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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糖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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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潮流‧垃圾變黃金－牡蠣殼投資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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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豬瘟延燒 政府人民一起守護臺灣豬／台糖與工研院共簽MOU 投資循環經濟 就是投資臺
灣／2018糖業文化節‧糖鐵創生與世界為友／智慧綠能循環住宅物業管理及共享平台交流論壇

豬事大吉 YES ，非洲豬瘟 NO
文│蕭光宏

時序進入2019，農曆歲次為己亥年，12生肖

當前我們能做的，至少自己的場子自己先顧

排到屬豬，所以犬離豚來的新年度，無不期

好，不要拖累同業友軍，行有餘力反而要照顧

待「豬」事大吉又大利、「豬」福大家萬事

這些豬隊友們，畢竟豬是活體，病毒都愛入侵，

興。

而病毒也是活體，它們可不會分辨只寄宿別家

然隱憂的是，豬年尚未到來，可怕的非洲豬

的豬，台糖的豬都跳過，所以臺灣的畜產同業

瘟卻已傳染到了亞洲，特別是防疫漏洞百出的

只能同舟一命，若臺灣豬隊友們真的淪陷了，

中國大陸，簡直可以用棄守來形容，而臺灣距

呼喊神仙援手，大概只剩多福自求，隔離健康

離大陸又僅是一海峽之隔，每年人流、物流往

豬，能留幾口是幾口。

來是以千萬次計，縱使臺灣防疫升級到滴水不

本期通訊有非洲豬瘟防疫的介紹，養豬最終

漏，仍然是戒慎恐懼，深怕一有不慎而潰堤。

雖為人所食用，然與其病痛掙扎傳染同類，寧

什麼是非洲豬瘟，本訊在此就不用多作介紹，

可殉道成為盤中佳餚，豬也算貢獻而善終。至

詳可參閱農委會網站，我們該關心的重點在於

於封面故事則介紹台糖政策亮點的推手們，這

該病目前無藥可醫，一旦豬染病，就是死刑，

些台糖菁英於台糖頃刻最需要智慧與付出的時

小竊喜是人畜無法直接傳染，大可怕是無可救

候，拿出看家本領，反覆審度，竭盡所能，發

藥的豬都死了，我們畜產會出現存亡危機，而

揮長才，貢獻所學，使得台糖在轉型蛻變有一

民生處處可見的排骨、腿庫、豬腳、滷肉、包

個漂亮的身影，未來前途仍然充滿荊棘，卜卦

子、肉圓、香腸等等，族繁不及備載肉製品，

難知，惟光窮己之力、殫盡其才，就足讓人動

全會消失不見，人民三餐會有重大改變，那可

容其上窮碧落下黃泉的威力，請看本訊小編們

就不能等閒視之，所以防疫等同作戰，是老生

採訪他們的戮力事蹟，那些非一蹴可幾的台糖

常談的口號，一點也無感，哪天吃不到滷肉飯，

亮點，是如何一步一腳印地築夢踏實。

防疫就如同金錢，不要把錢當錢看，應該把錢
當命看。

最後借用一隅周知讀者，台糖長期唯一的出
版品除了本訊之外，就是台糖年報，然這些都

台糖是國內最大的養豬戶，馬首是瞻當然進

還是環扣台糖人、事、物等而生，台糖成立73

入備戰狀態，特別金門驚見漂流豬後，還真的

年來，首度也是最專業的出版品即將於本（1）

驗出非洲豬瘟病毒，台糖跟臺灣命運一同，防

月16日誕生，那是一本論述跟地球暖化有關的

疫層級已拉到最高，畜殖事業部都聲稱豬舍目

書籍，即使台糖每10年出版的紀念特刊，都還

前只放過飛蟲，其他想進來的人畜，一律止步，

不及這本專業書的嚴肅課題與未來挑戰。台糖

唯一慶幸的是台糖養的豬不吃廚餘，豬食都是

追求企業永續，但沒有正常溫度的地球，遑論

台糖特調的飼料，至少降低另一層的傳染，但

人類的生存與企業的興衰，永續更可休言，大

廚餘攸關生態環境，真的又是一道難題。

概只能苟延，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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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糖亮點

點將錄

台糖目前致力推動轉型，每一項轉型都有一個或一群主政策劃人，
本次報導將就東海豐循環畜殖場兼太陽能、沙崙循環綠建築、
台糖農畜學院、牡蠣殼投資及海外投資等亮點計畫，進行專訪報導，
透過人物採訪，將該些亮點再次傳遞給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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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篇之一

養豬綠巨人 東海豐農業循環園區
文│秘書處 張軒豪、薛舒尹

受訪人│再生能源小組經理 吳耀煌

再生能源小組經理吳耀煌表示，可分為10棟20
區的畜舍、多功能展示中心、日處理量200噸
的沼氣處理中心、日處理量20公噸的堆肥處理
中心以及環境教育場所，並將台糖豬隻飼養流
程以長約22公尺玻璃參觀廊道的方式呈現。
「這是首座新農業的新典範！」吳耀煌說。
但興建「東海豐農業循環園區」並非一帆風順
，它遭遇到人力的不足、細部規劃設計上的溝
通、工程複雜度高、廠商投標意願低、公部門
對循環經濟新型態複合功能園區了解有限、大
「東海豐畜殖場」位於屏東縣長治鄉，鄰
近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原為傳統型的開
放式豬舍。隨著臺灣社會對於環境保護及生
活品質的高度期待，以及現今極力倡導的循

雨導致的工程延宕、法規的限制等等，縱使如
此，再生能源小組均努力克服。
此外，是否會有人力缺乏影響生產及後續沼
氣生產料源不足的問題？

環經濟產業模式，台糖公司決心投注6.9億元

「不會！」吳耀煌十分肯定的回答，他表示

，將東海豐畜殖場改建為一處兼顧畜牧生產

，「我們採用合作的方式，吸引青農返鄉，同

及環境永續雙贏的綠能豬場，預計2019年4月

時會以縣市的鳳梨皮、檸檬皮等農業廢棄物，

完成並開始試營運。

作為共醱酵之料源，不僅解決了農廢又產生能
源。」

東海豐綠巨人 即將動起來

「今年（2019年）6月就可以看到整個營運

完工後的「東海豐農業循環園區」，據台糖

的情況。」吳耀煌驕傲地說。

東海豐園區與改建豬舍
台糖再生能源

台糖再生能源
發展三大主軸

屋頂型
不利耕作地

太陽能光電
地面型

滯洪池

農作物＋太陽能
營農型
地方政府＋廠商與台糖共組能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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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豐沼氣中心及公用系統

問到如果東海豐順利發展起來，下一階段

吳耀煌表示，台糖公司的再生能源發展有

的計畫是什麼？吳耀煌回答：「我想東海豐

三大主軸，「第一個是沼氣發電，如東海豐

要先建造完成，讓它的商業發展模式運作順

豬舍之改建；第二個是太陽能光電，分為屋

暢，並作為一個產業的起點，之後再針對它

頂型與地面型，而地面型的，又分為『不利

運作的優缺點，去做未來規劃的發展。」

耕作地』與『滯洪池』；第三個則為『營農

吳耀煌提及台糖目前養豬的困境：「養豬本

型』，也就是農電共享。接著是推動能源服

來就有味道，過去是開放式的養豬，對於豬糞

務公司之成立，與各地政府合作，解決廚餘、

尿以傳統方式處理，對鄰近環境產生影響；東

過剩農業廢棄物問題，創造獲利的機會。」

海豐以密閉式負壓水濂及高床地板畜舍，透過

目前已完成共消化料源的初步盤點。

環控、除臭系統、自動餵料系統等設備來改進

在組織能源公司方面，吳耀煌說，依行政

養豬環境，做到容許範圍內臭味可以被接受，

院賴院長指示，成立一個能源服務公司，與

並讓民眾能逐漸認同畜產，未來更將以環境教

彰化、雲林、嘉義、屏東等農業大縣的洽談

育的觀點重新教育下一代。」

合作，再與廠商成立能源子公司，解決該縣
市農業廢棄物的問題，並把這些農業廢棄物

以東海豐帶動台糖轉型能源公司
吳耀煌認為現在是綠能產業發展的時機

拿來發電或多元利用；而發電後，將躉電賣
給台電，或者申請綠電憑證，自行賣電。

點，工業發展到一定程度需解決環保問題，

「投資或控股方式，有點像我們現在轉投

如同東海豐的完成，必定是種突破，這種改

資森霸電廠的方式，這樣盈餘就可以回到台

變整體的做法（Total Solution），建立好的畜

糖公司來。」吳耀煌說，「現在我們用新的

舍及環境，就是解決食安問題，並做到肉品

商業模式來看投資案的話，一定可以找到好

市場的區隔性。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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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不是偶然

