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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包容心，不單介紹台糖所屬的糖業文物館

，也將館友們納進來，讓我們在欣賞多元博

物館的同時，也學習知識、增進智慧，不落

入那種自認為是出身名門，就瞧不起他人的

傲慢。

本期重點還有蔡總統二次造訪台糖，台糖

也在宏都拉斯設立辦公室，在國家的牽線下

，陸續與宏國有新的經濟交流與嘉惠小農，

像近日台糖引進的宏國咖啡，就掀起好評，

於高鐵販售，還創佳績，連編者都開始對星

巴克變心。另在「循環經濟．新觀點」單元

，上月首發就引起不少好奇，本期再接再厲

，盼讀者有新的啟迪。

最後，上一期通訊由於公司黃董事長的熱

誠推薦，創下一本難求，幾近零庫存，論質

、論內容，都有變美、變有料的稱讚，給予

本訊很大鼓舞，加上台糖新官網於五月一日

台糖72歲生日上線，翻閱本訊電子檔更加便

利，就在一片喝采中，我們編輯部眼光也閃

爍著明亮。

天下學校無高低之分
學習知識才有強弱之別
文│蕭光宏

前一陣子網路有在討論星巴克咖啡一杯賣

150元，比一個正忠排骨飯75元貴一倍，到底

都是誰在買星巴克？其實這個問題編者也很

想問，因為平日是很少光顧星巴克的，除了

有買一送一小確幸活動外。然而日前美國費

城一家星巴克發生店員歧視黑人事件，儘管

星巴克最後道歉，還關8千家店做員工訓練，

也跟當事人和解了（和解內容保密），但不

能抹滅的是歧視與傲慢依然存在像美國這麼

民主與自由的社會，也由於星巴克有這段「

見笑」事件，編者自主抵制好一陣。

近日台灣也發生一件讓人很不以為然的類

似事件，就是前國發會主委管中閔可不可當

台大校長案，意外爆出某位台大畢業的財經

專家直指管中閔大學時唸的不是台大而是文

化大學，在當年是屬於大學聯考末段學校，

暗指管中閔的不合適，歧視與傲慢在這位財

經專家身上充分顯露出來，當然也引起不少

網友回罵，編者就無需再添加一筆，只是想

到電影霍元甲中的一段話：「天下學校無高

低之分，學習知識才有強弱之別」。卡不卡

管，本訊無權置喙，但想想管中閔可以從那

位專家歧視的文化大學畢業，在國外唸完博

士回到台大教書，其實故事也滿勵志的。

當然個人脫序言論不代表整個台大校友，

但總是有人不能心存包容，社會也就跟著光

怪陸離，我們期盼社會和諧、世界大同，就

請多點同理心。本期通訊封面故事就顯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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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糖博館與友館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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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自1977年起將每年的5月18日訂為國際博物館

