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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能全盤銜接得上，而問題似乎也不是

只發生於台糖而已，其他兄弟公司如中油、

台電、台水等，也都有青黃不接的苦惱。

根據公司HR的數字，這兩年招考新人已放

寬人數了，所以走在總管理處，經常可以看

到陌生、稚嫩的臉孔，編者常自嘲文藝青年

都已是半百老翁了，再不有人跟班接替，中

古的也會衰老，或許公司有聽到、看到，本

訊編輯群這一兩年陣容迭有更替，但都是新

人輩出，感覺有朝氣與活力，固然目前仍是

需要時間來淬鍊，老將一時還無法卸甲看守

，惟看到希望有譜，心裡可踏實不少。

本期通訊主題即以台糖薪傳為故事背景，

從組織的變革、人力的加入、HR的未來政策

到新人的感想等，展現New Power的威力，不

論新創、新生與育成，都有鑿痕著墨。另本

期超多各單位傳來的資訊，讓糖情Outlook增

色不少，連台灣高鐵十月號雜誌都引述了蒜

頭糖廠的好玩有趣紀事，因此本訊不論前後

所露的第一手資訊更是彌足珍貴，還請讀者

好好愛護與觀看。

此外要隆重介紹一個新專欄，就是「農業+

」單元，由農經處企劃供稿，首波由陳世雄

教授擔綱，給本訊更豐富的素材，值得一提

還有英倫老火車即將抵臺參加蔗埕的糖業文

化活動，本訊可以搶先一睹風采，歡迎大家

點閱。

「新」血來潮，看見希望
文│蕭光宏

臺灣的生育率全球最低，已不是什麼新聞

了，而且有人建議這個問題應該提升到國安

層級。從趨勢來看，確實是臺灣的隱憂，因

為寶島臺灣固然有社會安定、百姓善良、基

礎建設俱全等等生活優勢，可是物價與薪資

是現代年輕族群的痛，導致許多人只能戀愛

、考慮結婚，要進一步生小孩就直搖頭、Say 

No。

仔細想想，後繼無人還真的很可怕，以

家庭來說，人口凋零，香火難傳，家道自然

中落，以學校來說，招生不易，無學費維持

，老師可能失業，最可憐的是婦產科與小兒

科，極可能出現門可羅雀的窘境。以公司企

業來說，沒有新人願意來，除了老化停閉危

機，也可能就是被世代唾棄的行業，引進外

勞或許可以延長企業壽命，然不安的因子依

然存在，有苟延殘喘的氛圍，終究非長久之

計。

所幸，台糖公司是一家國營事業，在薪資

福利、硬體設備還有未來性都算大有可為，

每年招考新人，都還有擠破頭的低錄取率，

增加不少對公司的信心，尤其這兩、三年，

遇到大退休潮，公司正式員工數瞬間由六千

、五千、四千直直滑落迄今三千餘，若不再

有前瞻性的思考進用新人，很快就會有上一

段落所述的隱憂；事實上最近幾次主管間的

談話，多不能脫離誰接班的話題，可見斷層

拉警報，儼然已浮上檯面，補充新血的孔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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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糖駐宏都拉斯辦事處於107年3月舉行揭牌儀式

2.台糖於106年10月引進宏都拉斯小農咖啡

3.107年8月台糖與IMPACT咖啡合作設立的希望中學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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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亮友邦小農的未來
台糖宏都拉斯辦事處

　台糖宏都拉斯辦事處於107年3月20日正式揭

牌運作，設首席代表及業務技師各一名，主

要功能為於中美洲地區進行農畜產品之產銷

市場調查研究、技術交流。辦事處成立之使

命涵蓋外交、國安、經貿資訊、食品安全與

社會連結。

　辦事處配合外交政策發展「境外農業」，

以臺灣團隊「Team Taiwan」為概念，結合臺

農投資（股）公司、台農發等單位共同協助

農委會「宏都拉斯酪梨產業鏈推動計畫」，

在當地與宏國政府、國合會及當地農民組織

建立未來酪梨產銷合作關係，研究酪梨生長

環境、病蟲害、品質、交易情形及價格調

查，並協助當地農民深化耕作知識。

　經貿資訊蒐集方面，研究宏國進出口貿易

法令規章及作業程序、農產品產銷市場資訊

調查，了解宏國農民需求，找尋臺灣農業國

際化機會及媒合策略合作夥伴。在食品安全

方面，加強咖啡及其它農產品採購之源頭管

理，除了調查宏國咖啡特性、品質、交易情

形及價格之外，亦協助台糖公司選豆及進銷

當地咖啡與整合在地資源，同時建立其它農

產品源頭管理機制，更協助友邦小農改善生

計及提供教育機會。透過上述實質參與協

助，真正落實有感的外交商業援助及技術支

援，擔任雙邊資源、資訊與農產聯繫窗口。

台糖新創力

文│宏都拉斯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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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糖薪傳New Power
因應公司轉型及新經營策略，台糖近年來成立許多新單位及招考

新進人員，儼然為台糖新的生力軍。本企劃朝組織興革、人力加

入，所聞所學，點燃薪傳烈火，見證台糖在新力量下的轉型。同

時簡述台糖近5年招募情形及轉型策略下的人才培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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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及提供教育機會。透過上述實質參與協

助，真正落實有感的外交商業援助及技術支

援，擔任雙邊資源、資訊與農產聯繫窗口。

台糖新創力

文│宏都拉斯辦事處

1

2

3

143卷4期．107/10/1004

台糖薪傳New Power
因應公司轉型及新經營策略，台糖近年來成立許多新單位及招考

新進人員，儼然為台糖新的生力軍。本企劃朝組織興革、人力加

入，所聞所學，點燃薪傳烈火，見證台糖在新力量下的轉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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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循環不息的能源
再生能源小組

　再生能源，這是最近很夯的議題，經常在

各種媒體和會議中出現，但是，什麼是「再

生能源」？依據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解釋：

「相對煤、石油、天然氣、鈾（核能）等不

可再生能源，而能於自然界中藉由生態循環

取得再利用且源源不絕之能源」，例如太陽

能、生質能、水能、風能、地熱能及海洋能

等。

　台糖為響應政府政策發展「綠能」，就公

司所擁有的各項土地資產等資源及經營現

況，經盤點與整合後，於今年7月成立「再生

能源小組」，主要負責推動農業循環園區

（東海豐）計畫與規劃台糖公司可利用資產

（土地、房屋、廠房、加油站等）設置太陽

光電工作，截至107年9月10日止，已完成大林

廠區1MW地面型太陽能發電系統發包，以平

均國內日照3.5小時計算，每日可產電3,500

度，約可提供350戶家庭住宅用電，該案預計

年底可完工。另外也盤點台糖分布於中、南

區等據點之建築物屋頂，完成合計79處發電

設置容量約9MW之屋頂型太陽能合作建置

案，預計明（108）年9月底完工。

　東海豐畜殖場改建後，將成為臺灣首座以

終為始規劃之農業循環園區，設定完工日期

為今（107）年年底，而8月底的連日豪大雨造

成南部重大災害也影響部分工期，為能如期

如實完工，要求相關承商提出應變及趕工計

畫，以符合公司與社會期待。另外再生能源

小組也協助16座畜殖場「農業循環豬場」改

建計畫與雲林馬光農場有機農業循環園區

（大糧倉）等，有關沼氣中心設置、沼液沼

渣處理與資源化運用、太陽光電與農業結合

之規劃，提供國內外相關案例與適法性資

料。

　為邁向2025非核家園，國家能源配比達到

燃（天然）氣50％、燃煤30％、綠能20％之

新能源政策目標，在臺灣90％以上「能源」

仰賴進口且電價便宜（比韓國、菲律賓及中

國便宜）的艱鉅條件下，政府除積極找尋更

多乾淨的能源，也密集地召集會議研商如何

穩定且創造更多再生能源，這是對的方向；

但在能源轉型之間，可預見非常多的衝突與

矛盾，「節能與產業轉型」更是政府與國營

事業應同時思考且併行納入轉型策略之中。

1.東海豐農業循環園區之展示中心
2.雲林大糧倉－台糖虎尾馬光有機
農業循環園區之示意圖

3.台糖大林廠區地面型太陽能光電
設施組裝情形，設置發電容量

1MW，預計今(107)年底完工。
4.台糖的農業循環概念圖

台糖新創力

文│再生能源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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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約可提供350戶家庭住宅用電，該案預計

年底可完工。另外也盤點台糖分布於中、南

區等據點之建築物屋頂，完成合計79處發電

設置容量約9MW之屋頂型太陽能合作建置

案，預計明（108）年9月底完工。

　東海豐畜殖場改建後，將成為臺灣首座以

終為始規劃之農業循環園區，設定完工日期

為今（107）年年底，而8月底的連日豪大雨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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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新農民
台糖農畜學院 學用合一

　政府推動「5+2」產業創新政策，加速產業

升級轉型，積極推動「亞洲‧矽谷」、「智

慧機械」、「綠能科技」、「生技醫藥」、

「國防」、「新農業」及「循環經濟」等產

業創新，作為驅動台灣下世代產業成長的核

心，期達成數位國家、智慧島嶼、服務業高

值化、非核家園及節能減碳願景。

　農業發展根植於土地及人力，具有在地特

色，台糖公司為國內農企業龍頭，可結合地

區優勢及發展條件，為培育學用合一之新農

業人才，建立農畜學院，提供國家農畜產業

革新動能，以協力促成國家政策之達成。

配合農業政策 建構農畜學院

　台糖農畜學院係以「創新、就業、分配及

永續」原則，配合農委會施政三大主軸，包

含建立農業新典範、建構農業安全體系及提

升農業行銷能力等建立而成，並同步配合推

動十大重點政策，包括：推動對地綠色給

付、穩定農民收益、提升畜禽產業競爭力、

推廣友善環境耕作、農業資源永續利用、科

技創新強勢出擊、提升糧食安全、確保農產

品安全、增加農產品內外銷多元通路，以及

提高農業附加價值，以打造強本革新的新農

業。

產學合作現況

　107年2月16日農畜學院於台糖公司總管理處

現址成立後，除作為農畜產業人才培訓搖籃

外，亦努力強化國內外產官學策略聯盟，矢

志成為合作夥伴建立農畜產業合作經營模式

與交流之平台。為與國家教育訓練資源結

合，積極向農委會爭取成為農民學院第16個

委訓單位，並且分別從業界及學校教育雙重

管道培育國家農畜產業精英人才。目前除持

續與農委會、農業科技研究所合作引入國外

專業技術課程外，更與屏科大洽談建構「經

濟動物人才培育及研發服務中心」，並陸續

協助畜殖事業部同仁加入農委會與農科院共

同辦理之「丹麥豬農民生產技術培訓與青農

丹麥研習計畫」，希望藉由所培育之種子人

才，穩健的茁壯並促進新南向農業政策推

動，進而發展農業外交。

促使養豬產業升級

　台糖公司目前以現代化畜舍改建為起點、

以世界先進養豬國家技術水平為目標，開班

授與學員最有效率與符合產業發展需求之理

論與實務課程，佐以完整之現場實作訓練，

期使學員完訓後即有實戰能力，解決產業缺

專業人力之困境，並形成產業典範，促使產

業升級。

107年度營運情況

　目前已成功辦理養豬技術基礎訓練班2班，

青農有機農業經營管理進階班1班，107年底前

將再陸續辦養豬技術基礎訓練班1班，並協助

台糖池上牧野渡假村辦理類似Polyface Farm教

育訓練。

學員的回應與期待

　已參訓學員透過台糖公司農畜學院課程，

可以實際接觸到動物，甚至可以實作養豬，

機會真的很難得，比起在學校都是在說解說

概論、原理和體內各器官構造，如何運作的

課程更加有趣且印象深刻，雖然要學科術科

並用才能發揮最大的效益，但是透過直接到

豬場深入瞭解養豬作業，和現場第一線工作

人員接觸，直接交換經驗的學習，可獲得相

關啟發及學習效果，且對尚未接觸過養豬的

學員來說，現場實作經驗是非常難能可貴

的。

　台糖公司是國內農企業龍頭，更是國內最

大規模豬農，在農業教育上付出心力對社會

大眾而言，是最直接的「溫暖」，學員得知

台糖未來合作夥伴都必須取得農畜學院課程

結業證書，感到充滿希望與踏實的幸福感，

不但可以習得豐富的知識，對就業又有幫

助，紛紛表示希望台糖可以持續戮力於這項

政策的推動，協助政府解決就業問題，縮短

學用落差，且吸引年輕人返鄉投入，能兼顧

家庭與工作，降低偏鄉人力外流、繁榮地方

經濟。

未來展望

　台糖公司農畜學院期望經由標準化、最先

進的訓練課程及啟發式的教學內容，透過培

植跨領域人才，提升農業創新與研發實力，

成為農業發展及環境永續人才培訓單位新典

範。此外，學院複製學用合一成功模式，同

步推動有機農作、精緻農業等相關產業課

程，為新農業發展奠定未來基石，所培育之

人才與產業緊密結合，打造新農業，使農業

成為兼顧生產、生活、生態的三生產業，並

穩定農民收入，保障糧食與農產品安全，營

造可永續發展的農村，使青年願意投入，老

農順利傳承，打造安全、幸福農村的農業新

願景。

台糖新創力

文│農畜學院教務處 蘇沂婷

1.農畜學院學員大合照

2.農畜學院實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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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轉型，積極推動「亞洲‧矽谷」、「智

慧機械」、「綠能科技」、「生技醫藥」、

「國防」、「新農業」及「循環經濟」等產

業創新，作為驅動台灣下世代產業成長的核

心，期達成數位國家、智慧島嶼、服務業高

值化、非核家園及節能減碳願景。

　農業發展根植於土地及人力，具有在地特

色，台糖公司為國內農企業龍頭，可結合地

區優勢及發展條件，為培育學用合一之新農

業人才，建立農畜學院，提供國家農畜產業

革新動能，以協力促成國家政策之達成。

配合農業政策 建構農畜學院

　台糖農畜學院係以「創新、就業、分配及

永續」原則，配合農委會施政三大主軸，包

含建立農業新典範、建構農業安全體系及提

升農業行銷能力等建立而成，並同步配合推

動十大重點政策，包括：推動對地綠色給

付、穩定農民收益、提升畜禽產業競爭力、

推廣友善環境耕作、農業資源永續利用、科

技創新強勢出擊、提升糧食安全、確保農產

品安全、增加農產品內外銷多元通路，以及

提高農業附加價值，以打造強本革新的新農

業。

產學合作現況

　107年2月16日農畜學院於台糖公司總管理處

現址成立後，除作為農畜產業人才培訓搖籃

外，亦努力強化國內外產官學策略聯盟，矢

志成為合作夥伴建立農畜產業合作經營模式

與交流之平台。為與國家教育訓練資源結

合，積極向農委會爭取成為農民學院第16個

委訓單位，並且分別從業界及學校教育雙重

管道培育國家農畜產業精英人才。目前除持

續與農委會、農業科技研究所合作引入國外

專業技術課程外，更與屏科大洽談建構「經

濟動物人才培育及研發服務中心」，並陸續

協助畜殖事業部同仁加入農委會與農科院共

同辦理之「丹麥豬農民生產技術培訓與青農

丹麥研習計畫」，希望藉由所培育之種子人

才，穩健的茁壯並促進新南向農業政策推

動，進而發展農業外交。

促使養豬產業升級

　台糖公司目前以現代化畜舍改建為起點、

以世界先進養豬國家技術水平為目標，開班

授與學員最有效率與符合產業發展需求之理

論與實務課程，佐以完整之現場實作訓練，

期使學員完訓後即有實戰能力，解決產業缺

專業人力之困境，並形成產業典範，促使產

業升級。

107年度營運情況

　目前已成功辦理養豬技術基礎訓練班2班，

青農有機農業經營管理進階班1班，107年底前

將再陸續辦養豬技術基礎訓練班1班，並協助

台糖池上牧野渡假村辦理類似Polyface Farm教

育訓練。

學員的回應與期待

　已參訓學員透過台糖公司農畜學院課程，

可以實際接觸到動物，甚至可以實作養豬，

機會真的很難得，比起在學校都是在說解說

概論、原理和體內各器官構造，如何運作的

課程更加有趣且印象深刻，雖然要學科術科

並用才能發揮最大的效益，但是透過直接到

豬場深入瞭解養豬作業，和現場第一線工作

人員接觸，直接交換經驗的學習，可獲得相

關啟發及學習效果，且對尚未接觸過養豬的

學員來說，現場實作經驗是非常難能可貴

的。

　台糖公司是國內農企業龍頭，更是國內最

大規模豬農，在農業教育上付出心力對社會

大眾而言，是最直接的「溫暖」，學員得知

台糖未來合作夥伴都必須取得農畜學院課程

結業證書，感到充滿希望與踏實的幸福感，

不但可以習得豐富的知識，對就業又有幫

助，紛紛表示希望台糖可以持續戮力於這項

政策的推動，協助政府解決就業問題，縮短

學用落差，且吸引年輕人返鄉投入，能兼顧

家庭與工作，降低偏鄉人力外流、繁榮地方

經濟。

未來展望

　台糖公司農畜學院期望經由標準化、最先

進的訓練課程及啟發式的教學內容，透過培

植跨領域人才，提升農業創新與研發實力，

成為農業發展及環境永續人才培訓單位新典

範。此外，學院複製學用合一成功模式，同

步推動有機農作、精緻農業等相關產業課

程，為新農業發展奠定未來基石，所培育之

人才與產業緊密結合，打造新農業，使農業

成為兼顧生產、生活、生態的三生產業，並

穩定農民收入，保障糧食與農產品安全，營

造可永續發展的農村，使青年願意投入，老

農順利傳承，打造安全、幸福農村的農業新

願景。

台糖新創力

文│農畜學院教務處 蘇沂婷

1.農畜學院學員大合照

2.農畜學院實習課程

1 2



10 11143卷4期．107/10/10 143卷4期．107/10/10

預防大於檢討 職場安全升級
職業安全衛生處

　職業安全衛生處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

於107年4月1日正式成立，將安全衛生管理推

向專職化，為提升安全衛生績效，達到零事

故之最終目標，職業安全衛生處亦配合在管

理工作上做一些革新及調整：

調整各單位職安衛組織

　為使現階段職安衛管理人員能全力發揮專

才，將兼職人員轉任為專職，以避免因權責

混淆而有礙監督查核功能；同時，亦依風險

等級調升職位歸級，藉而提高職安衛人員位

階。

培育職安衛人才

　建立優質工安文化必須從塑造員工工安意

識做起，要打破現存不良的工安文化必須從

管理面潛移默化改變每位員工安全的價值

觀；近期公司已聘請工安文化標竿企業杜邦

公司之工安管理專才擔任諮詢委員，並擇期

安排委員至各單位工安診斷及意見交流，藉

由外部觀點與指導，來改變公司現存工安文

化之缺失。

塑造優質工安文化

　企業文化是員工整體統一的價值觀於行為

面上的表現，建立優質工安文化必須從塑造

員工工安意識做起，要打破現存不良的工安

文化必須從管理面潛移默化改變每位員工安

全的價值觀；近期公司已聘請工安文化標竿

企業杜邦公司之工安管理專才擔任諮詢委

員，並擇期安排委員至各單位工安診斷及意

見交流，藉由外部觀點與指導，來改變公司

現存工安文化之缺失。

建立管理規章及標準制度

　為消弭作業時員工不安全行為與場所不安

全環境，建立各項管理規章及標準制度有其

必要性；近期，包含新訂之「工程危害評估

作業準則」、「安全衛生標準程序作業準

則」、「員工個人危害認知鑑別與部門作業

危害評鑑計畫」以及修訂「虛驚事件提報獎

勵措施管理程序」等措施。

全面建立與國際接軌

ISO45001管理制度

　全球第一個職業安全衛生國際標準ISO45001

於107年3月12日發布，在現今各國重視勞工安

全衛生的趨勢上，取得該標準驗證已成為企

業重視勞工安全衛生的重要指標。因此，協

助各單位建制ISO45001職安衛管理系統，為職

業安全衛生處未來推動業務最重要的工作；

規劃時程上，各單位一律於109年建制該套系

統；藉由該系統的推動，除了與國際接軌

外，亦有助於營造一個安全與健康的工作場

所，防範職業傷病發生，並且可以P-D-C-A持

續改善之系統架構，逐步提升安全衛生績

效。

　組織調整後之職業安全衛生處，所代表的

是責任的加重，後續管理工作將由消極被動

轉為主動積極，事後檢討改為事先預防，並

導入風險管理的概念，所有作為皆以危害消

弭，風險控制為最終依歸，冀希儘早達到零

事故之最終目標。

｜瞧一瞧　砂糖事業部職安組｜

　砂糖事業部目前為全公司員工人數最多，

營業額最大之事業部，現有員工八百餘人，

在現任執行長左希軍的領導下，秉持「職安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的理念持續推動職業