努力耕耘創造契機

「辛苦總有代價，努力總有收穫。」在

東海豐展示中心與豬舍

訪談過程中，不斷提及教育與傳承，這也
許與他半工半讀的求學歷程有關。吳耀煌
自南光中學畢業後就進入台糖，又到成功
大學進修機電，接著到高師大研讀科學師
資培訓班，職場從紙漿廠、南州之後到越
南（台糖越台公司）建廠，這期間經紙漿
廠及新營飼料工廠自動化，民國89年任命
崁頂焚化廠經理，而後又擔任安環處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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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現階段的沼氣利用及再生能源籌備小
組的經理。
吳耀煌認為，人才培育是公司最重要的
基礎，當技術產生價值才會有未來前景，
他認為臺灣未來朝再生能源發展是一個機
會點，因為臺灣的能源高度仰賴進口，他
認同黃董的理念與方向：「投資台糖的循
環經濟，就是投資臺灣的大未來」。
吳耀煌認為善用人才整合，思考人力資

東海豐豬舍參觀區

源規劃，「就算是中文系也能成為太空博
士！只要有夢想，靠著努力與信心，就會
創造出未來的各種可能。」只要肯投入心
力，皆可以透過訓練、觀摩而得到成長。
吳耀煌強調，這是一個合作的時代，所
以未來的事業是合作的，不是單打獨鬥的
局面，合作對象不排除民間、國外、國內，
任何一個人，希望「台糖是合作的起點，
共同發展台糖的未來！」

東海豐循環經濟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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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篇之二

台糖興學育英才 合作畜殖普拉斯
台糖農畜學院
文│畜殖事業部

黃潔汶、農業經營處

陳盈潔

受訪人│畜牧系系主任 溫元文

受訪人│農經系系主任 蘇建元

台糖公司於去年開辦農畜學院，目前設有

資源，希望藉由自身的力量來做這件「對的

農經系及畜牧系，畜牧系訓練目的主要為提

事」。經過無數次的開會討論，大家從意見

高青農、畜產相關科系之學生及從事畜牧獸

分歧慢慢磨合至如今有共識，溫元文表示：

醫相關工作人員對養豬產業之瞭解，使其增

「創辦一個學校很不容易，但只要你想完成

加投入養豬產業之意願與專業職能。透過訪

它，全世界會以各種方式來幫助你」。

談該院畜牧系及農經系系主任，帶領大家一
探成立農畜學院背後的甘苦與願景。

養豬學有專精 農業促成合作交流

台糖公司設立農畜學院的動機於兩年前萌

去年農畜學院已成功地分別開辦養豬技術

生，起初設定為「養豬學校」，為使學院的

基礎訓練班以及專業訓練班，農經系開辦「

未來不侷限於養豬產業，也邀請農經處聯合

青農有機農業經營管理進階班」、「循環經

創辦，並請人力資源處訓練中心協助行政管

濟工作坊訓練班」及「土壤與肥料及友善環

理，才成立如今的「農畜學院」。一般談到

境管理技能講習基礎班」。身兼農經系系主

創辦學校，大家會聯想到教育部，但台糖公

任及農經處副處長蘇建元表示，農經系不只

司有產業的需求，也有相關的知識、場域等

在舉辦技術訓練課程，而應以更廣的視野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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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農業服務的角色。不同的班別有
不同的目標學員，不同學員的需求
也帶來許多不一樣的挑戰。
蘇建元說，「舉辦課程是技術服
務的一環，這是開始，我們要服務的
對象不只是參與課程的學員，還有有
志務農的青農、農業職校、大專院校
在學實習生，甚至是公司承租農戶，
台糖要作的是整合服務角色，從垂直

台糖農經系將定位為整合服務的角色，協助青農小農行銷蔬果

整合改變為水平整合，除訓練與技術
協助外，還有土地、行銷、銷售、資
材、契作、經營管理、農業資訊、冷
鏈物流等服務。」

新學年開班再升級
管理經營普拉斯
經過去年的經驗累積，農畜學院
預計今（108）年將繼續開班，並
增加經營管理培訓班，並與學界合

台糖副總經理王國禧為台糖農畜學院授課

作，為臺灣養豬產業及有機農業培
育更多優秀青農，解決人力老化斷
層問題。畜牧方面持續派員至國外
學習更新的畜牧知識及技術，使產
業升級；農業方面持續與農民緊密
合作，由青農聯盟社團平台及訪談
與青農交流，提供加值性農業服務
協助青農順利跨越門檻。
我們相信投資台糖，就是投資循
環經濟；投資循環經濟，就是投資
臺灣未來。

畜牧系之養豬實作課程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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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篇之三

翻轉對居住的質與值
沙崙循環綠建築
文│秘書處 薛舒尹

圖│土地開發處 陳俐真

「沙崙案原先只是想利用合建案銷售模式，

思維需要整個重新翻轉。「我們當初從國外

賣給研發中心的從業人員們一個安居的生活

的期刊雜誌、論文中尋找許多相關案例」，他

環境。」張榮吉提及沙崙循環綠建築的初始，

展示著手上那疊厚厚的資料：「同仁們做研

只是一個單純的合建案。

究寫心得，而後找來營造業、建築師以及建

在董事長黃育徵就任以後，對環境、土地

築系所學者，也有從荷蘭遠道而來的專家，於

提出了不同以往的看法，那就是「土地只租

106年6月辦了第一場國際論壇－循環經濟之

不售」政策，在這層思維的轉變後，導入了

建築實踐交流論壇，我們從來沒有辦國際論

循環經濟的理念，提倡「以租代售，提供安

壇的經驗，同仁唯一的想法是：把論壇辦好，

居的環境」，住戶可隨著家庭型態的改變，

而不是大拜拜。」

從單身到小家庭，轉換居住的空間也能是輕
而易舉的事。

「這是一個新鮮有趣的嘗試！」張榮吉提
及：「因為過去談的多半是綠建築與智慧建

循環經濟可導入不同的產業，「建築及營

築，台糖導入了循環的觀念，而『循環建築』

造業的資源消耗量約佔40%，廢棄物製造量也

也因此成了此建案的代名詞，直到後來輪廓

佔40%，在整個大環境看來，建築與營建業最

逐漸清晰，我們便將『循環建築』做一清楚

應該要改變其線性模式。」 張榮吉強調。

的定義。」

如何讓建築物達成零排放零廢棄的理念？

而後，台糖昂首跨出了循環建築的第一步。

不可否認，改變從源頭做起的確是困難重重，

「這個創新概念在業界中得到認同以後，

改變了規劃設計模式、商業模式，建築師的

接下來的挑戰是如何執行？」一般建物的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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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人│土地開發處處長 張榮吉

受訪人│土地開發處副處長 陳冠翰

受訪人│工程組組長張旺明

受訪人│工程組吳建志

命週期是從規劃、設計、施工、營運，到老

有所有權。「未來花博結束之後，荷蘭館會

舊後拆除。打破線性模式，讓建物循環，即

拆卸掉，將建築構件重新設計、加工，在月

是在設計之初，考量未來如何循環再利用，

眉糖廠重新蓋一棟符合不同需求的新建築。」

透過模組化設計，讓建材容易拆解，未來視

建築因此開始有了新的生命與故事，並符合

需求拆解重組。

當地實用的功能。「像是一個變形金剛！」
張榮吉做了有趣的比喻。

花博荷蘭館充分展示循環建築理念

台糖在推動循環建築的一年多期間，已辦

張榮吉談到花博荷蘭館，這是循環建築一

理過「循環經濟之建築實踐交流論壇」、「

段美麗的插曲。「我們拿1949年糖廠閒置在

循環經濟之租賃住宅交流論壇」、「木建築

倉庫中的檜木做為建築材料，重新設計整修

修復論壇」、「循環建築之預鑄工法及模組

再運用，甚至連刨下的木屑也能做為文創商

化系統應用交流論壇」、「循環建築在營造

品，都是零廢棄，讓大家清楚地球資源可以

產業的實踐」，而剛剛落幕的「物業管理及

一直被使用，這個概念容易被大眾理解。」

共享平台交流論壇」是以共享經濟上的資源

而建材銀行（BAMB, Building as material

分享概念，例如共享都市農園設計、以租代

bank）是循環建築的內涵，讓建築零廢棄，

買的家具家電等，以作為未來沙崙綠能循環

每個建材都要有身分證，也就是材料護照（

宅運作之參考。

Material Passport）。建築銀行是一棟暫時儲
存建築材料及設備的空間，只提供使用權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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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建築創首例 工程營運大挑戰

