬噸，較2018/19製糖期減少476.3萬噸，或

2.35%。

2019/20製糖期比起上一個年期，印度減產470

萬噸，泰國減產154.1萬噸。俄羅斯增產60萬

噸，巴西增產50萬噸，伊朗增產45萬噸。匯整

如圖表5。

四、總結

　基本面為全球價格的未來動態提供了一些保

守的樂觀理由。實際上，預計2019/20年將出現

重大的全球砂糖短缺。然而，仍有相當大量的

剩餘庫存懸在市場上，需要在價格回歸到對生

產者有合算報酬的水準前被吸收。

五、參考資料

1.台糖公司每日糖價試算表

2.International Sugar Organization ”ISO Quarterly 

Market Outlook” September 2019.

美元/公噸

美元/公噸

6月均價 7月均價 8月均價 收盤最高價 收盤最低價 價差 震盪幅度商品種類 單位

12.44

274.24

331.48

12.15

267.78

316.89

11.56

25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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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5

281.09

339.30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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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糖價交易回顧與走勢圖

　2019年6月紐約國際粗糖價格走勢呈現整理

上漲後下跌再震盪態勢，6月上旬，因投機客

空頭回補，及5月最後一個交易日上漲突破12

美分/磅關口支撐，6月3日從盤中當月最低點

11.95美分/磅，連續上漲兩日，6月4日收盤於

12.42美分/磅。而後糖價受到石油價格疲軟影

響，且生產商在12.50美分/磅價格上方執行賣

盤，限制了糖價的漲幅，在6月5日至6月10日

期間，國際粗糖價格在12.09美分/磅與12.53美

分 /磅之間震盪整理，並在 6月 10日收盤於

12.40美分/磅。六月中旬，國際粗糖價格受到

印度氣候乾燥消息和玉米價格攀升支撐，6月

14日盤中來到當月最高點12.78美分/磅，當天

收盤於12.75美分/磅。而後，因印度部分糖產

區迎來季雨，乾旱的憂慮消退，還有大量的

泰國粗糖待售，同時原油及玉米價格亦回

落，國際粗糖價格連續五個交易日下跌，6月

21日收盤於12.22美分/磅。隨後印度季雨遲來

仍給市場帶來部分支撐，糖價連續兩個交易

日上漲，6月25日收盤於12.33美分/磅。下一

個交易日6月26日，受到市場上粗糖供應仍充

足及需求低迷影響，國際粗糖價格下跌，當

天收盤於12.03美分 /磅。隔一交易日6月27

日，因市場擔憂印度出口開始減少，糖價上

漲4.2%，當天收盤於12.53美分/磅。七月期貨

合約於最後一個交易日6月28日到期，當天收

盤於12.32美分 /磅。6月最高價位於6月14日

12.78美分/磅，最低價位於6月3日11.95美分/

磅 ， 最 高 與 最 低 震 盪 幅 度 6 . 4 9 % ( =

(12.78-11.95)/12.78*100%)。

    2019年7月紐約國際粗糖價格走勢呈現震盪下

跌後反彈整理態勢，七月上旬，因全球粗糖市

場庫存量仍高，且在巴西、中美洲國家和泰國

等生產大國均產量充足，全球砂糖產量供給過

剩，粗糖價格於7月1日盤中當月最高點12.82美

分/磅下跌，7月2日收盤於12.35美分/磅。而

後，受到主要生產國印度雨季延遲、產量減少

的憂慮影響，以及巴西霜凍可能造成甘蔗收成

受損，於7月3日到7月12日期間，紐約國際粗糖

價格在12.26美分/磅與12.65美分/磅區間內震盪

整理。七月中旬，全球供應充足繼續打壓糖

價，同時市場需求低迷，自7月11日，糖價連續

六個交易日下跌，7月18日收盤於11.55美分/

磅。然而紐約國際糖價於7月23日來到當月最

低價11.39美分/磅後觸底反彈，盤中受到巴西糖

產量下滑消息影響，當天上漲收盤於11.98美分/

磅，而後，7月24日糖價突破心理關口12美分，

當天收盤於12.06美分/磅。七月下旬後，紐約

國際糖價受原油價格上漲支撐，7月26日連續

四個交易日小幅上漲，7月31日收盤於12.21美

分/磅。7月最高價位於7月1日12.82美分/磅，最

低價位於7月23日11.39美分/磅，最高與最低震

盪幅度11.15%(=(12.82-11.39)/12.82*100%)。

　2019年8月紐約國際粗糖價格走勢呈現下跌

反彈後震盪下跌態勢，八月上旬，受到石油價

格大幅走低及國際市場原糖供應充足影響，粗

糖價格於8月1日盤中當月最高點12.22美分/磅

連續四個交易日下跌，8月7日收盤於11.34美分

/磅。而後，國際油價反彈令市場獲得支撐，

粗糖價格連續兩個交易日上漲，8月9日收盤於

11.86美分/磅。八月中旬，紐約國際粗糖價格

受到巴西貨幣走軟打壓，8月12日糖價下跌，

當天收盤於11.56美分/磅。而後，因巴西貨幣

漲跌互現，於8月13日到8月16日期間，糖價在

11.50美分/磅與11.83美分/磅區間內震盪整理。

然而因全球供應充足和巴西貨幣走軟，自8月

19日糖價連續三個交易日下跌，8月21日收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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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1.39美分/磅。8月下旬，受巴西甘蔗產量減

少的預估影響，8月22日糖價反彈，當天收盤

於11.58美分/磅。而後糖價持續受短期供應充

足的信號拖累，連續三個交易日下跌，8月27

日收盤於11.24美分/磅，而後隔一個交易日8月

28日糖價受原油價格支撐反彈，當天收盤於

11.37美分/磅。然而由於市場關注印度出口補

貼政策，此令糖價承壓，糖價連續兩個交易日

下跌，8月30日盤中來到當月最低點11.05美分/

磅，當天收盤於11.14美分/磅。8月最高價位於

8月1日12.22美分/磅，最低價位於8月30日11.05

美分 /磅，最高與最低震盪幅度 9 . 57 %（ =

（12.22-11.05）/12.22*100%）。

　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間，紐約粗

糖期貨收盤價最高價為12.75美分/磅，最低價

為11.14美分/磅，兩者價差為1.61美分/磅，震盪

幅度約12.63%。倫敦白糖期貨價最高價為339.3

美元/噸，最低價為294美元/噸，兩者價差為

45.3美元/噸，震盪幅度約為13.35%，上述資料

與每月均價並列於圖表1，紐約粗糖期貨價格

走勢圖詳見圖表2，倫敦白糖期貨價格走勢圖

詳見圖表3。

二、世界砂糖概況

　國際糖業組織（International Sugar Organiza-

tion, ISO）於今年9月初發布預測報告，首次對

即將到來的2019/20製糖期做了全球砂糖平衡的

全面評估。根據ISO早前的預測，世界糖業經

濟在經過兩年的統計盈餘後，將面對高額的統

計赤字。

首次預測期間為2019年10月到2020年9月，全

球產量估計為1億7仟1佰萬餘噸，較2018/19製

糖期減少了413.8萬噸，或2.35%。主要的因素

是預計印度及泰國的產量將下降（分別比

2018/19製糖期減少470萬噸及154.1萬噸）。

　全球消費量預計將增加234.5萬噸，即僅

1.34%，來到17674萬噸。相較於2016/17製糖期

以前，平均1.8％的年成長率。消費成長率降

低的相當大部分可以歸因於全球人口增長的趨

緩，但因為「糖與健康」的辯論影響以及引入

對含糖產品課徵額外稅賦的浪潮，人均消費的

數據也顯示出下降趨勢。　

　2019/20全球砂糖預計短缺為476.3萬噸。雖然

預測產量將減少，但估計可供出口量將不會呈

現下降。反之，全球砂糖總數預計將增加162.7

萬噸至5964.4萬噸。預測可供出口量的增加是

因為出口國的生產水準預計將緩解的同時，會

有相當大量的庫存糖釋出。ISO對全球砂糖平

衡的首次評定也顯示進口需求量增加164萬噸

至5965.7萬噸。因此，全球市場現在沒有實物

供應的短缺，預測是因全球出口供應量與進口

需求量呈現相對緊張但仍然平衡的狀態。

　從基本面的角度來看，2019/20製糖期的前景

包含一個短缺市場的重要因素：全球消費量估

計將遠高於生產量。當出口供應量仍足夠應付

進口需求量的狀況下，期末庫存預計將減少

475萬噸，但庫存消費比率應不會達到極端低

的水準。世界砂糖概況詳見圖表4。

三、砂糖增產國生產概況

　相2019/20全球砂糖產量預估為1億7仟1佰9拾

8萬噸，較2018/19製糖期減少476.3萬噸，或

2.35%。

2019/20製糖期比起上一個年期，印度減產470

萬噸，泰國減產154.1萬噸。俄羅斯增產60萬

噸，巴西增產50萬噸，伊朗增產45萬噸。匯整

如圖表5。

四、總結

　基本面為全球價格的未來動態提供了一些保

守的樂觀理由。實際上，預計2019/20年將出現

重大的全球砂糖短缺。然而，仍有相當大量的

剩餘庫存懸在市場上，需要在價格回歸到對生

產者有合算報酬的水準前被吸收。

五、參考資料

1.台糖公司每日糖價試算表

2.International Sugar Organization ”ISO Quarterly 

Market Outlook” September 2019.

資料來源：ISO（2019 September）（單位：千噸粗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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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糖價交易回顧與走勢圖