安全衛生工作，亦榮獲多項職業安全衛生獎

項，說明砂糖事業部是極重視職場安全衛生

工作的單位。

　鑑於職業安全衛生工作日益重要，並朝向

企業「零災害」之安全衛生永續經營目標邁

進，所以於107年8月1日砂糖事業部下成立職

業安全衛生組，並兼管小港廠職業安全衛生

工作，負責督導所轄各單位（小港廠、善化

糖廠及虎尾糖廠），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規章計畫及安全衛生政策及目標，以自護、

互護與監護三護原則，從建立正確觀念，改

善工作態度，養成職業安全衛生行為，最終

建構優質的職場安全文化。

台糖新創力

文│職業安全衛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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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糖新創力

文│職業安全衛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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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資業務處

　台糖公司在黃董事長提倡循環經濟與帶領

台糖轉型策略下，成立投資業務處，希望藉

由公司獨有資源（資金、土地、技術等），

在專業投資評估團隊分析下，爭取與國內外

研究機構或專業廠商合作機會；在「推動新

農業、邁向循環臺灣」的核心價值下，做資

源有效管理，並期以轉往控股公司發展，擴

大事業領域。

　投資業務處下設3組：一、轉投資評估組，

負責國內外新轉投資事業之開發評估等業

務。二、理財組，負責財務規劃與資金籌

劃、調度、核撥等業務。三、轉投資管理

組，負責轉投資事業營運績效之管理及財務

報表之分析與提供等業務。每組各有所司各

獨有資源管理佈局
新創策略評估投資

有所職，透過專業分工、互助合作，期以成

為台糖公司轉型策略的基石；投資業務處未

來也將配合台糖各單位相關投資計畫，協助

投資研究並扮演策略規劃監管者角色，本處

未來發展願景三環圖如上所示。

　然而產業發展迅速，政府目前正在推行的

「5＋2」新創重點產業（綠能科技、亞洲矽

谷、生技醫藥、智慧機械、國防產業、新農

業及循環經濟），這些具願景產業，有些因

非屬本公司核心專長、或國營事業不適合經

營、或為分散進入市場風險以及計畫迅速進

入非本公司專業領域，控股公司將是台糖蛻

變後的新形態。

台糖新創力

台糖新訓課程 講習互動增默契

　本公司107年新進職員110位生力軍業於107年

4月9日報到，每位同仁均歷經層層關卡及重重

考驗最後脫穎而出，新進人力的進用有助於公

司整體人力結構改善及人力素質的提昇。

　為使新進職員瞭解公司願景、總體環境及

目前工作重點及未來經營策略，且為培養新

進同仁對台糖公司的歸屬感及認同感，並加

速新進同仁對工作職責及相關規定的認知，

特別舉辦新進職員研習營，今年由往年為期5

天的訓練，增至7天，且規劃有3天參訪課

程，其中一天夜宿江南渡假村，以增進同仁

間之情誼。

　研習營的最後成果發表會，每個小組無不

絞盡腦汁，發揮創意，以開朗、活潑、有趣

的方式呈現。透過成果發表，使各組更熟悉

了解彼此間之溝通及合作默契。

　人資處向來對新進人員極為重視，除了敘

明公司目前推動業務重點外，更勉勵新進職

員多看、多學及多問，並將年輕、創新的思

維感染給每位同仁。期許新進職員為台糖公

司注入新活水、新生命，一起將台糖公司發

展推進到另一新境界。

作者│第一梯第4組

組員│房泳宏、蘇建儒、林俊伯、葉秦毓、張勻瑋、洪子捷、黃冠茹、

            黃健誌、許正霖、林文彥、林芳儀

　進入公司恰好滿一個月，正是初步了解自

己未來工作責任的時候，被安排來參加為期

七天的新進人員訓練活動。這七天的訓練課

程相當多元，我們逐步了解公司的歷史背

景、目標及願景，同時也認識了公司的業務

職掌及營運概況，亦與不同單位的同事分組

認識交流、一同參觀、討論表演等各項活動

的參與。

　我們參訪了位於烏樹林的精農事業部，搭

乘了五分車，也造訪橋頭糖廠，讓我們能在

心中勾勒出臺灣大「糖」時代的榮景。

　台糖是個大團隊，家大業大，擁有許多部

門，各部門間相互獨立，卻又相互依存、相

互合作。雖然只有短暫的七天訓練，感覺大

家慢慢開始熟識之際，旋即來到活動的尾

聲，但這是結束也是起點，最重要的是結交

了許多同梯的夥伴，大家來自不同地區、不

同單位，相信未來在台糖的日子裡，一定會

有許多能再次合作相助的地方。誠如董事長

對公司政策「以終為始」的原則，以這個訓

練的結束為起點，將所學所獲謹記於心，未

來工作中於自身所責實踐公司之理念，共同

努力為台糖公司維護百年品牌與創造品牌與

時俱進之新價值。

台糖新生力

台糖投資業務處願景圖

107年新進職員研習營心得

雖為終 亦為始
培育財務管理人才

資源整合

(資金、土地、技術)

協助投資研究

策略規劃監管

文│人力資源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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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資業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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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感染給每位同仁。期許新進職員為台糖公

司注入新活水、新生命，一起將台糖公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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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能再次合作相助的地方。誠如董事長

對公司政策「以終為始」的原則，以這個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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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人的難忘回憶
作者│第二梯第3組

組員│林應隆、林懷欣、陳楷薇、蔡醫仲、黃潔汶、莊朝瑋、歐政忠

            龔彥回、陳柔聿、柯宜臻、林晏陞

　抱著期待的心情來受訓，映入眼簾的是來

自四面八方之英雄好漢集聚一堂。而前兩天

的課程分別為人事法規、工會福利會以及總

管理處的簡介，這些讓我對自己應有權利、

義務以及各單位業務內容有了基本的認識。

　第三天開始就是大家眾所期待的戶外參

訪，一開始我們先來到了高雄砂糖事業部觀

看砂糖的製作流程，原本以為大量的砂糖堆

積在廠房內可能會有螞蟻來食，但到現場聞

到成堆砂糖的氣味，完全顛覆我們在使用砂

糖的印象，那氣味之濃郁，難怪螞蟻完全不

想靠近。

　簡單用完餐後，隨即驅車前往讓許多人充

滿好奇且神秘的「高雄分公司」。高雄分公

司位處高雄市目前蓬勃發展之「亞洲新灣

區」內，地理位置極佳，主要的業務為倉儲

物流管理、物業出租管理及停車場營運，希

望未來能藉由地利之便及環境優勢，讓業務

推動能順利發展。

　參觀高雄分公司後移至鄰近的高雄糖業博

物館參訪，經過解說員熱情且生動的解說，

讓我們了解糖業的歷史及製糖過程。台糖將

糖廠以寓教於樂的方式轉型成觀光景點記錄

糖業歷史，期待往後能結合更新穎的科技吸

引更多民眾的目光。

　第四天我們抵達了休閒遊憩事業部之烏樹

林蘭花展售中心，參訪了蝴蝶蘭的育程，而

緊接著的是五分車體驗活動。緩慢的進程配

著沿途的風景，讓大夥整個身心都寧靜下

來。傍晚前往座落於尖山埤水庫旁的江南渡

假村，其湖光山色，令人心曠神怡，平時的

生活紛擾也拋諸千里之外。入夜，蟲鳴蛙鳴

不絕於耳，解說員帶著大家夜觀生態，找尋

藏匿於夜幕的神秘嬌客。

　結束了愉快的參訪行程後，接下來是學習

公文寫作的技巧，以期精進公文之處理能力

及公文線上簽核系統之應用。最後一天上

午，則是職業安全衛生之介紹，杜絕職業災

害，保障員工安全與健康，達成零傷病之目

標，進而促進企業績效與永續經營。

　藉由這次的訓練認識了許多不同單位的同

仁，也非常感謝公司讓我們新進職員有這麼

充實又豐富的訓練，讓我們這群剛進入台糖

的新鮮人有個難忘的回憶。

107年新進職員於台糖物流園區3D巨型彩繪前留影

有溫度的企業，台糖 is everywhere！

作者│第二梯第4組

組員│劉柏助、黃敏、詹啟造、施麗紅、葉建利、魏紹軒、郭庭湘、

         張簡如貞、梁泓元、黃婉瑄

　為期七日的新進職員研習營，原以為是漫

長的訓練卻時光飛逝地結束了！正所謂「以

終為始」，我們必須知道這家公司的目標願

景是什麼，身為其中的小小齒輪才能知道要

以什麼樣的方式去配合這台機器的運轉。

　台糖產業的多元化發展，與生活上「食衣

住行育樂」息息相關。安心豚、有機米及蔬

果、糖與其加工商品、保健食品，皆為台糖

塑造優良品牌形象；生活用品可以在量販

店、蜜鄰超市與易購網購足；準確配合政策

推廣友善新農業並輔導青農職能訓練；許多

糖廠因應市場環境轉型發展休閒觀光不遺餘

力的進行，將糖業生產的繁榮文化與前輩們

勤懇的工作態度利用創意的設計和規劃，以

新的面貌呈現，豐富了生活也將敦厚樸實的

文化傳承下去。

　本組將研習心得編成一齣短劇，做為這次

的成果發表，每位同仁都在成果發表上盡情

地揮灑自己的想法，小組討論亦相當投入其

中，令人體會到「討論」原來是如此與同

儕、同事相互激盪火花及意見交流。

　台糖是一個非常有人情味的大家庭，未來

業務的推動或許會有不少與同梯合作及互動

的機會，期待有朝一日能再次重逢。期許自

己在這次研習過後，能夠持續進步更加地茁

壯，並為台糖公司貢獻一己之力，讓「台

糖」這個歷史悠久的企業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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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冠儀

　因緣際會，在養豬基礎訓練班報名的最末

天，才得知台糖公司的農畜學院辦理此課

程，所以在匆促的情況下決定參加，並且完

成報名手續。因為過去的成長經驗及學習歷

程中，未曾接觸過畜牧或動物科學相關領

域，在收到課程的相關安排及講義綱要後，

對一切活動都感覺都相當陌生且新奇，也變

得更加期待一連串的理論訓練及操作體驗。

理論課程穿插實務吸收知識加以內化

　穿插在訓練中的理論課堂，我認為是學習

的重要骨幹，對於不瞭解畜產的門外漢，理

論可以協助其踏入專業領域；對已在相關產

業中經營的營運者而言，現場操作與理論研

究相輔相成，並加以強化，是能夠得到優異

成果的路徑之一。而不論是在各個專業領域

中，理論與實際操作的搭配總是相關並且互

相深刻地影響著，因此在每一次的理論課堂

中，我會更用心地汲取知識，並加以內化，

進到現場時，也會提取腦袋的理論與實作重

新結合，讓學習效率加倍。

畜殖場實作　獲取完整豐沛的經驗

　若形容理論課是學習的骨幹，那麼現場實

作肯定是豐厚且茂盛的枝葉了，而枝葉們的

數量、形狀，抑或綠意盎然、生生不息的模

樣，都要靠著每次操作練習去描繪與刻劃。

在其中令人感到崇高敬佩及滿溢感謝的助教

老師們，不僅細心安排每日的分組計畫，且

超用心指導操作，並分享實務面與理論的相

互結合及衝突，讓同學們能夠更加瞭解課堂

與現場的異同處，也在無形中，協助大家吸

收理論與操作。

團體互動　成就互助

　延續龐大強壯的骨幹、繁茂婆娑的枝葉，

那麼團體間成員的互動就是點綴著知識巨木

的鮮豔花蕊。因為過去的學習歷程及工作經

驗中，便是不斷地在個人與團體中，求得彼

此進步與平衡，故尚未開始課程前，除了對

於專業知識學習的企圖心外，拓展新的交友

圈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事項。在課程

初，便在團體老師的帶領下，與同學們有簡

單的互動，瞭解大部分學員們的組成，明白

僅有我是無畜產相關經驗的空白頁，也因

此，整個班級都成為我的求取專業知識的對

象，更因為與我同組的同學年紀小了我近十

歲。與青少年朋友們的互動，能夠讓我清楚

看見、感受到，青春狂妄的燃燒著，而年輕

肆無忌憚飛躍的模樣，在每一次磨合中，成

就了更好的互助團隊。

結語

　在六週課程中，我從一個毫無經驗的普通

人，躍進成為有相關理論知識、能夠在現場

提供微薄協助的人力，因此而增添一筆人生

閱歷與成就感。未來，也將因著這次特別而

成功的經驗，延續到未來，在面臨困境時加

以突破、成長，以期許自己在各方面，能夠

成為一個更臻完美的人。

養豬初體驗　期望課程精簡豐富

文│洪典元

　非相關科系畢業，十二年工作經驗從未接

觸相關產業，但在感受職涯之路發展受限，

欲轉換跑道，期望未來能以畜牧為生，想以

這基礎訓練班做為開端，也幸運得獲得錄

取，開始這六周課程。

　透過學科課程中待配舍、懷孕舍、保育

舍、肉豬前後期、公豬舍之飼養管理及精液

之採集保存等課程瞭解養豬基本知識。在實

習課程方面，相當難得能夠有大量的時間直

接進入豬隻養殖現場，對於能獲得許多實際

操作機會，非常感謝。然而，整體實習課程

有時出現欠缺結構性規劃或是有太多等待的

時間的狀況，但我想這是配合畜殖場生產工

作排程所必須；倘若未來再辦理相關課程，

或許在實習分組可以考慮依據學員相關背景

分類，並執行不同實習項目。

　總體而言，在學科和實作課程的內容皆相

當豐富，生活照顧的安排也極其詳盡，參加

相關活動皆符預期且頗有收穫。

養豬從零開始 養豬知識大躍進

台糖新生力

課程中的小組討論，能拓展人際互動。

1.透過學科課程瞭解養豬基本知識

2.畜殖場實作課程，能獲取完整豐沛的經驗

3.小豬注射看似很簡單的動作其實相當困難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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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知識更充實

盼越分公司邁向綠能養豬

文│台越分公司 陳芳清

　對於這次能機會出國到臺灣學習養豬課

程，我深表感謝與感激，課程開始由老師講

授養豬基本知識。

　此外，還有介紹丹麥養豬狀況及丹麥母豬

高產仔頭數；在環保方面，廢水要達國家環

保規定外，還利用豬糞尿產生沼氣用來發

電，於屋頂設置太陽能發電設備。這也是現

在臺灣養豬發展的重要目標，打造綠能養豬

環境，追求資源循環利用。

　 我 們 也 參 觀 加 工 場 「 良 作 股 份 有 限 公

司」，豬肉分切作業是在半機械化、低溫及

乾淨衛生的操作室內進行，生產出衛生安

全，吃得放心的優良豬肉。而現場實地教學

是在台南南沙崙豬場實習，一切由指導老師

帶領下作業。在南沙崙實習從配種到分娩流

程全部參與，是很好的教育環境，給學員受

益良多。

　要養好豬的條件包括健康豬品種、良好養

豬設備及衛生優質飼料，再加上良好照顧與

管理；越南台越公司如果可以依照現在臺灣

發展的現代化綠能豬場來規劃改建，對事業

繼續經營及提升生產業績會很有幫助。

　最後感謝台糖公司畜殖事業部長官與台越

公司長官給我在臺灣一個月上課與現場實

習，我會拿我所學給公司創造更大業績。

養豬知識與實務操作 獲益良多

文│台越分公司 阮廷忠

　台越農產分公司自建場到現在已近20年，

據我知道的，這是第一次選派越籍員工來臺

灣受訓，我很榮幸能有此難得的機會可以來

參加母公司農畜學院舉辦的「養豬技術基礎

訓練班」，非常感謝上級長官給我這個出國

學習的機會。

　上課教室安排在總公司訓練中心，也有到

養豬場進行實地教學，課程豐富多樣。實習

期間在臺南南沙崙豬場實習，由助教帶領我

們進行實地訓練，待配到保育每個點都有實

際演練，以熟悉操作流程，包括：從試情、

人工授精、超音波測孕，並計算調整配種頭

數等。從配種階段到分娩哺育小豬的所有工

作都有制式化流程，必須要細心的注意許多

小地方。

　這幾週以來所上的課程包括在教室聽講、

豬場實地實習及參觀肉品加工廠等。雖然講

師上課時，自己的中文聽讀是覺得吃力，但

看到老師講述的圖表資料，加上自己在工作

上的實務經驗，還有學員中相互討論交流，

使我能很快進入狀況，收穫很多。

　最後衷心感謝我在臺灣學習的這段時間

裡，仍然在台越公司努力打拼的長官及越南

同事們，讓現場工作能夠順利進行。謝謝你

們！

員工關懷  不言而喻

畜殖場實作課程，能獲取完整豐沛的經驗

1.參觀台糖有機碾米廠（洪子捷 提供）

2.蒜頭文化園區小火車

雲嘉區處暨虎尾糖廠「新進人員研習班」參訓心得台糖新生力

文│雲嘉區處土開一課　洪子捷

　進公司兩個月來，在同事的教導下漸漸熟

悉業務，但對整個雲嘉區處的運作還是有很

多不清楚的地方。很感謝單位主管和前輩的

用心，讓我們透過兩天的新進人員研習班，

對單位的情況和職掌業務有更深入的了解。

　第一天的課程，是由各部門的主管介紹其

業務內容，加深我們對雲嘉區處的認識。之

前就曉得整個區處管轄範圍不小，但直到聽

了各部門的介紹、認識來自不同部門的同

事，才知道區處業務的複雜程度。課程中還

安排分小組討論發表，讓大家分享最印象深

刻和困擾的事情；印象最深的事莫過於公司

同仁間相處的溫度，讓我們備感溫暖，而提

出最困擾的事後，經理和副理也積極的回

應，討論是否有改善的空間，對新人的關心

不言而喻。

　第二天的行程拉到嘉義廠區，蔗埕文化園

區有不少文化觀光資源，參觀的過程中，深

感製糖工場轉為觀光糖廠並不表示功成身

退，而是被賦予了新的任務。午後則前往鰲

鼓濕地和東石農場參觀，鰲鼓濕地是公司早

期填海造陸，從事農牧及種蔗的地方，後因

地層嚴重下陷、海水入侵而逐漸荒廢，經過

一段時間魚塭及舊農地形成的蓄水池吸引許

多鳥類在此棲息，而公司也用心規劃造林，

要把這裡打造成具有豐富生態的保育及環境

教育基地。

　兩天的課程，就在東石農場畫下句點；參

訪結束了，工作才正要開始。我期許自己把

這兩天所見所學應用到日後的工作中，為區

處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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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知識更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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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嘉區處經理賴坤發為新進人員講解台糖新農業的方向與願景