維護成本，得到最好的居住品質。「跟一般

張榮吉說：「臺北市都發局局長林洲民也

建商不同的是，房子賣掉後就結束了，未來

曾請我們去分享經驗，未來臺北社會住宅也

出租的話，責任維護都是在台糖。」陳冠翰

會導入循環經濟。他們要走的路就是我們現

強調，沙崙開始營運後，才是更大挑戰的開

在做的事！國內有許多相關營建、建築領域

始。

接觸到我們的訊息，獲得一些共鳴，找我們

沙崙循環建築入圍2018世界建築獎（WAF

去分享這個案例。我們也製作了『循環建築

Awards）住宅類項目，台糖循環建築已獲得

規劃指引』把我們想到的東西好好延續，未

世界的關注。「全世界目前沒有一個建築案

來還有2.0版...」

例，完全符合百分之百的零廢棄，光是鋼材

沙崙循環建築在現階段招標上跟其他公共工

要租賃就有問題，但未來若可以連鋼材都能

程一樣，因近期營建工程物資、工資上漲，也

走租賃模式，物以稀為貴，20年後我們就可

遭遇了三次流標，但張榮吉仍樂觀看待，這是

以看到那價值...也許沙崙我們可以做到30%，

對的方向，只是好事多磨！「要讓廠商改變的

但慢慢地其他後續的建案可以是50%或更

動力來自於獲利，我們在有限的條件下，提供

高！」張榮吉語氣中充滿著信心。

了經濟模式給他們。改變這條路很漫長，像瞎

張榮吉認為，台糖身為國營事業有一定的

子摸象一樣，政府政策目前僅有補助方案對我

使命感，現階段業界或許技術性上短期有些

們來說仍然不足。」工程組吳建志補充說明。

困難，但只是時間問題。改變設計的製程，

副處長陳冠翰緊接著談到，若是線性模式

就是減少資源浪費及耗損。「循環建築」在

蓋的房子，必然爭取最大的可售容量，會盡

臺灣形成了一股影響力，重新定義了對環境

量開挖地下室；然而相對現在觀念一轉變，

、房地產以及居住的要求，無論外界認為是

設計全部翻轉，沙崙案地下只開挖到一層，

冒險或是創新，這個典範無疑地走在國際矚

是最小的開挖量。樓上的容積率也沒有蓋滿，

目焦點中。

以達到最好的通風採光效果；且能以最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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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篇之四

觀察潮流 垃圾變黃金
牡蠣殼投資專案
文│企劃處

葉怡汝、秘書處

薛舒尹

受訪人│牡蠣殼投資專案經理 黃民生

「我的想法從小就和別人不一樣，越是沒
有人做我越要去做。」黃民生的開場白清楚
道出了他執行牡蠣殼投資專案初衷。確實，
牡蠣殼這種難以處理的廢棄物容易孳生蚊蠅，
其所產生的惡臭更讓人避而遠之，且回收後
的附加價值低，過去大部分多被任意丟棄。「
以前為什麼無法成為產業？只有以地下工廠
加工存在？因為大家都看不起，又髒又臭，
不知道資源的可貴」黃民生說。

話從蜆殼處理說起
當初黃民生的牡蠣殼回收應用靈感，緣起
於當時用來萃取台糖蜆精的殼。當時廢棄的
蜆殼是採用掩埋方式處理，他曾接洽相關廠
商，但該廠商卻告知蜆殼太硬無法燒成粉末
作為雞飼料添加，其附加價值不如牡蠣殼；
直到公司生產蠔蜆精，牡蠣殼循環經濟商機
再次引起黃民生注意。在黃董事長上任後，
拋出生技材料循環議題之後，黃民生提出甘
蔗渣等6個材料選項，其中牡蠣殼的選項與黃

牡蠣養殖生態產業鏈

董事長的理念不謀而合。
「臺灣獨特的牡蠣養殖方式與剝殼制度，
而又因台糖的生技產業也正積極找出路轉型，

投資專案評估初期，法令規章及居民反對

剛好有這個生技材料項目，故堆砌成牡蠣殼

是最先遭遇的困難點，牡蠣殼回收加工係屬

建廠本身就是循環經濟與在地連結創生的典

於新型態產業尚無前例可循，幾經波折後最

範，這一連串時機的巧合才正是我們積極投

後選擇生技事業部鄰近的乙種工業用地，因

入的原因。」黃民生語氣堅定的說著。

此解決廠址環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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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蠣殼的多元價值

另，居民擔心牡蠣殼廠蓋在住家旁造成污

大數據整合供應鏈 農業復興前景可期

染，台糖對症下藥，增加與地方意見領袖及

牡蠣殼投資專案建廠第一期是將廢棄牡蠣

居民溝通的深度與次數，強調廠房整體規劃

殼回收、加工製成碳酸鈣，並應用在肥料、

是委由工研院依據最嚴格的環境生態評估後

飼料、建料及造紙材料等；黃民生說原料溯

設計而成，生產過程會符合法令規範，以消

源管理需與牡蠣養殖戶地方農政單位及漁業

除居民環境污染疑慮。

署合作，以大數據整合國內養殖戶與洗蚵場
業者合作，建立原料供應鏈；產出端外與飼

觀察潮流不設限 迎著浪頭創新業

料公司、飼料公會合作，內部則與畜殖事業

現為牡蠣殼投資專案經理黃民生曾參與台

部、砂糖事業部、農經處合作。未來還可進

糖小港精煉糖廠及大林生技廠等重要建廠工

一步擴展應用在保健食品、美容保養品與醫

作，也曾外派德國受訓，紮實的建廠經驗加

藥原料上。

上工程師務實性格，其磨練出來的韌性，對

關於「牡蠣殼循環利用之機制」，幾乎從

於迎面而來的種種挑戰，永遠保持樂觀。他

無到有建立起來，從養殖到肉、殼、棚架等

說：「創新產業無法用傳統產業的思考模式

所有資源再利用，由農漁業開始，取代挖礦

面對，一切都是未知，應反求諸己，尋找對

破壞自然的方式，即將在建廠完成，成功產

的合作伙伴與團隊，將這個專案看作促成與

出原料後啟動。令人振奮的是，牡蠣殼加工

地球為友的良善，秉持這個信念，關關難過

廠專案目前除了內部專案人力以外，還增加

關關過。」

了策略合作夥伴—工研院，本案將借重他們

「在107年8月時一度想放棄，但823水災猛
然警醒，又看到已有公司在做蚵架回收成生

6000人團隊，其中包含了1500位博士協助牡
蠣殼建廠規劃。

質燃料，產業已經在做循環閉迴路了。」黃

農委會將減少廢棄牡蠣殼與再利用當成106

民生告訴自己，面對問題，調整好自己心態，

年十大政績，天下雜誌報導未來十大趨勢之

以終為始，樂觀以對。

一是循環經濟，結合環境資源思考生活方式，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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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蠣殼廠3D模擬圖

全世界與學術研究都無法忽視的大潮
流。在台糖投入牡蠣殼專案之前，每
年西部沿岸產生6~12萬噸牡蠣殼剩餘，
其中2萬噸仍是隨處丟棄，農民低價銷
售窯燒混合成水泥建材，水泥生產過
程中仍會排放二氧化碳等廢氣，隨著
環保概念意識抬頭，資源再生應用成
為顯學。