　2019年6月紐約國際粗糖價格走勢呈現整理

上漲後下跌再震盪態勢，6月上旬，因投機客

空頭回補，及5月最後一個交易日上漲突破12

美分/磅關口支撐，6月3日從盤中當月最低點

11.95美分/磅，連續上漲兩日，6月4日收盤於

12.42美分/磅。而後糖價受到石油價格疲軟影

響，且生產商在12.50美分/磅價格上方執行賣

盤，限制了糖價的漲幅，在6月5日至6月10日

期間，國際粗糖價格在12.09美分/磅與12.53美

分 /磅之間震盪整理，並在 6月 10日收盤於

12.40美分/磅。六月中旬，國際粗糖價格受到

印度氣候乾燥消息和玉米價格攀升支撐，6月

14日盤中來到當月最高點12.78美分/磅，當天

收盤於12.75美分/磅。而後，因印度部分糖產

區迎來季雨，乾旱的憂慮消退，還有大量的

泰國粗糖待售，同時原油及玉米價格亦回

落，國際粗糖價格連續五個交易日下跌，6月

21日收盤於12.22美分/磅。隨後印度季雨遲來

仍給市場帶來部分支撐，糖價連續兩個交易

日上漲，6月25日收盤於12.33美分/磅。下一

個交易日6月26日，受到市場上粗糖供應仍充

足及需求低迷影響，國際粗糖價格下跌，當

天收盤於12.03美分 /磅。隔一交易日6月27

日，因市場擔憂印度出口開始減少，糖價上

漲4.2%，當天收盤於12.53美分/磅。七月期貨

合約於最後一個交易日6月28日到期，當天收

盤於12.32美分 /磅。6月最高價位於6月14日

12.78美分/磅，最低價位於6月3日11.95美分/

磅 ， 最 高 與 最 低 震 盪 幅 度 6 . 4 9 % ( =

(12.78-11.95)/12.78*100%)。

    2019年7月紐約國際粗糖價格走勢呈現震盪下

跌後反彈整理態勢，七月上旬，因全球粗糖市

場庫存量仍高，且在巴西、中美洲國家和泰國

等生產大國均產量充足，全球砂糖產量供給過

剩，粗糖價格於7月1日盤中當月最高點12.82美

分/磅下跌，7月2日收盤於12.35美分/磅。而

後，受到主要生產國印度雨季延遲、產量減少

的憂慮影響，以及巴西霜凍可能造成甘蔗收成

受損，於7月3日到7月12日期間，紐約國際粗糖

價格在12.26美分/磅與12.65美分/磅區間內震盪

整理。七月中旬，全球供應充足繼續打壓糖

價，同時市場需求低迷，自7月11日，糖價連續

六個交易日下跌，7月18日收盤於11.55美分/

磅。然而紐約國際糖價於7月23日來到當月最

低價11.39美分/磅後觸底反彈，盤中受到巴西糖

產量下滑消息影響，當天上漲收盤於11.98美分/

磅，而後，7月24日糖價突破心理關口12美分，

當天收盤於12.06美分/磅。七月下旬後，紐約

國際糖價受原油價格上漲支撐，7月26日連續

四個交易日小幅上漲，7月31日收盤於12.21美

分/磅。7月最高價位於7月1日12.82美分/磅，最

低價位於7月23日11.39美分/磅，最高與最低震

盪幅度11.15%(=(12.82-11.39)/12.82*100%)。

　2019年8月紐約國際粗糖價格走勢呈現下跌

反彈後震盪下跌態勢，八月上旬，受到石油價

格大幅走低及國際市場原糖供應充足影響，粗

糖價格於8月1日盤中當月最高點12.22美分/磅

連續四個交易日下跌，8月7日收盤於11.34美分

/磅。而後，國際油價反彈令市場獲得支撐，

粗糖價格連續兩個交易日上漲，8月9日收盤於

11.86美分/磅。八月中旬，紐約國際粗糖價格

受到巴西貨幣走軟打壓，8月12日糖價下跌，

當天收盤於11.56美分/磅。而後，因巴西貨幣

漲跌互現，於8月13日到8月16日期間，糖價在

11.50美分/磅與11.83美分/磅區間內震盪整理。

然而因全球供應充足和巴西貨幣走軟，自8月

19日糖價連續三個交易日下跌，8月21日收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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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1.39美分/磅。8月下旬，受巴西甘蔗產量減

少的預估影響，8月22日糖價反彈，當天收盤

於11.58美分/磅。而後糖價持續受短期供應充

足的信號拖累，連續三個交易日下跌，8月27

日收盤於11.24美分/磅，而後隔一個交易日8月

28日糖價受原油價格支撐反彈，當天收盤於

11.37美分/磅。然而由於市場關注印度出口補

貼政策，此令糖價承壓，糖價連續兩個交易日

下跌，8月30日盤中來到當月最低點11.05美分/

磅，當天收盤於11.14美分/磅。8月最高價位於

8月1日12.22美分/磅，最低價位於8月30日11.05

美分 /磅，最高與最低震盪幅度 9 . 57 %（ =

（12.22-11.05）/12.22*100%）。

　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間，紐約粗

糖期貨收盤價最高價為12.75美分/磅，最低價

為11.14美分/磅，兩者價差為1.61美分/磅，震盪

幅度約12.63%。倫敦白糖期貨價最高價為339.3

美元/噸，最低價為294美元/噸，兩者價差為

45.3美元/噸，震盪幅度約為13.35%，上述資料

與每月均價並列於圖表1，紐約粗糖期貨價格

走勢圖詳見圖表2，倫敦白糖期貨價格走勢圖

詳見圖表3。

二、世界砂糖概況

　國際糖業組織（International Sugar Organiza-

tion, ISO）於今年9月初發布預測報告，首次對

即將到來的2019/20製糖期做了全球砂糖平衡的

全面評估。根據ISO早前的預測，世界糖業經

濟在經過兩年的統計盈餘後，將面對高額的統

計赤字。

首次預測期間為2019年10月到2020年9月，全

球產量估計為1億7仟1佰萬餘噸，較2018/19製

糖期減少了413.8萬噸，或2.35%。主要的因素

是預計印度及泰國的產量將下降（分別比

2018/19製糖期減少470萬噸及154.1萬噸）。

　全球消費量預計將增加234.5萬噸，即僅

1.34%，來到17674萬噸。相較於2016/17製糖期

以前，平均1.8％的年成長率。消費成長率降

低的相當大部分可以歸因於全球人口增長的趨

緩，但因為「糖與健康」的辯論影響以及引入

對含糖產品課徵額外稅賦的浪潮，人均消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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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全球砂糖預計短缺為476.3萬噸。雖然

預測產量將減少，但估計可供出口量將不會呈

現下降。反之，全球砂糖總數預計將增加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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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出口國的生產水準預計將緩解的同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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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準。世界砂糖概況詳見圖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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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2019/20全球砂糖產量預估為1億7仟1佰9拾

8萬噸，較2018/19製糖期減少476.3萬噸，或

2.35%。

2019/20製糖期比起上一個年期，印度減產470

萬噸，泰國減產154.1萬噸。俄羅斯增產6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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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表5。

四、總結

　基本面為全球價格的未來動態提供了一些保

守的樂觀理由。實際上，預計2019/20年將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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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考資料

1.台糖公司每日糖價試算表

2.International Sugar Organization ”ISO Quarterly 

Market Outlook” September 2019.

資料來源：ISO（2019 September）（單位：千噸粗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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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資訊處 黃柏源

什麼是Autopilot自動駕駛？

　Autopilot（自動駕駛）在維基百科的定義是

「一種經由機械、電子儀器、液壓系統、陀

螺儀等，做出無人操控的自動化駕駛。」另

外對「自動駕駛汽車」的解釋是：「又稱無

人駕駛汽車、電腦駕駛汽車或輪式移動機器

人，為一種運輸動力的無人地面載具。」作

為自動化載具，自動駕駛汽車不需要人類操

作即能感測其環境及導航。

　自動駕駛汽車（以下簡稱無人車）能以雷

達、光學雷達、GPS及電腦視覺等技術感測其

環境。先進的控制系統能將感測資料轉換成

適當的導航道路，以及障礙與相關標誌。根

據上述定義，無人車能透過感測輸入的資

表1.SAE J3016 自動駕駛等級　資料來源：SAE International（2018）

料，更新其地圖資訊，讓交通工具可以持續

追蹤其位置。

自動駕駛等級

　SAE（美國汽車工程師協會）將自動駕駛等

級區分為0∼5級。等級0無自動化、等級1駕

駛輔助、等級2部分自動、等級3有條件自

動、等級4高度自動、等級5完全自動。其中

等級0∼2需要人類監控駕駛環境；而等級3∼

5則交由系統監控。

　因此有人戲稱，等級1是釋放你的手或腳；

等級2是釋放你的手和腳；等級3是釋放你的

腦；等級4是有條件釋放全身；等級5是無條

件釋放全身。各等級詳細定義請參考下表：

自動駕駛之應用領域

　雖然離無人車普及還有一段距離，不過各

國已經陸續可見無人車的身影，且不提美

國，歐洲與中國都加入這場技術競逐，各式

無人車已進入道路實測。下面各小節分別說

明目前自動駕駛的一些應用進展。

1.無人公共運輸

　全臺首部智慧無人駕駛小巴正式亮相，在

高雄展示上路。2017年10月高雄主辦「生態交

通全球盛典」（EcoMobility World Festival），

規劃在哈瑪星打造生態交通示範區，讓居民

和遊客體驗各種綠色運輸及參與社區活動。

在臺灣科技業者7StarLake牽線下，引進15人座

無人駕駛小巴「艾爾馬（ARMA）」作接駁展

示。（陳昊安，2017）

　儘管困難重重，第一台國產自動駕駛無人

小巴問世了，順利在桃園農博展覽（2018年4

月）上路，40天跑了660趟，除突發狀況需人

為介入外，已可全程自動沿特定路線行駛，

臺灣無人車產業終於跨出了關鍵第一步。

（王若樸，2018）

2.自駕卡車應用

　就在2016年10月Uber公司旗下的Otto自動駕駛

卡車完成了首次商業貨運，一輛18輪的卡車載

著5萬瓶百威啤酒，在行駛的過程中，行走的路

線和車速與人類駕駛的狀況下並沒有太大差

別，這是全球首次由自動駕駛卡車完成的商業

貨運。Otto的自動駕駛卡車由富豪（VOLVO）卡

車改裝，配上了數十個鏡頭和大量感應器，該

公司已經擁有5台自動駕駛卡車，其中1台在一

個人類駕駛員的陪同下，完成了100英里的行

程，目前自動駕駛汽車的測試都需要人類駕駛

員參與，以便於在遇到緊急狀況時，能夠及時

控制汽車。（Linli, 2016）

3.自駕計程車服務

　世界第一部「自駕計程車」在新加坡首度

展開載客服務（ 2016年 8月 25日）。包括

Google 與VOLVO等多家企業，都已在公路上

測試無人自駕車多年，但新創公司「nuTono-

my」表示，他們將是首個能提供上路載客服

務車的Uber。（中央社，2016）

　就在2016年8月底，Uber邀請部分消費者到

匹茲堡郊區，用手機進行無人駕駛出租打車

呼叫測試。Uber的匹茲堡無人駕駛車隊並不

會脫離人的監控，司機仍然會暫時坐在駕駛

位進行監督。其無人駕駛汽車由VOLVO XC90

運動型多用途車改造而成，配備了多種傳感

器，如攝影頭、雷射雷達及GPS接收器。Uber

與VOLVO 2016年年初達成了一項3億美元的合

作計畫—共同開發全自動無人駕駛出租車，並

預計在2021年正式上路。（宇多田，2016）

自動駕駛之法律與社會議題

　自動駕駛的出現，讓目前交通問題的技術

解決方案浮現，但是以過去的法律來看新科

技卻面臨到處碰壁的狀況。各國政府法規要

求不同，且未開放的情況下，自動駕駛產業

仍需模索－段很長的時間。還有，目前社會

接受度仍待提升，是因為新聞報導中出現試

驗中的無人車意外事故，讓人們還無法全面

接受這樣偶爾會出現意外的新科技。有風險

的新科技，也是各國在修訂法規時，抱持審

慎心態而緩慢延滯不前的原因之一。當然，

除了法規無法跟上腳步外，未來要面臨的

（提早到來的）人口失業社會問題，也未得

到答案。

　無人車真正發展到等級5就不需要司機的存

在了。這是Google Waymo公司過去一直想追

求的終極目標；而Uber只是將目標分階段達

成，先做有配司機的共享計程車暫時過渡，

最後自駕計程車就不再需要司機了。無人卡

車也有著相同的問題待解決，卡車司機也是

龐大的一群勞動人口。這分屬兩個產業的失

業問題，卻都跟自動駕駛產業扯上了關係。

工業化4.0與物聯網的時代來臨，未來的智慧

工廠將有部分工作機會被機器人所取代；無

人車出現後，我們的生活和工作也即將面臨

改變。無人車過去10年在等待技術解決方

案，在未來10年要尋求的可能是人口就業方

案。

結語

　自動駕駛系統需要的技術領域橫跨汽車、

機械、電子與資通訊等產業，這些技術需求

所構成的供應鏈市場，足以形成一個龐大且

完整的自動駕駛產業。而且這個新興產業不

是單獨存在的，它還延伸影響到其他產業的

既有產品服務。傳統汽車產業能無視這項自

動駕駛新科技嗎？答案是不行。不只許多新

興科技公司搶食自動駕駛大餅，而傳統汽車

業害怕失去領先地位，也在想辧法要做車輛

升級，找到適合自己的應用場景，做不同自

駕等級的設計。之所以有那麼科技公司投入

是因為大數據、人工智慧、物聯網與車聯網

這些原先的技術與自駕系統產生了交集，每

個人都從中找到各自的著力點，也催生更多

的新創業者投入，就這樣加速了自動駕駛產

業的發展速度。這塊產業大餅在擁有軟硬體

厚實力的臺灣科技業者眼中，同樣也不能缺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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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儀等，做出無人操控的自動化駕駛。」另