日，成為全球博物館的盛事。配合本月主題，本期將更深層報導台糖

各文物館及其文化體驗活動，同時也藉此了解他館的展覽驚喜。目前

台糖除了橋頭的糖博館外，其各台糖遊憩據點也有文物館設置。然現

代的館展結合了科技展演與互動，本刊期冀藉由此報導，提供未來活

化糖業文化資產的新思維，以增進遊客體驗及好感度。

藝起尋糖趣

橋頭糖業博物館
是臺灣首座現地博物館
文│高雄區處

橋糖俱樂部為當時糖廠員工下班後休閒娛樂的場所 橋糖黑銅聖觀音，百年來守護著橋糖

　糖業博物館前身為高雄糖廠，舊時稱為

「橋仔頭糖廠」，於1901年由日人所建造，

為臺灣第一座新式製糖廠，是臺灣由獸力壓

榨製糖進入現代化機械壓榨製糖的第一座糖

廠，亦是臺灣邁向產業工業化的火車頭。

　當年建造的橋頭第一製糖廠正是臺灣糖業

機械化的實驗室，其特有的建築、設備、景

觀、歷史等糖業文化資源非常值得現在完整

保存，證明著臺灣糖業產業的興衰變遷。在

1998年橋仔頭糖廠停止製糖後，高雄市政府

指定橋仔頭糖廠為市定古蹟區，2000年更以

「糖業文化園區」做為舊工業時代產業轉型

之價值產業，2006年「糖業博物館」開始正

式營運。糖業博物館古蹟甚多，幾個必看景

點羅列如下：

製糖工廠

　雖然1999年結束製糖，但工廠內機具都被

完整保存，高雄縣政府為彰顯其特殊歷史地

位，於1998年將其列為縣定古蹟，遊客可從

二樓通道進入，俯瞰巨大的甘蔗壓榨機，猶

如兩條巨龍，帶領當時的臺灣糖業直奔天

際，看到三層樓高的蒸發罐與獨特造型的蔗

汁加熱槽，不難想像早年員工在夏季時揮汗

如雨、辛勤工作的模樣。

俱樂部

　園區內規模最大的古蹟乃當時日本留學生

學成歸國後仿造西洋建築所蓋，提供當時糖

廠員工下班後休閒娛樂之用，可由此觀察到

日本人為區別不同時期建物，在外觀細部設

計上的巧思，對面的火警鐘，更是現在火災

警報器的前身。

社宅事務所

　外觀亦是日本仿造西洋式構造所建，拱型

迴廊、柱頭、柱角、樓梯及窗框等處處可見

仿巴洛克風格的繁複裝飾，是歐洲傳統建築

的移植，其女兒牆上的小方孔並非裝飾之

用，而是防禦「土匪」偷襲時戰備的置槍

孔，藉由以上種種特點，不難拼湊出日據時

期糖廠的時空背景與歷史更迭。

防空洞

　由於製糖過程會產生酒精，可供應日軍戰

備燃料之用，所以當時糖廠成了美軍的空襲

的重點，這也是糖廠內有高達24座防空洞的

原因，散落於糖廠各角落的防空洞，個個造

型獨特，是遊客結伴探險的秘境。

　有別於大多數博物館於室內空間展覽

主題，糖業博物館為一「現地」博物

館，園區內舉凡修理糖鐵機具的修護

所、提供員工休憩的俱樂部，保佑製糖

順利的黑銅聖觀音，甚至是躲避美軍空

襲的防空洞，都是因製糖產業衍生而

來，更是糖業文化的一環，以上可以說

明進入橋頭糖廠就等於是進入了糖業博

物館。



142卷5期．107/5/1006 07142卷5期．107/5/10

　糖業博物館前身為高雄糖廠，舊時稱為

「橋仔頭糖廠」，於1901年由日人所建造，

為臺灣第一座新式製糖廠，是臺灣由獸力壓

榨製糖進入現代化機械壓榨製糖的第一座糖

廠，亦是臺灣邁向產業工業化的火車頭。

　當年建造的橋頭第一製糖廠正是臺灣糖業

機械化的實驗室，其特有的建築、設備、景

觀、歷史等糖業文化資源非常值得現在完整

保存，證明著臺灣糖業產業的興衰變遷。在

1998年橋仔頭糖廠停止製糖後，高雄市政府

指定橋仔頭糖廠為市定古蹟區，2000年更以

「糖業文化園區」做為舊工業時代產業轉型

之價值產業，2006年「糖業博物館」開始正

式營運。糖業博物館古蹟甚多，幾個必看景

點羅列如下：

製糖工廠

　雖然1999年結束製糖，但工廠內機具都被

完整保存，高雄縣政府為彰顯其特殊歷史地

位，於1998年將其列為縣定古蹟，遊客可從

二樓通道進入，俯瞰巨大的甘蔗壓榨機，猶

如兩條巨龍，帶領當時的臺灣糖業直奔天

際，看到三層樓高的蒸發罐與獨特造型的蔗

汁加熱槽，不難想像早年員工在夏季時揮汗

如雨、辛勤工作的模樣。

俱樂部

　園區內規模最大的古蹟乃當時日本留學生

學成歸國後仿造西洋建築所蓋，提供當時糖

廠員工下班後休閒娛樂之用，可由此觀察到

日本人為區別不同時期建物，在外觀細部設

計上的巧思，對面的火警鐘，更是現在火災

警報器的前身。

社宅事務所

　外觀亦是日本仿造西洋式構造所建，拱型

迴廊、柱頭、柱角、樓梯及窗框等處處可見

仿巴洛克風格的繁複裝飾，是歐洲傳統建築

的移植，其女兒牆上的小方孔並非裝飾之

用，而是防禦「土匪」偷襲時戰備的置槍

孔，藉由以上種種特點，不難拼湊出日據時

期糖廠的時空背景與歷史更迭。

防空洞

　由於製糖過程會產生酒精，可供應日軍戰

備燃料之用，所以當時糖廠成了美軍的空襲

的重點，這也是糖廠內有高達24座防空洞的

原因，散落於糖廠各角落的防空洞，個個造

型獨特，是遊客結伴探險的秘境。

1

六連棟宿舍為員工安身所建之工員宿舍，目前僅剩本棟

橋糖是戶外教學資源豐富的場所

社宅事務所修復後現已成為橋頭糖廠園區最吸睛的亮點之一 製糖工廠機具至今尚完整保存並開放遊客參觀

　綜觀上述，糖業博物館文化資源豐富，為

讓更多人了解糖業文化的珍貴，糖業博物館

戮力爭取成為環境教育設施場域，並於2017

年開始辦理環境教育示範課程，最近一次則

是因應4月4號兒童節與高雄市環保局合辦的

橋頭糖廠「文化巡禮」之環境教育課程，有

別於一般的導覽解說，糖業博物館的環境教

育課程著重在製糖產業的更迭與糖業文化的

保存，藉由課程參與及互動式學習，在講師

問答的過程中，讓來上課的小朋友思考為什

麼糖業文化值得我們保存？藉由實地參訪與

古蹟本體面對面，了解其獨特的時空背景，

加深小朋友對文物古蹟保維護的重視，當日

來參與環境教育的小朋友，各個滿載而歸，

這次活動也成了他們最難忘的兒童節，而環

境教育日後將成為糖業博物館常態性的課

程，也是橋頭糖廠親子活動的最新選擇。

橋仔頭糖廠廠長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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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鐵軌跡