牡蠣殼廠3D模擬圖

況且牡蠣殼用途廣且多元，除了碳
酸鈣原料，依等級低至高可做為建材
用料、肥料、飼料、食用級碳酸鈣等，
「其中最有價值的部分，其實是『珍
珠胜肽』」。黃民生拿出牡蠣殼，指
著殼上發出彩色珍珠光澤說道。他說
牡蠣殼加工不僅是台糖的未來，也符
合國際潮流，是企業展現關懷世界與
地球的責任，但首要任務，完成興建

牡蠣殼

牡蠣殼加工廠即是地方環境生態改善
之實踐，創造廢棄物附加值與當地就
業機會，帶動地方產業升級。
後記：牡蠣殼生技材料廠，預定於今
(108)年建廠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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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篇之五

砂糖、咖啡、蝴蝶蘭
海外投資 農業新亮點
文│秘書處 張軒豪

受訪人│企劃處處長

圖│秘書處 陳建龍

顧孝柔

新產品，不僅提供國人優質的咖啡，協助宏
國咖啡小農改善生活品質，更回饋贊助興設
學校，樹立企業社會責任的典範，增進與宏
國的邦誼及貿易的緊密度。

海外投資的考量—
境外農業、配合政策與永續經營
在台糖公司五年轉型策略的計畫藍圖裏，

「對於海外投資，我們是以『境外農業』

「海外投資」是特別的一個項目，它朝兩個

的觀點、配合政府政策以及公司永續經營的

面向進行：一是「新南向投資」，二是「中

角度在進行的。」台糖公司企劃處處長顧孝

南美貿易」。

柔在敘述台糖公司海外投資的理念時如此表

以「新南向投資」來說，台糖公司把重點

示。

放在印尼、越南及泰國這三個國家；對越南

「臺灣的農業有90%以上是進口的，從國

，除經營有成之「越台糖業公司」、「台越

家及食品安全的角度，境外農業是非常重要

農產公司」外，希望再設一座年產30萬噸白

的，我們需要有確保進口實品來源是安全及

糖的精煉糖廠；在印尼，則看中印尼一年300

健康的機制。像日本，有很多的商社在全世

萬噸砂糖缺口的市場潛力，希望能設甘蔗種

界各地都有做相關的投資，所生產的農作是

植場及糖廠；至於泰國，則是希望與當地知

運回日本的，所以中美洲也好、新南向也好，

名兩儀糖業公司合作開發新生技產品。

我們是以『境外農業』的方向來進行的。」

至於在「中南美貿易」方面，目前表現亮
眼的則是引進宏都拉斯小農咖啡成為台糖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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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孝柔說。
除了「境外農業」的觀點，身為國營事業

砂糖是台糖「新南向投資」的重點，主要為印尼及越南

的台糖，更須配合政府政策及考量公司永續

當今印尼的政策，可帶動當地的就業，但

經營，在這三重考慮下，台糖公司選擇了砂

是，要種甘蔗就要大片適宜耕作的土地，

糖、咖啡、蝴蝶蘭這三項產品作為海外投資

要有灌排的設施，還要有運輸道路，甚至

布局的重點。

是港口，考量因素非常多而且複雜。如果
樣樣都要從頭做起，投資金額會相當驚人

「新南向投資」的重點—砂糖
砂糖是台糖「新南向投資」的重點，主要

，所以不得不慎重。」
5萬公頃土地難以取得也是原因之一。

看中印尼與越南。台糖公司結合民間業者於

「根據在越南發展糖業的經驗，我們向印

民國83年在越南成立了「越台糖業有限責任

尼提出5萬公頃土地的要求，是為了保證甘

公司」，因製糖效率優良，多次獲得越南政

蔗料源穩定以確保糖廠的正常營運，才能

府頒發獎狀，成為台糖公司海外投資設置甘

達到規模經濟，但是兩年多了，一直沒有

蔗糖廠成功的典範；如今配合政府推動「新

回應。」顧孝柔有些無奈的表示。

南向政策」，希望在這良好的基礎上，研議

那麼有什麼解套的方式呢？顧孝柔說：「

評估一座年產30萬噸白糖的精煉糖廠，供給

土地提供若有困難，印尼有糖廠要投資改

越南國內市場。

善的，我們可以買股份或者談技術合作也
可以。」顧孝柔進一步補充說：「一月份

克服阻礙！
與印尼保持聯繫 尋求合作空間
但在印尼，台糖公司則遇到了阻礙。其中
印尼的國家政策及基礎建設不足是因素之

台糖也要和農委會去看一下，因為不管怎
樣，政府的南向，一個印尼、一個越南，
是南向裏頭的重點，我們要持續尋找合作
空間，不斷保持聯繫！」

一 。 顧 孝 柔 說 ： 「 『 種 蔗 +製 糖 +煉 糖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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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台糖廠甘蔗種植契約農場

宏國咖啡有名聲 再以台糖蝴蝶蘭試探南
錐市場水溫
再將焦點轉向台糖的「中南美貿易」策略上，
除了宏都拉斯小農咖啡外，目前台糖初步規劃想
將臺灣蝴蝶蘭推廣到「南錐共同市場」。
「南錐共同市場」或稱「南方共同市場」（
Mercosur or Mercosul，西班牙語：Mercado
Común del Sur、葡萄牙語：Mercado Comum do
Sul）是巴西、阿根廷、烏拉圭、巴拉圭等四國簽
署區域貿易協定所建構的市場，並陸續加入智利、
玻利維亞、秘魯3個夥伴聯繫國。
「南錐共同市場」就面積及人口而言僅次於北
美自由貿易區及歐盟，會員國整體生產總額將近

台糖將以蝴蝶蘭試探南錐市場水溫

7,500億美元，居世界經貿組織及國家之第4位，
其廣大之市場及未來之經濟實力均對世界之經貿
發展有重要影響。
顧孝柔表示，臺灣蝴蝶蘭產業在台糖公司的催
生之下，目前年產值已高達新臺幣30億元，同時
也是臺灣可以在全世界叫得出名號的花卉。「董
事長希望能結合上下游業者，把臺灣的蝴蝶蘭攻
向南錐市場，他們對花卉喜愛的程度很高，是一
個可以開發的市場。」在初步規劃下，顧孝柔表
示，台糖公司將於2019年去巴拉圭佈展試探市場
水溫。
台糖公司以一個觀點（境外農業）、兩個面向
（「新南向投資」與「中南美貿易」）、三個產
品（砂糖、咖啡、蝴蝶蘭）構築出其海外投資藍
圖，雖然有新南向投資上的阻礙以及開拓中南美
洲南錐市場的未知風險，卻彰顯出其強烈的企圖

宏都拉斯小農採摘咖啡果實

18

144卷1期．108/1/10

心與積極的能動力。

精華篇

台糖亮點‧築夢踏實
文│編輯部

本刊透過訪談亮點計劃的主持人，一五一十忠實呈現台糖轉型蛻變過程，這其中包含如何突破
困難與挑戰，終於雲開月出，開創新的格局，並一步一步邁向夢想目標。以下表格是整理五大亮
點之訪談內容，讓讀者一目瞭然亮點之精華所在。

台
轉

糖

東海豐農業
循環園區

台糖
農畜學院

沙崙循環
綠建築

牡蠣殼
專案投資

亮點
特色

臺灣首座養豬
循環園區，包
含畜舍、功能
展示中心、沼
氣處理中心、
堆肥處理中心
、畜舍玻璃參
觀廊道及環境
教育場所。

全臺首創農畜
課程，同時開
辦養豬技術及
農業經營管理
之訓練班。

全球首座循環
聚落，以共享
經濟為主要概
念，從建築體
到內部家電傢
俱皆採用租賃
模式。

臺灣首座新式
生產型的「牡
蠣殼生技材料
廠」，廢棄物
變資源，協助
產業升級，開
創正向循環的
創新產業。

以「境外農
業」的觀點，
結合台糖三
種產品（砂
糖、咖啡、
蝴蝶蘭），
構築海外投
資藍圖，積
極拓展台糖
品牌。

現況
落實

目前興建進度
已達40%，預
計於108年4月
試營運。

107 年 度 已 辦
理養豬技術訓
練 班 3班 及 青
農經營管理進
階班1班。

入圍2018世界
建築獎（WAF
Awards）獲得
國際矚目。

材料廠已開始
動工，預計於
今年底建廠完
成，約於109年
5月試營運。

引進宏都拉
斯小農咖啡，
並協助宏國
小農改善生
活品質。

東海豐始營運
後期冀結合台
糖其它豬舍之
改建，共築台
糖再生能源轉
型目標。

畜牧方面，與
學界合作，培
育高階經理管
理人才；農經
方面，持續與
青農學員緊密
結合，提共農
業加值服務。

動工後預計陸
續辦理營建相
關之論壇，同
時接洽物業管
理產業端，達
成共享經濟模
式。

以大數據整合
原料供應鏈，
未來進一步擴
展保健、美容
及醫療藥品之
應用。

拓展中南美
洲「南錐共
同市場」

型

計

亮

點

劃

未來
發展

海外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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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糖業文化節