（粘敏容 提供）

復古是不退的流行

文│虎尾糖廠虎尾原料課約耕股　廖浩慶

　這次的新進人員訓練讓新進員工可以認識

雲嘉區處及虎尾糖廠所轄管的範圍、各部門

的主要業務及目前正在推動的事務，更重要

的是，也提供了雲嘉區處及虎尾糖廠的新進

員工互相認識的機會，打破辦公室間無形的

藩籬。

　第一天下午參觀有機碾米廠及虎尾糖廠製

糖工場，從上游的生產到下游的加工都嚴格

管控以確保無汙染，而製糖工場由於目前在

完工後的整修，所以內部冷清的情形跟開工

時那種熱鬧的盛況呈現很鮮明的對比。第二

天上午到蔗埕文化園區乘坐小火車，看到了

保存良好的蒜頭車站，沿途先駛出廠區，看

到了沿途用適合臺灣種植的樹種平地造林，

以及一些剛整地好的蔗田，回程時則在廠區

內部行駛一圈，沿路上可看到許多舊的火車

頭、糖蜜車及台車等，讓人可以稍稍想像以

前製糖的盛況。另外，廠區內以前就是個小

聚落，該有的生活機能都有，而且裡面也像

虎尾糖廠一樣有著日治時期的日式建築群，

其實各糖廠內的老建築群都是寶貴的文化資

產，而且復古是不退的流行，若能好好維護

利用，相信能激發更多不同使用老建築的方

式。

以創新角度思考問題

注入台糖新力量

文│虎尾糖廠虎尾原料課大有農場　粘敏容

　第一堂課為賴經理就董事長對我們的期許

與雲嘉平原糖業文化之願景、使命等做了詳

細的介紹，包括推動新農業、讓台糖重新出

發、邁向循環新農業與共創公司永續發展與

創新等。其餘課程中有句叮嚀是要我們戮力

「創造被利用的價值」，這句話將成為我的

座右銘，因為這是一句非常有溫度的話，也

證明台糖是個溫暖的公司。

　這次的新進人員訓練，讓我們對台糖及糖

業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期許我們能像林

副理所說的，用創新的角度去思考問題，為

公司注入一股嶄新的力量，並將台糖帶入新

的領域使我們能以身為台糖人為榮！

國際交流增廣見聞
運用策略迎向挑戰

台糖新生力

1.與小港國小學生們分享糖品間的差異

2.向中山公事所學生簡報台糖永續發展成效

　從去年四月份迄今，在台糖公司也已服務

滿一年了，從剛報到時的懵懂，到現在能夠

於工作崗位上為砂糖事業部盡一己之力，期

間經歷過不少任務的洗禮與挑戰，著實感受

到自己在這段過程中成長了許多。

　記得去年剛到事業部不久，公司即為新進

人員們舉辦為期5天的教育訓練，不僅在緊湊

的時間內帶我們走訪多個事業部及區處，更

由各個事業部執行長輪番上陣，介紹各事業

部所負責的業務內容，讓我體認到台糖即便

是個歷史悠久的老字號品牌，在黃董事長所

倡導的循環經濟理念下，各事業部皆有其所

屬新的發展藍圖準備逐一實現，並以重拾台

糖於人民心中那份溫暖記憶為目標，重新發

揮對台灣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貢獻，而我亦帶

著這份對公司的認同感，回到崗位持續學習

與努力。

　在實習階段這六個月的時間裡，除了走訪

各部門學習相關業務，以建構更完整的糖品

銷售知識外，更多時間是在參與事業部所舉

辦的大大小小的活動，先是2017年國際精煉糖

協會（SIT）在台舉辦年會，當時各國會員代

表參訪小港廠，而擔任接待工作的我，善盡

地主之誼，指引與會佳賓前往活動地點，並

文、圖│砂糖事業部  楊策翔

盡可能滿足其需求，也藉由這次與外國賓客

互動的經驗，並於後續接待中山大學公共事

務研究所的外籍學生時的交流，顯得更為自

然大方。然而眾多參訪者中最令我印象深刻

的，卻是小港國小那群可愛的小弟弟小妹

妹，雖然很活潑好動導致場面有些混亂，但

他們對於新事物的好奇心，也促使當時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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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不間斷  激盪新火花

台糖新生力

　不知不覺間，來台糖已經2年多了，跟眾多

的前輩比起來，勉強還能算是新進人員吧。2

年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在工作上已

可以獨立作業，但遇突發狀況時還是需要詢

問有經驗的前輩。進台糖之前，原以為台糖

就是很傳統的產業，國營企業又是公務機

關，可能是很食古不化的地方。然而，進台

糖後，卻看見台糖期望改變的企圖心，以砂

糖事業部為例：放寬行距增加甘蔗留宿根次

數、合作經營生產甘蔗、配合新南向海外投

資糖廠、導入農業4.0發展農用無人機等，皆

是期望創新，改變現狀的策略。

　企業最大的資產是人，台糖對於新進人員

的培訓亦不遺餘力，除了新進人員訓練外，

文│砂糖事業部　李秉峰

糖品相關知識尚稱淺薄的我，仍然想盡力讓

他們理解原料糖、二砂及白糖間的區別，看

著他們堪稱求知若渴的踴躍提問，也讓當時

身為菜鳥的我，產生大大的成就感。

　實習告一段落後，正式歸級於營業組，主

要負責糖蜜銷售的業務，雖然糖蜜為煉、製

糖過程中的產副品，並非如砂糖般屬於主力

產品，然而其銷售目的除了獲利之外，更重

要的課題即為維持糖蜜槽的安全存量，以確

保糖廠開工期間生產順利，也維持對客戶的

供料穩定。惟近年全球產糖量過剩致糖價低

人力資源訓練中心每一季也會辦理各種訓練

課程，可依業務需要選擇想上的課程，對於

新進人員來說是很好的學習資源。砂糖事業

部也會不定期舉辦讀書會，增加員工吸收新

知的機會。

　台糖公司的人力斷層嚴重，未來幾年內將

陸續離退的人員很多，如何有效率地學習前

輩們的經驗是很重要的課題。雖然說時間久

了，經驗自然能學到，然而，對於新進人員

來說，並沒有那麼多時間來慢慢學習，必須

在前輩退休前學會。此外，兩個世代的想法

總有不同，若能彼此多加溝通互相學習、腦

力激盪，結合經驗與新知，必定可以創造台

糖更美好的未來。

迷，國內糖蜜亦受到進口糖蜜低價競爭的衝

擊，在銷售上面臨嚴峻的挑戰，不僅需規劃

各種銷售方案並積極拜訪以鞏固客戶，更要

針對競爭者動態調整因應策略，雖然當前處

在一個競爭激烈的市場環境，但看著策略奏

效並反映在銷售數字的提升，還是能從中獲

得不小的成就感，鼓舞著自己持續努力，為

公司創造獲利之餘，也進而將台糖高品質的

產品推廣給客戶，提升台糖品牌於人們心中

的溫度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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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力資源處

近5年人力招募情形

　台糖公司近年為符合業務發展之需及補充

離退人力，103∼107年對外招考645人（職員

327人、工員318人）如下表。進用人數由103

年45人逐年增加至107年250人，以改善人力老

化及因應離退潮避免人力斷層，未來將持續

提早進用以利經驗傳承。

　近年人力來源主要為對外招考，人力來源

單一；未來配合公司轉型策略，將採多元人

才進用管道，以擴大人才來源。

未來人力發展規劃

　配合公司「推動新農業、邁向循環臺灣」

的轉型策略，未來人力發展規劃重點如下：

(一)人力質與量規劃

1、業務及人力盤點：重新檢視業務，評估可

否以資訊科技、合作或委託經營等模式取

代。再評估業務量及人力配置是否適當，

盤點同仁具備專業知識及職能，建立人才

庫，以利選才，並補強職能缺口，提升人

力素質。

2、導入PDP人格持質分析：藉由PDP ProScan

問卷測量，瞭解同仁的天賦特質，並經綜

合考量學經歷條件，逐步調整職務，以適

才適所，提升經營績效。

年度

職員

工員

合計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合計

45

　

45

32

32

64

31

58

89

89

108

197

130

120

250

327

318

645

3、未來人力資源規劃：依未來業務發展及人

員離退情形，評估未來5年人力需求（含

各年度、各單位及各專業別質與量的需

求）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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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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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人力與組織是公司營運的核心之一，各項

策略與計畫的落實，有賴充足、專業的人力

結構與有效率的團隊執行，透過人力發展規

劃，適當的激勵、獎懲制度，期待公司上下

一心，運作順暢。

(二)多元人才進用

1、業務及人力盤點：重新檢視業務，評估可

否以資訊科技、合作或委託經營等模式取

代。再評估業務量及人力配置是否適當，

盤點同仁具備專業知識及職能，建立人才

庫，以利選才，並補強職能缺口，提升人

力素質。

2、導入PDP人格持質分析：藉由PDP ProScan

問卷測量，瞭解同仁的天賦特質，並經綜

合考量學經歷條件，逐步調整職務，以適

才適所，提升經營績效。

1、正式職員及工員：核心及永續經營業務所

需人力，以公開招考方式進用。

2、約聘僱人力：無法以公開招考進用之專業

人才，則以約聘僱方式引進專業經理人。

3、產學合作：透過與各級學校產學合作，提

早培育符合公司需求之基層人力，並擇優

遴用。

4、勞務發包或自僱PT人力：因應業務離峰

(尖)峰時段，人力彈性調配之需，且不受

預算員額及人員進用法令限制，較具用人

彈性。

5、諮詢委員：引進外界各專業領域諮詢委

員，提供專業建言，協助業務改善。

(三)人才培育

1、推動MA儲備幹部：加速培育未來基層主

管人才。

2、各級主管培訓：儲備公司基層、中階及高

階主管人才，以利接班。

3、標竿企業參訪：赴國內外標竿企業參訪，

增廣見聞，加強與民營企業交流，學習他

人創新作法及優點。

(四)管理制度革新

1、考核與獎勵：跳脫國營事業舊思維，公司

導入員工關鍵績效指標（簡稱KPI）及推動

各單位重大工作項目，以作為獎優罰劣之

依據。

2、員工關懷：藉由多樣化的協助性措施，建

立溫馨關懷的工作環境，營造良好互動之

組織文化，提升組織競爭力。

3、未來人力資源規劃：依未來業務發展及人

員離退情形，評估未來5年人力需求（含

各年度、各單位及各專業別質與量的需

求）規劃。 4、台糖優質講座：定期邀請產官學界專業經

理人講座，學習他人長處，並改變同仁觀

念及作法。

5、經驗傳承：借重3∼5年內退休員工為轉型

催化劑，建構公司經驗傳承體系。

6、型塑新企業文化：跳脫國營事業舊思維及

舒適圈，建立以終為始思考模式，以宏觀

角度建立新的企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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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25年 台糖長榮酒店
50道經典手路菜上桌
文│台糖長榮酒店 黃美雯

　長榮國際連鎖酒店走過四分之一世紀，創

全臺首舉動員北中南5家分館、10位不同廚

齡、不同菜系專長廚師，耗時一年，推出業

界少見的「傳承1/4世紀風華」菜單。8月28日

於長榮桂冠酒店（台北）舉辦「傳承1/4世紀

風華」記者會，由長榮國際連鎖酒店總公司

領軍，串聯北、中、南飯店老、中、青三代

廚師聯袂現藝，將好味道永續的承接下去。

　「傳承1/4世紀風華」菜單囊括現今難得品

嚐的經典功夫名菜，橫貫閩南、客家、原住

民傳統手路菜等大宴小酌的臺灣料理，以及

長榮國際連鎖酒店在各地運用當地食材所創

作的在地招牌菜。以許多饕客、家庭、名人

無法忘懷的老味道為經，深厚美食料理底蘊

為緯，開啟每個人記憶味蕾。對於份菜單，

長榮國際連鎖酒店寄予厚望：「除了希望用

『它』來幫每位客人找回味道記憶，同時也

希望尋回美食最原始的『根』。」

　此外長榮國際連鎖酒店聯合各館共同推出

「用選票住總統套房」滿額送經典菜及票選

最佳經典菜送總統套房活動，活動於9月1日

起至12月30日止。只要於台北、台中、台南長

園餐廳點用經典菜且當筆消費滿NT$2,000即贈

送一道經典菜和一張票選抽獎，滿NT$4,000送

二道菜餚及二張抽獎券，以此類推。另外，

於礁溪、基隆、台中、台南自助餐廳消費滿

NT$2,000贈送一張票選抽獎，滿NT$4,000送二

張抽獎，以此類推。只要將心目中最愛的經

典菜寫在抽獎上並放入摸彩箱，即有機會抽

中總統套房2天1夜住宿一張。品嚐經典、絕

佳美味，不容錯過1/4世紀的好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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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25年 台糖長榮酒店
50道經典手路菜上桌
文│台糖長榮酒店 黃美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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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永續循環之有機農業樂園
文│City Bear生態農場場長 陳世雄

　多年來從事教學和有機農業運動，經常思

考台灣農業的未來。看到目前農村的困境，

小農的無助，有機農業的阻力，特別是人們

唯利是圖的無知和短視，都讓我憂心。被譽

為愛因斯坦之後最聰明的物理學家，史蒂芬・
霍金（Stephen Hawking）說過：「人類存活

在地球的時間，只剩500至1000年。若想繼續

生存下去，必須在未來200至500年，到太空

去找到新家。」前一句話我同意，但後一句

話我不贊成。如果真的有一天，人類找到新

的星球，適合人類移民，到時候真正能夠移

民外太空的，究竟只是極少數人。其餘的幾

十億人，都得待在地球上等死，真是情何以

堪？瑞典人說：「人的問題在於老得太快，

聰明得太慢。」大家都知道地球有危機，卻

視若無睹，只考慮「拚經濟賺大錢」，繼續

污染地球，沒有永續的觀念。顯然「人類是

善忘的動物，傻瓜永遠不會絕種。」這句話

一點也沒錯。

　為什麼我要經營農場？我想藉當年經營中

興大學農業試驗場的成功經驗，把「零污

染、零廢棄物」理念加到我的City Bear 農場。

農場種植數百棵大樹和草地，利用輪作、間

作、敷蓋、覆蓋以及循環經濟的生產模式，

幾乎可以達到零碳排放的境界。期能喚醒所

有農民一起努力，生產過程不再污染，不排

放太多二氧化碳。大家一起來照顧地球，為

我們的後代子子孫孫，保有清新的空氣，乾

淨的水源，健康的土地，可以永續經營。讓

地球可以繼續存在數千萬億年，人類可以不

必移民外太空。希望經營有機農場的朋友，

以後都可以宣稱：我們是在做「解救人類，

拯救地球」的工作。

　為什麼要養蜜蜂？愛因斯坦說過：「如果

蜜蜂滅絕，人類活不過4年。」蜜蜂不只授

粉，確保農作物產量，更是生態最重要指

標。如果農民濫用農藥會殺死蜜蜂，當然也

會殺死人類。我是中華農業教育學會理事

長，三年前的理監事會議，金門農校代表說

金門已經完全看不到蜜蜂。想到愛因斯坦說

過的話，讓我擔心金門人的安危，所以舉辦

了一系列的養蜂研習班。研習結束，大家開

始養蜂，我也湊熱鬧，買了一箱。過了一

年，已經繁殖成12箱，經過兩年，目前已經

超過40箱蜜蜂。養蜂除了幫農作物授粉，回

饋給蜂農的是蜂蜜、花粉、蜂王乳、蜂蠟、

蜂膠。養蜂不只照顧地球生態，也有甜蜜豐

厚的回饋，所以蜜蜂被譽為「完美昆蟲。」

　為什麼養雞？我的農場有綠頭鴨，母鴨下

蛋後，老是被蛇吃掉。有蛋的地方蛇就多，

幾年來我已經抓到73條蛇。剛開始不敢抓

蛇，為了保護鴨蛋，我發揮阿Q精神，買許多

「洗選蛋」，放在蛇經過的路線，希望蛇先

吃飽了雞蛋，就不會再吃綠頭鴨的蛋。沒想

到，市場買的雞蛋，蛇一顆都不吃，放到壞

掉，只好埋在樹下當肥料。後來我問養雞的

朋友，為什麼蛇不吃洗選蛋？才知道清洗雞

蛋的清潔液，加了殺菌劑、防腐劑，甚至螢

光劑、漂白劑。蛇很聰明，聞到藥水的味

道，就不會吃。我嚇一跳，我們的孩子孫

子，居然都在吃蛇不想吃的蛋。所以我決定

自己養雞，生健康的雞蛋，給家人親友吃。

｜作者簡介｜

陳世雄教授是台糖子弟，高考及格1972年分發農林

廳擔任技佐，後受邀到嘉義大學擔任技正，保送

中興大學進修後，留中興大學任教，歷任農學院

秘書、農業試驗場場長、農藝學系主任、總務

長。退休後轉任明道大學講座教授／校長，創立

台灣有機產業促進協會。卸任後轉任南華大學講

座教授／院長。2018年2月自南華大學退休，成為

經營農場的有機農夫，繼續推動食農教育和循環

經濟農業，演講著述，退而不休。在一次論談

中，黃董事長得知陳教授的Ci ty  Bear 農場引入循

環經濟實踐，期望公司農業栽培管理亦可師法陳

教授農場的經營管理模式，讓公司整體農業操作

朝循環經濟模式管理，遂由農業經營處邀請相關

單位同仁一同前Ci ty  Bear 農場觀摩，也開啟了公

司與陳教授連結。

農場林木成蔭

農業+ Agriculture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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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品，有固定安穩的收入，這種經營模式，

即使只有幾分地，應該也足以養活一個小家

庭。我的專業本來是農藝和土壤，現在變成

靠昆蟲和畜牧維生，養殖「完美的蜜蜂，和

接近完美的黑水虻」兩種昆蟲。養五種蛋雞

和多種土雞，生色彩繽紛的蛋。在City Bear 農

場，蜜蜂和動物都有健康安全的生活空間，

母雞有足夠的草地，可以啄食青草和昆蟲，

做沙浴，養適量公雞，符合動物天性，鴨鵝

有池塘可以游泳，講究動物權和動物福利，

是名符其實的有機農業樂園。也希望消費大

眾都能瞭解：「便宜的食物其實比較貴，貴

的食物其實比較便宜。」大家多購買環境友

善方式生產的農產品，照顧小農，讓他們來

幫我們的後代子孫照顧土地。套句蘋果電腦

廣告詞：「只有那些瘋狂到以為可以改變世

界的人，才能改變世界。」來勉勵大家。希

望我們都是瘋狂的人，一起來改變這世界。

　我以循環經濟的原理，利用生產豆腐豆花

的廢棄物－豆渣，養殖黑水虻，再用黑水虻

幼蟲餵養蛋雞。用黑水虻取代魚粉和骨粉，

可免於人類2048年以後無魚可吃的窘境，也

免除狂牛病的風險。我認為這種「零污染、

零廢棄物」的循環經濟生產體系，才是未來

正確的動物永續養殖方式。黑水虻什麼都

吃，一隻黑水虻18天內可以分解2∼3公斤動物

廢棄物，真正「化煩惱為菩提，化腐朽為神

奇。」且成蟲口器退化，只喝水不進食，不

騷擾人類，所以我把黑水虻喻為「接近完美

昆蟲」。我一向倡導生物動力農法（Biody-

namic）理念，有機農場必須要動植物共同生

產，動物廢棄物可以做為作物的肥料，作物

殘株可以成為動物飼料，相輔相成，不會有

廢棄物的問題。

　此外，近年越來越多年輕人投入農業，如

果沒有良好的經營模式，也很難以維持生

計。City Bear農場生產蜂蜜、雞蛋以及農產加

1.純正的蜂蜜是養蜂最甜蜜的回
2.養殖接近完美昆蟲－黑水虻
3.適合養殖蜜蜂的環境
4.吃黑水虻的多品種母雞，生產色彩繽紛
   的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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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辦產業共生工作坊
臺英互惠有激盪
文│循環經濟小組張建成、劉韋君