溪湖鐵道文化園區生態池

藝起親子遊

溪湖鐵道文化園區
台糖首座環教場所
文│溪湖鐵道園區

　溪湖糖廠創建於1919年，2002年製糖業務

結束後，結合「糖業歷史」與「推動產業文

化資產保存再利用」轉型為休閒觀光糖廠，

並將機械設備故障搶修及其他特殊零件加工

製作的「機械修理工場」改置為「溪湖糖廠

文物館」。2003年五分車取得鐵道營運許可

文件正式復駛，溪湖糖廠走向糖業文化體驗

知性的園區。

　溪湖鐵道文化園區分為鐵道文化區、糖業

文化區、戶外活動區及休閒服務區，其中溪

湖五分車站更列為彰化縣歷史建築，無論是

其木構式主體建築或站前鐵道「三鐵共構方

式」（註），都極具時代歷史意義。

　目前有台糖唯二燃煤式「346」蒸汽火車，

於每週日上午11時及下午2時兩個時段行駛，

另於2016年修復的「524」軌道車加入五分車

營運行列，這些糖鐵車輛，在在吸引國內外

鐵道迷目光，紛紛來到溪湖糖廠朝聖。

　溪湖鐵道文化園區亦為台糖公司第一個取

得環境教育認證場所，致力推展糖業文化，

並朝向廠區人文化、教育化、休閒化及公園

化方向發展，期能成為中部區域糖業歷史文

化及觀光休憩兼備的最佳景點。

註：

轉運站線路有五分軌（軌距762mm）、七分軌

（軌距1067mm）。五分軌主要任務是運輸原

料甘蔗及客運；七分軌主要任務為運輸生活用

品物料及台糖副產品，其中七分軌線路有連結

台鐵的員林站，因而形成「三鐵共構」，這在

台灣產業發史上具有歷史意義。必須說明的

是，溪湖糖廠糖鐵的客運業務於1973年走入歷史。

藝起文青吧

糖福印刷所
典藏字字珠璣  回溯美好「印」象
文│台糖新營鐵道文化園區

　民國42年台糖公司向台南新生報印刷廠價

購該廠原有設備，並調撥屏東、車路墘、虎

尾等印刷設備11部，於民國43年7月正式成立

糖福印刷所，廠址位於停閉之彰化糖廠酒精

工場內。到了民國58年印刷所遷移至新營市

建業路，民國70年9月3日新營地區發生「九

三水災」，乃於民國73年再度遷移到現址

（中興路40號），並於同年6月20日舉行落成

啟用典禮。

　民國74年7月易名為「台糖公司職工福利委

員會糖福印刷廠」，民國95年印刷廠改納入

台糖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之糖福育樂股份有

限公司。在進入數位化時代，印刷技術發展

一日千里、勢不可擋，電腦打字排版、高速

彩色印刷，快速、方便、價廉成為印刷的主

流，甚至唯一，使得傳統印刷產業彷彿在一

夕之間被淘汰掉，糖福印刷廠內活字印刷機

具陸續停機，僅剩下部份快速印刷機配合電

腦排版，勉強經營。

　閒置於印刷廠內之活字印刷機具及相關銅

字模、活版、鉛字等設備，公司於民國101年

編列預算由台南區處向「台糖公司職工福利

委員會」價購取得，並列為文化資產作完整

保存，目前定名為「糖福印刷創意館」與新

營鐵道文化園區五分車結合開放展示營運。

　走進糖福活版印刷文物館內，面對著浩瀚

如海的鉛字及成排的印刷機具設備，大概可

從幾個角度與面向去說故事：

台糖公司專屬的印刷所

　早期的台糖公司由於單位眾多，所需的報

表、文件數量相當龐大，例如各糖廠農務、

工務、運輸、管理等部門使用之日報表、記

錄表，資產報表、會計傳票等；台糖公司發

行之刋物，如：台糖通訊、業務公報、蔗

報、工聯通訊等，以及糖研所、畜殖所的研

究成果報告書等等，都委由糖福印刷所印

製。除了上述印刷品外，其中最特殊的是印

製台糖公司與契約蔗農的砂糖「棧單」。

見證糖業興衰及印刷產業的變遷

　在創立初期到民國60年代是糖福印刷所的

全盛期，這段期間全台糖公司的糖廠數量還

維持一定規模，後來從建業路搬遷到中興路

現址的民國70年代中期，糖福印刷所的業務

量還算持平，此時尚不需對外招攬印刷業

務。到了民國80年以後臺灣面臨產業結構改

變，受此衝擊製糖業逐漸式微，糖廠陸續停

閉，以致業務量銳少，為增加營收，印刷所

開始承攬外界印刷業務以維持正常營業。

　那時候新營地區有三分之二的醫院及診所

病歷表、醫事檢驗單；國稅局、農會使用的

稅單、報表；學校的考試卷等，都曾在這裡

印製過，甚至也印起附近廟宇的平安符等

等，目前糖福印刷所還保留許多當時新營地

區各行各業，委託印刷的活字版、鋅版，見

證這段糖福印刷史與地方的關係。

糖福印刷所

1

活版印刷設備齊全

展現傳統印刷工藝

   目前糖福印刷所展示保存的活版印刷機具及

設備，主要依據其印刷流程（鑄字、撿字、

排版、校對、印刷，然後裝訂、成品出貨等

工序）可分為鑄字機、銅字模、鉛字（含字

架）、排版桌、校對機、四開印刷機、圓盤

印刷機、裁紙機等等。如此規模，比高雄科

工館還齊全，號稱全臺灣目前保存最完整的