糖鐵創生 與世界為友
文、圖│土地開發處

2018糖業文化節在萬眾矚目下於12月份熱鬧登場，舉辦的形式不僅跳脫單純的在
地糖廠文化色彩，選擇與更多地國家進行鐵道文化交流，而且還創新突破的運載
英國Dougal火車頭來臺展出，展現了台糖公司走向國際、與世界接軌的企圖心。

1

1.與會嘉賓於Dougal火車頭、台糖的德馬機車頭、650號蒸汽機車
頭前合影
2.「臺英鐵道文化交流暨嘉年華活動」與會嘉賓於活動入口意象
處合影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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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3

3.「糖鐵機車頭國際論壇」國內外的鐵道專家齊聚一堂，分享各國窄軌
鐵道的維護經營現況及未來發展
4.「糖鐵機車頭國際論壇」邀請英國、法國及日本等國擁有台糖火車頭
的業者與會，並舉行掛牌儀式

糖鐵機車頭國際論壇

蒂維耶交通博物館的董事約翰保羅巴倫斯

今年的糖業文化節由12月7日在蒜頭糖廠舉

（J e an-Pau l B al e ns i） 、 工程師西里爾歐奇

辦的「糖鐵機車頭國際論壇」揭開序幕，首度

（Cyril Ocquident）、日本河北町中央公園的

盛大的邀請英國、法國、日本等國擁有台糖公

武田敏夫先生、遠輕町丸瀨布森林公園小玉浩

司火車頭的業者，以及國內的鐵道學者專家，

史先生。為了讓國外貴賓體驗臺灣糖業鐵道文

前來共同分享窄軌鐵道的維護經營現況與未來

化，特別安排貴賓們從蒜頭糖廠五分車站搭乘

發展。緣於英國威爾普蘭菲爾鐵道公司擁有一

糖鐵五分車來到論壇的舉辦地—蒜頭糖廠介壽

輛台糖公司的德馬175火車頭，該公司火車頭

堂，開幕時還播放鐵道迷製作的英國「Dougal

運行的軌距與糖鐵五分車一樣同為762毫米，

蒸汽火車頭」來臺紀錄片，讓大家為之感動不

因此牽起雙方窄軌鐵道交流的情誼，而這樣類

已。

似的情誼亦同時發生在法國、日本與台糖公司

「糖鐵機車頭國際論壇」還特別舉行掛牌儀

之間，顯示糖鐵足跡遍及海外，藉由本次糖業

式，由董事長黃育徵和國外貴賓們一起親手掛

文化節的交流活動，更進一步搭起世界窄軌鐵

上各國的國旗牌，隨後還一一頒贈糖鐵的火車

道之情誼。

頭銘牌給各國貴賓代表，並致詞歡迎國內外的

本次邀請的國外貴賓包括英國威爾普蘭菲爾

貴賓及學者專家蒞臨參加，期望藉由本次的國

鐵道公司的秘書長麥瑞禮（Michael Reilly）、

際論壇，與外界共同努力，保存並宣揚窄軌鐵

董事安德魯查曼（Andrew Charman）、法國皮

道，同時亦說明糖業鐵路僅代表糖業文化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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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1.「臺英鐵道文化交流暨嘉年華活動」與會嘉賓觀禮剪影
2.董事長黃育徵與W&LLR公司秘書長麥瑞禮(Michael Reilly)
互贈紀念禮物

部分，希望大家能夠透過這個契機，往後能夠

列，當三台火車頭共同鳴笛亮相、啟動前進的

更加全面地瞭解糖業文化。

那一刻，吸引了現場爆滿的民眾爭相拍照留
念，掀起了本場活動的最高潮。而各大事業部

臺英鐵道文化交流
接下來則是於12月8日起舉辦兩天的「臺英
鐵道文化交流暨嘉年華活動」，首日在精采的

也參與糖鐵遊行車廂的佈置、共同行銷台糖，
現場並設置異國特色美食及文創市集，伴隨著
街頭藝人表演及音樂饗宴共同炒熱氣氛。

原住民鄒族優遊吧斯開場舞蹈表演後，播放了
英 國 威 爾 普 蘭 菲 爾 鐵 道 公 司 主 席 （ Steve

虎尾糖廠開工祈福

Clews）對本次活動之祝福影片，隨即進行正

12月9日特別安排貴賓參訪虎尾糖廠製糖工

式的姊妹鐵道締結儀式，由董事長黃育徵與英

場開工典禮，在醒獅隊熱烈歡迎下進入會場，

國 威 爾 普 蘭 菲 爾 鐵 道 公 司 麥 瑞 禮 （ Michael

後續的祈福儀式、拋甘蔗儀式及虎尾福安宮糖

Reilly）秘書長雙方簽署姊妹鐵道合作備忘錄並

廠媽祖駐駕繞境，都讓貴賓留下深刻印象，最

互贈紀念禮物，進一步加深了臺英雙方鐵道交

後還前往觀賞目前唯一糖廠運蔗五分車（最

流的情誼；而遠道而來並經臺、英技師共同修

慢）與高鐵（最快）之世紀交會點，讓國外貴

復而能重新行駛的英國Dougal火車頭為本次活

賓感到不虛此行。

動最重要的交流象徵，在蒜頭糖廠五分車站前
與 台 糖 的 德 馬 機 車 頭 、 650號 蒸 汽 機 車 頭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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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製糖慶典熱鬧壓軸
2018糖業文化節的壓軸，則是12月15、16日

4

在雲林虎尾糖廠舉辦的「虎尾製糖慶典」，在
蔗糖飄香的氛圍下，現場不但有充滿文藝氣息
的蔗香音樂會及蔗香市集，還有糖業文物館、
紅磚酒精槽的深度文化導覽，以及愛糖DIY、
搭乘模型火車等精彩的活動，在愉悅的氛圍中
喚起民眾對糖業的甜蜜記憶，也為2018糖業文
化節畫下美好句點，但下一個2019糖業文化節
也正引領著我們繼續向更崇高的目標邁進。
5
3.Dougal火車頭與台糖的德馬機車頭、650號蒸汽機車頭一同啟
動前進
4.各國貴賓齊聚於虎尾糖廠載蔗五分車前合影
5.英國Dougal火車頭吸引大批民眾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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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方 捎 來的感謝
譯│土地開發處

英國威爾普蘭菲爾秘書長麥瑞禮來信
親愛的黃董事長：
本次糖業文化節我對您和您優秀的土地開發
處籌備團隊的感謝之意溢於言表，不論是在文
化節的籌備期、熱鬧奔騰的節慶中乃至於簽署
儀式，我們都被您們的支持、協助還有熱情的
款待深深地打動。
由於我先前長年在政府部門的工作經驗，我
可以想像您在籌備這些國際協議、訪問和會議
英國威爾普蘭菲爾秘書長Michael Reilly（中）