前言

　完整的循環經濟，以零廢棄、零汙染，能

資源不斷重複被利用為目標規劃，端賴異業

的結合以及產業的共生，透過能源、物料、

產品之相互交換，滿足供需，除減少廢棄物

及汙染物之處理成本，亦降低對於環境及生

態的戕害。是故，產業共生為循環經濟之契

機，也是策動循環經濟優化的必然途徑；而

導入產業共生之概念，以及介紹國際發展進

程和經驗，則成為循環經濟小組責無旁貸之

職責。

借鏡英國經驗　英辦促成合作機緣

　英國在台辦事處於106年11月曾規劃臺南市

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參訪行程，同一時間亦

向台糖公司表達拜會之意，由循環經濟小組

負責接洽相關事宜。雖然最終辦事處由於時

間安排問題無法成行，然與辦事處永續發展

組組長許文馨交流過程中，了解到英國在產

業共生發展上，已然有可圈可點之成果。念

及公司正在規劃循環農業園區，小組靈機一

動，欲借鏡英國經驗，於此議題上收集更多

相關資訊。故經由許組長轉介，聯繫上英國

Industrial Synergies（簡稱IS）諮詢顧問公司，

並於今年1月安排了包括土地開發處、循環經

濟小組、英國在台辦事處，以及IS執行長Peter 

Laybourn與營運長Ian Humphreys等三方跨國語

音會議。與談中小組得知IS曾受中國大陸武漢

市之邀，進行當地中、英建築法規之比較，

協助中國政府於修訂循環建築相關法規時，

能有客觀之參考依據；期間眾人也討論到若

以打造產業共生園區為目標，台糖應如何起

步。IS建議可先由簡單的工作坊開始，邀集官

方及有意願參與進駐園區之企業提出彼此的

供需，再進行後續配對與媒合。語音會議結

束後，IS除了針對台糖循環農業園區初步現況

提供工作坊之設計概念與計畫書，並將其為

武漢市所製作之中、英建築法規比較文件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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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品，有固定安穩的收入，這種經營模式，

即使只有幾分地，應該也足以養活一個小家

庭。我的專業本來是農藝和土壤，現在變成

靠昆蟲和畜牧維生，養殖「完美的蜜蜂，和

接近完美的黑水虻」兩種昆蟲。養五種蛋雞

和多種土雞，生色彩繽紛的蛋。在City Bear 農

場，蜜蜂和動物都有健康安全的生活空間，

母雞有足夠的草地，可以啄食青草和昆蟲，

做沙浴，養適量公雞，符合動物天性，鴨鵝

有池塘可以游泳，講究動物權和動物福利，

是名符其實的有機農業樂園。也希望消費大

眾都能瞭解：「便宜的食物其實比較貴，貴

的食物其實比較便宜。」大家多購買環境友

善方式生產的農產品，照顧小農，讓他們來

幫我們的後代子孫照顧土地。套句蘋果電腦

廣告詞：「只有那些瘋狂到以為可以改變世

界的人，才能改變世界。」來勉勵大家。希

望我們都是瘋狂的人，一起來改變這世界。

　我以循環經濟的原理，利用生產豆腐豆花

的廢棄物－豆渣，養殖黑水虻，再用黑水虻

幼蟲餵養蛋雞。用黑水虻取代魚粉和骨粉，

可免於人類2048年以後無魚可吃的窘境，也

免除狂牛病的風險。我認為這種「零污染、

零廢棄物」的循環經濟生產體系，才是未來

正確的動物永續養殖方式。黑水虻什麼都

吃，一隻黑水虻18天內可以分解2∼3公斤動物

廢棄物，真正「化煩惱為菩提，化腐朽為神

奇。」且成蟲口器退化，只喝水不進食，不

騷擾人類，所以我把黑水虻喻為「接近完美

昆蟲」。我一向倡導生物動力農法（Biody-

namic）理念，有機農場必須要動植物共同生

產，動物廢棄物可以做為作物的肥料，作物

殘株可以成為動物飼料，相輔相成，不會有

廢棄物的問題。

　此外，近年越來越多年輕人投入農業，如

果沒有良好的經營模式，也很難以維持生

計。City Bear農場生產蜂蜜、雞蛋以及農產加

1.純正的蜂蜜是養蜂最甜蜜的回
2.養殖接近完美昆蟲－黑水虻
3.適合養殖蜜蜂的環境
4.吃黑水虻的多品種母雞，生產色彩繽紛
   的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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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循環經濟小組張建成、劉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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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欲借鏡英國經驗，於此議題上收集更多

相關資訊。故經由許組長轉介，聯繫上英國

Industrial Synergies（簡稱IS）諮詢顧問公司，

並於今年1月安排了包括土地開發處、循環經

濟小組、英國在台辦事處，以及IS執行長Peter 

Laybourn與營運長Ian Humphreys等三方跨國語

音會議。與談中小組得知IS曾受中國大陸武漢

市之邀，進行當地中、英建築法規之比較，

協助中國政府於修訂循環建築相關法規時，

能有客觀之參考依據；期間眾人也討論到若

以打造產業共生園區為目標，台糖應如何起

步。IS建議可先由簡單的工作坊開始，邀集官

方及有意願參與進駐園區之企業提出彼此的

供需，再進行後續配對與媒合。語音會議結

束後，IS除了針對台糖循環農業園區初步現況

提供工作坊之設計概念與計畫書，並將其為

武漢市所製作之中、英建築法規比較文件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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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小組及土地開發處參考。隨後得英

辦許文馨組長告知，工業局將於臺北舉辦

「Link and Loop：2018循環經濟發展暨技術研

發國際研討會」，會中並邀請 IS營運長 Ian 

Humphreys來臺進行專題演講。循環經濟小組

即刻力邀Ian Humphreys於滯臺行程空檔至台

糖分享產業共生園區規劃經驗；十分幸運

地，IS也透過英辦強烈表達參訪台糖公司之意

願。於是在小組與英辦的共同努力下，終於

促成Humphreys營運長至台糖公司出席「產業

共生園區規劃設計工作坊」。

探討計畫可行性　產業共生精彩交流

　工作坊是日除台糖公司內部相關單位同仁

外，亦邀請成功大學及長榮大學循環經濟及

社區規劃發展團隊共襄盛舉，汲取多元意

見。Humphreys開宗明義即舉生物界小丑魚與

海葵為例，定義共生的本質是當兩種截然不

同的生物體聚集一起實現互利，而IS匯集迥異

之企業單位，並協助他們理解雙方合作下的

經濟利益契機。Humphreys同時直言，如果雙

方都無法在節省成本和額外銷售方面看到益

處，那麼產業共生就不會成功。Humphreys緊

接著簡介IS公司專長為產業生態解決方案，倚

賴龐大的專業團隊及數據資料庫，識別資源

循環利用契機，讓一個企業的廢棄物成為另

一個企業的原料，推動源頭減廢並降低廢棄

物排放。Humphreys以其IS公司聞名之「國家

產業共生計畫」（National Industrial Symbiosis 

Programme; NISP）—時至今日，仍然是世界上

唯一存在的全國性產業共生計畫—說明如何採

取6個階段，將企業引入鏈結配對程序，最終

完成產業共生網絡。

　國家產業共生計畫依序包含建立產業共生

網絡、商機交流、SYNERGie®管理系統、資源

分佈、促成綜效（Synergy）合作、創造務實

商機等6大步驟。Humphreys強調產業共生網

絡首重吸引新的企業會員，尋找來自不同產

業、規模和地點之多樣性資源可為IS匹配企業

提供更大的機會。迄今，大約有15,000家企業

參與IS產業共生之聯繫，會員數目並持續增加

中。其次商機交流會通常以半天研討會之形

式運行，IS將約50家企業聚於一室，盤點各自

的資源與廢棄物，而IS則居中媒合企業間之資

訊交流，同時推動及測試可能的商機模式。

Humphreys並就過往經驗指出半日的交流會中

通常能促成超過 300件的綜效合作意向。

SYNERGie®為IS公司的管理系統軟體，也是關

鍵企業之資源和聯絡方式的資料庫。SYNER-

Gie®並可導入外部資料，例如英國環境署資

料，並可計算經濟效益，乃是IS管理大數據和

企業數據，創建產業共生鏈結的重要工具。

　關於產業共生之效益範圍，Humphreys則提

出「價值決定距離」，考量運輸及處理成本

費用，IS公司促成之綜效合作中有超過50％之

個案雙方距離於34公里內，僅有約25％之綜

效合作方相距超過64公里。然若材料具有重

要價值，如紡織、金屬、礦物、有害廢棄物

等，縱使資源距離超過322公里，依然可發現

顯著成功之案例。

　Humphreys於工作坊末總結道，從國家產業

共生計畫的經驗與成果中，我們知道產業共

生合作模式可以提升就業機會、增加銷售

額。因此，它有助於增加經濟效益，並實際

減少了企業與環境相互作用之負面影響。2個

小時的專題演說，在Humphreys精彩的經驗分

享以及與會公司同仁熱烈的互動和提問下，

竟是欲罷不能。礙於時間有限，最後

Humphreys營運長及英辦許文馨組長共同感謝

台糖給予IS機會進行交流，圓滿結束此場碩果

纍纍之國際工作坊。

尾聲

　與外界產業共生園區規劃諮詢機構之合作

機會，初步可引入其規劃與媒合之概念，於

臺灣／台糖建構一個平台，將不同的產業資

訊集合起來，建置完整之資料庫，同時收錄

不同原物料來源及利用方式，或者是材料處

理與應用等，敞開不同產業間一道媒介，使

之洞察互惠互利，對雙方都有經濟利益之綜

效後，將他們結合起來實現共生互利。此乃

目前IS正在進行之工作，基於對臺灣產業生態

之生疏，IS亦期盼在地與台糖公司攜手合作，

共同努力突破可預見之困難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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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IS也透過英辦強烈表達參訪台糖公司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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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坊是日除台糖公司內部相關單位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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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利益契機。Humphreys同時直言，如果雙

方都無法在節省成本和額外銷售方面看到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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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me; NISP）—時至今日，仍然是世界上

唯一存在的全國性產業共生計畫—說明如何採

取6個階段，將企業引入鏈結配對程序，最終

完成產業共生網絡。

　國家產業共生計畫依序包含建立產業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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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其次商機交流會通常以半天研討會之形

式運行，IS將約50家企業聚於一室，盤點各自

的資源與廢棄物，而IS則居中媒合企業間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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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能促成超過 300件的綜效合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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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縱使資源距離超過322公里，依然可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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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計畫的經驗與成果中，我們知道產業共

生合作模式可以提升就業機會、增加銷售

額。因此，它有助於增加經濟效益，並實際

減少了企業與環境相互作用之負面影響。2個

小時的專題演說，在Humphreys精彩的經驗分

享以及與會公司同仁熱烈的互動和提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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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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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前面

　台糖公司將於107年12月8日∼9日，在蒜頭

糖廠蔗埕文化園區舉辦「2018臺英鐵道交流活

動」，本次活動特別向英國威爾普蘭菲爾鐵

道公司（W&LLR）借用製造於1946年的蒸汽機

車頭Dougal（杜高），作為揭開活動序幕的

楔子，也是觀眾進場首入眼簾的亮點，本次

活動將呈現時間上下穿越七十餘年，東西橫

亙十萬里的文物特色，精采可期。為讓大家

更瞭解英國威爾普蘭菲爾鐵道公司，特請前

英國駐臺代表也是該公司秘書長麥瑞禮先生

撰文引領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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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ELSHPOOL & LLANFAIR LIGHT RAIL-
WAY 威爾普蘭菲爾鐵道

　The Welshpool & Llanfair Light Railway (W&LLR) 

is about 12km long, running from the town of 

Welshpool, close to Wales’ border with England, 

to the smaller town of Llanfair Caereinion. Like 

Taiwan, Wales once had many narrow- gauge 

railway lines, most of them built to bring slate 

from quarries to a nearby harbour or main line 

railway. As the slate industry declined, many of 

them turned to tourist traffic instead and today 11 

railways, including the W&LLR, are known as the 

‘Great Little Trains of Wales.’

　威爾普蘭菲爾鐵道（The Welshpool & Llanfair 

Light Railway，以下簡稱為W&LLR）是一條從靠

近威爾斯與英格蘭邊境的威爾普鎮，一路綿

延到較小的蘭韋爾卡蘭永鎮，全長約12公里

的鐵道。如同台灣，威爾斯亦曾擁有許多窄

軌鐵道線，其中大部分是為了將採石場的板

岩運送到鄰近港口或幹線鐵路。時至今日，

隨著板岩業的衰退，許多鐵道包括W＆LLR在

內的11條鐵道便轉為觀光用途，以「威爾斯地

區的小火車傳奇」廣為人知。

　Some of these are newer railways, built from 

the beginning to carry tourists. Although the 

W&LLR was opened in 1903, it differs from the 

other early lines in that it was built not to carry 

slate but the agricultural traffic of the region to 

the market in Welshpool. After closing in 1956 it 

was re-opened by volunteers in 1963 and has 

been providing a tourist passenger service during 

the summer ever since. 

　儘管W＆LLR早在1903年便成立，它與其他

鐵道線的不同之處在於它的建造並不是為了

運送板岩，而是作為將該地區作物運往威爾

普市場的農產品運輸之用，但其中有些較新

的鐵道一開始就是為了載運旅客而建造。1956

年結束營運後，幸於1963年，由志工們重整旗

鼓，再度提供觀光客運服務至今。

　It also differs from the other railways in Wales 

in its gauge of 2ft 6in (762mm), which it shares 

with the lines of the Taiwan Sugar Corporation 

(TSC) and the Alishan Forest Railway.  Most of 

welsh lines run on narrower gauges, such as 

60cm. Although the gauge may be the same, in 

other respects the W&LLR had more in common 

with Taiwan’s old push cart lines than with those 

of the TSC. It was built as cheaply as possible, 

with light track and steep gradients, to improve 

access to what was a remote area and carried 

general traffic rather than that of a single indus-

try. 

　W＆LLR的軌道尺寸與威爾斯當地鐵道不

同，卻與台糖公司及阿里山森林鐵路同為762

毫米（即俗稱的五分車）。大多數的威爾斯

線是在更窄的軌道（例如60公分）上運行。 

儘管就軌距來說，W＆LLR與台糖公司相同，

但在其他方面，W＆LLR與台灣的舊手推車線

相比更為相似，同樣盡可能以最低成本建

造，多為輕軌且是陡坡地形，希藉此來改善

對偏遠地區的便利性，不是為了單一產業使

用而是作為一般交通運輸。

　But today, those original drawbacks add to the 

attraction of a trip on the line for tourists, most of 

whom are visiting the line as a day out for the 

family. They come to enjoy a ride through the 

scenic Welsh countryside behind one of the 

line’s two original steam locomotives. It would be 

much quicker to make the trip by car – just 15 

minutes instead of the one hour on the train but 

speed isn’t the point: the journey is an opportuni-

ty to relax and slow down for a short time and 

experience something of a past way of life. 

　如今這些人煙罕至的鐵道線反倒成了旅客

前來威爾斯小鎮觀光的最佳賣點，更是許多

家庭一日旅遊的最佳首選。透過搭乘兩輛原

始蒸汽火車的任一台，便可沈浸在如詩如畫

的威爾斯鄉村風景裡。比起搭乘蒸汽火車需

一小時的路程，開車旅行只需15分鐘，但重

點並非快慢，而是體認到：旅程是一個放鬆

和慢活的機會，並可在短時間內體驗過去人

們生活的方式。

圖中外型小巧亮眼的英國W&L 8號Dougal火車頭將在2018糖業

文化節－台英鐵道交流暨嘉年華活動遠渡重洋來台亮相。

A passenger train is almost completely lost in the 
gentle rolling countryside characteristic of mid-Wales.

一列旅客列車幾乎消失在威爾斯中部綿延起伏的
鄉村。

Photo credit: W&L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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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即能看到許多相似之處。台糖公司糖廠

的五分車觀光路線一般而言比W＆LLR短，但

發車較頻繁，不像W＆LLR這些年，每天只進

行三趟往返班次，對旅客來說，勢必在參觀

前需要作更多的規劃，而台糖公司的蒜頭、

烏樹林或新營糖廠，廠內的文物館、咖啡廳

和商店街等則已經規劃在糖廠整體觀光行

程。最值得一提的是，到W＆LLR旅遊的台灣

旅客可以發現，其實W＆LLR與台糖公司之間

更深刻的連結是一台約15年前從台糖收購的

一輛175號內燃機車頭，至今仍保留原先的顏

色和車號，雖然這輛機車頭通常不用於旅客

列車，但在工程和備援用途上來說是非常珍

貴。希望這個連結能促成W＆LLR與台糖公司

未來更密切合作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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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ning a railway is an expensive business and 

the line employs just 5 paid staff. Without volun-

teer drivers, guards and station staff, it simply 

could not stay in business. But volunteers do 

more – they keep the track in good condition and 

outside the running season repair and maintain 

the locomotives and carriages. Money from the 

sale of tickets alone does not cover running costs 

and shops and a café bring in valuable additional 

income. Even so, the line does not earn enough 

to invest in major expansion or overhauls for 

which it also relies on donations from its volun-

teers and supporters. 

　鐵道事業經營所費不貲，目前W＆LLR僅僱

用5名給薪員工。如果沒有志工擔任司機、列

車長和車站工作人員，根本無法繼續經營。

志工做了很多工作－包括維護軌道狀況良

好，並且在營運期之外修理和維護火車頭和

車廂。對W＆LLR來說，僅出售門票的收入幾

乎無法抵付營運成本，即使能從所經營的咖

啡廳得到寶貴的額外收益，但整體所得仍不

足以投入重大擴建或翻修，因此W＆LLR仍需

仰賴志工和支持者的捐獻贊助。

　Although this may sound very different to TSC, 

with its greater resources and full-time staff, in 

their tourist railway operations the W&LLR and TSC 

have much in common: they are both seeking to 

provide an enjoyable experience for families on a 

day out while also preserving important aspects 

of our respective cultural heritage for future 

generations.  A visitor to the two would see many 

similarities. Train trips at the TSC mills are usually 

shorter than on the W&L but more frequent. For 

most of the year, the W&L runs just three round 

trips daily, so a visit to the line requires more 

planning. But at former mills like Suantou, Wushu-

lin or Xinying, the museums, cafes and shops are 

important parts of the overall visit. A Taiwanese 

visitor to the W&L would see another, more 

obvious link, for around 15 years ago, the W&LLR 

acquired a former TSC diesel locomotive, no.175. 

It remains in TSC colours today, still carrying its 

original number. Although it is not normally used 

for passenger trains, it has been invaluable for 

works trains and as a back-up locomotive. It is 

hoped that this will be just the start of more and 

close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W&LLR and the 

TSC in the years ahead. 

　雖然W&LLR的營運聽起來可能與擁有很多資

源和全職員工的台糖公司有很大的不同，但

在觀光鐵道經營面上，W＆LLR和台糖公司仍

有許多共同之處：他們都希望旅客能與家人

在此度過愉快的一天，同時盡心為下一代保

存各自重要的文化資產，當旅客造訪兩地

Snow is not common in mid-Wales but when it does fall it can be heavy as in this December 2017 photo, when no.17 was pressed into 
service to help with the popular pre-Christmas services.
雪在威爾斯中部並不常見，但只要一降雪，整片大地就會被厚重的冰雪覆蓋，如同2017年12月的照片，當時W＆L 17號（德馬175）
在熱門的聖誕節前夕，罕見地提供載客服務。
Former TSC Diema 175, now W&L 17, is not normally used on passenger trains but sees regular service on goods and works trains. It is seen 
here shunting at the Welshpool Raven Square terminus.  
原台糖德馬175，現為W&L 17號，通常不用於載客，而是作為定期載貨及工程使用。圖可看到W＆L 17駛向Welshpool Raven Square
的終點站。
A night-time scene at Llanfair Caereinion with all the railway’s currently operating steam locomotives lined up side by side. 