活版印刷設備並不誇張，其中有5件印刷機

具：日製須藤鑄字機、校對機、四開印刷

機、圓盤印刷機及裁紙機，其製造年代皆超

過一甲子，民國103年3月這5件機具被台南市

文資處登錄為「新營糖福印刷所活字排版印

刷設備」的一般古物。

　印刷所目前保存約7萬多個不同字型及字號

的銅字模，這些銅字模是生產鉛字的母模，

糖福印刷所的文字印刷之所以清楚精美，在

附近印刷界享有一定口碑，全靠這些銅字

模。一些比較常用細小的鉛字，只要印刷過

一次就不再使用，全部汰換掉，再重新熔化

鑄造新的鉛字，因為鉛字可以自行生產，不

用向外界購買，所以可注重印刷品質。

來糖福印刷所回味

有立體感的鉛字年代

　糖福印刷創意館開幕後，除開放給民眾參

觀外，並朝向戶外教學進行，讓想近距離觀

看整套活版印刷設備，以及想回味那個有重

量、有立體感的鉛字年代的民眾圓夢。想體

驗圓盤印刷機印刷工藝，不妨來糖福印刷創

意館走一遭，保證不虛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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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總統視察本公司  
了解現況與亮點轉型

　上（4）月底蔡總統風塵僕僕來到台南，約

莫中午時刻來到本公司總管理處視察。據

悉，蔡總統此行原計畫視察本公司的沼氣利

用發展狀況，惟台糖沼氣利用的最大亮點改

建東海豐傳統畜殖場為生態畜殖循環園區，

仍在如火如荼施工中，致總統僅能就台糖的

書面簡報進行了解，並提出指示，嘉勉台糖

繼續勇往直前。

　與蔡總統隨行的官員有前經濟部長何美玥

與現任部長沈榮津，前後部長相隨，可見蔡

總統此次的微服出巡，不僅是行事低調，更

重要是深入瞭解產業發展狀況，好為國內經

濟建設做好一些準備。

　為了讓蔡總統知悉台糖近期已經努力轉

型，還有她上任以來台糖對5+2經濟發展的支

持，台糖除端出現況的改變外，也提到未來

文│編輯部

十年的願景，就是重新發揮對台灣經濟和社

會發展的貢獻，以及重建在台灣人生活裡溫

暖的記憶與連結，而這項使命即為配合中央

政策、貢獻國家，投入前瞻性未來產業，還

有建設一個安居樂業的永續台灣。

　台糖就這十年願景與使命，已做好一些計

畫，透過「貢獻國家，配合政策」、「社會

連結，滿足期待」、「產業合作，協助升

級」，以及「提升營運，效率/效能」等四項

經營策略，達成推動新農業，並邁向循環台

灣。

　當中台糖也把這些策略亮點，挑出7項說給

總統聆聽，分別有農業循環園區、沙崙智慧

綠能住宅、農畜學院、牡蠣殼投資計畫、糖

業文化的維護與加值、新南向與中南美洲的

投資，以及滯洪池與太陽光電的建置等。總

總統蔡英文、國策顧問何美玥與台糖董事長黃育徵（左二）、
總經理管道一（右二）、副總洪火文（左一）以及副總楊旭麟
（右一）留影紀念

總統蔡英文於4月27日造訪台糖公司 台糖農業循環園區示意圖

沙崙智慧綠能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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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對其中的一些亮點計畫有提出建議，台糖

也快速責成需要「知識」、「負責團隊」和

「具說服力的溝通」三位整合，且知識要多

元、前瞻，負責團隊要有熱誠和sense of own-

ership，目標是要「讓民眾看得到未來，感到

興奮和肯定」。

　由於蔡總統的午餐即開會，因此台糖員工

見識到總統的效率與時間把握，其積極性與

投入度遠超過外界的想像；台糖員工說，這

是蔡總統上任以來，第二次來到台糖，上一

次是去年在虎尾糖廠搭乘五分車，為前瞻基

礎建設加持，這一次有深入了解台糖發展，

似乎對台糖頗有器重與期許。

　台糖公司總管理處的前身是糖試所，曾經

接待過前總統李登輝、陳水扁、前院長蕭萬

長與張俊雄，因此對於國家重要領袖前來，

已經有厚實接待經驗，也樂於在事後分享這

些領袖的魅力，不像外界所描繪或引述的，

他們的作風或許有差異，但都看得出領袖有

其高度與視野，還有為人不知的謙沖與微

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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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本土小農 
加油捐點送恆春洋蔥