外對「自動駕駛汽車」的解釋是：「又稱無

人駕駛汽車、電腦駕駛汽車或輪式移動機器

人，為一種運輸動力的無人地面載具。」作

為自動化載具，自動駕駛汽車不需要人類操

作即能感測其環境及導航。

　自動駕駛汽車（以下簡稱無人車）能以雷

達、光學雷達、GPS及電腦視覺等技術感測其

環境。先進的控制系統能將感測資料轉換成

適當的導航道路，以及障礙與相關標誌。根

據上述定義，無人車能透過感測輸入的資

表1.SAE J3016 自動駕駛等級　資料來源：SAE International（2018）

料，更新其地圖資訊，讓交通工具可以持續

追蹤其位置。

自動駕駛等級

　SAE（美國汽車工程師協會）將自動駕駛等

級區分為0∼5級。等級0無自動化、等級1駕

駛輔助、等級2部分自動、等級3有條件自

動、等級4高度自動、等級5完全自動。其中

等級0∼2需要人類監控駕駛環境；而等級3∼

5則交由系統監控。

　因此有人戲稱，等級1是釋放你的手或腳；

等級2是釋放你的手和腳；等級3是釋放你的

腦；等級4是有條件釋放全身；等級5是無條

件釋放全身。各等級詳細定義請參考下表：

自動駕駛之應用領域

　雖然離無人車普及還有一段距離，不過各

國已經陸續可見無人車的身影，且不提美

國，歐洲與中國都加入這場技術競逐，各式

無人車已進入道路實測。下面各小節分別說

明目前自動駕駛的一些應用進展。

1.無人公共運輸

　全臺首部智慧無人駕駛小巴正式亮相，在

高雄展示上路。2017年10月高雄主辦「生態交

通全球盛典」（EcoMobility World Festival），

規劃在哈瑪星打造生態交通示範區，讓居民

和遊客體驗各種綠色運輸及參與社區活動。

在臺灣科技業者7StarLake牽線下，引進15人座

無人駕駛小巴「艾爾馬（ARMA）」作接駁展

示。（陳昊安，2017）

　儘管困難重重，第一台國產自動駕駛無人

小巴問世了，順利在桃園農博展覽（2018年4

月）上路，40天跑了660趟，除突發狀況需人

為介入外，已可全程自動沿特定路線行駛，

臺灣無人車產業終於跨出了關鍵第一步。

（王若樸，2018）

2.自駕卡車應用

　就在2016年10月Uber公司旗下的Otto自動駕駛

卡車完成了首次商業貨運，一輛18輪的卡車載

著5萬瓶百威啤酒，在行駛的過程中，行走的路

線和車速與人類駕駛的狀況下並沒有太大差

別，這是全球首次由自動駕駛卡車完成的商業

貨運。Otto的自動駕駛卡車由富豪（VOLVO）卡

車改裝，配上了數十個鏡頭和大量感應器，該

公司已經擁有5台自動駕駛卡車，其中1台在一

個人類駕駛員的陪同下，完成了100英里的行

程，目前自動駕駛汽車的測試都需要人類駕駛

員參與，以便於在遇到緊急狀況時，能夠及時

控制汽車。（Linli, 2016）

3.自駕計程車服務

　世界第一部「自駕計程車」在新加坡首度

展開載客服務（ 2016年 8月 25日）。包括

Google 與VOLVO等多家企業，都已在公路上

測試無人自駕車多年，但新創公司「nuTono-

my」表示，他們將是首個能提供上路載客服

務車的Uber。（中央社，2016）

　就在2016年8月底，Uber邀請部分消費者到

匹茲堡郊區，用手機進行無人駕駛出租打車

呼叫測試。Uber的匹茲堡無人駕駛車隊並不

會脫離人的監控，司機仍然會暫時坐在駕駛

位進行監督。其無人駕駛汽車由VOLVO XC90

運動型多用途車改造而成，配備了多種傳感

器，如攝影頭、雷射雷達及GPS接收器。Uber

與VOLVO 2016年年初達成了一項3億美元的合

作計畫—共同開發全自動無人駕駛出租車，並

預計在2021年正式上路。（宇多田，2016）

自動駕駛之法律與社會議題

　自動駕駛的出現，讓目前交通問題的技術

解決方案浮現，但是以過去的法律來看新科

技卻面臨到處碰壁的狀況。各國政府法規要

求不同，且未開放的情況下，自動駕駛產業

仍需模索－段很長的時間。還有，目前社會

接受度仍待提升，是因為新聞報導中出現試

驗中的無人車意外事故，讓人們還無法全面

接受這樣偶爾會出現意外的新科技。有風險

的新科技，也是各國在修訂法規時，抱持審

慎心態而緩慢延滯不前的原因之一。當然，

除了法規無法跟上腳步外，未來要面臨的

（提早到來的）人口失業社會問題，也未得

到答案。

　無人車真正發展到等級5就不需要司機的存

在了。這是Google Waymo公司過去一直想追

求的終極目標；而Uber只是將目標分階段達

成，先做有配司機的共享計程車暫時過渡，

最後自駕計程車就不再需要司機了。無人卡

車也有著相同的問題待解決，卡車司機也是

龐大的一群勞動人口。這分屬兩個產業的失

業問題，卻都跟自動駕駛產業扯上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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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車出現後，我們的生活和工作也即將面臨

改變。無人車過去10年在等待技術解決方

案，在未來10年要尋求的可能是人口就業方

案。

結語

　自動駕駛系統需要的技術領域橫跨汽車、

機械、電子與資通訊等產業，這些技術需求

所構成的供應鏈市場，足以形成一個龐大且

完整的自動駕駛產業。而且這個新興產業不

是單獨存在的，它還延伸影響到其他產業的

既有產品服務。傳統汽車產業能無視這項自

動駕駛新科技嗎？答案是不行。不只許多新

興科技公司搶食自動駕駛大餅，而傳統汽車

業害怕失去領先地位，也在想辧法要做車輛

升級，找到適合自己的應用場景，做不同自

駕等級的設計。之所以有那麼科技公司投入

是因為大數據、人工智慧、物聯網與車聯網

這些原先的技術與自駕系統產生了交集，每

個人都從中找到各自的著力點，也催生更多

的新創業者投入，就這樣加速了自動駕駛產

業的發展速度。這塊產業大餅在擁有軟硬體

厚實力的臺灣科技業者眼中，同樣也不能缺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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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或購票入園，即可憑證參加活動，通通有

獎，幸運者可獲得江南渡假村限量紀念商品

乙份。

　活動期間另推出「雙十身分免門票」優惠

活動，只要身份證字號末8碼有1個「10」或「

20」者可享入園門票半價（75元）優惠；如有

2個「10」或「20」即享免收入園門票優惠。

本年度全國唯一水庫獨木舟體驗活動將於10月

底結束，想要深度體驗尖山埤水庫湖光山色

的民眾，一定要把握最後機會喔！活動詳情

請上尖山埤江南渡假村官網查詢http://ww-

w.chiensan.com.tw。

尖山埤慶雙十多重優惠
幸福宮燈吸睛 身分證碼吸客

文 / 圖│尖山埤江南渡假村  陳奇聖

　10月份的氣候舒適宜人，漫步在江南渡假村

的林蔭步道下更覺神清氣爽，絲毫不悶熱。

趁著國慶假日，全家人到江南渡假村散步賞

景、乘船遊湖，感受江南獨有的閒適，亦可

呼朋引伴來場刺激的漆彈對抗或露營烤肉。

夜晚住宿江南渡假村，除了可享受中、西式

精緻料理及露天游泳池、健身房等飯店設施

外，還能攜伴一起手牽手，欣賞新設置的日

式宮燈幸福步道，感受滿滿的幸福感。

　為了慶祝雙十國慶，尖山埤江南渡假村於

今（108）年國慶連假期間（10/10∼10/13）舉

辦「10月壽星送好禮」活動，凡10月份壽星住

幸福宮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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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Autopilot自動駕駛？