在蘭韋爾卡蘭永鎮的一個夜間場景，所有當時運行的蒸汽火車頭並肩排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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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of the features of the W&LLR is its international fleet of locomotives and carriages. Here Joan, originally built to work on sugar cane 
railways in the Caribbean, hauls a train of carriages from Austria past some of the local sheep, who are now well used to the passing trains. 

W＆LLR的一個特點是擁有來自世界各地的火車頭及車廂。Joan火車最初是為了加勒比海地區的甘蔗運輸而建造的，車廂來自奧
地利，圖中的Joan火車正經過一處當地早已習慣列車通過的綿羊群。
Although the original passenger carriages were destroyed in the 1930s in recent years the railway has built replicas, to try to keep the charm 
and atmosphere of an original light railway. Here, one of the line’s two original locomotives from 1903, no2, Countess, pauses at the 
intermediate station of Castle Caereinion with the traditional carriages in July 2018. 
雖然最初的客車廂在1930年代損毀，但我們近年已重建了複製品，並且盡力保有輕軌的魅力和氛圍。圖中為鐵道線上1903年製
的兩台原始火車頭之一－W&L 2號伯爵夫人，攝於 2018年7月2日，伯爵夫人與傳統車廂一同停在卡蘭永堡（Castle Caereinion）的
中繼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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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度過愉快的一天，同時盡心為下一代保

存各自重要的文化資產，當旅客造訪兩地

Snow is not common in mid-Wales but when it does fall it can be heavy as in this December 2017 photo, when no.17 was pressed into 
service to help with the popular pre-Christmas services.
雪在威爾斯中部並不常見，但只要一降雪，整片大地就會被厚重的冰雪覆蓋，如同2017年12月的照片，當時W＆L 17號（德馬175）
在熱門的聖誕節前夕，罕見地提供載客服務。
Former TSC Diema 175, now W&L 17, is not normally used on passenger trains but sees regular service on goods and works trains. It is seen 
here shunting at the Welshpool Raven Square terminus.  
原台糖德馬175，現為W&L 17號，通常不用於載客，而是作為定期載貨及工程使用。圖可看到W＆L 17駛向Welshpool Raven Square
的終點站。
A night-time scene at Llanfair Caereinion with all the railway’s currently operating steam locomotives lined up side by side. 

在蘭韋爾卡蘭永鎮的一個夜間場景，所有當時運行的蒸汽火車頭並肩排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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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One of the features of the W&LLR is its international fleet of locomotives and carriages. Here Joan, originally built to work on sugar cane 
railways in the Caribbean, hauls a train of carriages from Austria past some of the local sheep, who are now well used to the passing trains. 

W＆LLR的一個特點是擁有來自世界各地的火車頭及車廂。Joan火車最初是為了加勒比海地區的甘蔗運輸而建造的，車廂來自奧
地利，圖中的Joan火車正經過一處當地早已習慣列車通過的綿羊群。
Although the original passenger carriages were destroyed in the 1930s in recent years the railway has built replicas, to try to keep the charm 
and atmosphere of an original light railway. Here, one of the line’s two original locomotives from 1903, no2, Countess, pauses at the 
intermediate station of Castle Caereinion with the traditional carriages in July 2018. 
雖然最初的客車廂在1930年代損毀，但我們近年已重建了複製品，並且盡力保有輕軌的魅力和氛圍。圖中為鐵道線上1903年製
的兩台原始火車頭之一－W&L 2號伯爵夫人，攝於 2018年7月2日，伯爵夫人與傳統車廂一同停在卡蘭永堡（Castle Caereinion）的
中繼站。

4.

4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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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Kevin Heywood, W&LLR

Photo credit：A Charman, W&LLR

Photo credit：
Megan Charman, W&LLR

Photo credit：J Sedgwick, W&LLR

Photo credit：Michael Re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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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吃好玩又有環教
造訪尖山埤  多功能一次滿足　
文│台糖公司尖山埤環境學習中心環教師 謝雅婷

      真理大學環境教育暨生態保育研究推廣中心教授兼主任  許毅璿

前言

　台糖公司過去從事基礎原料生產，擁有廠

房及土地面積龐大，故承襲了台灣百年的糖

業文化及資產，今日遂成為台灣土地及文化

資產的守護者。歷史不應該被時代淘汰，面

對現代化、都市化所帶來的土地利用型態改

變，後代子孫對於糖業歷史的陌生，如何活

化再利用舊有廠房空間、保護環境資源及保

存文化資產，為我們面臨的重要挑戰。

　本文以尖山埤江南渡假村（以下簡稱渡假

村）104年起成立尖山埤環境學習中心（以下

簡稱本中心）的發展歷程，說明如何透過適

當的環境教育手段，使自然資源及文化資產

得以受關注、保護、保存，乃至未來期能永

續發展的實踐經驗。

尖山埤環境學習中心推動過程經驗

（一）中心設立及發展目標

　位於尖山下的埤塘，是尖山埤得名的由

來。民國25年日本人為了供應新營糖廠製糖

所需用水，興建尖山埤水庫。隨著時代變

遷，民國90年新營糖廠關閉，尖山埤水庫失

去原本供應製糖的用水功能，取而代之的是

成為國民休閒遊憩的場所，並保有防洪滯

洪、生態保育與調節用水等功能；部分水域

逐漸陸化為濕地，成為重要的生物棲地。渡

假村為實踐環境教育，於104年開始籌設「尖

尖山埤環境學習中心的發展願景及三大願景

1.遠翠樓

2.尖山埤環境學習中心室內擺設

環境教育增能培訓。觸口自然教育中心提供
（二）教學活動場域

　本中心可結合渡假村住宿、餐飲設施及休

閒服務，故可提供住宿型態的環境教育服

務，作為民眾體驗自然、接觸戶外及瞭解環

境的學習場域。

（三）營運管理及人力配置

　以本中心發展營運經驗而言，人力資源為發

展環境教育工作相當重要的關鍵。所幸營運初

期得以與104年與「真理大學環境教育暨生態

保研究推廣中心」共同組成工作小組，進行園

區的資源盤點工作，並在真理大學輔導團隊的

協助下，進行先驅環教場所的交流參訪、增能

研習課程、讀書會等方式強化內部人員環境教

育素養及相關生態知識。訓練對象包括渡假村

現場營運的主管，同時對外推廣課程及體驗活

動，透過實務訓練方式培訓環教師的授課和應

變能力，以作為蓄積通過環教認證後續推廣課

程的重要能量。

（四）課程方案規劃

　本中心依尖山埤四大場域特色（糖業文

化、埤塘水域特色、淺山生態特色及地方人

尖山環境學習中心

發展宗旨

三大願景

探索製糖水庫環境∼體驗埤塘生態旅遊

發展綠色健康的休閒環教場域

喚起尖山下

糖業記憶

重建百年埤塘

的三生功能

提供養生樂活

的核心服務

山埤環境學習中心」，並於106年10月取得設

施場所認證。

　申請設施場所認證的過程中，需尋找並聚

焦於場域內的資源及特色，包括地理位置、

地形氣候特性、歷史發展、自然生態、地方

人文特色等。以場所資源來界定產品的獨特

性，找出基地中「環境與土地的故事」，用

來建立課程及場域規劃的發展主軸。

　在地理位置上，尖山埤擁有豐富的淺山生

態，在長達65年的供水歲月當中，與新營糖

廠建立了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本中心的發

展目標圍繞在製糖水庫的歷史及百年埤塘的

生態，連結「水資源」和「糖業」作為場域

的獨特性。

　以本中心為例，將園區內現有遠翠樓一樓

設為室內教室，可進行簡報、室內課程、雨

天備案活動，其周邊場域可直接體驗學習，

並輔助各項課程的戶外教學空間及設施。在

環境教育活動的動線上，遠翠樓的地勢較高

且位置隱密，可與渡假村一般遊客之遊憩動

線作一隔離，並方便連結後方木屋區的森林

步道及停車場。

文特色）發展主題性的環境教育課程，課程

設計理念為「傳遞土地的感動記憶、尖山埤

的水和健康綠色的休閒環境」。

　環境教育課程方案有四套：「遊走尖山

埤」屬於基礎的課程，以遊走導覽方式來認

識水庫歷史及親近埤塘環境，讓學員深入了

解尖山埤與糖業文化的關係；跟隨環教師認

識百年埤塘的生態環境，再依主題予以搭配

「甘蔗豆知識」或「魔法小學糖」或「埤水

幫幫糖」等課程。另外可搭配體驗活動如棉

花糖DIY或蔗渣變花草DIY、江南畫舫遊湖、

獨木舟遊湖體驗及生態夜觀體驗活動，增加

學習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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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課程以舊照片回顧台灣糖業。謝雅婷攝

路殺標本向員工及遊客宣導友善生命的正確概念

（四）課程方案規劃

　本中心依尖山埤四大場域特色（糖業文

化、埤塘水域特色、淺山生態特色及地方人

（五）環境友善措施

　渡假村每年通過交通部觀光局「觀光遊樂

業經營管理與安全維護檢查暨督導考核競

賽」特優等獎，對於園區的安全管理及維護

措施要求嚴謹，每年進行定期檢測相關設備

及進行人員救護訓練，參與環保署綠行動傳

唱計畫之「綠傳唱旅館」，推出環保房及節

（六）建立策略聯盟夥伴關係

　本中心與各團體結盟建立夥伴關係，有助

於累積環教的資源、經驗及人力等，希引入

更多公眾參與機會，作為穩定運作之基礎。

目前環教中心與鄰近小學建立夥伴關係，一

年提供學校師生四小時免費的環境教育課

程，並以校外教學結合渡假村一直積極推廣

的敦親睦鄰活動。另與台糖砂糖事業部、研

究所及善化糖廠等單位成為環境教育夥伴關

係，請其協助及輔導尖山埤環境學習中心發

展以糖業為主題的教育活動。同時與南區水

資源局（曾文水庫）、西拉雅國家風景區

（紅葉公園）等國內優質環教設施場所簽定

「環境教育資源共享策略聯盟合作備忘

錄」，成為環境教育夥伴，期盼透過策略聯

盟共同攜手發展在地生態旅遊及友善觀光。

（七）營運效益

　渡假村遊覽車團客佔多數，以尖山埤遊湖

行程為旅遊亮點，但缺乏深度體驗，使得重

遊率極低。在渡假村確認設施場所認證的任

務後，便以環境教育手段，希強化遊客在旅

遊過程中認識本場域之環境且達到學習的功

能性，同時透過環境教育業務帶來渡假村部

分住宿及餐飲收入的成長，使渡假村的整體

營運重視財務面收益，遊客重視服務品質。

透過環境學習中心與渡假村間可以相互促

進、相互影響，達成整體環境永續發展之願

景及目標。

糖廠導入環境教育營運模式

　我們試著找出場域資源的獨特性，以保存

維護為主軸，去除過多無關在地的商業元

素、水泥化設施或是塗鴉式彩繪，轉而充實

軟體資源，建立運作組織，以環境教育為手

段，使民眾達成資源瞭解、保護、體驗與支

持管理單位政策之功效，並結合周邊社區使

居民成為組織的一份子，吸引各方參與。當

環境教育融入生活當中，讓在地民眾瞭解歷

史從何而來，開始關注自身以外的公共事

務，當這樣的關注開始，便是糖廠轉變重生

的機會。

　目前台糖公司除了尖山埤環境學習中心取

得認證外，彰化溪湖糖廠、高雄橋頭糖廠也

已取得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認證；未來花蓮

糖廠及東海豐畜殖場亦有意申請設施場所認

證。從現有營運業務中創新發展環境教育、

生態解說等工作並非容易，以本中心營運經

驗來說，在專業環境教育人力上仍有很多努

力的空間。建議可參考同為公務體系的林務

局設立自然教育中心模式，其場域由林務局

所轄的林區管理處自行經營管理，而環境教

育人員之聘雇、課程發展與執行等部分專業

項目，委託具有實務經驗的非營利組織、大

專院校或社會企業組織等共同協力，透過緊

密互信的公私協力關係，使場域構成管理者

與公眾溝通之平台，成為地方永續發展之基

地。

｜參考文獻｜

．許毅璿、莊孟憲、張智堯、劉芳如、張雅淩（2016年

12月），台糖尖山埤江南渡假村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認證之可行性研究，真理大學環境教育暨生態保

育研究推廣中心。

．李芝瑩（2013年12月），台灣公私部門環境學習中心

發展經驗，第一屆海峽兩岸林業論壇文章選集。

．周儒、劉冠妙（2008年2月），創造優質的環境學習

服務－談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之服務，臺灣林業。

文特色）發展主題性的環境教育課程，課程

設計理念為「傳遞土地的感動記憶、尖山埤

的水和健康綠色的休閒環境」。

　環境教育課程方案有四套：「遊走尖山

埤」屬於基礎的課程，以遊走導覽方式來認

識水庫歷史及親近埤塘環境，讓學員深入了

解尖山埤與糖業文化的關係；跟隨環教師認

識百年埤塘的生態環境，再依主題予以搭配

「甘蔗豆知識」或「魔法小學糖」或「埤水

幫幫糖」等課程。另外可搭配體驗活動如棉

花糖DIY或蔗渣變花草DIY、江南畫舫遊湖、

獨木舟遊湖體驗及生態夜觀體驗活動，增加

學習的多樣性。

水節電等措施，並成為臺南市第1座設立「空

氣品質淨區」的風景區。

　為了讓園區生態環境更加豐富，由渡假村

人員發起各種友善環境行動，包括：在園區

內設置動物巢箱及蝙蝠屋、種植光臘樹及設

置獨角仙育嬰房、在教室玻璃窗貼防鳥撞擊

貼紙、生態讀書會便當改為可重複利用的容

器、生態夜觀活動向遊客宣導生物多樣性的

重要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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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解說等工作並非容易，以本中心營運經

驗來說，在專業環境教育人力上仍有很多努

力的空間。建議可參考同為公務體系的林務

局設立自然教育中心模式，其場域由林務局

所轄的林區管理處自行經營管理，而環境教

育人員之聘雇、課程發展與執行等部分專業

項目，委託具有實務經驗的非營利組織、大

專院校或社會企業組織等共同協力，透過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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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季末國際糖價雖反彈
產量過剩有陰影
文│砂糖事業部  侯怡如

國際糖價交易回顧與走勢圖

　107年6月紐約國際粗糖價格呈現震盪下跌後

整理格局。6月初由於全球第一大生產國巴西

全國性卡車司機罷工已恢復正常，糖價由高

點回落，從6月1日盤中最高點12.97美分/磅，

震盪下跌，6月4日收盤於11.90美分/磅。而後

隨著巴西乾旱天氣憂慮，以及印度建立庫存

吸收過剩，提供糖價支撐，連續兩個交易日

上漲，6月6日收盤於12.20美分/磅。然而6月7

日受壓於巴西的貨幣疲弱，粗糖價格下跌逾

3％，當天收盤於11.73美分/磅，6月8日受到巴

西幣值從兩年低位大幅反彈影響，從盤中最

低點11.60美分/磅大幅上漲，當天收盤於12.25

美分/磅。而後粗糖價格持續震盪整理，連續

四個交易日在12.14美分/磅與12.56美分/磅之間

震盪。6月中旬，儘管巴西雷亞爾幣幣值已走

高，以及巴西糖產量下降，粗糖價格卻震盪

下跌，6月19日又因大宗商品走弱，美元上漲

等因素，盤中最低點來到11.70美分/磅，當日

收盤於11.84美分/磅。全球砂糖市場基本面依

舊持續過剩，粗糖價格於6月下旬受到短期因

素影響，諸如印度降雨減少提振，巴西乙醇

產量飆漲，巴西雷亞爾幣幣值下跌波動等因

素影響，粗糖價格漲跌互現，呈現震盪整

理，當月最後一個交易日6月29日收盤於11.86

美分/磅。6月最高價位於6月1日12.97美分/

磅，最低價位於6月8日11.60美分/磅，最高與

最 低 震 盪 幅 度 1 0 . 5 6 ％ ( = ( 12 . 9 7 - 11 . 6 0 ) / 

12.97*100％)。

　107年7月紐約國際粗糖依舊受基本面產量過

剩影響，糖價震盪下跌。7月2日粗糖受累於

基金賣盤，重挫5%，當日盤中最高點12.24美

分/磅震盪下跌，收盤於11.56美分/磅，隔天粗

糖價格跌破關鍵支撐激發買盤，同時受到乙

醇價格走低與印度預期供應過剩影響，亦令

價格承壓，當天收盤於11.39美分/磅，隨後四

個交易日，粗糖價格則呈現震盪整理。7月11

日因受到中美貿易戰升級影響，商品市場普

遍下跌拖累糖價，當日粗糖價格收跌於11.29

美分/磅，之後連續兩個交易日亦下跌，7月13

日收盤於10.96美分/磅。7月16日盤中雖觸及4

月以來最低的10.86美分/磅，但因市場擔憂巴

西乾旱，糖價反彈上漲，當日收盤於11.14美分

/磅。7月中旬過後，粗糖價格進入震盪整理，

連續七個交易日粗糖價格在10.93美分/磅至

11.35美分/磅之間小幅波動，於7月25日收盤於

11.19美分/磅。因基本面依舊供應過剩，7月最

後四個交易日，粗糖價格連續下跌，當月最

後一個交易日盤中觸及當月最低點10.45美分/

磅，收盤於10.55美分/磅，達到2015年8月以來

的低位。7月最高價位於7月2日12.24美分/磅，

最低價位於7月31日10.45美分/磅，最高與最低

震盪幅度14.62％(=(12.24-10.45)/ 12.24*100％)。

　107年8月紐約國際粗糖價格呈現持續震盪波

動下跌後反彈態勢，而下跌大抵仍是持續受

到基本面產量過剩影響。8月初連續三個交易

日小幅震盪上漲後，3日收盤於10.85美分/

磅。而後又因受到巴西雷亞爾幣值升高影

響，糖價跳升提振，8月6日來到當日盤中最

高點11.13美分/磅，收盤於10.98美分/磅。儘管

此時巴西產量比起去年同期下降，但糖價仍

難以大幅突破11美分/磅之上，8月7日連續三

個交易日，糖價在11.09至10.73美分/磅之間震

盪整理，並在8月9日收盤於10.84美分/磅。隨

後8月10日受到巴西雷亞爾幣值拖累，糖價重

挫3%，當日收盤於10.54美分/磅，下一個交易

日8月13日則受到土耳其里拉幣值崩跌影響，

商品市場普遍下跌，國際糖價當日收盤於

10.30美分/磅。8月中旬糖價進入小幅下跌震

盪整理，8月20日受到巴西雷亞爾幣值兌美元

下跌影響，糖價觸及10年低位，當日盤中最

低點來到9.98美分/磅，當日收盤於10.09美分/

磅。8月22日再度刷新10年低位，盤中最低點

來到9.91美分/磅後反彈，當日收盤於10.18美

分／磅。8月下旬隨著巴西幣值震盪波動影響

糖價，以及巴西作物前景減弱引發擔憂，糖

價震盪上漲，在8月最後一個交易日31日收盤

於10.60美分/磅。8月最高價位於8月6日11.13美

分/磅，最低價位於8月22日9.91美分/磅，最高

與 最 低 震 盪 幅 度 10 . 9 6 ％ ( = ( 11.13 - 9 . 91 ) / 

11.13*100％)。

　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間，紐約

粗糖期貨收盤價最高價為12.52美分/磅，最低

價為10.09美分/磅，兩者價差為2.43美分/磅，

震盪幅度約19.41％。倫敦白糖期貨價最高價

為353.40美元/噸，最低價為303.7美元/噸，兩

者價差為49.70美/噸，震盪幅度約為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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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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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美元/噸）