　一向秉持「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

台糖加油站，自4月26日起舉辦「加油捐點送

洋蔥，為愛一起做公益」活動，這是繼先前

香蕉、柚子及柳丁等因生產過剩導致果價暴

跌後，台糖加油站再一次請會員以加油集點

轉贈公益團體，台糖加油站加碼送洋蔥，大

家共同幫助洋蔥小農暫渡難關，同時也一併

幫助社福團體關懷弱勢族群，創造三贏。

　台糖加油站曾多次透過農會及農業單位採

買市場供過於求之農產品，並以加油捐點送

贈品的方式回饋給消費者，一起協助在地小

農。今年傳出洋蔥大豐收的消息，台糖油品

事業部為紓解農會洋蔥庫存壓力，特別向恆

春鎮農會收購3,500袋，總計52,500公斤的本土

洋蔥。台糖指出，由於恆春半島強勁的落山

風與其特殊地質，非常適合洋蔥的結塊，因

此當地產出的洋蔥特別甘甜多汁，洋蔥的營

　去年年初網頁小組的成立，從版面規劃到

程式設計，一連串冗長的開會與溝通，漫長

的煎熬一同完成本任務，5月1號網頁小組展

現了努力的作品，新的官網總算熱騰騰搬上

檯面，與大眾分享這個嶄新的成果。為了因

應時代變遷與媒體更新，網頁不再只限於電

腦觀看，本次改版最大任務，當然是因應響

應式的設計（Responsive Web Design，簡稱

RWD），以符合行動上網（手機、平板）的

需求。

　「FUTURE台糖」透過簡單標題來導入目前

公司最前瞻的經營理念，讓大眾瞭解台糖的

深度與廣度。「HOT好康」一網打盡所有台糖

的促銷訊息，一目瞭然最夯的活動。「LIFE樂

活」則提供了生活化的連結，用最輕鬆的畫

面呈現台糖的吃喝玩樂（例如找尋台糖景

文│編輯部

台糖新官網上線啦！
文│秘書處

養價值很高，不管是用涼拌的、或是油炸作

成天婦羅，還是高溫爆炒都相當美味，是料

理時不可或缺的食材。

　台糖表示，4月26日起民眾至全台73個台糖

加油站，凡加汽油滿15公升（柴油30公升）且

將加油點數轉贈社福團體，台糖即贈送營養

價值極高的本土恆春洋蔥3粒當作謝禮，加20

公升（柴油40公升）以上送4粒，可累進贈

送，送完為止。

　台糖油品事業部執行長徐繼聖指出，「加

油捐點送洋蔥，為愛一起作公益」活動預計

可創造約3,500萬點的積點，屆時將全數兌換

等值的物資，透過社福團體回饋社會弱勢，

台糖加油站以活動拋磚引玉，不僅可以支持

本土小農推展農業發展，亦同時呼籲更多善

心人士加入關懷弱勢族群的行列，創造社會

三贏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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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買商品等）當然還有一些關於台糖的小

故事，讓新的官網更加親民及活潑。

　除了上述幾項重點，新官網也強化了各層

級的導覽選單，還有強大的站內檢索服務，

在視覺上以扁平化的視覺圖案搭配留白畫

面，讓視覺更有舒適感，如此操作變得便

利，使用者也不會迷失茫茫網海中。從規劃

到完工，本組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壓力，雖然

不是滿分的作品，但過程也呈現台糖同仁團

結的工作效率，5月1日的上線是收成甜美果

實的時光，雖然許多地方尚待改進，在技術

上也無法超越專業公司，不過已節省許多外

包費用，我們期待新的官網能為公司帶來新

的活力與氣象，讓不懂台糖的人瞭解台糖，

而認識台糖的老朋友更懂台糖。







的目標，我們也才能擬定短、中、長期的策

略計劃，有策略才有路線圖，我也深深認同

感覺是到時候了；循環經濟的思潮不得不

爾！更何況禮失而求諸野！我們台糖公司文

化中就有循環經濟的DNA，在泰國的兩儀糖業

看到了現實。

　歷史是宏觀的大趨勢，無法逆轉但總是沒

有停下腳步來！而夢想與理想是一致的，原

本認為夢想是遙不可及的，但人生ㄧ定要勇

敢的去追夢。3月9日曼谷機場飛行到桃園機

場，穿梭機捷到高鐵，團隊抵嘉義高鐵站已

是23:09，解散返家後凌晨1:15都在網上互道平

安抵家門。真感謝公司長官給生技團隊機會

一同征戰海外！人生是值得付出的循環，且

能成就他人與成就美麗事業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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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眉糖廠購物賣場