　Autopilot（自動駕駛）在維基百科的定義是

「一種經由機械、電子儀器、液壓系統、陀

螺儀等，做出無人操控的自動化駕駛。」另

外對「自動駕駛汽車」的解釋是：「又稱無

人駕駛汽車、電腦駕駛汽車或輪式移動機器

人，為一種運輸動力的無人地面載具。」作

為自動化載具，自動駕駛汽車不需要人類操

作即能感測其環境及導航。

　自動駕駛汽車（以下簡稱無人車）能以雷

達、光學雷達、GPS及電腦視覺等技術感測其

環境。先進的控制系統能將感測資料轉換成

適當的導航道路，以及障礙與相關標誌。根

據上述定義，無人車能透過感測輸入的資

料，更新其地圖資訊，讓交通工具可以持續

追蹤其位置。

自動駕駛等級

　SAE（美國汽車工程師協會）將自動駕駛等

級區分為0∼5級。等級0無自動化、等級1駕

駛輔助、等級2部分自動、等級3有條件自

動、等級4高度自動、等級5完全自動。其中

等級0∼2需要人類監控駕駛環境；而等級3∼

5則交由系統監控。

　因此有人戲稱，等級1是釋放你的手或腳；

等級2是釋放你的手和腳；等級3是釋放你的

腦；等級4是有條件釋放全身；等級5是無條

件釋放全身。各等級詳細定義請參考下表：

自動駕駛之應用領域

　雖然離無人車普及還有一段距離，不過各

國已經陸續可見無人車的身影，且不提美

國，歐洲與中國都加入這場技術競逐，各式

無人車已進入道路實測。下面各小節分別說

明目前自動駕駛的一些應用進展。

1.無人公共運輸

　全臺首部智慧無人駕駛小巴正式亮相，在

高雄展示上路。2017年10月高雄主辦「生態交

通全球盛典」（EcoMobility World Festival），

規劃在哈瑪星打造生態交通示範區，讓居民

和遊客體驗各種綠色運輸及參與社區活動。

在臺灣科技業者7StarLake牽線下，引進15人座

無人駕駛小巴「艾爾馬（ARMA）」作接駁展

示。（陳昊安，2017）

　儘管困難重重，第一台國產自動駕駛無人

小巴問世了，順利在桃園農博展覽（2018年4

月）上路，40天跑了660趟，除突發狀況需人

為介入外，已可全程自動沿特定路線行駛，

臺灣無人車產業終於跨出了關鍵第一步。

（王若樸，2018）

2.自駕卡車應用

　就在2016年10月Uber公司旗下的Otto自動駕駛

卡車完成了首次商業貨運，一輛18輪的卡車載

著5萬瓶百威啤酒，在行駛的過程中，行走的路

線和車速與人類駕駛的狀況下並沒有太大差

別，這是全球首次由自動駕駛卡車完成的商業

貨運。Otto的自動駕駛卡車由富豪（VOLVO）卡

車改裝，配上了數十個鏡頭和大量感應器，該

公司已經擁有5台自動駕駛卡車，其中1台在一

個人類駕駛員的陪同下，完成了100英里的行

程，目前自動駕駛汽車的測試都需要人類駕駛

員參與，以便於在遇到緊急狀況時，能夠及時

控制汽車。（Linli, 2016）

3.自駕計程車服務

　世界第一部「自駕計程車」在新加坡首度

展開載客服務（ 2016年 8月 25日）。包括

Google 與VOLVO等多家企業，都已在公路上

測試無人自駕車多年，但新創公司「nuTono-

my」表示，他們將是首個能提供上路載客服

務車的Uber。（中央社，2016）

　就在2016年8月底，Uber邀請部分消費者到

匹茲堡郊區，用手機進行無人駕駛出租打車

呼叫測試。Uber的匹茲堡無人駕駛車隊並不

會脫離人的監控，司機仍然會暫時坐在駕駛

位進行監督。其無人駕駛汽車由VOLVO XC90

運動型多用途車改造而成，配備了多種傳感

器，如攝影頭、雷射雷達及GPS接收器。Uber

與VOLVO 2016年年初達成了一項3億美元的合

作計畫—共同開發全自動無人駕駛出租車，並

預計在2021年正式上路。（宇多田，2016）

自動駕駛之法律與社會議題

　自動駕駛的出現，讓目前交通問題的技術

解決方案浮現，但是以過去的法律來看新科

技卻面臨到處碰壁的狀況。各國政府法規要

求不同，且未開放的情況下，自動駕駛產業

仍需模索一段很長的時間。還有，目前社會

接受度仍待提升，是因為新聞報導中出現試

驗中的無人車意外事故，讓人們還無法全面

接受這樣偶爾會出現意外的新科技。有風險

的新科技，也是各國在修訂法規時，抱持審

慎心態而緩慢延滯不前的原因之一。當然，

除了法規無法跟上腳步外，未來要面臨的

（提早到來的）人口失業社會問題，也未得

到答案。

　無人車真正發展到等級5就不需要司機的存

在了。這是Google Waymo公司過去一直想追

求的終極目標；而Uber只是將目標分階段達

成，先做有配司機的共享計程車暫時過渡，

最後自駕計程車就不再需要司機了。無人卡

車也有著相同的問題待解決，卡車司機也是

龐大的一群勞動人口。這分屬兩個產業的失

業問題，卻都跟自動駕駛產業扯上了關係。

工業化4.0與物聯網的時代來臨，未來的智慧

工廠將有部分工作機會被機器人所取代；無

人車出現後，我們的生活和工作也即將面臨

改變。無人車過去10年在等待技術解決方

案，在未來10年要尋求的可能是人口就業方

案。

結語

　自動駕駛系統需要的技術領域橫跨汽車、機

械、電子與資通訊等產業，這些技術需求所構

成的供應鏈市場，足以形成一個龐大且完整的

自動駕駛產業。而且這個新興產業不是單獨存

在的，它還延伸影響到其他產業的既有產品服

務。傳統汽車產業能無視這項自動駕駛新科技

嗎？答案是不行。不只許多新興科技公司搶食

自動駕駛大餅，而傳統汽車業害怕失去領先地

位，也在想辧法要做車輛升級，找到適合自己

的應用場景，做不同自駕等級的設計。之所以

有那麼科技公司投入是因為大數據、人工智

慧、物聯網與車聯網這些原先的技術與自駕系

統產生了交集，每個人都從中找到各自的著力

點，也催生更多的新創業者投入，就這樣加速

了自動駕駛產業的發展速度。這塊產業大餅在

擁有軟硬體厚實力的臺灣科技業者眼中，同樣

也不能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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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或購票入園，即可憑證參加活動，通通有

獎，幸運者可獲得江南渡假村限量紀念商品

乙份。

　活動期間另推出「雙十身分免門票」優惠

活動，只要身份證字號末8碼有1個「10」或「

20」者可享入園門票半價（75元）優惠；如有

2個「10」或「20」即享免收入園門票優惠。

本年度全國唯一水庫獨木舟體驗活動將於10月

底結束，想要深度體驗尖山埤水庫湖光山色

的民眾，一定要把握最後機會喔！活動詳情

請上尖山埤江南渡假村官網查詢http://ww-

w.chiensan.com.tw。

尖山埤慶雙十多重優惠
幸福宮燈吸睛 身分證碼吸客

文 / 圖│尖山埤江南渡假村  陳奇聖

　10月份的氣候舒適宜人，漫步在江南渡假村

的林蔭步道下更覺神清氣爽，絲毫不悶熱。

趁著國慶假日，全家人到江南渡假村散步賞

景、乘船遊湖，感受江南獨有的閒適，亦可

呼朋引伴來場刺激的漆彈對抗或露營烤肉。

夜晚住宿江南渡假村，除了可享受中、西式

精緻料理及露天游泳池、健身房等飯店設施

外，還能攜伴一起手牽手，欣賞新設置的日

式宮燈幸福步道，感受滿滿的幸福感。

　為了慶祝雙十國慶，尖山埤江南渡假村於

今（108）年國慶連假期間（10/10∼10/13）舉

辦「10月壽星送好禮」活動，凡10月份壽星住

幸福宮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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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Autopilot自動駕駛？