資料來源：台糖公司每日糖價試算表（單位：美元/噸）

世界砂糖概況

　國際糖業組織（International Sugar Orga-

nization, ISO）於今年8月底發布預測報告，

2018/19年期全球生產量刷新紀錄，預計達到1

億8千5百萬餘噸，比起2017/18年期增加了

104.5萬公噸，約0.57％，這是由於印度增產了

175萬公噸。而巴西產量則呈現穩健成長，假

紐約粗糖

期貨價

美分/磅

美元/公噸

美元/公噸
倫敦白糖

期貨價

12.06

265.89

345.52

11.17

246.15

331.70

10.46

230.51

315.13

12.52

276.02

353.40

10.09

222.44

303.70

2.43

53.58

49.70

19.41%

19.41%

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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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表 1   2018年6月1日∼2018年8月31日國際糖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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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季末國際糖價雖反彈
產量過剩有陰影
文│砂糖事業部  侯怡如

國際糖價交易回顧與走勢圖

　107年6月紐約國際粗糖價格呈現震盪下跌後

整理格局。6月初由於全球第一大生產國巴西

全國性卡車司機罷工已恢復正常，糖價由高

點回落，從6月1日盤中最高點12.97美分/磅，

震盪下跌，6月4日收盤於11.90美分/磅。而後

隨著巴西乾旱天氣憂慮，以及印度建立庫存

吸收過剩，提供糖價支撐，連續兩個交易日

上漲，6月6日收盤於12.20美分/磅。然而6月7

日受壓於巴西的貨幣疲弱，粗糖價格下跌逾

3％，當天收盤於11.73美分/磅，6月8日受到巴

西幣值從兩年低位大幅反彈影響，從盤中最

低點11.60美分/磅大幅上漲，當天收盤於12.25

美分/磅。而後粗糖價格持續震盪整理，連續

四個交易日在12.14美分/磅與12.56美分/磅之間

震盪。6月中旬，儘管巴西雷亞爾幣幣值已走

高，以及巴西糖產量下降，粗糖價格卻震盪

下跌，6月19日又因大宗商品走弱，美元上漲

等因素，盤中最低點來到11.70美分/磅，當日

收盤於11.84美分/磅。全球砂糖市場基本面依

舊持續過剩，粗糖價格於6月下旬受到短期因

素影響，諸如印度降雨減少提振，巴西乙醇

產量飆漲，巴西雷亞爾幣幣值下跌波動等因

素影響，粗糖價格漲跌互現，呈現震盪整

理，當月最後一個交易日6月29日收盤於11.86

美分/磅。6月最高價位於6月1日12.97美分/

磅，最低價位於6月8日11.60美分/磅，最高與

最 低 震 盪 幅 度 1 0 . 5 6 ％ ( = ( 12 . 9 7 - 11 . 6 0 ) / 

12.97*100％)。

　107年7月紐約國際粗糖依舊受基本面產量過

剩影響，糖價震盪下跌。7月2日粗糖受累於

基金賣盤，重挫5%，當日盤中最高點12.24美

分/磅震盪下跌，收盤於11.56美分/磅，隔天粗

糖價格跌破關鍵支撐激發買盤，同時受到乙

醇價格走低與印度預期供應過剩影響，亦令

價格承壓，當天收盤於11.39美分/磅，隨後四

個交易日，粗糖價格則呈現震盪整理。7月11

日因受到中美貿易戰升級影響，商品市場普

遍下跌拖累糖價，當日粗糖價格收跌於11.29

美分/磅，之後連續兩個交易日亦下跌，7月13

日收盤於10.96美分/磅。7月16日盤中雖觸及4

月以來最低的10.86美分/磅，但因市場擔憂巴

西乾旱，糖價反彈上漲，當日收盤於11.14美分

/磅。7月中旬過後，粗糖價格進入震盪整理，

連續七個交易日粗糖價格在10.93美分/磅至

11.35美分/磅之間小幅波動，於7月25日收盤於

11.19美分/磅。因基本面依舊供應過剩，7月最

後四個交易日，粗糖價格連續下跌，當月最

後一個交易日盤中觸及當月最低點10.45美分/

磅，收盤於10.55美分/磅，達到2015年8月以來

的低位。7月最高價位於7月2日12.24美分/磅，

最低價位於7月31日10.45美分/磅，最高與最低

震盪幅度14.62％(=(12.24-10.45)/ 12.24*100％)。

　107年8月紐約國際粗糖價格呈現持續震盪波

動下跌後反彈態勢，而下跌大抵仍是持續受

到基本面產量過剩影響。8月初連續三個交易

日小幅震盪上漲後，3日收盤於10.85美分/

磅。而後又因受到巴西雷亞爾幣值升高影

響，糖價跳升提振，8月6日來到當日盤中最

高點11.13美分/磅，收盤於10.98美分/磅。儘管

此時巴西產量比起去年同期下降，但糖價仍

難以大幅突破11美分/磅之上，8月7日連續三

個交易日，糖價在11.09至10.73美分/磅之間震

盪整理，並在8月9日收盤於10.84美分/磅。隨

後8月10日受到巴西雷亞爾幣值拖累，糖價重

挫3%，當日收盤於10.54美分/磅，下一個交易

日8月13日則受到土耳其里拉幣值崩跌影響，

商品市場普遍下跌，國際糖價當日收盤於

10.30美分/磅。8月中旬糖價進入小幅下跌震

盪整理，8月20日受到巴西雷亞爾幣值兌美元

下跌影響，糖價觸及10年低位，當日盤中最

低點來到9.98美分/磅，當日收盤於10.09美分/

磅。8月22日再度刷新10年低位，盤中最低點

來到9.91美分/磅後反彈，當日收盤於10.18美

分／磅。8月下旬隨著巴西幣值震盪波動影響

糖價，以及巴西作物前景減弱引發擔憂，糖

價震盪上漲，在8月最後一個交易日31日收盤

於10.60美分/磅。8月最高價位於8月6日11.13美

分/磅，最低價位於8月22日9.91美分/磅，最高

與 最 低 震 盪 幅 度 10 . 9 6 ％ ( = ( 11.13 - 9 . 91 ) / 

11.13*100％)。

　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間，紐約

粗糖期貨收盤價最高價為12.52美分/磅，最低

價為10.09美分/磅，兩者價差為2.43美分/磅，

震盪幅度約19.41％。倫敦白糖期貨價最高價

為353.40美元/噸，最低價為303.7美元/噸，兩

者價差為49.70美/噸，震盪幅度約為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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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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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美元/噸）

資料來源：台糖公司每日糖價試算表（單位：美元/噸）

世界砂糖概況

　國際糖業組織（International Sugar Orga-

nization, ISO）於今年8月底發布預測報告，

2018/19年期全球生產量刷新紀錄，預計達到1

億8千5百萬餘噸，比起2017/18年期增加了

104.5萬公噸，約0.57％，這是由於印度增產了

175萬公噸。而巴西產量則呈現穩健成長，假

紐約粗糖

期貨價

美分/磅

美元/公噸

美元/公噸
倫敦白糖

期貨價

12.06

265.89

345.52

11.17

246.15

331.70

10.46

230.51

315.13

12.52

276.02

353.40

10.09

222.44

303.70

2.43

53.58

49.70

19.41%

19.41%

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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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表 1   2018年6月1日∼2018年8月31日國際糖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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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糖生產國增減產概況

　全球砂糖產量從2017/18年期1億8千4百萬餘

噸提升到2018/19年期的1億8千5百萬餘噸，主

要原因是亞洲產糖大國印度，巴西與古巴增

產，2018/19年期比起上一個年期，印度增產

175萬噸，巴西增產75萬噸，古巴增產57.5萬

噸。泰國減產142萬噸，歐盟減產106.6萬噸。

總結

　基本上，2017/18年度全球供需呈現剩餘

859.7萬公噸，在這樣的條件背景下，ISO預測

2018/19年期全球砂糖供需仍是為剩餘年，該

年度全球剩餘數量將達到674.7萬公噸。現

今，ISA粗糖指數（The ISA Daily Price）徘徊在

11美分/磅左右，為近十年來未見的水平。ISO

白糖指數（The ISO White Sugar Price 

Index）亦從2018年年初的390美元/噸，下跌

至現今低於320美元/噸以下。因此，在接下來

的12個月裡，市場基本面不太可能支持糖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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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International Sugar Organization ”ISO Quarterly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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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量

消費量

過剩/短缺

進口需求量

可供出口量

期末庫存量

庫存消費比％

185,215

178,468

6,747

60,174

62,636

98,398

55.13

Production

Consumption

Surplus/deficit

Import demand

Export availability

End stocks

Stocks/consumption

184,170

175,573

8,597

58,604

59,045

94,113

53.60

1,045

2,895

1,570

3,591

4,285

0.57%

1.65%

2.68%

6.08%

4.55%

製糖期 2018/19 2017/18 差異量 差異百分比

圖表4  世界砂糖概況表

泰國

歐盟

印度

巴西

古巴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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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

+750

+575

2018/19與

2017/18差異

2018/19與

2017/18差異
增產國減產國

圖表5  2018/19製糖期主要生產國增產量與減產量表設2019/20年期巴西氣候條件回歸正常狀態，

那將巴西增產量則將會納入2019/20年期計

算。在減產國方面，泰國預計減產142萬噸，

歐盟則為預計減產106.6萬噸。而2018/19年期

全球總消費量預計達到1億7千8百萬餘噸，比

起上一個年期增加289.5萬公噸，約1.65％。這

個預期符合十年平均值1.67％的線性預測。所

以，在這全球砂糖剩餘年度裡，ISO不傾向推

測，因砂糖價格疲軟而可能加速消費增長。

　在貿易方面，ISO預測2018/19年期全球出口

量為6263.6萬公噸，相較於上一年期增加了

359.1萬公噸，約6.08％。這樣的增長大部分來

自於進口部位庫存增加而非產量增加。預計

印度的出口庫存量增加632.5萬公噸，而泰國

的出口庫量存則增加197.5萬公噸。同時，預

計 進 口 需 求 將 有 所 增 長 ， 增 長 幅 度 約 為

2.68％，約為157萬噸，詳見圖表4。

2018/19全球產量185.215百萬噸

2017/18全球產量184.170百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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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糖公司矢志成為最有溫度的國營企業，

始終秉持「己利利人」的服務精神，積極關

懷社區鄰里，不僅在「823泡戰」期間主動提

供人力、物力的支援，協助社區儘快恢復家

園，更落實循環經濟的理念，重新整修20部

逾齡電腦並轉贈給鄰近總管理處的小學，讓

電腦設備循環再生。此舉除了減少資源的損

耗、為環境保護盡份心意外，同時也讓有需

求的學童受惠，弭平科技落差，促進臺灣資

訊教育的水平。

　今年8月下旬南臺灣受熱帶低氣壓系統影

響，連日下起豪大雨，造成多處積、淹水的

災情，台糖位於嘉義鰲鼓的海埔畜殖場在8月

23日當天也深受其害。台糖雖為受災戶之

一，但心有餘力之際亦迅速投入救災行列。

例如隸屬於台糖油品事業部的惠生加油站在

「823泡戰」期間便配合政府救災作業，提供

抽水站所需用油及運輸工作，協助嘉義縣東

石鄉公所排除當地積、淹水的災情；畜殖事

台糖有溫度
逾齡電腦贈予鄰近小學童
文│秘書處  許瀚分

業部屏東大響營畜殖場亦在當地水退後，立

即深入周邊鄰里村落進行消毒作業，維護環

境衛生；台糖高雄區處亦於9月6日時主動清

掃橋南里及興糖社區，並出動山貓及卡車，

支援興糖國小清理災後垃圾、枯枝及雜物，

同時進行登革熱防疫作業。

　台糖除了在緊急狀況下挺身而出外，平時

也是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關懷社區。今

年9月10日台糖就重新整修20部逾齡電腦，並

捐贈給同位於臺南市東區，距離總管理處僅5

分鐘車程的德高國小，讓學童延續使用這批

再生電腦。

　台糖不僅致力推展循環經濟，實踐永續循

環策略，更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關懷社

區，矢志成為最有溫度的國營企業。台糖期

望從自身做起，藉由平時對資產報廢處理的

小小改變，引起社會各界促進資源循環再生

的大大迴響，讓資源永續，落實循環經濟。



砂糖生產國增減產概況

　全球砂糖產量從2017/18年期1億8千4百萬餘

噸提升到2018/19年期的1億8千5百萬餘噸，主

要原因是亞洲產糖大國印度，巴西與古巴增

產，2018/19年期比起上一個年期，印度增產

175萬噸，巴西增產75萬噸，古巴增產57.5萬

噸。泰國減產142萬噸，歐盟減產106.6萬噸。

總結

　基本上，2017/18年度全球供需呈現剩餘

859.7萬公噸，在這樣的條件背景下，ISO預測

2018/19年期全球砂糖供需仍是為剩餘年，該

年度全球剩餘數量將達到674.7萬公噸。現

今，ISA粗糖指數（The ISA Daily Price）徘徊在

11美分/磅左右，為近十年來未見的水平。ISO

白糖指數（The ISO White Sugar Price 

Index）亦從2018年年初的390美元/噸，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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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2個月裡，市場基本面不太可能支持糖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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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糖公司矢志成為最有溫度的國營企業，

始終秉持「己利利人」的服務精神，積極關

懷社區鄰里，不僅在「823泡戰」期間主動提

供人力、物力的支援，協助社區儘快恢復家

園，更落實循環經濟的理念，重新整修20部

逾齡電腦並轉贈給鄰近總管理處的小學，讓

電腦設備循環再生。此舉除了減少資源的損

耗、為環境保護盡份心意外，同時也讓有需

求的學童受惠，弭平科技落差，促進臺灣資

訊教育的水平。

　今年8月下旬南臺灣受熱帶低氣壓系統影

響，連日下起豪大雨，造成多處積、淹水的

災情，台糖位於嘉義鰲鼓的海埔畜殖場在8月

23日當天也深受其害。台糖雖為受災戶之

一，但心有餘力之際亦迅速投入救災行列。

例如隸屬於台糖油品事業部的惠生加油站在

「823泡戰」期間便配合政府救災作業，提供

抽水站所需用油及運輸工作，協助嘉義縣東

石鄉公所排除當地積、淹水的災情；畜殖事

台糖有溫度
逾齡電腦贈予鄰近小學童
文│秘書處  許瀚分

業部屏東大響營畜殖場亦在當地水退後，立

即深入周邊鄰里村落進行消毒作業，維護環

境衛生；台糖高雄區處亦於9月6日時主動清

掃橋南里及興糖社區，並出動山貓及卡車，

支援興糖國小清理災後垃圾、枯枝及雜物，

同時進行登革熱防疫作業。

　台糖除了在緊急狀況下挺身而出外，平時

也是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關懷社區。今

年9月10日台糖就重新整修20部逾齡電腦，並

捐贈給同位於臺南市東區，距離總管理處僅5

分鐘車程的德高國小，讓學童延續使用這批

再生電腦。

　台糖不僅致力推展循環經濟，實踐永續循

環策略，更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關懷社

區，矢志成為最有溫度的國營企業。台糖期

望從自身做起，藉由平時對資產報廢處理的

小小改變，引起社會各界促進資源循環再生

的大大迴響，讓資源永續，落實循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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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港廠為強化實驗室之測試能力，104年起

規劃ISO/IEC 17025實驗室之TAF認證。為了符

合認證規範之設施環境要求，自105年5月

起，將原有實驗室硬體設施重新改建，於106

年4月完工啟用，並投入經費更新儀具設備，

6月導入ISO/IEC 17025實驗室管理系統，經過

一年餘的適應與努力，終於在107年8月取得

TAF認證。本次通過認證之項目為原料糖及白

糖之糖度及水分，採用國際糖統一分析方法

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Uniform 

Methods of Sugar Analysis, ICUMSA）之測試方

法，成為全國第一家採用國際方法之糖度測

試實驗室。

　ISO/IEC 17025是經由150多個國家共同協定

並提供指引的國際標準，此國際標準適用於

測試或校正實驗室之管理系統，小港廠實驗

室則屬於「測試實驗室」，國際標準之條文

涵蓋五大面向，包含觀測人員、儀具設備、

試驗件、量測方法及設施環境。

　實驗室導入ISO/IEC 17025管理系統後，須

取得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成立之非營利性機

構「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之認

證，該機構是我國唯一獲得國際認證組織承

認之認證機構，旨在建立符合國際規範且公

正、獨立、透明之認證機制。除了須符合上

述ISO/IEC 17025之國際標準外，亦須符合TAF所

制訂之相關規範，才能取得認證。 

　小港廠實驗室取得TAF認證，代表實驗室具

備符合國際標準之管理系統及技術能力，可

向客戶保證其測試結果之有效性，且實驗室

出具之測試報告在國際認證組織之間互相承

認，可在全球暢行無阻，有利於國際商業活

動之運行。

小港廠實驗室
取得ISO/IEC 17025之TAF認證
與國際接軌
文│砂糖事業部小港廠

考題外，也提供絹印糖廠圖片於手提袋之實

作活動。

　本次成果內容已規劃在九月份集結成書，

也盼資料庫的建置能拋磚引玉，除提供內部

管理與外部展演外，能藉由人性化、系統化

方式整合、運用、活化糖業文化資產，提供

學術研究者便利的搜尋管道並深化社會大眾

對製糖產業的瞭解與認識。

　經濟部暨所屬機構工作人員高屏地區聯合

育樂活動會報107年度桌球錦標賽於8月17、18

二日假高雄市五福國中體育館盛大舉行，本

次活動由中油公司石化事業部承辦，由主席

台糖公司砂糖事業部執行長左希軍致詞，並

邀請左執行長與中油公司陳副執行長舉行開

球儀式後，比賽正式開始。

　今年參賽隊伍總共16隊，經過2日激烈競

爭，最後由台糖公司砂糖事業部技冠群倫贏

得冠軍，亞軍則由去年冠軍隊－中油公司石

　民國107年8月25日台糖公司研究所與國立科

學工藝博物館舉行「台糖研究所老照片文物

暨影像成果展」。

　台糖研究所所長劉嘉哲博士表示照片令他

回憶起在大林糖廠社區成長的童年趣事，十

分窩心。台糖公司製糖是「循環經濟」的體

現，甘蔗種植、壓榨、產糖過程中製造的蔗

渣、糖蜜皆能再度利用作為燃料、肥料。藉

由本次活動將7000多張珍貴照片編整為「糖

業文化影像資料庫」，期能使年輕一代藉由

圖像化方式瞭解臺灣糖業發展脈絡及歷程產

生連結。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為讓參與民眾

更瞭解糖業文化，除設計有關糖業文化趣味

技壓群雄
砂糖事業部榮獲經濟部桌球冠軍
文│砂糖事業部 顏光男

糖研所辦影像展  話從日治昭和說起
文│總務課 謝佳勳

化事業部獲得，中油公司煉製事業部及台電

公司大林發電廠則分別獲得季軍及殿軍。

同仁們可從公司官網連結至「糖業文物典藏網」查看精選150張老照片：

http://tsphoto.ddns.net，亦能直接掃描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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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吸引入店消費之外，更可配合公司其他單