五月馨揪甘心
月眉糖廠推雙重好康購
文│月眉觀光糖廠  陳敏松

　月眉觀光糖廠為感念父母親們一年來的辛

勞，本於飲水思源、感恩惜福的心以具體行

動表達愛、謝意、體貼與尊重，特於107年5

月1日至31日舉辦「五月馨揪甘心」台糖產品

優惠促銷「雙重好康購」活動，第一重好康

台糖詩丹雅蘭 ALL  IN  ONE 買 5 送 1，第二重好

康購，凡購買台糖產品一律85折（油、糖、

冰品除外），歡迎民眾踴躍前往購好康。

　月眉觀光糖廠位於臺灣中北部，創立於民

國前3年7月，由日本人小松楠彌氏創廠並取

名「大甲製糖所」，屬日糖興業株式會社，

創廠當時每日壓榨量僅200公噸。第二次世界

大戰時屢遭盟機轟炸，工場彈痕累累，臺灣

光復後由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接收生產，

民國88年因環境變遷，停閉製糖工場業務，

基於保存糖業文化資源，特轉型為觀光糖

廠。

　月眉觀光糖廠為一百年糖廠，擁有臺灣最

早期的汽電共生設備，以及全臺唯一的囪底

隧道，是鍋爐排煙至煙囪間的煙道，由磚塊

堆砌而成的拱門型通道，長跨距檜木樑建構

之倉庫則改為賣場，除販賣台糖相關產品

外，還有各地特產名品。月眉觀光糖廠不僅

具有糖業文化歷史的足跡，更網羅全臺各地

優質產品，在充滿溫馨氣息的五月天，熱烈

歡迎民眾前來參觀選購。

是時候將循環經濟的夢想轉化為現實

　兩儀糖業因為是泰國代表性的糖廠（Tailand 

Sugar Corporation），所以擁有和台糖一樣的

英文縮寫TSC，如此的歷史淵源縈繞在我腦中

徘迴不去！從泰國曼谷回臺灣桃園的飛機

上，3個小時的旅途省思中記下這一段：產業

科技的進步是走走停停，經過一段時間50年

或是一百年，就一定會有巨大變革的力量促

發產業重整、洗牌與變革，新的典範也因應

而生；誰能抓住這個機會與關鍵就能生存發

展，關鍵的思潮與科技是偉大的創新或是破

壞式的創新，前述糖業在1960到1970年代汽電

共生系統用之於糖廠，我認為這就是了！

泰國孔敬地區自動化收割蔗田的機具。

　107年3月7日從曼谷到孔敬Khon Kaen，飛機

緩緩從高空降落孔敬機場的一刻，窗外底下

俯瞰高原的蔗田縱橫連陌，點綴著片片屋

頂、移動的汽卡車，兩片小湖泊，沒有看到

工廠的煙囪，也沒有看到金光反射的太陽能

板。

台糖前輩赴泰指導

泰國躍升世界第二大砂糖出口國

　40幾年前台糖公司退休的前輩陳嘉樹先生

跨海到泰國孔敬工作，嘉樹前輩來此教導泰

國兩儀糖廠有關資源盤點、汁汽利用、提升

熱平衡與能源及鍋爐效率。由發電機使用再

到汽電共生，當時這是最新的技術（State of 

arts），半世紀前沒有人會想到這個科技對世

界糖業的改變何其壯闊偉大！農業的加工廠

從此全盤改觀，全世界的糖廠從此脫離對河

流用水、燃媒與燃油的依賴。

　在過去所有糖廠都建在河邊或是海邊，泰

國糖業的小糖廠都在能源與水資源匱乏的邊

緣而無法賺錢，更無法擴大規模；在這貧瘠

缺水的高原上，經濟作物只有耐旱的鐵五穀

甘蔗可以種植存活，但是榨蔗製糖需要消耗

大量的水源與能源，在技術限制的瓶頸下，

經濟與農業無從快速發展起來，光是買燃煤

的錢就是沈重的負擔，還有看天吃飯的水資

源不穩定，生產出來的砂糖還不足國內所

需，每年都要向臺灣的台糖公司購買砂糖應

急。

　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熱效率提升技術就是

汽電共生，得到此技術後，糖廠整體熱效率

從最高的25%左右，一舉提高到80%以上；36

年前我還是小鍋爐工程師時上過陳嘉樹前輩

的課程，他親口告訴我在泰國應用此技術

後，原本燃料不足要買煤來補充蔗渣的不

足，使用此技術後蔗渣只須燒一半就足夠糖

廠的能源消耗，剩餘一半蔗渣為進廠甘蔗量

的百分之13左右，可發電售出或是將剩餘蔗渣

賣給農民，每年光是賣好幾萬噸的蔗渣給農

民當肥料、飼料就是一筆可觀的收入，這也

是泰國兩儀糖業CO-GEN廠售電的濫觴；泰國

的糖業也由此快速發展，造就世界上最有競

爭力的產糖科技技術，糖廠也開始賺大錢，

規模也越來越擴大，滿足泰國國內需求，還

大量輸出砂糖。20年前泰國已躍升為世界第

二大砂糖出口國，而兩儀糖業為泰國第一大

糖業公司，佔該國出口的一半。當今的兩儀

糖業已經是東協最大的糖業集團，打遍世界

無敵手，為世界第四大，僅次於德、英、巴