需要經過的多少的作業和時間，甚至是犧牲週
末休息時間只為一切能盡善盡美。在我們眼
裡，這次的活動不僅進行得十分順利，所有工
作同仁的友好、禮貌和熱情更使我們難以忘
懷。
這次我們有幸能直接認識副總經理陳秀姬和
處長張榮吉的優秀團隊，但也遺憾地有些默默
耕耘的人我沒能一一問候，或僅能在很短的時
間打個簡單的照面，包括那些為了使蒜頭糖廠
在週末呈現最好的樣貌的工作人員，還有盡力
讓Dougal完美運作的火車頭團隊，他們真的十
分傑出。
我們受到許多善意的協助，尤其在一個星期
一的傍晚，您的同仁甚至遠從臺南抵達我在臺
北下榻的飯店，只為確保我所購買的德馬零件
能親自送到我手裡。
對我們來說，能夠與如此盡職盡責且具有高
組織效率的台糖公司簽署合作協議，無非是我
們的榮幸和榮耀。期待能持續發展我們之間的
合作，也歡迎您們未來能來威爾斯坐坐，感受
我們最溫暖的款待，謝謝您。
Michael Reilly
2018/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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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皮蒂維耶交通博物館來信
黃董事長：
以 Jean-Paul Balensi 和 Cyril Ocquident 的名
義，我想對您邀請我們參加臺灣糖業文化節的
邀請表示熱烈的感謝。
我知道本次活動非常成功。您把我們的客人
視為貴賓，他們在那裡被照顧得很好。我們能
有機會和來自臺灣、日本和英國的代表聯繫，
這是一份真正的榮耀。
以法國皮蒂維耶交通博物館名義，我再次感
法國皮蒂維耶交通博物館貴賓Jean-Paul Balensi

謝你們。我們想讓您知道Ainsley Chen 和翻譯
人員的支持都非常寶貴。
未來若有機會接待您到我們的博物館更加了
解我們的鐵路和博物館，這將會是我們的榮
幸。我們一定會非常誠摯的招待您，但是由於
我們協會的財政資源非常有限，恐怕無法做到
像您招待我們規模。
今後我們會隨時替您解答您的疑問，並協助
您保護和進行糖鐵遺產的工作。
黃董事長，請接受我們鐵道最好的問候。
館長 Sébastien Delefortrie
2018/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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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丸瀨布森林公園小玉浩史來信
翻譯│政風處 高愉珺

蘇建元先生：
能有這麼貴重的契機受邀參加前幾日的台糖
國際論壇，並且就丸瀨布的往後發展給予珍貴
的指教，實在是感謝不盡！
10號當晚，我們平安順利地返回丸瀨布，並
且就昨天行程中的細節進行工作報告。
丸瀨布森林公園小玉浩史

與大家共度晚餐的時候其實就有提及到，我
們深切感受到你們對於臺灣所舉辦的地方活動

蘇

建元

様

先日は、台糖国際フォーラムにお招きいただき貴重な機会を
いただきますとともに、丸瀬布地域の今後に繋がる貴重なご
教示を賜り、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0日の夜、無事丸瀬布に帰町し、昨日行程中の詳細につい
て、職場報告をさせていただいたところです。
晩餐会会場でもお話しいたしましたが、台湾全体が地域のイ
ベントを愛し、且つ地域の歴史や文化を守ろうとする意識な
どを充分に感じ取った貴重な5日間でありました。
今回、このような機会をいただきました事に、心より感謝を
申し上げます。
蘇様におかれましても、今後とも日中交流に益々ご尽力、ご
健勝いただきますとともに、更なるご活躍をご祈念いたしま
す。

的關愛，以及對於這片土地的歷史、文化所抱
持的守護精神，真的是非常珍貴的5天行程。
能夠藉著這次機會參與論壇活動，打從心裡
表示深深的感謝。
期望今後也能與蘇先生一同致力於日中交流
的促進，使它更加地活躍。
最後，本次訪台期間受到董事長以及全員的
關照，麻煩幫我向他們傳達請多多指教的感謝
之情。
真的相當感謝你們。

また、今回の訪台期間に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会長様をはじ
め、全ての皆さまに、よろしくお伝えいただければと存じま
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角度體驗臺灣、感受臺灣的風土人情。如果有

丸瀬布

機會的話，期待可以再次相會。

小玉

※次回は別な角度で台湾の雰囲気を満喫すべく、夫婦にて台
湾を訪れたいとおもいます。機会がありましたら、是非また
お会いできたらと思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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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糖開工

善糖開工

順遊深緣及水

文│善化糖廠 黃吉賢

圖│砂糖事業部

1

2
1.拋蔗儀式
2.總經理及黃市長等人揮毫吟誦

擁有113年製糖歷史的善化糖廠，107/108年

一同參訪台南區處資產活化的和風宿舍區「深

期製糖開工祭祀典禮於107年12月12日隆重舉

緣及水」文化園區，並安排專人導覽解說臺灣

行，儀式由台糖公司總經理管道一偕同砂糖事

古典文學之祖沈光文紀念會館及南亭曲水流觴

業部執行長蔡東霖、台南區處經理兼善化糖廠

景觀。

廠長羅清達等連袂主持，臺南市新科市長黃偉

預訂製糖作業至108年3月中旬完工，總開工

哲、市政府文化資產管理處林處長喬彬、嘉南

日約97天，預估採收甘蔗238,560噸，預估產糖

農田水利會會長楊明風、善化區長方澤心、臺

率9.2％，可生產本土二號砂糖約21,848公噸及

南市議員及鄰近糖廠里長、善化商圈發展協會

10公噸的古早糖，由於今年單位面積產蔗量較

等在地士紳均出席觀禮共襄盛舉，是日吉時舉

高，且甘蔗糖度較去年好，預料製糖成績將比

香祝禱祈福，並舉行隆重拋蔗儀式，正式展開

去年好。

107/108年期製糖開工。隨後特別邀請與會貴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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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糖開工

首邀外賓觀傳統拋蔗儀式
虎糖開工祈福遶境
文│虎尾糖廠 劉宏哲

圖│虎尾糖廠

祈福儀式

虎尾糖廠107/108年期製糖開工典禮於107年

有的味道及景象。107/108年製糖期從107年12月

12月9日正式舉行，董事長黃育徵、雲林縣新

至108年3月中旬，預計生產甘蔗原料24萬噸，

科縣長張麗善及英國、法國及日本鐵道專家一

產出約2.2萬噸的本土二砂糖，五分車穿梭於虎

同出席，董事長黃育徵致詞時表示，目前台糖

尾等地，將吸引許多鐵道迷等候拍照及追逐小

除進行轉型策略與循環經濟外，也致力於生態

火車的身影，另外12月15及16日於同心公園舉

等多方面發展，未來將與縣政府合作，增進對

辦2018糖業文化節虎尾製糖慶典，介紹台糖的

社會的助益。縣長張麗善亦表示，期待雲林縣

過去現在與未來及目前轉型策略與循環經濟，

政府和台糖公司合作將虎尾鎮打造成糖都。

並邀請糖藝人表演及許多與糖有關的活動。

開工慶典中邀請虎尾鎮鄰近各級學校民俗表
演，展現台糖為地方和諧溫馨之企業，開工典
禮的重頭戲拋蔗儀式亦邀請外賓參與，體驗本
土風情。另恭請福安宮糖廠媽駐駕及遶境廠
區，祈求本年度製糖開工期順利及從業人員平
安健康。
國內唯一的五分車載運甘蔗駛向第111個年
頭，敲響了三個多月的製糖期，這是虎尾鎮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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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蔗儀式

非洲豬瘟延燒
政府人民一起守護臺灣豬
文│畜殖事業部 李敬佳

非洲豬瘟疫情在中國大陸持續蔓延，距離臺
灣較近的福建已淪陷，臺灣政府部門也不敢大
意，不僅祭出違規攜帶入境罰則，最近更修法
提高裁罰金額，也動用災防手機訊息發布緊急
警報，提醒民眾重視非洲豬瘟的嚴重性。非洲
豬瘟到底是什麼？政府為何要大動作防治？小
編特地為大家整理幾項非洲豬瘟的重要訊息，
一起來了解可怕的「非洲豬瘟」。

瞭解非洲豬瘟
非洲豬瘟病毒，1921年首次於東非的肯亞
發現，本來疫情只存在於非洲大陸，但隨著
交通科技和跨國貿易的高度發展，病毒也因
此搭上「全球化」的入侵便車，1957年傳到
歐洲的葡萄牙，到了60年代傳進西班牙，接
著並「大舉入侵」法國、荷蘭、義大利等西
歐國家。2007年，遠在高加索地區的喬治亞
共和國也通報了非洲豬瘟。之後病毒很快地
向北竄入，並透過車臣共和國進入了俄羅斯
本土。而2018年在中國大陸爆發，為亞洲第
一個感染地區。
非洲豬瘟與豬瘟都是由病毒引起的一種高
度傳染性之惡性豬隻疫病，非洲豬瘟病毒屬
於DNA病毒，而豬瘟則屬於RNA病毒，感染非
洲豬瘟的豬隻發病特徵為發高熱及皮膚呈現
紫斑點，全身內臟出血，尤以淋巴結、腎臟
和腸黏膜最明顯，病程分甚急、急、亞急與
慢性等四種。甚急性：發燒、突然死亡，無