位已申請通過的特約商店進行「總體性聯合

促銷活動」共同帶動買氣。

　展望未來，消費模式越來越多元，再加上

各通路商品替代性高，台糖量販將針對此消

費族群，策劃符合其需求的套餐系列產品及

活動，以把握此難得商機，首波利多活動期

間自107年10月18日起至10月31日止，結合

「台糖量販週年慶」促銷檔期規劃「國旅卡

消費點數2倍送」活動，凡台糖量販會員，活

動期間持國民旅遊卡刷卡消費，紅利點數加

倍送，點數可折抵消費金額，歡迎持有國民

旅遊卡之會員卡友來店消費。

國旅卡行得通
台糖量販歡迎刷卡大採購

文│量販事業部

　大好康！行政院放寬國旅卡使用限制，自

今年7月1日起，原本要用在「特色商圈」消

費的8,000元，放寬適用業別及區域，不僅可

以用在民生消費上，就連百貨公司、量販

店、醫院、搬家清潔等等都能使用。

　台糖量販事業部在本政策未放寬之前，僅

有「鳳山園藝中心」及「嘉年華購物中心」

部分專櫃適用，為因應零售市場快速變化及

同業爭食，甫接獲政策開放訊息，即於8月10

日申請，並於8月30日接獲通知，所轄5家量

販店及4家健康超市，皆成為國民旅遊卡特約

商店，加上原有鳳山園藝中心特約商店，所

轄10營業據點全數通過審查，亦為國內第一

家連鎖量販業通過審查業者。後續除藉此話

第二代國民旅遊卡樣式（楠梓店迎賓）

　「叔叔、阿姨好！」一進門，迎面而來的

即是智青孩童們大大的笑容，也為8月9日的

物資捐贈儀式開啟了序幕。活動中，智青孩

童們一個個上台介紹他們自己手創的產品，

讓現場的同仁瞭解每一個手創品，都是智青

孩童們花費大量時間細雕慢琢出來的。 

　油品事業部執行長徐繼聖表示，美善基金

會秉持「尊嚴讓人人擁有」的服務宗旨，長

期在臺南地區為發展遲緩的兒童、身心障礙

朋友及其家庭提供服務照顧，民國103年起更

將服務觸角延伸到社區弱勢長者及臥床失能

者。此外為發揮心智障礙朋友的潛能，提升

其獨立生活的能力及享有尊嚴的人生，美善

基金會更陸續開辦三座日間工作坊，讓心智

障礙朋友從事代工包裝、環境清潔及手作創

意品等工作。

　徐繼聖指出，為使430萬點的愛心加油點數

更具意義，台糖加油站將積點全數拿來認購

美善基金會附設工作坊（多俾亞工坊）出品

的面紙盒、筆筒或綠色植栽苔球等420組手創

品，期望透過此善行支持及肯定心智障礙朋

友，實現自我價值，並享有尊嚴的生活。

台糖加油站再捐430萬點
愛心點點　溢滿美善基金會

文│油品事業部  Sandy（時尚靚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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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建立起與產業溝通的管道，並透過對話

契機加速「小港倉儲轉運專區」的開發與招

商腳步，並配合政府推動5+2產業創新計畫、

新南向政策，以及高雄市開發亞洲新灣區計

畫等產業發展方向，高雄分公司於本（107）

年8月17日在台糖高雄物流園區5樓舉辦「台

糖與民間合作開發產業園區－小港倉儲轉運

專區開發論壇」，本專區面積約48公頃（台

糖公司約佔40公頃），藉由論壇方式，邀請

產官學等先進專家交流討論，探討與高雄地

區周邊產業鏈結，重新定位開發模式以吸引

國內外指標性廠商投資，儘早完成開發，帶

動南部地區整體經濟發展。

　論壇由高雄分公司經理黃秋存主持，並由

副總經理洪火文開幕致詞。本次論壇與會貴

賓含括產、官、學、研各界之專家匯聚交

流，集思廣益探討台糖公司與民間合作開發

產業園區之可行方式，現場亦湧入政府機

關、學術團體、物流與地產業者及本公司各

單位等近150多位聆聽參與。

　本次論壇探討兩個專題，城都顧問公司總

經理徐弘宇主講「小港倉儲轉運專區整體開

發規劃」，認為本專區台糖持有約85%土地是

唯一有辦法取得園區開發的主體，但劣勢為

須依循一套土地出租公式計算地租致影響招

商，建議台糖可透過產創條例、促參條例等

調整計租方式，以期創造中央、地方、台糖

及開發商多贏的局面；台灣全球商貿運籌發

展協會蘇理事長隆德則主講「小港倉儲轉運

專區之發展與定位」，認為本專區之重新定

位，連結亞洲國家的e-WPT商貿運籌基地，並

做為高高屏地區生活機能所需物資之物通基

地，解決都市交通阻塞與空氣污染問題等，

將本專區轉型成為我國首座「綠色建築、循

環經濟」的示範「智慧商貿運籌」基地。

　專題報告後，由黃經理主持座談，與談貴

賓針對市場需求及引進產業、法規面優惠與

政策協助及合作模式與財務面之評估等議題

進行交流，蘇理事長隆德建議規劃園區要有

產銷功能、倉儲功能並設有數據中心，以供

高分公司辦理論壇
為倉儲轉運開發找契機
文│高雄分公司

1.交流座談會主持人及各與談人討論議題

2.論壇會場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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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區處組隊助鄰
清潔噴藥再加關懷水災戶
文│高雄區處　李碧輝

智慧生活產業進駐開發；高雄餐旅大學教授

陳福川認為招商對象不限於國內廠商，國外

廠商也很重要，如參考印尼峇里島引進西班

牙開發商投資成為知名度假中心的成功案

例；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高鎮遠建

議計租方式可採前低後高分期收取權利金，

思考招商引資方式，讓廠商進駐後再利潤分

享，以期永續經營；城都顧問公司總經理徐

弘宇建議參考前瞻建設規劃費之輔助，如廠

房規劃引入太陽能標章以符合工業局補助工

程費；在物產地產開發業界具豐富經驗的建

8/23水災高雄地區受災嚴重，為實踐互助、利

他的企業責任，展現台糖的溫度與關懷，高

雄區處協助社區里鄰復舊清掃、登革熱防疫

執行、物資濟助，並主動協助受災承租戶租

金災損補助或減收，執行情形如下：一、協

助轄區里鄰執行823水災復舊清掃、登革熱防

疫及物資濟助，讓里民有感，感受區處溫

暖，形塑本區處敦親睦鄰及社會責任優質形

象。包含橋南里活動中心、興糖國小周遭清

掃登革熱防疫噴灑；綜合社會福利中心、橋

築師張曉昱則從地產開發經驗，建議本專區

檢視價格在產業是否具競爭性，可思考與經

發局合作招商。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院長熊正一建議台糖公司採土地租金作價以

佔有開發公司股份，或由台糖出資對開發事

業投資，共同承擔租金等合作開發方式，再

以分股利方式回收。當日論壇所提出寶貴意

見，分公司未來將納入開發之重要參考，論

壇於12時10分由洪副總經理總結後，圓滿閉

幕。

頭地區筆秀里、燕巢地區物資濟助。二、主

動通知各農場承租人共44人協助有關災損補助

事宜。三、本區處主動研議對承租戶租金減

免措施並於區處網站發布周知，並配合市府

水利局辦理排水整治工程，讓承租戶免於水

患之苦。四、因應典寶溪恐將溢堤，提供橋

頭區興樹段市區空地，供沿岸附近居民避災

停車使用。五、協助興糖路1巷1號等7家之豪

雨淹水戶修繕房屋漏水、倒榻圍牆及改善周

圍土地泡水情形，並適度減免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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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基本工資的調升，都是勞工、僱主、

以及政治三方大角力。勞動部於8月16日召開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經過長達9小時馬拉松

討論，最後，勞動部長許銘春最後拍板，基

本工資月薪將由目前22K調升至23100元，調

幅為5%，時薪則由140元調升至150元，調幅

7.14%，政院火速核定，預訂明年1月1日適

用。

　勞動部表示，這波基本工資調升，預估將

有136.34名本國勞工、43.8萬名外勞，以及

45.6萬名打工族，總計225.74萬名邊際勞工有

望因此加薪。目前基本工資月薪為2.2萬，時

薪140元。蔡政府上台後，已接連兩年大調基

本工資，平均調幅為5%；這次在勞動部主導

下，基本工資月薪將再調升5%、1,100元，時

薪調更高為7.14%、10元，以彰顯行政院長賴

清德所言「時薪應受到更多照顧」。

　時間拉回到8月16日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

勞動部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自上午十時舉

行，7位勞方委員全數出席，7位資方委員五

人出席、2位派代表。經過一整天協商，當資

方掀開基本工資調升至23K、4.55%底牌時，

並堅持此底線，7位勞方委員一度集體退席，

協商差點以破局收場。事實上會議一開始，

勞資雙方對基本工資調升就有共識，然而對

幅度，勞資雙方各有立場。勞團一開始喊月

薪一次漲足至28,862元，時薪164元，調幅高

達31.2%；而資方則回應只能接受2%調幅。

基本工資拍板
明年起月薪調升至23.1K
時薪150元
文│徐元直

　當日勞資政學四方花相當多時間在討論各

項經濟指標，甚至就《最低工資法》訂定交

換意見；直至下午才開始進入實質協商。據

了解，勞方由31.2%調幅降至9.49%、再降到

8%，並堅持8%，但遭資方拒絕，一位勞方委

員形容，資方代表很「張」（台語發音，意

指固執、不妥協），「資方委員數度揚言要

離席」。

　而資方也逐步提高可接受調幅至4.55%、亦

即23K。工總常務理事何語不諱言說，過去兩

任勞動部長主持基本工資審議，也都是調升

千元，資方認為，「這次調升千元，部長也

可以交待了」。 因勞資雙方僵持不下，有別

於往年都是資方委員退席，這次竟是勞方委

員集體退席，許銘春、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

業平等司長謝倩蒨等人追到電梯口，企圖挽

回勞方委員。

　許銘春說，勞方十分在意基層技術工及體

力工的平均薪資，她特地向勞方說明，才說

服勞方再回到談判桌上。經過一整天對話、

討論，眼見勞資雙方難有共識，最後許銘春

拋出月薪調5%、時薪調7.14%建議案，當場勞

資雙方沒有反對。許銘春強調，她「絕對沒

有偏袒任何一方」。調升基本工資可提升弱

勢勞工之收入，調高時薪更可照顧青年勞工

及中高齡就業者。許銘春表示，會提出月薪

5%、時薪7.14%調幅，主要是斟酌考量近期17

項重要民生物資年增率、經濟成長率及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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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區處組隊助鄰
清潔噴藥再加關懷水災戶
文│高雄區處　李碧輝

智慧生活產業進駐開發；高雄餐旅大學教授

陳福川認為招商對象不限於國內廠商，國外

廠商也很重要，如參考印尼峇里島引進西班

牙開發商投資成為知名度假中心的成功案

例；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高鎮遠建

議計租方式可採前低後高分期收取權利金，

思考招商引資方式，讓廠商進駐後再利潤分

享，以期永續經營；城都顧問公司總經理徐

弘宇建議參考前瞻建設規劃費之輔助，如廠

房規劃引入太陽能標章以符合工業局補助工

程費；在物產地產開發業界具豐富經驗的建

8/23水災高雄地區受災嚴重，為實踐互助、利

他的企業責任，展現台糖的溫度與關懷，高

雄區處協助社區里鄰復舊清掃、登革熱防疫

執行、物資濟助，並主動協助受災承租戶租

金災損補助或減收，執行情形如下：一、協

助轄區里鄰執行823水災復舊清掃、登革熱防

疫及物資濟助，讓里民有感，感受區處溫

暖，形塑本區處敦親睦鄰及社會責任優質形

象。包含橋南里活動中心、興糖國小周遭清

掃登革熱防疫噴灑；綜合社會福利中心、橋

築師張曉昱則從地產開發經驗，建議本專區

檢視價格在產業是否具競爭性，可思考與經

發局合作招商。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院長熊正一建議台糖公司採土地租金作價以

佔有開發公司股份，或由台糖出資對開發事

業投資，共同承擔租金等合作開發方式，再

以分股利方式回收。當日論壇所提出寶貴意

見，分公司未來將納入開發之重要參考，論

壇於12時10分由洪副總經理總結後，圓滿閉

幕。

頭地區筆秀里、燕巢地區物資濟助。二、主

動通知各農場承租人共44人協助有關災損補助

事宜。三、本區處主動研議對承租戶租金減

免措施並於區處網站發布周知，並配合市府

水利局辦理排水整治工程，讓承租戶免於水

患之苦。四、因應典寶溪恐將溢堤，提供橋

頭區興樹段市區空地，供沿岸附近居民避災

停車使用。五、協助興糖路1巷1號等7家之豪

雨淹水戶修繕房屋漏水、倒榻圍牆及改善周

圍土地泡水情形，並適度減免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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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基本工資的調升，都是勞工、僱主、

以及政治三方大角力。勞動部於8月16日召開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經過長達9小時馬拉松

討論，最後，勞動部長許銘春最後拍板，基

本工資月薪將由目前22K調升至23100元，調

幅為5%，時薪則由140元調升至150元，調幅

7.14%，政院火速核定，預訂明年1月1日適

用。

　勞動部表示，這波基本工資調升，預估將

有136.34名本國勞工、43.8萬名外勞，以及

45.6萬名打工族，總計225.74萬名邊際勞工有

望因此加薪。目前基本工資月薪為2.2萬，時

薪140元。蔡政府上台後，已接連兩年大調基

本工資，平均調幅為5%；這次在勞動部主導

下，基本工資月薪將再調升5%、1,100元，時

薪調更高為7.14%、10元，以彰顯行政院長賴

清德所言「時薪應受到更多照顧」。

　時間拉回到8月16日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

勞動部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自上午十時舉

行，7位勞方委員全數出席，7位資方委員五

人出席、2位派代表。經過一整天協商，當資

方掀開基本工資調升至23K、4.55%底牌時，

並堅持此底線，7位勞方委員一度集體退席，

協商差點以破局收場。事實上會議一開始，

勞資雙方對基本工資調升就有共識，然而對

幅度，勞資雙方各有立場。勞團一開始喊月

薪一次漲足至28,862元，時薪164元，調幅高

達31.2%；而資方則回應只能接受2%調幅。

基本工資拍板
明年起月薪調升至23.1K
時薪150元
文│徐元直

　當日勞資政學四方花相當多時間在討論各

項經濟指標，甚至就《最低工資法》訂定交

換意見；直至下午才開始進入實質協商。據

了解，勞方由31.2%調幅降至9.49%、再降到

8%，並堅持8%，但遭資方拒絕，一位勞方委

員形容，資方代表很「張」（台語發音，意

指固執、不妥協），「資方委員數度揚言要

離席」。

　而資方也逐步提高可接受調幅至4.55%、亦

即23K。工總常務理事何語不諱言說，過去兩

任勞動部長主持基本工資審議，也都是調升

千元，資方認為，「這次調升千元，部長也

可以交待了」。 因勞資雙方僵持不下，有別

於往年都是資方委員退席，這次竟是勞方委

員集體退席，許銘春、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

業平等司長謝倩蒨等人追到電梯口，企圖挽

回勞方委員。

　許銘春說，勞方十分在意基層技術工及體

力工的平均薪資，她特地向勞方說明，才說

服勞方再回到談判桌上。經過一整天對話、

討論，眼見勞資雙方難有共識，最後許銘春

拋出月薪調5%、時薪調7.14%建議案，當場勞

資雙方沒有反對。許銘春強調，她「絕對沒

有偏袒任何一方」。調升基本工資可提升弱

勢勞工之收入，調高時薪更可照顧青年勞工

及中高齡就業者。許銘春表示，會提出月薪

5%、時薪7.14%調幅，主要是斟酌考量近期17

項重要民生物資年增率、經濟成長率及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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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力指數年增率，而得到結果。勞動部次

長蘇麗瓊舉例，以近期17項重要民生物資年

增率為例，資方主張用去年下半年成長率

1.79%，勞方則主張要用3.25%，最後採折

衷，計算近一年成長率2.65%。

　經濟成長率主要是參考去年全年2.79%，今

年第1季3.02%，主計總處最新發布今年第2季

經濟成長率概估更上修至3.29%，創自2015年

來同期新高，經濟成長率已呈連續4季突破

3%。

　近期韓國大幅調升基本工資，調幅高達

16%，當天會議上也多有討論。許銘春直說，

有委員認為韓國近年大調基本工資是特例，

主要是韓國總統兌現選舉承諾，而韓國政府

提供企業補助，韓國企業勞健保負擔比例也

較台灣企業低；言下之意，勞動部也不贊成

仿傚韓國大幅調升基本工資。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基本工資調升採取月

薪和時薪脫勾。許銘春認為，因時薪和月薪

調幅差距並不大，勞動部初步認為，雇主不

致於將時薪制改月薪制，但勞動部將持續觀

察後續效應。

　這次基本工資調升，雇主將負擔勞工薪

資，以及勞就保、健保，以及勞退提繳等法

定成本。勞動部依據勞保投保薪資推算，估

計月薪調升1,100元，雇主一年新增142.61億元

人事成本，時薪調升10元，雇主一年新增

64.22億元負擔，合計雇主一年將新增206.83

億元人事成本。

　而勞工的勞健保保費費擔也會因薪資調整

而增加，勞動部估計，勞方一年因此多增加

12.99億元負擔，政府則新增10.98億元。基本

工資拍板調升至23,100元，調幅為5%，時薪則

由140元調升至150元，調幅7.14%，行政院長

賴清德以「感謝資方願意利益共享，感謝勞

方沒有殺雞取卵」回應。

　基本工資調升亦將牽動物價波動和廠商利

潤率。根據主計總處推估，這一波加薪對經

濟成長率貢獻為0.06百分點，對消費者物價指

數（CPI）的影響為0.04百分點，認為調薪不

致影響物價。

　賴清德說，行政院物價督導會報也會持續

關注，將CPI控制在2%以下，穩定民生物價能

穩定，讓民眾經由加薪得到好處。經濟部次

長龔明鑫表示，根據經濟部評估，服務業小

商家受到衝擊較大，尤以餐飲業影響最大；

他並認為，調升基本工資對物價會有影響，

但對侵蝕利潤率侵蝕有限。

　這波基本工資調幅，時薪大於月薪。龔明

鑫表示，根據模擬評估，餐飲業因適用時薪

較多，預估受影響較其他產業大，利潤率影

響大概0.24個百分點，不過餐飲業利潤率在

11%以上，因此整體來說，影響有限。龔明鑫

說，除成本增加外，中小型商家可能面臨結

構性問題，影響更大。他進一步說，沒有能

力投資的小型商家，可能無法加入連鎖加盟

以節省成本，也無法提供線上服務，在未來

競爭上將會面臨一些挑戰。經濟部將針對小

型商家研議輔導方案，協助中小型商家轉

型。

　明年基本工資拍板，調升1,100元，原比工

商界預期來得多。工商團體無奈表示，不滿

意這個結果，但也只能接受，認為中小企業

受傷最大，經濟前景也埋下物價上漲、失業

率增加等隱憂。

　工商協進會秘書長范良棟表示，當前經濟

不確定因素多，像美中貿易戰升溫，加上下

半年景氣已出現反轉訊號，漲薪可能會帶來

負面效應。他認為，大企業還可以勉強承

受，但中小型、微型企業恐怕難承受。有些

企業可能選擇減少雇用人力，或產品漲價；

經營不善者則乾脆歇業、關廠。

　工總秘書長蔡練生表示，根據估算，本薪

加上勞健保等雇主負擔，企業界一年多了350

億元的支出，這些多出的成本，日後可能都

會轉嫁到物價上面。商業總會理事長賴正鎰

則大喊「受不了」，今年受到「一例一

休」、年金改革的影響，很多店家日子早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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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志工 熱情招募中｜

　尖山埤環境學習中心於106年10月通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認證成為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為使民