　Autopilot（自動駕駛）在維基百科的定義是

「一種經由機械、電子儀器、液壓系統、陀

螺儀等，做出無人操控的自動化駕駛。」另

外對「自動駕駛汽車」的解釋是：「又稱無

人駕駛汽車、電腦駕駛汽車或輪式移動機器

人，為一種運輸動力的無人地面載具。」作

為自動化載具，自動駕駛汽車不需要人類操

作即能感測其環境及導航。

　自動駕駛汽車（以下簡稱無人車）能以雷

達、光學雷達、GPS及電腦視覺等技術感測其

環境。先進的控制系統能將感測資料轉換成

適當的導航道路，以及障礙與相關標誌。根

據上述定義，無人車能透過感測輸入的資

料，更新其地圖資訊，讓交通工具可以持續

追蹤其位置。

自動駕駛等級

　SAE（美國汽車工程師協會）將自動駕駛等

級區分為0∼5級。等級0無自動化、等級1駕

駛輔助、等級2部分自動、等級3有條件自

動、等級4高度自動、等級5完全自動。其中

等級0∼2需要人類監控駕駛環境；而等級3∼

5則交由系統監控。

　因此有人戲稱，等級1是釋放你的手或腳；

等級2是釋放你的手和腳；等級3是釋放你的

腦；等級4是有條件釋放全身；等級5是無條

件釋放全身。各等級詳細定義請參考下表：

自動駕駛之應用領域

　雖然離無人車普及還有一段距離，不過各

國已經陸續可見無人車的身影，且不提美

國，歐洲與中國都加入這場技術競逐，各式

無人車已進入道路實測。下面各小節分別說

明目前自動駕駛的一些應用進展。

1.無人公共運輸

　全臺首部智慧無人駕駛小巴正式亮相，在

高雄展示上路。2017年10月高雄主辦「生態交

通全球盛典」（EcoMobility World Festival），

規劃在哈瑪星打造生態交通示範區，讓居民

和遊客體驗各種綠色運輸及參與社區活動。

在臺灣科技業者7StarLake牽線下，引進15人座

無人駕駛小巴「艾爾馬（ARMA）」作接駁展

示。（陳昊安，2017）

　儘管困難重重，第一台國產自動駕駛無人

小巴問世了，順利在桃園農博展覽（2018年4

月）上路，40天跑了660趟，除突發狀況需人

為介入外，已可全程自動沿特定路線行駛，

臺灣無人車產業終於跨出了關鍵第一步。

（王若樸，2018）

2.自駕卡車應用

　就在2016年10月Uber公司旗下的Otto自動駕駛

卡車完成了首次商業貨運，一輛18輪的卡車載

著5萬瓶百威啤酒，在行駛的過程中，行走的路

線和車速與人類駕駛的狀況下並沒有太大差

別，這是全球首次由自動駕駛卡車完成的商業

貨運。Otto的自動駕駛卡車由富豪（VOLVO）卡

車改裝，配上了數十個鏡頭和大量感應器，該

公司已經擁有5台自動駕駛卡車，其中1台在一

個人類駕駛員的陪同下，完成了100英里的行

程，目前自動駕駛汽車的測試都需要人類駕駛

員參與，以便於在遇到緊急狀況時，能夠及時

控制汽車。（Linli, 2016）

3.自駕計程車服務

　世界第一部「自駕計程車」在新加坡首度

展開載客服務（ 2016年 8月 25日）。包括

Google 與VOLVO等多家企業，都已在公路上

測試無人自駕車多年，但新創公司「nuTono-

my」表示，他們將是首個能提供上路載客服

務車的Uber。（中央社，2016）

　就在2016年8月底，Uber邀請部分消費者到

匹茲堡郊區，用手機進行無人駕駛出租打車

呼叫測試。Uber的匹茲堡無人駕駛車隊並不

會脫離人的監控，司機仍然會暫時坐在駕駛

位進行監督。其無人駕駛汽車由VOLVO XC90

運動型多用途車改造而成，配備了多種傳感

器，如攝影頭、雷射雷達及GPS接收器。Uber

與VOLVO 2016年年初達成了一項3億美元的合

作計畫—共同開發全自動無人駕駛出租車，並

預計在2021年正式上路。（宇多田，2016）

自動駕駛之法律與社會議題

　自動駕駛的出現，讓目前交通問題的技術

解決方案浮現，但是以過去的法律來看新科

技卻面臨到處碰壁的狀況。各國政府法規要

求不同，且未開放的情況下，自動駕駛產業

仍需模索一段很長的時間。還有，目前社會

接受度仍待提升，是因為新聞報導中出現試

驗中的無人車意外事故，讓人們還無法全面

接受這樣偶爾會出現意外的新科技。有風險

的新科技，也是各國在修訂法規時，抱持審

慎心態而緩慢延滯不前的原因之一。當然，

除了法規無法跟上腳步外，未來要面臨的

（提早到來的）人口失業社會問題，也未得

到答案。

　無人車真正發展到等級5就不需要司機的存

在了。這是Google Waymo公司過去一直想追

求的終極目標；而Uber只是將目標分階段達

成，先做有配司機的共享計程車暫時過渡，

最後自駕計程車就不再需要司機了。無人卡

車也有著相同的問題待解決，卡車司機也是

龐大的一群勞動人口。這分屬兩個產業的失

業問題，卻都跟自動駕駛產業扯上了關係。

工業化4.0與物聯網的時代來臨，未來的智慧

工廠將有部分工作機會被機器人所取代；無

人車出現後，我們的生活和工作也即將面臨

改變。無人車過去10年在等待技術解決方

案，在未來10年要尋求的可能是人口就業方

案。

結語

　自動駕駛系統需要的技術領域橫跨汽車、機

械、電子與資通訊等產業，這些技術需求所構

成的供應鏈市場，足以形成一個龐大且完整的

自動駕駛產業。而且這個新興產業不是單獨存

在的，它還延伸影響到其他產業的既有產品服

務。傳統汽車產業能無視這項自動駕駛新科技

嗎？答案是不行。不只許多新興科技公司搶食

自動駕駛大餅，而傳統汽車業害怕失去領先地

位，也在想辧法要做車輛升級，找到適合自己

的應用場景，做不同自駕等級的設計。之所以

有那麼科技公司投入是因為大數據、人工智

慧、物聯網與車聯網這些原先的技術與自駕系

統產生了交集，每個人都從中找到各自的著力

點，也催生更多的新創業者投入，就這樣加速

了自動駕駛產業的發展速度。這塊產業大餅在

擁有軟硬體厚實力的臺灣科技業者眼中，同樣

也不能缺席。



說明，臉書普及率高，幾乎所有大大小小公益

團體都會開設自己的粉絲頁，但開了粉絲頁後

，多數人不知道如何經營與呈現，每篇貼文的

互動以及效益為何？課堂上教導學員透過數據

、基本的臉書洞察報告（Insight），掌握粉絲

人數以及目前正在看您貼文的族群，再從中掌

握大家喜歡看的內容以及瀏覽時段，另外

Google Analytics是所有網站最基本必裝的分析

工具，必須知道要如何應用，教導大家捉住大

眾目光同時也要留住他們的心！

　公益團體平日專注社會服務，鮮少有機會

接受網路資訊分析訓練，為了節省開支，通

常都是工作人員自己捲起袖子當小編，台糖

長榮酒店總經理吳建明認為，能夠與張榮發

基金會、台灣公益資訊中心透過此系列講座

課題，提供專業資訊給公益團體，有效協助

社福單位推廣自己同時也能串連臉書粉絲頁

來籌資募款，達到公益自助之根本。

145卷4期．108/10/1052 53145卷4期．108/10/10

解析非營利組織網路分析力講座，超過40個南部團體報名參加 非營利組織夥伴專心聆聽收穫良多

台糖長榮公益講座
挺社福團體  自助人助

文 / 圖│台糖長榮酒店　黃美雯

小資族樂  明年再調基本工資
惟貿易戰仍致經濟前景不明

文 │徐元直

　台糖長榮酒店2019年「生活‧公益」第四場

活動，結合張榮發基金會、台灣公益資訊中

心於9月17日下午2點天鵝廳舉辦「公益行銷講

座－解析非營利組織網路分析力」，上課內

容包含如何了解臉書洞察報告、官方網站瀏

覽者行為分析等，讓非營利組織小編們可以

透過臉書粉絲專頁傳播更多訊息予閱聽人，

達到宣傳與募款之效果。

　台糖長榮酒店舉辦「生活‧公益」活動長

達5年之久，活動內容規劃從心靈講座至生活

、心理、觀光、文化、在地食材等議題包羅

萬象，合作單位也從各領域專家學者到地方

行政單位等，今年度已執行的捐血活動及文

化局合辦的「府城夏日水果地圖」皆獲得民

眾高度肯定，第四場「公益行銷講座－解析

非營利組織網路分析力」期許協助公益團體

精進網路行銷力。

　講座主講人－台灣公益資訊中心講師鮑念慈

3,792元，調幅達18.95%。時薪則由4年前120元

調升至158元，調幅更高達31.67%。

　基本工資是否調升，是每年勞資角力大戰

。今年遭逢美中貿易戰，而隨著2020總統大選

升溫，蔡總統也曾說，「勞工是心裡最軟的

一塊」，因此今年基本工資調升幅度更備受

外界關注。

　場景拉回到8月14日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現

場，這場基本工資角力大戲，是近年來最早結

束的一次；往年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都要歷經

長達8、9小時角力大戰，這次勞資政學四方討

論，竟然在6個小時後散會，令人意外。勞動

部官員觀察，主要是因為美中貿易戰持續延燒

，我經濟難免受影響，使勞資雙方今年討論相

對「很理性」。

　據相關人士透露，這場角力大戰是先決定

月薪3.03%調幅後，再討論時薪。會議前，勞

資雙方叫陣。工商團體一致對外喊凍漲，勞

團往年都喊一次漲到29K、169元，今年則改喊

調幅6至8%，與會委員認為，「這是勞方釋出

的善意」。

　在會議上，資方原本堅持凍漲，強調美中貿

易戰已使出口報價下降、經濟成長力道受限；

不過勞動部仍希望調升，之後資方委員也釋出

善意，提出1.29%、加300元方案；最後是由學

者專家再提出經濟數據，包括17項重要民生物

資物價，經濟成長率等，但要考量美中貿易戰

　美中貿易戰持續未解，帶動臺商回流熱潮，

儘管全球經濟成長趨緩，經濟前景充滿不確定

，蔡政府已正式公告，自明（109）年1月1日

起，基本工資月薪由目前23,100元調升至

23,800元，時薪由150元調升至158元。

　勞動部指出，基本工資調升月薪，估計約

有136.71萬位本國勞工、46.55萬名外國移工受

惠；至於時薪調升，則有48.33萬名本國勞工

受惠。這次基本工資調升，總計231.59萬名勞

工受惠。

　勞動部推估，這波基本工調升，雇主一年人

事負擔預估新增152.29億元。勞工及政府則各

增加約9億元負擔。

　勞動部是在今（108）年8月14日召開基本工

資審議委員會，歷經6小時審議及討論，最後

由勞動部長許銘春拍板月薪從現行23,100元調

升至23,800元，調幅3.03%；時薪則由現行150

元調升至158元，調幅3.03%。勞動部並將審議

結果呈報行政院決定，行政院長蘇貞昌火速於

15日於行政院會核定。

　勞動部於8月19日發文，正式公告修正「基

本工資」將自2020年1月1日起生效，並於昨日

正式於勞動部公告欄公告；自基本工資審議

委員會拍板到公告，僅短短5天，行政效率超

快速。

　自蔡英文總統上任後，基本工資連4年調升

，由4年前的20,008元調升至23,800元，共調升

對中小企業、微型企業衝擊，加加減減、再取

整數，決定調升至23,800元。

　至於時薪討論則出現「大驚奇」，跌破眾人

眼鏡。這場會議對於時薪調幅討論時間並不多

，但從事後結果來看，這波基本工資調升，勞

動部重點是放在時薪調整，而非月薪，可說勞

動部的策略性「突襲」時薪調幅。

　會議討論是先決定月薪調幅3.03%後，接著

討論時薪，許銘春表示，為照顧年輕人、二度

就業者及中高齡部分工時，有學者建議時薪調

幅應特別考量。

　她進一步說，會中有學者主張應對時薪制勞

工有特別考量，對照去年基本工資月薪和時薪

調幅分別為5%、7.14%，這次既已決定月薪調

幅3.03%，約莫較去年減2個百分點，因此建議

時薪調幅採約5%，最後取整數，得到5.33%調

幅。

　針對基本工資時薪調升，資方與勞動部一度

僵持。據與會人士表示，資方最早提出調升至

152元，當學者拋出158元數字後，令資方代表

大驚，表達不能接受態度，並認為此舉會直接

衝擊小店家、餐飲零售業等。

　之後，資方也有讓步，主張跟月薪一樣調幅

、約155元，但，這次是勞動部不接受，因此

雙方僵持了約半小時，仍未有共識，最後，許

銘春逕自拍板158元後散會。資方代表於會後

受訪時對勞動部強勢主導時薪，頗不以為然。

　許銘春則為政策辯護。她表示，時薪勞工沒

有年終獎金和特休，比月薪制勞工更弱勢，年

輕人、二度就業婦女及中高齡多為部分工時就

業者，為特別照顧這些弱勢族群，這次時薪調

幅大於月薪調幅。

　由於基本工資時薪調幅已連續2年大於月薪

調幅，勢將直衝擊小店家、零售餐飲業店家；

外界擔憂，雇主是否會將時薪制勞工轉換成月

薪制，以規避勞動成本，引發道德風險。

　許銘春回應，根據勞動部調查，2018年6月

部分工時採月薪制占19.4%，時薪制占73.6%；

自今年起基本工資時薪調升7.14%，而調整後

的今年1月，調查顯示，部分工時採月薪制占

15.1%、時薪制占77.8%，「部分工時時薪制占

比還提升」。她表示，目前沒有因為時薪調幅

高於月薪調幅，導致雇主將勞工由時薪制改為

月薪制之情況。

　外界也關切，時薪調幅高於月薪，中南部中

小企業追不上薪資調幅，最後恐難落實。許銘

春回應，勞動部會關注此現象。

　她強調，基本工資調升是要照顧邊際勞工，

以維持勞工基本生活所需，在考量消費者物價

指數、17項重要民生物資年增率及國內經濟成

長率等經濟數據，並審慎斟酌中小企業及微型

企業之承受能力，因此勞資雙方同意基本工資

月薪調升至23,800元。

　據了解，中小企業代表在會中對基本工資調

升表達憂心，並希望政府提供協助與輔導。勞

動部僅僅回應，勞動力發展署對於員工訓練，

對雇主提供補助計畫。

　勞動部表示，這次基本工資審議，參考數據

是採計去年下半年至今年上半年，17項重要民

生物資物價成長2.05%，經濟成長率則為1.92%

，另再考量美中貿易戰不確定性，決定月薪調

升3.03%。勞動部強調，盼透過基本工資合理

調整，帶動內需消費正向成長。

　在美中貿易戰不確定性下，官員表示，這場

討論，勞資都須各讓一步。月薪調3.03%，調幅

不若往年5%，主要正是因為美中貿易戰影響，

此舉也讓雇主可以接受，勞方也能理解；而時

薪調幅高達5.33%，照顧本國打工族用意十分明

顯，也對勞團有所交待，雇主也必須接受。

　官員坦言，今年基本工資月薪調幅不如往年

，主要是考量美中貿易戰衝擊，雖然今年有臺

商回流熱潮，但政府考量基本工資暫時不要採

高幅度調整，先把廠商吸引回來，蓋好廠後，

跑不掉了，再來考慮較大幅度調整。

　不過，勞動部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這次決議

月薪調升3.03%，時薪調幅則達5.33%，蔡政府

已連續2年基本工資時薪調幅高於月薪，外界

更關切，月薪和時薪已然實質脫勾。

　一直以來，勞動部向來主張時薪和月薪調幅

應一致，才不會有雇主時薪和月薪制換軌，以

規避薪資上升的道德風險。去年行政副院長施

俊吉率先在政院透露，時薪調幅應高於月薪，

150元是可能數字，當時勞動部和社會各界尚

有雜音；今年，勞動部採取和去年一樣調升模

式，時薪調幅高於月薪，反映出蔡政府已改變

政策思維，時薪和月薪同步已成舊思維。

　之所以會有如此之轉變，主要是蔡政府發現

，基本工資月薪和時薪脫勾，可能較能達成政

策目的。尤其是當前基本工資月薪長年來和外

勞綁在一起，加上各行各業，不論是製造業或

服務業、高薪或低薪行業，都一律適用基本工

資，一旦月薪調幅大，對雇主影響較大；但勞

動部又希望解決低薪問題，拉高本國人薪資，

因此，調整時薪似乎較對雇主影響較有限。

　許銘春表示，未來基本工資仍會有時薪和月

薪，但調幅會視當時狀況個別考量。勞動部報

政院《最低工資法》草案，仍明訂月薪和時薪

兩制。

　縱觀遴近國家包括日韓在內，基本工資訂定

方式都是只訂時薪，再進一步依每月工時，換

算成月薪。因目前月薪仍是臺灣職場主要樣態

，未來一段時間內，雖然仍會維持月薪和時薪

雙軌，但已可確定，兩者脫勾會成常態。

　因基本工資已連續4年調升，其中，時薪調

幅已連續2年大於月薪調幅，勢將直衝擊小店

家、零售餐飲業。對於這波基本工資調升，已

引發工商團體反彈與抵制，揚言將會反映在物

價上，後續影響須進一步觀察。



說明，臉書普及率高，幾乎所有大大小小公益

團體都會開設自己的粉絲頁，但開了粉絲頁後

，多數人不知道如何經營與呈現，每篇貼文的

互動以及效益為何？課堂上教導學員透過數據

、基本的臉書洞察報告（Insight），掌握粉絲

人數以及目前正在看您貼文的族群，再從中掌

握大家喜歡看的內容以及瀏覽時段，另外

Google Analytics是所有網站最基本必裝的分析

工具，必須知道要如何應用，教導大家捉住大

眾目光同時也要留住他們的心！

　公益團體平日專注社會服務，鮮少有機會

接受網路資訊分析訓練，為了節省開支，通

常都是工作人員自己捲起袖子當小編，台糖

長榮酒店總經理吳建明認為，能夠與張榮發

基金會、台灣公益資訊中心透過此系列講座

課題，提供專業資訊給公益團體，有效協助

社福單位推廣自己同時也能串連臉書粉絲頁

來籌資募款，達到公益自助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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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非營利組織網路分析力講座，超過40個南部團體報名參加 非營利組織夥伴專心聆聽收穫良多