西三國，但秉承資源循環利用，也就是循環

經濟的理念，單就孔敬科學園區內全蔗利

用，照顧當地6,000多戶農民，甘蔗簽約後先

付錢幫忙買農具設備，改善當地農民生活，

點點滴滴都可看到台糖公司的影子。40年前

兩儀糖業低調做慈善事業，相關報導提及兩

儀糖業高層感謝台糖公司的前輩赴泰國提供

技術協助，但40年後愈來愈少人提及這段歷

史淵源，這段科技的秘密便埋入歷史中少有

人知曉了！

　兩儀糖業的糖廠無論在世界的哪個地方，

都不再是人們眼中的排污大戶，而是環保綠

能工廠。俯看兩儀糖廠的園區內，最吸引眼

球的是滿載甘蔗的大貨車，每天超過千輛進

出，而眼前有將近20多輛，分成3列依序開進

廠內，接力把甘蔗倒進餵蔗台。從高高的煙

囪中冒出來的白煙，並非燒蔗渣產生的廢

氣，而是蒸餾酒精所排出的水蒸氣。如以

1,000萬噸的甘蔗為例，總共會製造約250萬噸

的蔗渣，除了自身原料糖廠耗用能源自給自

足外，估計大約會產生130萬噸的蔗渣剩餘，

當柴燒的話，每年約可產出高達 130∼150 KW

的電。有時候電用不完，就賣給電廠。兩儀

在泰國設有6座電廠，發電量高達400兆瓦。

一度電賣5泰銖的話，一年可以額外為糖廠

「補貼」2億泰銖（約台幣1.8億元）。蔗渣除

了供應發電，部分則轉做生產高品質的蔗木

板，有益於減少森林的砍伐。

　與糖廠一牆之隔的酵母廠，同樣是兩儀集

團布局循環經濟中的一員，它利用的是甘蔗

榨完之後剩餘的廢糖蜜，生產出高活性的乾

酵母，用於麵包發酵、或是飼料添加物的酵

母粉。用循環經濟的眼光看甘蔗，甘蔗渾身

是寶，除製糖以外，蔗葉可作養牛的飼料，

蔗渣可用於發電與建材，廢糖蜜可用於生產

乙醇和酵母，濾泥則可變身有機肥。一蔗多

吃，延伸產業鏈的生產模式，無疑大大提高

了甘蔗的附加價值，同時減少碳排放，保護

了自然生態。

　同時在兩儀集團總部與糖廠中看到牆上的

看板與獎狀，「CSR（企業社會責任）是兩儀

集團最大的亮點，」連現代行銷學之父科特

勒（Philip Kotler）在2016年的新書《新東協．

新思路（Think New ASEAN）》中提到兩儀糖

業，兩儀最寶貴之處除了在於將甘蔗從頭到

腳「全株全蔗利用」的循環經濟，更在於讓

蔗農也嘗到了甜頭。兩儀與蔗農簽訂收購協

議，破天荒採取預付款和補貼，讓蔗農無須

擔心資金，只需專心種植甘蔗。兩儀更大方

分享自家的研究成果，幫助蔗農進行病蟲害

的防治，並引入先進國家技術，引導蔗農

「科學種蔗」。

　在「泰國4.0」的國家計畫中，高效農業與

生技、食品創新均是重要一環，兩儀做為糖

業老大，也躬逢其盛的成為泰國當地的領頭

羊。眼見為信，董座常常提及的循環經濟典

範，原先認為這是我的夢想，但夢想與理想

是一致的，而且看到了現實的具體例子。雖

說我看到了現實很興奮，但很快就被任務的

重擔壓得喘不過氣來！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走過半世紀後的現今，產業早已翻天覆地

的改變，當時全世界的砂糖產量不到8千萬

噸，現在全世界的砂糖產量多出了1億噸；常

聽董座談循環經濟系統觀念，對一個公司來

說，整體系統要有一個共同的理念，簡單對

社會國家有公益性、有影響力，因為有共同

孔敬科學園區　循環經濟的模範生 

　孔敬科學園區MPPK光是原料糖廠年壓550萬

噸左右甘蔗，日壓4萬噸甘蔗，其所需之水量

每天有3萬噸是源自甘蔗經壓榨，再蒸餾後所

形成的乾淨水，不僅不依賴其他水資源的補

充，甚至還有剩餘的水。在世界糖業的立體

座標上，兩儀糖業的經營理念極為特殊，它

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功，便是因其承襲獨

創的「零浪費」循環經濟模式。走筆至此身

為台糖人就不可妄自菲薄了，印證董座每每

苦口婆心提及要資源盤點，循環再利用，就

是由此從「心」做起，而台糖公司的企業文

化與技術早就有農業立社、資源再利用、循

環經濟的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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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科技碰上畜殖業
看荷蘭如何智慧化養豬