眾更瞭解環境教育的內涵，本中心計畫招募解說服務志工團隊，有興趣者可至尖山埤江南渡假村

網站最新消息下載「107年環境教育解說服務志工招募簡章」，目前招募人數為15人，招募流程

包括：公告招募→報名→報名表書面初審→培訓課程→考核合格，經培訓課程及實務考核通過，

由尖山埤環境學習中心授予「環境教育解說志工證」，將可成為環境教育推動的夥伴。詳情可洽

06-6233-888分機4000（尖山埤江南渡假村休閒部）。

作者│尖山埤環境學習中心　謝雅婷

不好過，實在難以承受這麼高的調薪幅度。

他希望政府調漲薪資，可以提出一個合理的

機制，不能年年用喊的。

　中小企業總會理事長李育家提醒，全台中

小企業有143萬家，占全部企業比率97%，又

以服務業、微型企業最多，其中更有不少還

在虧損中的新創公司。每家企業狀況不同，

薪資齊頭調漲的做法，將使一些企業經營受

到衝擊，並且可能使勞資對立加劇。



生產力指數年增率，而得到結果。勞動部次

長蘇麗瓊舉例，以近期17項重要民生物資年

增率為例，資方主張用去年下半年成長率

1.79%，勞方則主張要用3.25%，最後採折

衷，計算近一年成長率2.65%。

　經濟成長率主要是參考去年全年2.79%，今

年第1季3.02%，主計總處最新發布今年第2季

經濟成長率概估更上修至3.29%，創自2015年

來同期新高，經濟成長率已呈連續4季突破

3%。

　近期韓國大幅調升基本工資，調幅高達

16%，當天會議上也多有討論。許銘春直說，

有委員認為韓國近年大調基本工資是特例，

主要是韓國總統兌現選舉承諾，而韓國政府

提供企業補助，韓國企業勞健保負擔比例也

較台灣企業低；言下之意，勞動部也不贊成

仿傚韓國大幅調升基本工資。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基本工資調升採取月

薪和時薪脫勾。許銘春認為，因時薪和月薪

調幅差距並不大，勞動部初步認為，雇主不

致於將時薪制改月薪制，但勞動部將持續觀

察後續效應。

　這次基本工資調升，雇主將負擔勞工薪

資，以及勞就保、健保，以及勞退提繳等法

定成本。勞動部依據勞保投保薪資推算，估

計月薪調升1,100元，雇主一年新增142.61億元

人事成本，時薪調升10元，雇主一年新增

64.22億元負擔，合計雇主一年將新增206.83

億元人事成本。

　而勞工的勞健保保費費擔也會因薪資調整

而增加，勞動部估計，勞方一年因此多增加

12.99億元負擔，政府則新增10.98億元。基本

工資拍板調升至23,100元，調幅為5%，時薪則

由140元調升至150元，調幅7.14%，行政院長

賴清德以「感謝資方願意利益共享，感謝勞

方沒有殺雞取卵」回應。

　基本工資調升亦將牽動物價波動和廠商利

潤率。根據主計總處推估，這一波加薪對經

濟成長率貢獻為0.06百分點，對消費者物價指

數（CPI）的影響為0.04百分點，認為調薪不

致影響物價。

　賴清德說，行政院物價督導會報也會持續

關注，將CPI控制在2%以下，穩定民生物價能

穩定，讓民眾經由加薪得到好處。經濟部次

長龔明鑫表示，根據經濟部評估，服務業小

商家受到衝擊較大，尤以餐飲業影響最大；

他並認為，調升基本工資對物價會有影響，

但對侵蝕利潤率侵蝕有限。

　這波基本工資調幅，時薪大於月薪。龔明

鑫表示，根據模擬評估，餐飲業因適用時薪

較多，預估受影響較其他產業大，利潤率影

響大概0.24個百分點，不過餐飲業利潤率在

11%以上，因此整體來說，影響有限。龔明鑫

說，除成本增加外，中小型商家可能面臨結

構性問題，影響更大。他進一步說，沒有能

力投資的小型商家，可能無法加入連鎖加盟

以節省成本，也無法提供線上服務，在未來

競爭上將會面臨一些挑戰。經濟部將針對小

型商家研議輔導方案，協助中小型商家轉

型。

　明年基本工資拍板，調升1,100元，原比工

商界預期來得多。工商團體無奈表示，不滿

意這個結果，但也只能接受，認為中小企業

受傷最大，經濟前景也埋下物價上漲、失業

率增加等隱憂。

　工商協進會秘書長范良棟表示，當前經濟

不確定因素多，像美中貿易戰升溫，加上下

半年景氣已出現反轉訊號，漲薪可能會帶來

負面效應。他認為，大企業還可以勉強承

受，但中小型、微型企業恐怕難承受。有些

企業可能選擇減少雇用人力，或產品漲價；

經營不善者則乾脆歇業、關廠。

　工總秘書長蔡練生表示，根據估算，本薪

加上勞健保等雇主負擔，企業界一年多了350

億元的支出，這些多出的成本，日後可能都

會轉嫁到物價上面。商業總會理事長賴正鎰

則大喊「受不了」，今年受到「一例一

休」、年金改革的影響，很多店家日子早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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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志工 熱情招募中｜

　尖山埤環境學習中心於106年10月通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認證成為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為使民

眾更瞭解環境教育的內涵，本中心計畫招募解說服務志工團隊，有興趣者可至尖山埤江南渡假村

網站最新消息下載「107年環境教育解說服務志工招募簡章」，目前招募人數為15人，招募流程

包括：公告招募→報名→報名表書面初審→培訓課程→考核合格，經培訓課程及實務考核通過，

由尖山埤環境學習中心授予「環境教育解說志工證」，將可成為環境教育推動的夥伴。詳情可洽

06-6233-888分機4000（尖山埤江南渡假村休閒部）。

作者│尖山埤環境學習中心　謝雅婷

不好過，實在難以承受這麼高的調薪幅度。

他希望政府調漲薪資，可以提出一個合理的

機制，不能年年用喊的。

　中小企業總會理事長李育家提醒，全台中

小企業有143萬家，占全部企業比率97%，又

以服務業、微型企業最多，其中更有不少還

在虧損中的新創公司。每家企業狀況不同，

薪資齊頭調漲的做法，將使一些企業經營受

到衝擊，並且可能使勞資對立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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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成功大學國際合作組的邀約，由高雄

區處副經理陳志成領軍，我們一行四人代表

出席2018國際暑期學校的開幕式，陳副經理

致詞時期盼各位學員及老師能在參訪過程中

不吝提供寶貴意見，做為台糖公司未來在有

機農業上推動循環經濟的參考依據。

　遠從香港、日本、印尼、越南、馬來西亞

等地而來的國際學生，共同參與為期2週的課

程，透過不同的角度與文化，碰撞出不一樣

的火花。今年的國際暑期學校（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學程以「Intelligent Circular 

Economy」主題，課程內容以循環經濟為

主，完全符合現今全球趨勢及政府所推行的

政策目標。為配合課程設計，今年高雄區處

成大組國際學生隊
與橋糖擦出靚火花
文、圖│高雄區處有機作物股 楊怡明

提供了兩個地方讓學員進行參訪：一個是可

以體驗與學習循環經濟的橋頭糖廠，另一個

則是以有機農業循環經濟為主軸的燕巢有機

農園。

　橋頭糖廠園區占地29公頃，是一座有116年

歷史的現代化製糖工廠，在民國95年轉型為

糖業博物館，近年積極發展為文創園區，除

了有十鼓文創、百世文創進駐園區內的倉庫

群中，為活化文化資產，也修繕了5連棟代表

糖廠歷史生活空間的日式宿舍，未來將變身

為一個循環經濟的示範園區。

　有機生產是屬於台糖公司較新興的事業，

燕巢有機農園更為台糖公司最南端的有機蔬

果生產基地。從民國96開始營運至今，不斷

1.參訪有機農園大合照（陳人嬡、劉昕昀同學 攝）

2.學員們製作的海報（楊怡明 攝）

3.農場課同仁黃信翰農園導覽（楊怡明 攝）

4.糖博館同仁導覽糖廠（陳人嬡、劉昕昀同學 攝）

面臨氣候暖化、市場銷售、生產技術上的種

種挑戰，從傳統的人工播種，到種苗移植栽

種方式，這些生產技術的演進，都是不斷地

與外界合作和學習的成果。參訪當天由我和

農場課同仁信翰輪番上陣，先在會議室介紹

有機園區，然後才到現地進行導覽，由於整

個過程都是用英文講解，讓我彷彿回到學生

時代。導覽中，因為學員們都不是農業專

科，所以提的問題也是五花八門，大家反應

都很熱烈，也十分踴躍地跟同仁互相交流。

有機栽培是目前對土地最友善的生產方式，

但是在生產過程中仍然會產生廢棄物或是未

充分利用的資源，透過實地參訪有機農園的

生產過程，邀請各位學員集思廣益、腦力激

盪，在生產過程中導入循環經濟的概念，讓

資源可以被妥善利用，減少廢棄物的產生。

　在這短暫參訪時間裡，台糖公司盡力將循

環經濟的理念與實作經驗帶給各位學員，讓

循環經濟這新趨勢的理念能激發學員的想像

力。透過燕巢有機園區的實地參訪，讓來自

不同學科領域的學員認識臺灣有機農業的現

況，再藉由本農園遭遇到的問題，向學員們

提出如何解決問題的挑戰，經過思考問題的

緣由，小組交換意見討論、蒐集資料到最後

彙整成海報，也許有些想法是天馬行空，但

過程中所學到的不只是循環經濟的概念，還

包含團隊合作以及解決問題的精神。相信這

樣的經驗能讓各學員在未來的人生與職場更

具韌性，將循環經濟融入各自的專業中，為

世界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最後，我要利用這個機會感謝成功大學副

教授張松彬與國際學院等職員及學生的辛

勞，透過這次課程的合作能讓各位看到不一

樣的台糖公司，期待下次成大的團隊還有機

會再參訪我們園區，為台糖注入年輕活力的

能量，本次參與台糖公司、成大師生以及各

位國際學生都能收穫良多，開心地滿載而

歸。

3

4

有機作物股同仁楊怡明介紹有機農園

（陳人嬡及劉昕昀同學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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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必打卡  IG夯熱點
池上生態彩繪弓箭牆
文、圖│休閒遊憩事業部　謝雅婷

　台糖池上牧野渡假村駐村藝術家生甡甦於

園區進行弓箭牆的主題彩繪，以臺東池上在

地動植物及渡假村園區內保育類草食性動物

為彩繪牆主題，呈現渡假村的生態多樣性。

生甡甦歷時約4個月時間進行創作，完成長度

約100公尺的生態彩繪弓箭牆，目前成為池上

最新的熱門打卡點，這座牆就在渡假村園區

內蒙古風情區哦！

　仔細觀察，牆是一個「弓」造型，牆的高

度最低為1.6公尺、最高為4.55公尺，因此在

創作過程中生甡甦需克服牆面細長且比例不

一的問題。彩繪牆面的大型動物輪廓相當重

要，為克服這些問題，生甡甦利用晚上時間

以投影方式精準繪製出動物輪廓，畫出一隻

隻可愛又生動的動物。原牆面的底色為亮黃

色，為使整體牆面色彩協調且互補，他因此

設定畫面的主題色，北面牆顏色以紅色系為

主，南面牆顏色則以藍綠色系為主，並以整

體暖色系襯托動植物的輪廓及特性。

　北面牆的彩繪主題有渡假村園區內的明星

動物鴕鳥，以及臺北市立動物園衛星園區的

保育類動物，包括侏儒河馬、斑哥羚羊、查

普曼斑馬、鴯苗鳥、弓角羚羊、蒙古野馬。南

面牆的彩繪主題為臺東池上或渡假村園區內

曾出現的動物，包括努比亞山羊、梅花鹿、

環頸雉、紅嘴黑鵯、烏頭鶲等，其中還有一

隻臺灣代表性的動物臺灣黑熊，希望能喚起

重視生態及友善動物的意識，同時也加入渡

假村目前實施的循環農業概念，如魚菜共

生、牛分區輪牧、黑水虻養殖等。除了動物

主題外，牆面還畫有許多台東在地生長的植

物，包括艷麗紅的羊蹄甲、南瓜葉的藤蔓、

火刺木的紅色果實、具白色星狀花朵的光果

龍葵、以及太陽花等植物作為背景點綴牆

面。

　生甡甦提到在進行夜間繪製動物時，聽到

了鴕鳥的叫聲，當時錯以為是侏儒河馬的叫

聲，因為聲音猶如遠方的雷聲，仿彿為日本

文學作品《蜜蜂與遠雷》中的情節，他當下

感覺憂鬱，故以較深的藍色作為河馬的主體

單一色，並以圓形筆觸繪製河馬的形體，完

成後的效果相當好，這也是他最喜歡的動物

作品。

　渡假村於92年成為臺北市立動物園的衛星

園區，為呼應渡假村長久以來照顧動物及重

視動物福利的努力，這些保育類草食性動物

成為藝術家創作的主要素材，完成後的彩繪

作品成為渡假村的吸睛亮點，到訪的遊客也

會在動物園區尋找這些可愛的明星動物，目

前渡假村也有提供餵食胡蘿蔔的活動。下次

到訪池上，除了經典的伯朗大道及天堂路必

遊外，歡迎來池上牧野渡假村生態彩繪弓箭

｜池上牧野渡假村駐村藝術家｜

姓名：生甡甦（甡音ㄕㄣ）

簡介：從事藝術創作有50年的時間，以

街頭藝術及油畫創作為主，擅長

人物肖像創作，過去學過寺廟繪

畫，池上生態彩繪牆為第一次在

大型牆面上進行創作。

牆住宿打卡哦！未來渡假村更會陸續推出許

多好玩有趣的小旅行，想知道更多訊息，請

加入FaceBook粉絲團「台糖池上牧野渡假

村」哦！

1

1.背景為艷麗的羊蹄甲花朵及桐花

2.鴕鳥為渡假村的園區明星動物，以圓形筆觸繪製地栩栩如生

1 2

1.以小雞和黑水虻成蟲傳達循環農業的概念

2.弓角羚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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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過程中生甡甦需克服牆面細長且比例不

一的問題。彩繪牆面的大型動物輪廓相當重

要，為克服這些問題，生甡甦利用晚上時間

以投影方式精準繪製出動物輪廓，畫出一隻

隻可愛又生動的動物。原牆面的底色為亮黃

色，為使整體牆面色彩協調且互補，他因此

設定畫面的主題色，北面牆顏色以紅色系為

主，南面牆顏色則以藍綠色系為主，並以整

體暖色系襯托動植物的輪廓及特性。

　北面牆的彩繪主題有渡假村園區內的明星

動物鴕鳥，以及臺北市立動物園衛星園區的

保育類動物，包括侏儒河馬、斑哥羚羊、查

普曼斑馬、鴯苗鳥、弓角羚羊、蒙古野馬。南

面牆的彩繪主題為臺東池上或渡假村園區內

曾出現的動物，包括努比亞山羊、梅花鹿、

環頸雉、紅嘴黑鵯、烏頭鶲等，其中還有一

隻臺灣代表性的動物臺灣黑熊，希望能喚起

重視生態及友善動物的意識，同時也加入渡

假村目前實施的循環農業概念，如魚菜共

生、牛分區輪牧、黑水虻養殖等。除了動物

主題外，牆面還畫有許多台東在地生長的植

物，包括艷麗紅的羊蹄甲、南瓜葉的藤蔓、

火刺木的紅色果實、具白色星狀花朵的光果

龍葵、以及太陽花等植物作為背景點綴牆

面。

　生甡甦提到在進行夜間繪製動物時，聽到

了鴕鳥的叫聲，當時錯以為是侏儒河馬的叫

聲，因為聲音猶如遠方的雷聲，仿彿為日本

文學作品《蜜蜂與遠雷》中的情節，他當下

感覺憂鬱，故以較深的藍色作為河馬的主體

單一色，並以圓形筆觸繪製河馬的形體，完

成後的效果相當好，這也是他最喜歡的動物

作品。

　渡假村於92年成為臺北市立動物園的衛星

園區，為呼應渡假村長久以來照顧動物及重

視動物福利的努力，這些保育類草食性動物

成為藝術家創作的主要素材，完成後的彩繪

作品成為渡假村的吸睛亮點，到訪的遊客也

會在動物園區尋找這些可愛的明星動物，目

前渡假村也有提供餵食胡蘿蔔的活動。下次

到訪池上，除了經典的伯朗大道及天堂路必

遊外，歡迎來池上牧野渡假村生態彩繪弓箭

｜池上牧野渡假村駐村藝術家｜

姓名：生甡甦（甡音ㄕㄣ）

簡介：從事藝術創作有50年的時間，以

街頭藝術及油畫創作為主，擅長

人物肖像創作，過去學過寺廟繪

畫，池上生態彩繪牆為第一次在

大型牆面上進行創作。

牆住宿打卡哦！未來渡假村更會陸續推出許

多好玩有趣的小旅行，想知道更多訊息，請

加入FaceBook粉絲團「台糖池上牧野渡假

村」哦！

1

1.背景為艷麗的羊蹄甲花朵及桐花

2.鴕鳥為渡假村的園區明星動物，以圓形筆觸繪製地栩栩如生

1 2

1.以小雞和黑水虻成蟲傳達循環農業的概念

2.弓角羚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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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或缺的辦桌主菜，更是傳統筵席必備的鹹

點心。早年閩臺地區如果有弄璋之喜，就會

分送米糕及紅蛋給親友們分享喜悅，是道幸

福滿溢的佳餚。（「古早味桂冠米糕」每道

NT$350，每日推出，歡迎來電預約06-3373863

長園中餐廳。）

　主廚堅持古早味，使用4月收成的長糯米擺

放至9月之後才可使用，使米粒乾燥又富有彈

性，膨鬆不黏膩的口感，香味四溢。配合臺

南在地胡麻油爆香後，拌炒豐富配料，有紅

蔥頭、香菇、乾魷魚、五花肉、芋頭、蝦米

⋯等香氣層層堆疊，最後與長糯米一起拌勻

蒸熟。即日起至12月30止，凡至長園中餐廳點

用經典菜色，單筆消費滿2,000元以上，贈送

當週經典菜一道，歡迎闔家蒞臨長園中餐廳

共同品嚐長榮四分之一世紀的經典美味。

生聖品，散發出金黃色澤更加誘人，一口咬

下，光聽「喀滋喀滋」的聲音就知道口感多

爽脆，讓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今年12月底

前，只要預訂園內桂華園餐廳5,000元以上的

合菜，即贈送「江南限定版黃金泡菜」每桌1

份（價值280元），並提供免收入園門票優

惠，想要品嚐的饕客可千萬別錯過喔！訂餐

專線：06-6233888轉3100、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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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山埤金礦泡菜
限定激推
文│尖山埤江南渡假村 陳奇聖

　泡菜是許多人都非常喜愛的佐食，無論當

作開胃小菜、炒泡菜料理或是寒冬暖身的泡

菜火鍋。尖山埤江南渡假村主廚為了讓貴賓

都能吃得健康又美味，特別選用珍貴薑黃、

山東大白菜、蘋果泥等新鮮蔬果發酵，研發

出黃金比例且無化學添加物的黃金泡菜，吃

起來清脆爽口還帶有天然果香，酸辣適中的

口味讓老人及小孩都能接受。

　尖山埤江南渡假村的黃金泡菜除了「甘、

甜、酸、辣」的豐富滋味外，高纖又富含天

然發酵的益生菌，更是餐桌上開胃解膩的養

食光寶盒閃亮  古早味桂冠米糕 
文│台糖長榮酒店　黃美雯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食光寶盒」，每一

道料理都有可能開啟塵封已久的時光記憶！

長榮國際連鎖酒店走過四分之一世紀，集結

北中南5家分館、10位不同廚齡、不同菜系廚

師完成「傳承1/4世紀風華」菜單。15道經典

菜單中「古早味桂冠米糕」是南臺灣婚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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