台糖長榮公益講座
挺社福團體  自助人助

文 / 圖│台糖長榮酒店　黃美雯

小資族樂  明年再調基本工資
惟貿易戰仍致經濟前景不明

文 │徐元直

　台糖長榮酒店2019年「生活‧公益」第四場

活動，結合張榮發基金會、台灣公益資訊中

心於9月17日下午2點天鵝廳舉辦「公益行銷講

座－解析非營利組織網路分析力」，上課內

容包含如何了解臉書洞察報告、官方網站瀏

覽者行為分析等，讓非營利組織小編們可以

透過臉書粉絲專頁傳播更多訊息予閱聽人，

達到宣傳與募款之效果。

　台糖長榮酒店舉辦「生活‧公益」活動長

達5年之久，活動內容規劃從心靈講座至生活

、心理、觀光、文化、在地食材等議題包羅

萬象，合作單位也從各領域專家學者到地方

行政單位等，今年度已執行的捐血活動及文

化局合辦的「府城夏日水果地圖」皆獲得民

眾高度肯定，第四場「公益行銷講座－解析

非營利組織網路分析力」期許協助公益團體

精進網路行銷力。

　講座主講人－台灣公益資訊中心講師鮑念慈

3,792元，調幅達18.95%。時薪則由4年前120元

調升至158元，調幅更高達31.67%。

　基本工資是否調升，是每年勞資角力大戰

。今年遭逢美中貿易戰，而隨著2020總統大選

升溫，蔡總統也曾說，「勞工是心裡最軟的

一塊」，因此今年基本工資調升幅度更備受

外界關注。

　場景拉回到8月14日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現

場，這場基本工資角力大戲，是近年來最早結

束的一次；往年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都要歷經

長達8、9小時角力大戰，這次勞資政學四方討

論，竟然在6個小時後散會，令人意外。勞動

部官員觀察，主要是因為美中貿易戰持續延燒

，我經濟難免受影響，使勞資雙方今年討論相

對「很理性」。

　據相關人士透露，這場角力大戰是先決定

月薪3.03%調幅後，再討論時薪。會議前，勞

資雙方叫陣。工商團體一致對外喊凍漲，勞

團往年都喊一次漲到29K、169元，今年則改喊

調幅6至8%，與會委員認為，「這是勞方釋出

的善意」。

　在會議上，資方原本堅持凍漲，強調美中貿

易戰已使出口報價下降、經濟成長力道受限；

不過勞動部仍希望調升，之後資方委員也釋出

善意，提出1.29%、加300元方案；最後是由學

者專家再提出經濟數據，包括17項重要民生物

資物價，經濟成長率等，但要考量美中貿易戰

　美中貿易戰持續未解，帶動臺商回流熱潮，

儘管全球經濟成長趨緩，經濟前景充滿不確定

，蔡政府已正式公告，自明（109）年1月1日

起，基本工資月薪由目前23,100元調升至

23,800元，時薪由150元調升至158元。

　勞動部指出，基本工資調升月薪，估計約

有136.71萬位本國勞工、46.55萬名外國移工受

惠；至於時薪調升，則有48.33萬名本國勞工

受惠。這次基本工資調升，總計231.59萬名勞

工受惠。

　勞動部推估，這波基本工調升，雇主一年人

事負擔預估新增152.29億元。勞工及政府則各

增加約9億元負擔。

　勞動部是在今（108）年8月14日召開基本工

資審議委員會，歷經6小時審議及討論，最後

由勞動部長許銘春拍板月薪從現行23,100元調

升至23,800元，調幅3.03%；時薪則由現行150

元調升至158元，調幅3.03%。勞動部並將審議

結果呈報行政院決定，行政院長蘇貞昌火速於

15日於行政院會核定。

　勞動部於8月19日發文，正式公告修正「基

本工資」將自2020年1月1日起生效，並於昨日

正式於勞動部公告欄公告；自基本工資審議

委員會拍板到公告，僅短短5天，行政效率超

快速。

　自蔡英文總統上任後，基本工資連4年調升

，由4年前的20,008元調升至23,800元，共調升

對中小企業、微型企業衝擊，加加減減、再取

整數，決定調升至23,800元。

　至於時薪討論則出現「大驚奇」，跌破眾人

眼鏡。這場會議對於時薪調幅討論時間並不多

，但從事後結果來看，這波基本工資調升，勞

動部重點是放在時薪調整，而非月薪，可說勞

動部的策略性「突襲」時薪調幅。

　會議討論是先決定月薪調幅3.03%後，接著

討論時薪，許銘春表示，為照顧年輕人、二度

就業者及中高齡部分工時，有學者建議時薪調

幅應特別考量。

　她進一步說，會中有學者主張應對時薪制勞

工有特別考量，對照去年基本工資月薪和時薪

調幅分別為5%、7.14%，這次既已決定月薪調

幅3.03%，約莫較去年減2個百分點，因此建議

時薪調幅採約5%，最後取整數，得到5.33%調

幅。

　針對基本工資時薪調升，資方與勞動部一度

僵持。據與會人士表示，資方最早提出調升至

152元，當學者拋出158元數字後，令資方代表

大驚，表達不能接受態度，並認為此舉會直接

衝擊小店家、餐飲零售業等。

　之後，資方也有讓步，主張跟月薪一樣調幅

、約155元，但，這次是勞動部不接受，因此

雙方僵持了約半小時，仍未有共識，最後，許

銘春逕自拍板158元後散會。資方代表於會後

受訪時對勞動部強勢主導時薪，頗不以為然。

　許銘春則為政策辯護。她表示，時薪勞工沒

有年終獎金和特休，比月薪制勞工更弱勢，年

輕人、二度就業婦女及中高齡多為部分工時就

業者，為特別照顧這些弱勢族群，這次時薪調

幅大於月薪調幅。

　由於基本工資時薪調幅已連續2年大於月薪

調幅，勢將直衝擊小店家、零售餐飲業店家；

外界擔憂，雇主是否會將時薪制勞工轉換成月

薪制，以規避勞動成本，引發道德風險。

　許銘春回應，根據勞動部調查，2018年6月

部分工時採月薪制占19.4%，時薪制占73.6%；

自今年起基本工資時薪調升7.14%，而調整後

的今年1月，調查顯示，部分工時採月薪制占

15.1%、時薪制占77.8%，「部分工時時薪制占

比還提升」。她表示，目前沒有因為時薪調幅

高於月薪調幅，導致雇主將勞工由時薪制改為

月薪制之情況。

　外界也關切，時薪調幅高於月薪，中南部中

小企業追不上薪資調幅，最後恐難落實。許銘

春回應，勞動部會關注此現象。

　她強調，基本工資調升是要照顧邊際勞工，

以維持勞工基本生活所需，在考量消費者物價

指數、17項重要民生物資年增率及國內經濟成

長率等經濟數據，並審慎斟酌中小企業及微型

企業之承受能力，因此勞資雙方同意基本工資

月薪調升至23,800元。

　據了解，中小企業代表在會中對基本工資調

升表達憂心，並希望政府提供協助與輔導。勞

動部僅僅回應，勞動力發展署對於員工訓練，

對雇主提供補助計畫。

　勞動部表示，這次基本工資審議，參考數據

是採計去年下半年至今年上半年，17項重要民

生物資物價成長2.05%，經濟成長率則為1.92%

，另再考量美中貿易戰不確定性，決定月薪調

升3.03%。勞動部強調，盼透過基本工資合理

調整，帶動內需消費正向成長。

　在美中貿易戰不確定性下，官員表示，這場

討論，勞資都須各讓一步。月薪調3.03%，調幅

不若往年5%，主要正是因為美中貿易戰影響，

此舉也讓雇主可以接受，勞方也能理解；而時

薪調幅高達5.33%，照顧本國打工族用意十分明

顯，也對勞團有所交待，雇主也必須接受。

　官員坦言，今年基本工資月薪調幅不如往年

，主要是考量美中貿易戰衝擊，雖然今年有臺

商回流熱潮，但政府考量基本工資暫時不要採

高幅度調整，先把廠商吸引回來，蓋好廠後，

跑不掉了，再來考慮較大幅度調整。

　不過，勞動部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這次決議

月薪調升3.03%，時薪調幅則達5.33%，蔡政府

已連續2年基本工資時薪調幅高於月薪，外界

更關切，月薪和時薪已然實質脫勾。

　一直以來，勞動部向來主張時薪和月薪調幅

應一致，才不會有雇主時薪和月薪制換軌，以

規避薪資上升的道德風險。去年行政副院長施

俊吉率先在政院透露，時薪調幅應高於月薪，

150元是可能數字，當時勞動部和社會各界尚

有雜音；今年，勞動部採取和去年一樣調升模

式，時薪調幅高於月薪，反映出蔡政府已改變

政策思維，時薪和月薪同步已成舊思維。

　之所以會有如此之轉變，主要是蔡政府發現

，基本工資月薪和時薪脫勾，可能較能達成政

策目的。尤其是當前基本工資月薪長年來和外

勞綁在一起，加上各行各業，不論是製造業或

服務業、高薪或低薪行業，都一律適用基本工

資，一旦月薪調幅大，對雇主影響較大；但勞

動部又希望解決低薪問題，拉高本國人薪資，

因此，調整時薪似乎較對雇主影響較有限。

　許銘春表示，未來基本工資仍會有時薪和月

薪，但調幅會視當時狀況個別考量。勞動部報

政院《最低工資法》草案，仍明訂月薪和時薪

兩制。

　縱觀遴近國家包括日韓在內，基本工資訂定

方式都是只訂時薪，再進一步依每月工時，換

算成月薪。因目前月薪仍是臺灣職場主要樣態

，未來一段時間內，雖然仍會維持月薪和時薪

雙軌，但已可確定，兩者脫勾會成常態。

　因基本工資已連續4年調升，其中，時薪調

幅已連續2年大於月薪調幅，勢將直衝擊小店