圖片來源：行政院農委會動植物防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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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糖於官網上露出防堵非洲豬瘟訊息

其他症狀。急性：高燒、食慾尚有、死亡前

動物衛生組織（簡稱 OIE）列為應通報疾病，

食慾廢絕、呼吸快、精神不良、四肢、耳、

目前在非洲、歐洲、中國大陸等地都列為疫

皮膚發紺、嘔吐、下痢、死亡，為期 7 天。

區。根據行政院農委會動植物防檢局資料指

亞急性：發燒， 3-4 星期。慢性：病狀不明顯

出，自2005年以來，總計有非洲29國、歐洲

，持續數月。疫病潛伏期為4∼19天，致死率

17國、亞洲1國，向 OIE 通報國內出現非洲豬

可達100%。

瘟疫情。

根據行政院農委會動植物防檢局資料指出

中國疫情方面，從8月初遼寧發現首起非洲

，非洲豬瘟病毒存在於環境時間，可於冷藏

豬瘟確診病例後，疫情就迅速蔓延開來，累

豬肉存活100天、冷凍豬肉1,000天、豬舍1個

計至2018年12月24日為止，中國通報OIE及公

月、糞便室溫11天，而且不怕酸鹼、低溫，

告於中國農業農村部網站之非洲豬瘟疫情，

病毒非常強悍。該病以「接觸傳染」為主，

已經蔓延至23省市區、累積101起病例。傳播

可經由廚餘、節肢動物、動物分泌物或排泄

原因主要有三：包括異地調運、廚餘餵食豬

物、車輛及人員夾帶等途徑傳播，造成家豬

隻、豬隻載運車輛及販運人員攜帶病毒後，

及野豬的急性、惡性傳染病，雖然不會感染

未經徹底消毒進入其它豬場。

人類，但是人類會成為病毒的傳播途徑。由
於目前尚無藥物可供治療及疫苗施打，而且

台糖全力守護臺灣豬

所有品種和年齡的豬隻都可能感染，一旦發

非洲豬瘟防堵工作是「長期抗戰」，臺灣

現疫情，只能採取撲殺、掩埋或化製處理病

雖有臺灣海峽自然屏障保護，但當前中國大

死豬防堵病毒擴散。因此，政府及相關業者

陸已淪陷，在疫情未消除之前，國人與政府

無不上緊發條、全面戒備。

要共同為保護臺灣豬的健康、品質努力，全

非洲豬瘟在台灣屬甲類動物傳染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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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防疫觀念更需強化、落實。

業者應注意事項
1.養豬業者自中國大陸返臺時須消毒及隔離1週。
2.航空及郵輪公司應將廚餘殘羹銷燬。
3.養豬場內餵飼之廚餘，須符合蒸煮熟安全條件（達90℃，持續1小時）。
4.發現豬隻異常應立即通報（02-23431401,0800-039-131）。
5.因仍無藥物可供治療及疫苗施打， 只能採取撲殺。
另外，依據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45條之1修正案自107年12月14日生效的新規定，旅客違規攜帶
動物產品入境的罰則已提高為新臺幣1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又針對各界質疑裁罰基準不夠嚴
格一事，農委會表示，自107年12月18日0時起，自3年內發生非洲豬瘟國家地區攜帶豬肉產品未主
動申報遭查獲者，調整為第1次罰20萬元、第2次以後罰100萬元。民眾切勿以身試法。

畜殖事業部執行長鍾得華表示，一旦非洲
豬瘟流入臺灣，豬隻就必須全面撲殺，而且
無藥物可供治療及疫苗施打，不僅會影響國
內的養豬戶生計，還會衝擊國內豬隻需求，
甚至會造成民生物價波動，包括豬肉相關製
品的價格都會上漲。
鍾執行長坦言，非洲豬瘟若進到臺灣，造
成的經濟損失絕對超過口蹄疫，原因在於口
蹄疫有疫苗可施打，但非洲豬瘟已流行傳播
快要100年歷史，至今仍無藥可醫。
鍾執行長表示，防堵第1道防線是海關自陸
、海、空全面防堵，包括民眾不可攜帶肉製
品回臺、養豬業者也不可走私豬隻，第2道防
線如台糖等養豬戶，在人車、飼料等方面也
要自我嚴格控管。
另外，在豬隻食用的飼料部分，台糖表示
，過去原本使用自中國的原物料，目前因為
嚴格檢測，已禁用部分原料。且人車進入台

非洲豬瘟防疫宣導海報

糖全臺18個養殖場，也是嚴格控管，員工若
前往中國等非洲豬瘟疫區，回臺1週內不得進
入養殖場，避免病毒傳入，而各式車輛如化
製車等也要全面消毒才能進出。

144卷1期．108/1/10

31

氣候所致 全球下修產糖量
糖價跌後走揚創新高
文│砂糖專業部 侯怡如

一、國際糖價交易回顧與走勢圖

糖價反彈收盤於10.42美分/磅。9月最高價位於

107年9月紐約國際粗糖價格呈現震盪上漲後

9月13日11.80美分/磅，最低價位於9月27日9.83

再震盪下跌態勢，9月初因受到巴西與歐盟對

美 分 / 磅 ， 最 高 與 最 低 震 盪 幅 度 16 . 6 9 % ( =

天氣擔憂影響，糖價有所支撐震盪上漲，從9

(11.80-9.83)/ 11.80*100%)。

月4日收盤10.64美分/磅，上漲至9月5日收盤

107年10月紐約國際粗糖價格呈現震盪上漲

10.89美分/磅，然而受制於印度產量增加，9月

後再小幅震盪下跌態勢，10月初因受到美國墨

6日 漲 勢 減 退 ， 糖 價 震 盪 下 跌 ， 當 日 收 盤 於

西哥加拿大貿易協議提振農產品市場因素影

10.80美分/磅。而後，因技術面呈現利多訊

響，以及巴西雷亞爾幣值上漲影響，糖價從10

號，糖價反彈，連續兩個交易日震盪上漲，於

月1日盤中最低點11.03美分/磅持續上漲，連續

9月10號收盤11.20美分/磅。隨著巴西雷亞爾幣

七個交易日持續上漲，10月9日刷新七個月高

值疲軟打壓糖價，9月11日從七周高位跌落，

位，收盤於12.97美分/磅。而後巴西雷亞爾幣

當日收盤於11.18美分/磅。9月13日粗糖價格受

值持續波動，國際粗糖價格於10月10日因巴西

到技術性買盤推動，當日盤中最高點來到11.80

雷亞爾幣值走弱而稍微承壓，當日收盤於12.85

美分/磅，收盤於11.68美分/磅。下一個交易日

美分/磅，之後巴西幣值仍持續走強，糖價漲

9月14日糖價先漲後跌，因收盤前幾分鐘出現

勢不減，連續三個交易日上漲，10月15日收盤

獲利了結糖價急挫6%，當天收盤於11.16美分/

於13.43美分/磅。然而，因受到預期巴西產量

磅。持續受到巴西雷亞爾幣值疲軟與印度預期

可能減少，以及印度病蟲害恐削減產量，國際

出口強勁影響，9月17日糖價震盪下跌，當日

粗 糖 價 格 在 10月 16日 收 跌 於 13.25美 分 /磅 之

收盤於10.63美分/磅。隨後四個交易日，糖價

後，再度連續三個交易日上漲，於10月19日收

進入小幅整理，價格於10.43美分/磅至11.10美

盤於13.89美分/磅。10月24日因受巴西產量減

分 /磅 之 間 波 動 ， 於 9月 21日 收 盤 10.84美 分 /

少影響，國際粗糖價格穿過14美分/磅的阻力

磅。9月下旬，印度批准提高對農民的甘蔗補

位，盤中最高點來到14.24美分/磅，當天收盤

貼，以及對糖廠提供運輸補貼，鼓勵糖廠出口

於14.01美分/磅。次日10月25日粗糖價格從九

至少500萬噸粗糖，引發糖價大幅下挫，9月26

個半月高位回落後，又因巴西總統大選已確

日收盤於9.90美分/磅，9月27日當日盤中最低

定，投機性買盤減弱，巴西雷亞爾幣值漲勢亦

點來到9.83美分/磅並收盤於10.05美分/磅。最

減弱，粗糖價格連續五個交易日下跌，當月最

後一個交易日9月28日則受到空頭回補帶動，

後一個交易日10月31日收盤於13.19美分/磅。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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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2018年9月1日∼2018年11月30日國際糖價表
震盪幅度