　科技時代來臨與面對勞動人口減少之問

題，企業招募人才不易，傳統產業面臨人才

不足問題更加嚴峻。豬農年齡層老化問題且

勞動成本提升，不僅在臺灣發生，在歐美地

區也面臨此問題，養豬業開始思考利用資訊

科技投入自動化、智慧化養豬領域，不僅減

少費用成本和勞動人數，也提升營運成效，

這些都是智慧化養豬帶來的成效。荷蘭是全

世界第二大產豬國，僅次於丹麥，本文將分

享荷蘭智慧養豬案例，藉此看其它國家是如

何嘗試解決此問題。本文圖片以示意圖呈

現，以免侵犯智慧財產權，實際現場圖片讀

者可搜尋“Smart farming in pig production and 

greenhouse horticulture”此篇報告。

利用物聯網與大數據分析

控制豬舍環境

　荷蘭豬隻飼養場域以室內為主，利用物聯

網蒐集各式各樣的環境數據，室內包括二氧

化碳（CO2）、氨（NH3）和相對溼度等，室

外環境數據例如室外溫度、降雨情況等，不

斷蒐集多面向的資料，綜合室內外環境因素

透過大數據分析做出最佳化的判斷和調整，

讓室內環境保持在最適狀態，提升豬隻活動

力，改善飼養成效。

文│資訊處 王柏宗

RFID身份辨識

　豬隻辨識一直是重要的議題，豬舍豬隻眾

多，很難針對各別豬隻進行觀察及記錄，只

能推估豬隻在每個階段的成長概況，荷蘭目

前使用「電子個體識別」（Electronic individu-

al identification;EID）技術進行辨識，EID是基

於無線射頻技術（RFID）開發的產品，作法是

將EID配戴於豬隻耳朵代替過往打洞方式，並

在飼養站架設感測系統，當豬隻移動至一定

範圍時即主動進行感測，所以哪隻豬沒有至

飼養站裡進食，飼養人員可以立即掌握。

 

自動平衡升降裝置

　母豬躺下哺乳時常壓到身下的仔豬，造成

仔豬死亡，為了解決此問題，研發了自動平

衡升降裝置，母豬躺下哺乳時將會碰觸感測

器，透過自動平衡升降裝置，將原先升起的

母豬降至平地，讓仔豬進行哺乳，當母豬哺

乳完畢起身後會再次碰觸到感測器，再把母

豬升起，讓仔豬可以至平地活動，以避免母

豬再次躺下時壓死仔豬形況發生，減少仔豬

死亡之損失。

聲音辨識咳嗽監控

　藉由收集豬隻咳嗽聲音並比對豬隻聲音資

料庫，判斷豬隻是否有潛在的疾病，透過人

工智慧不斷學習辨識提高準確率，減少誤判

情勢之發生，提早發現已生病的豬隻進而提

早治療避免疫情擴散。目前僅有少部分畜殖

場有導入此功能，醫療公司也已著手開發相

關預測系統，並透過手機APP即時異常通知，

讓豬農隨時能掌控豬隻健康狀況。
荷蘭透過科技蒐集豬隻咳嗽聲並比對聲音資料庫，
找出潛在已罹病的豬隻

荷蘭運用EID技術辨識不同的豬隻

荷蘭智慧化養豬的六大面向

未來發展方向著重影像辨識與監控

　智慧化養豬不斷地演進，荷蘭持續提升自

動蒐集豬隻資料之能力，包括透過感測器和

影像自動蒐集資料，如此一來可改善資料品

質，減少人工登打錯誤，讓資料更即時、更

準確，並且避免現場人員造假之疑慮，真實

反應畜殖場之飼養狀況。未來也將透過生物

特徵辨識豬隻，毋須配戴EID，如透過虹膜或

視網膜進行豬隻辨識，還有利用影像系統辨

識動物的體型，藉此可以發現，智慧化養豬

技術未來發展著重於影像辨視與監控。

　從荷蘭案例可以了解目前歐洲國家在智慧

養豬領域的發展與未來趨勢，給了有著同樣

困境的我們一個可以參考的方向，雖然目前

無法將荷蘭經驗完整複製到台糖與臺灣，但

這些案例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發，也讓我們更

有信心將台糖與臺灣畜殖產業推向智慧化的

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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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分析人工智慧

RFID語音辨識

大數據 物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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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化糖廠不只產糖  有機循環農業也吸睛

虎尾糖業文物館  文物影像述說糖業發展史

溪湖鐵道文化園區  台糖首座環教場所

糖福印刷所  典藏字字珠機  回溯美好「印」象

文青打卡必訪  東糖人文餐廳堅持「原」味

唯一臺灣代表 全球生態挑戰賽台糖勇奪亞軍／「泰」夢幻訪孔敬科學園區 省思循環經濟新作為／

拓展中南美洲業務 台糖駐宏都拉斯辦事處3月揭牌／當科技碰上畜殖業 看荷蘭如何智慧化養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