家、零售餐飲業。對於這波基本工資調升，已

引發工商團體反彈與抵制，揚言將會反映在物

價上，後續影響須進一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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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2元，調幅達18.95%。時薪則由4年前120元

調升至158元，調幅更高達31.67%。

　基本工資是否調升，是每年勞資角力大戰

。今年遭逢美中貿易戰，而隨著2020總統大選

升溫，蔡總統也曾說，「勞工是心裡最軟的

一塊」，因此今年基本工資調升幅度更備受

外界關注。

　場景拉回到8月14日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現

場，這場基本工資角力大戲，是近年來最早結

束的一次；往年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都要歷經

長達8、9小時角力大戰，這次勞資政學四方討

論，竟然在6個小時後散會，令人意外。勞動

部官員觀察，主要是因為美中貿易戰持續延燒

，我經濟難免受影響，使勞資雙方今年討論相

對「很理性」。

　據相關人士透露，這場角力大戰是先決定

月薪3.03%調幅後，再討論時薪。會議前，勞

資雙方叫陣。工商團體一致對外喊凍漲，勞

團往年都喊一次漲到29K、169元，今年則改喊

調幅6至8%，與會委員認為，「這是勞方釋出

的善意」。

　在會議上，資方原本堅持凍漲，強調美中貿

易戰已使出口報價下降、經濟成長力道受限；

不過勞動部仍希望調升，之後資方委員也釋出

善意，提出1.29%、加300元方案；最後是由學

者專家再提出經濟數據，包括17項重要民生物

資物價，經濟成長率等，但要考量美中貿易戰

　美中貿易戰持續未解，帶動臺商回流熱潮，

儘管全球經濟成長趨緩，經濟前景充滿不確定

，蔡政府已正式公告，自明2020年1月1日起，

基本工資月薪由目前23,100元調升至23,800元

，時薪由150元調升至158元。

　勞動部指出，基本工資調升月薪，估計約

有136.71萬位本國勞工、46.55萬名外國移工受

惠；至於時薪調升，則有48.33萬名本國勞工

受惠。這次基本工資調升，總計231.59萬名勞

工受惠。

　勞動部推估，這波基本工調升，雇主一年人

事負擔預估新增152.29億元。勞工及政府則各

增加約9億元負擔。

　勞動部是在今（108）年8月14日召開基本工

資審議委員會，歷經6小時審議及討論，最後

由勞動部長許銘春拍板月薪從現行23,100元調

升至23,800元，調幅3.03%；時薪則由現行150

元調升至158元，調幅3.03%。勞動部並將審議

結果呈報行政院決定，行政院長蘇貞昌火速於

15日於行政院會核定。

　勞動部於8月19日發文，正式公告修正「基

本工資」將自2020年1月1日起生效，並於昨日

正式於勞動部公告欄公告；自基本工資審議

委員會拍板到公告，僅短短5天，行政效率超

快速。

　自蔡英文總統上任後，基本工資連4年調升

，由4年前的20,008元調升至23,800元，共調升

對中小企業、微型企業衝擊，加加減減、再取

整數，決定調升至23,800元。

　至於時薪討論則出現「大驚奇」，跌破眾人

眼鏡。這場會議對於時薪調幅討論時間並不多

，但從事後結果來看，這波基本工資調升，勞

動部重點是放在時薪調整，而非月薪，可說勞

動部的策略性「突襲」時薪調幅。

　會議討論是先決定月薪調幅3.03%後，接著

討論時薪，許銘春表示，為照顧年輕人、二度

就業者及中高齡部分工時，有學者建議時薪調

幅應特別考量。

　她進一步說，會中有學者主張應對時薪制勞

工有特別考量，對照去年基本工資月薪和時薪

調幅分別為5%、7.14%，這次既已決定月薪調

幅3.03%，約莫較去年減2個百分點，因此建議

時薪調幅採約5%，最後取整數，得到5.33%調

幅。

　針對基本工資時薪調升，資方與勞動部一度

僵持。據與會人士表示，資方最早提出調升至

152元，當學者拋出158元數字後，令資方代表

大驚，表達不能接受態度，並認為此舉會直接

衝擊小店家、餐飲零售業等。

　之後，資方也有讓步，主張跟月薪一樣調幅

、約155元，但，這次是勞動部不接受，因此

雙方僵持了約半小時，仍未有共識，最後，許

銘春逕自拍板158元後散會。資方代表於會後

受訪時對勞動部強勢主導時薪，頗不以為然。

　許銘春則為政策辯護。她表示，時薪勞工沒

有年終獎金和特休，比月薪制勞工更弱勢，年

輕人、二度就業婦女及中高齡多為部分工時就

業者，為特別照顧這些弱勢族群，這次時薪調

幅大於月薪調幅。

　由於基本工資時薪調幅已連續2年大於月薪

調幅，勢將直衝擊小店家、零售餐飲業店家；

外界擔憂，雇主是否會將時薪制勞工轉換成月

薪制，以規避勞動成本，引發道德風險。

　許銘春回應，根據勞動部調查，107年6月部

分工時採月薪制占19.4%，時薪制占73.6%；自

今年起基本工資時薪調升7.14%，而調整後的

今年1月，調查顯示，部分工時採月薪制占

15.1%、時薪制占77.8%，「部分工時時薪制占

比還提升」。她表示，目前沒有因為時薪調幅

高於月薪調幅，導致雇主將勞工由時薪制改為

月薪制之情況。

　外界也關切，時薪調幅高於月薪，中南部中

小企業追不上薪資調幅，最後恐難落實。許銘

春回應，勞動部會關注此現象。

　她強調，基本工資調升是要照顧邊際勞工，

以維持勞工基本生活所需，在考量消費者物價

指數、17項重要民生物資年增率及國內經濟成

長率等經濟數據，並審慎斟酌中小企業及微型

企業之承受能力，因此勞資雙方同意基本工資

月薪調升至23,800元。

　據了解，中小企業代表在會中對基本工資調

升表達憂心，並希望政府提供協助與輔導。勞

動部僅僅回應，勞動力發展署對於員工訓練，

對雇主提供補助計畫。

　勞動部表示，這次基本工資審議，參考數據

是採計去年下半年至今年上半年，17項重要民

生物資物價成長2.05%，經濟成長率則為1.92%

，另再考量美中貿易戰不確定性，決定月薪調

升3.03%。勞動部強調，盼透過基本工資合理

調整，帶動內需消費正向成長。

　在美中貿易戰不確定性下，官員表示，這場

討論，勞資都須各讓一步。月薪調3.03%，調幅

不若往年5%，主要正是因為美中貿易戰影響，

此舉也讓雇主可以接受，勞方也能理解；而時

薪調幅高達5.33%，照顧本國打工族用意十分明

顯，也對勞團有所交待，雇主也必須接受。

　官員坦言，今年基本工資月薪調幅不如往年

，主要是考量美中貿易戰衝擊，雖然今年有臺

商回流熱潮，但政府考量基本工資暫時不要採

高幅度調整，先把廠商吸引回來，蓋好廠後，

跑不掉了，再來考慮較大幅度調整。

　不過，勞動部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這次決議

月薪調升3.03%，時薪調幅則達5.33%，蔡政府

已連續2年基本工資時薪調幅高於月薪，外界

更關切，月薪和時薪已然實質脫勾。

　一直以來，勞動部向來主張時薪和月薪調幅

應一致，才不會有雇主時薪和月薪制換軌，以

規避薪資上升的道德風險。去年行政院副院長

施俊吉率先在政院透露，時薪調幅應高於月薪

，150元是可能數字，當時勞動部和社會各界

尚有雜音；今年，勞動部採取和去年一樣調升

模式，時薪調幅高於月薪，反映出蔡政府已改

變政策思維，時薪和月薪同步已成舊思維。

　之所以會有如此之轉變，主要是蔡政府發現

，基本工資月薪和時薪脫勾，可能較能達成政

策目的。尤其是當前基本工資月薪長年來和外

勞綁在一起，加上各行各業，不論是製造業或

服務業、高薪或低薪行業，都一律適用基本工

資，一旦月薪調幅大，對雇主影響較大；但勞

動部又希望解決低薪問題，拉高本國人薪資，

因此，調整時薪似乎較對雇主影響較有限。

　許銘春表示，未來基本工資仍會有時薪和月

薪，但調幅會視當時狀況個別考量。勞動部報

政院《最低工資法》草案，仍明訂月薪和時薪

兩制。

　縱觀鄰近國家包括日韓在內，基本工資訂定

方式都是只訂時薪，再進一步依每月工時，換

算成月薪。因目前月薪仍是臺灣職場主要樣態

，未來一段時間內，雖然仍會維持月薪和時薪

雙軌，但已可確定，兩者脫勾會成常態。

　因基本工資已連續4年調升，其中，時薪調

幅已連續2年大於月薪調幅，勢將直衝擊小店

家、零售餐飲業。對於這波基本工資調升，已

引發工商團體反彈與抵制，揚言將會反映在物

價上，後續影響須進一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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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2元，調幅達18.95%。時薪則由4年前120元

調升至158元，調幅更高達31.67%。

　基本工資是否調升，是每年勞資角力大戰

。今年遭逢美中貿易戰，而隨著2020總統大選

升溫，蔡總統也曾說，「勞工是心裡最軟的

一塊」，因此今年基本工資調升幅度更備受

外界關注。

　場景拉回到8月14日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現

場，這場基本工資角力大戲，是近年來最早結

束的一次；往年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都要歷經

長達8、9小時角力大戰，這次勞資政學四方討

論，竟然在6個小時後散會，令人意外。勞動

部官員觀察，主要是因為美中貿易戰持續延燒

，我經濟難免受影響，使勞資雙方今年討論相

對「很理性」。

　據相關人士透露，這場角力大戰是先決定

月薪3.03%調幅後，再討論時薪。會議前，勞

資雙方叫陣。工商團體一致對外喊凍漲，勞

團往年都喊一次漲到29K、169元，今年則改喊

調幅6至8%，與會委員認為，「這是勞方釋出

的善意」。

　在會議上，資方原本堅持凍漲，強調美中貿

易戰已使出口報價下降、經濟成長力道受限；

不過勞動部仍希望調升，之後資方委員也釋出

善意，提出1.29%、加300元方案；最後是由學

者專家再提出經濟數據，包括17項重要民生物

資物價，經濟成長率等，但要考量美中貿易戰

　美中貿易戰持續未解，帶動臺商回流熱潮，

儘管全球經濟成長趨緩，經濟前景充滿不確定

，蔡政府已正式公告，自明2020年1月1日起，

基本工資月薪由目前23,100元調升至23,800元

，時薪由150元調升至158元。

　勞動部指出，基本工資調升月薪，估計約

有136.71萬位本國勞工、46.55萬名外國移工受

惠；至於時薪調升，則有48.33萬名本國勞工

受惠。這次基本工資調升，總計231.59萬名勞

工受惠。

　勞動部推估，這波基本工調升，雇主一年人

事負擔預估新增152.29億元。勞工及政府則各

增加約9億元負擔。

　勞動部是在今（108）年8月14日召開基本工

資審議委員會，歷經6小時審議及討論，最後

由勞動部長許銘春拍板月薪從現行23,100元調

升至23,800元，調幅3.03%；時薪則由現行150

元調升至158元，調幅3.03%。勞動部並將審議

結果呈報行政院決定，行政院長蘇貞昌火速於

15日於行政院會核定。

　勞動部於8月19日發文，正式公告修正「基

本工資」將自2020年1月1日起生效，並於昨日

正式於勞動部公告欄公告；自基本工資審議

委員會拍板到公告，僅短短5天，行政效率超

快速。

　自蔡英文總統上任後，基本工資連4年調升

，由4年前的20,008元調升至23,800元，共調升

對中小企業、微型企業衝擊，加加減減、再取

整數，決定調升至23,800元。

　至於時薪討論則出現「大驚奇」，跌破眾人

眼鏡。這場會議對於時薪調幅討論時間並不多

，但從事後結果來看，這波基本工資調升，勞

動部重點是放在時薪調整，而非月薪，可說勞

動部的策略性「突襲」時薪調幅。

　會議討論是先決定月薪調幅3.03%後，接著

討論時薪，許銘春表示，為照顧年輕人、二度

就業者及中高齡部分工時，有學者建議時薪調

幅應特別考量。

　她進一步說，會中有學者主張應對時薪制勞

工有特別考量，對照去年基本工資月薪和時薪

調幅分別為5%、7.14%，這次既已決定月薪調

幅3.03%，約莫較去年減2個百分點，因此建議

時薪調幅採約5%，最後取整數，得到5.33%調

幅。

　針對基本工資時薪調升，資方與勞動部一度

僵持。據與會人士表示，資方最早提出調升至

152元，當學者拋出158元數字後，令資方代表

大驚，表達不能接受態度，並認為此舉會直接

衝擊小店家、餐飲零售業等。

　之後，資方也有讓步，主張跟月薪一樣調幅

、約155元，但，這次是勞動部不接受，因此

雙方僵持了約半小時，仍未有共識，最後，許

銘春逕自拍板158元後散會。資方代表於會後

受訪時對勞動部強勢主導時薪，頗不以為然。

　許銘春則為政策辯護。她表示，時薪勞工沒

有年終獎金和特休，比月薪制勞工更弱勢，年

輕人、二度就業婦女及中高齡多為部分工時就

業者，為特別照顧這些弱勢族群，這次時薪調

幅大於月薪調幅。

　由於基本工資時薪調幅已連續2年大於月薪

調幅，勢將直衝擊小店家、零售餐飲業店家；

外界擔憂，雇主是否會將時薪制勞工轉換成月

薪制，以規避勞動成本，引發道德風險。

　許銘春回應，根據勞動部調查，107年6月部

分工時採月薪制占19.4%，時薪制占73.6%；自

今年起基本工資時薪調升7.14%，而調整後的

今年1月，調查顯示，部分工時採月薪制占

15.1%、時薪制占77.8%，「部分工時時薪制占

比還提升」。她表示，目前沒有因為時薪調幅

高於月薪調幅，導致雇主將勞工由時薪制改為

月薪制之情況。

　外界也關切，時薪調幅高於月薪，中南部中

小企業追不上薪資調幅，最後恐難落實。許銘

春回應，勞動部會關注此現象。

　她強調，基本工資調升是要照顧邊際勞工，

以維持勞工基本生活所需，在考量消費者物價

指數、17項重要民生物資年增率及國內經濟成

長率等經濟數據，並審慎斟酌中小企業及微型

企業之承受能力，因此勞資雙方同意基本工資

月薪調升至23,800元。

　據了解，中小企業代表在會中對基本工資調

升表達憂心，並希望政府提供協助與輔導。勞

動部僅僅回應，勞動力發展署對於員工訓練，

對雇主提供補助計畫。

　勞動部表示，這次基本工資審議，參考數據

是採計去年下半年至今年上半年，17項重要民

生物資物價成長2.05%，經濟成長率則為1.92%

，另再考量美中貿易戰不確定性，決定月薪調

升3.03%。勞動部強調，盼透過基本工資合理

調整，帶動內需消費正向成長。

　在美中貿易戰不確定性下，官員表示，這場

討論，勞資都須各讓一步。月薪調3.03%，調幅

不若往年5%，主要正是因為美中貿易戰影響，

此舉也讓雇主可以接受，勞方也能理解；而時

薪調幅高達5.33%，照顧本國打工族用意十分明

顯，也對勞團有所交待，雇主也必須接受。

　官員坦言，今年基本工資月薪調幅不如往年

，主要是考量美中貿易戰衝擊，雖然今年有臺

商回流熱潮，但政府考量基本工資暫時不要採

高幅度調整，先把廠商吸引回來，蓋好廠後，

跑不掉了，再來考慮較大幅度調整。

　不過，勞動部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這次決議

月薪調升3.03%，時薪調幅則達5.33%，蔡政府

已連續2年基本工資時薪調幅高於月薪，外界

更關切，月薪和時薪已然實質脫勾。

　一直以來，勞動部向來主張時薪和月薪調幅

應一致，才不會有雇主時薪和月薪制換軌，以

規避薪資上升的道德風險。去年行政院副院長

施俊吉率先在政院透露，時薪調幅應高於月薪

，150元是可能數字，當時勞動部和社會各界

尚有雜音；今年，勞動部採取和去年一樣調升

模式，時薪調幅高於月薪，反映出蔡政府已改

變政策思維，時薪和月薪同步已成舊思維。

　之所以會有如此之轉變，主要是蔡政府發現

，基本工資月薪和時薪脫勾，可能較能達成政

策目的。尤其是當前基本工資月薪長年來和外

勞綁在一起，加上各行各業，不論是製造業或

服務業、高薪或低薪行業，都一律適用基本工

資，一旦月薪調幅大，對雇主影響較大；但勞

動部又希望解決低薪問題，拉高本國人薪資，

因此，調整時薪似乎較對雇主影響較有限。

　許銘春表示，未來基本工資仍會有時薪和月

薪，但調幅會視當時狀況個別考量。勞動部報

政院《最低工資法》草案，仍明訂月薪和時薪

兩制。

　縱觀鄰近國家包括日韓在內，基本工資訂定

方式都是只訂時薪，再進一步依每月工時，換

算成月薪。因目前月薪仍是臺灣職場主要樣態

，未來一段時間內，雖然仍會維持月薪和時薪

雙軌，但已可確定，兩者脫勾會成常態。

　因基本工資已連續4年調升，其中，時薪調

幅已連續2年大於月薪調幅，勢將直衝擊小店

家、零售餐飲業。對於這波基本工資調升，已

引發工商團體反彈與抵制，揚言將會反映在物

價上，後續影響須進一步觀察。



吐司人人都吃過，但您有嚐過柔軟細緻、好

吃到快流淚的「流淚吐司」嗎？尖山埤江南渡

假村主廚特別進口日本最高品質、以純粹著名

的「凱薩琳高筋麵粉」，加入糖、鹽、酵母、

水、牛奶、奶油等材料現場製作，以凱薩琳麵

粉所製作的吐司，有著金黃酥脆的外表，散發

濃郁的天然麥香以及鬆軟綿密又極其細緻的口

感，好吃得令人流淚，因此獲得了「流淚吐

司」的美名。江南渡假村「流淚吐司」每週僅

五、六、日限量販售，蛋奶素者可食且無添加

防腐劑，用雙手撕開食用風味絕佳，每份超值

式如：清蒸、桂花炒、避風塘、椒鹽、麻油麵

線、金沙焗、川式香辣焗、魚香粉絲煲、沙茶

粉絲煲、奇香粉絲煲、新加坡風味焗（附蔥燒

餅）等，再者還能特製成鍋物，以白菜什錦海

鮮、特製海皇麻辣、酸菜白肉、什錦海鮮舞泡

飯等（價格與份量將隨蟹類選擇不同而異）。        

每日限量推出，歡迎來電預約06－3373863長

園中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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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淚吐司 讓你齒頰留香 淚流滿面
文／圖│尖山埤江南渡假村  陳奇聖

秋の恩典 蟹逅正得時
文／圖│台糖長榮酒店　黃美雯

秋賞楓紅品鮮蟹，入秋時節正是品嚐螃蟹

最肥美、鮮甜的絕佳時機，台糖長榮酒店長

園中餐廳自今（108）年10月1日起∼12月31日

止推出「美味蟹逅」，將正「得時」的青

蟹、紅蟳、大沙公、大沙母端上桌，主廚以

獨特11種烹調手法和4湯頭鍋物供饕客選擇，

長園餐廳今年特別推出大人小孩都喜愛的

「沙公／沙母鍋物組合套餐」，除了一看就

滿足的熱騰騰蟹鍋外，加上明星港點蘿蔔絲

酥餅、海鮮餃、流沙包等組合，優惠套餐價

NT$2,000（原價NT$2,500），此乃季節限定、

愛好者手腳要快！

長園中餐廳精選青蟹、紅蟳、沙公、沙母推

出「美味蟹逅」佳餚，為了給饕客多重選擇，

也可以青蟹（每隻NT$600＋10%）、紅蟳（每

隻 NT$700＋ 10%）或大沙公、沙母（每隻

NT$1500＋10%）為主角，選擇最喜歡的料理方

優惠價只要100元，預約專線：06－6233888轉

分機3100、3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