9.90

4.11

29.34%

308.86

218.26

90.60

29.34%

387.70

311.70

76.00

19.60%

9月均價

紐約粗糖

美分/磅

10.77

13.18

12.79

14.01

期貨價

美元/公噸

237.51

290.67

281.93

美元/公噸

326.79

361.97

343.21

期貨價

11月均價

價差

單位

倫敦白糖

10月均價

收盤最高價

商品種類

收盤最低價

資料來源：台糖公司每日糖價試算表

圖表 2：紐約粗糖期貨價格走勢圖

資料來源：台糖公司每日糖價試算表（單位：美分／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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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最高價位於10月24日14.24美分/磅，最低價

12.96美分/磅，11月7日糖價受助於美元走軟，

位於10月1日11.03美分/磅，最高與最低震盪幅

相對巴西雷亞爾幣值走強，當日收盤於13.01美

度22.54% (=(14.24-11.03)/ 14.24*100%)。

分/磅。然而，預期供應增加，糖價於11月8日

107年11月紐約國際粗糖價格呈現震盪下跌

跌至四週低位，當天收盤於12.84美分/磅，又

後再反彈態勢，11月1日因投機者重新買入，

美元再度走強，9日再收跌於12.73美分/磅。隨

價格攀升至關鍵技術水準之上，盤中最高價來

著巴西中南部糖量落後影響，糖價受到提振，

到13.54美分/磅，當天收盤於13.19美分/磅。而

11月12日盤中觸及13.16美分/磅，當天收盤於

11月2日受到商品市場普遍走強影響，糖價上

12.94美分/磅。因全球基本面仍供應充足，11

漲，當天收盤於13.44美分/磅，隨後到巴西雷

月13日糖價下跌，收盤於12.61美分/磅，而後

亞爾幣值走弱，糖價震盪下跌11月6日收盤於

糖價進入盤整，11月14日至19日於12.53美分/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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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4：世界砂糖概況表
製糖期

2018/19

生產量

180,488

消費量

2017/18

圖表 5：2018/19製糖期主要生產國增產量與減產量表
減產國

2018/19與2017/18
差異

增產國

2018/19與2017/18
差異

歐盟

-1,781

古巴

+575

泰國

-1,674

差異量

差異百分比

182,703

-2,215

-1.21%

178,316

175,423

2,893

1.65%

2,172

7,280

進口需求量

59,356

58,694

662

1.13%

巴基斯坦

-515

可供出口量

60,410

59,686

724

1.21%

俄羅斯

-458

期末庫存量

93,363

92,245

1,118

1.21%

庫存消費比(%)

52.36

52.58

過剩/短缺

2018/19全球產量180.488百萬噸
2017/18全球產量182.703百萬噸

資料來源：ISO（2018 November）（單位：千噸粗糖值）

資料來源：ISO（2018 November）（單位：千噸粗糖值）

至12.98美分/磅之間波動。11月20日隨著原油

差為76.00美元/噸，震盪幅度約為19.60%，上

價格大跌，糖價承壓，當天下跌收盤於12.46美

述資料與每月均價並列於圖表1，紐約粗糖期

分/磅。隨後糖價再度進入震盪下跌區域，11

貨價格走勢圖詳見圖表2，倫敦白糖期貨價格

月27日盤中最低點來到12.32美分/磅，收盤於

走勢圖詳見圖表3。

12.34美分/磅。11月28日受到原油價格反彈影
響，糖價上漲收盤於12.84美分/磅，29日收盤

二、世界砂糖概況

於12.87美分/磅，最後一個交易日30日則收盤

國際糖業組織（International Sugar Organiza-

於12.84美分/磅。11月最高價位於11月1日13.54

tion,ISO） 於 2018年 11月 底 發 佈 預 測 報 告 ，

美分/磅，最低價位於11月27日12.32美分/磅，

2018/19年期開始不到兩個月的時間，ISO砂糖

最 高 與 最 低 震 盪 幅 度 9.01%(=(13.54-12.32)/

市場統計資料已經出現了重大變化，相較於八

13.54*100%)。

月時期的統計數據，2018/19製糖期剩餘量，從

2018年9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間，紐約

674.7萬公噸下修成217.2萬公噸。而2017/18製糖

粗糖期貨收盤價最高價為14.01美分/磅，最低

期的剩餘量也從859.7萬公噸下修至728萬公

價為9.90美分/磅，兩者價差為4.11美分/磅，震

噸。

盪幅度約29.34%。倫敦白糖期貨價最高價為

在這個即將到來的榨季，全球生產量不再有

387.7美元/噸，最低價為311.7美元/噸，兩者價

望擴大產量，從2017/18製糖期全球砂糖產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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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8千2百萬餘噸，回歸到2018/19製糖期總生產

三、砂糖增產國生產概況

量為1億8千餘噸。此歸因於諸多生產國下修產

相 較 於 2018年 8月 時 估 計 ， 全 球 砂 糖 產 量

量所致，例如：巴西、印度、歐盟、巴基斯坦

2018/19製糖期下修為1億8千餘噸（下修量約

等國下修產量，這樣大規模的調降生產量，是

472.7萬噸），當中，ISO下修了巴西（減少220

無法被小幅增產所互相抵銷。按照過去慣例，

百萬噸）、印度（減少200萬噸）、歐盟(減少

氣候依然是影響生產的主要短期因素，重大而

75萬噸）、巴基斯坦（40萬噸）等砂糖生產大

不可預測的氣候災害，將會影響未來10個月的

國的總產量。

食糖收成。

2018/19製糖期比起上一個年期，古巴增產

2017/18製糖期全球消費量已預料增長289.3

57.5萬噸。歐盟減產178.1萬噸，泰國減產167.4

萬噸，增幅為1.65%。相比之下，最近一期製

萬噸，巴基斯坦減產51.5萬噸，俄羅斯減產

糖期增長率為1.73%。該預期增長率與10年平

45.8萬噸。匯整如圖表5。

均值1.67%一致。
在貿易方面，儘管推論出口商出口量預計下

四、總結

降，但ISO仍期待全球可供出口量將溫和地增

由於2018/19製糖期主要生產國紛紛下修產

加72.4萬公噸，（即增加1.21%），全球可供出

量，ISO亦提供2019/20製糖期初步的看法，以

口量達到6,041萬公噸。這樣的成長可歸因於出
口商在庫存動態上有重大的改變。在2017/18製
糖期，增加將近有750萬公噸的庫存，而預計
2018/19製糖期庫存增加量則不會超過125萬公

全球總生產量和總消費量的觀點來說，該年度
預計會出現200萬噸的赤字水平，這意味著在
世界砂糖市場產量消費循環中，食糖剩餘的階
段可能宣告結束。

噸。同時，相對於全球進口需求量則溫和成長
1.13%，目前評估全球進口需求量為5935.6萬公
噸，而上一季則為5968.6萬公噸，連續兩個製
糖期皆為貿易順差，而大部分的貿易順差來自
於白糖，必須強調的是，這些貿易順差餘額大
部分留在印度，如果印度糖業界和政府無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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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ember 2018.

不願出售這些剩餘的白糖，貿易順差的現象就
可能會消失。世界砂糖概況詳見圖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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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糖與工研院共簽MOU
投資循環經濟 就是投資臺灣
文│編輯部

台糖公司與工業技術研究院於於107年12月4

次長曾文生多所肯定台糖

日共同簽署「策略合作夥伴意願書

曾文生次長表示：「英雄要有用武之地，這

（MOU）」，宣布雙方將就「循環經濟」以

件事很重要；今天要恭喜工研院，也要恭喜台

及「綠能科技」的議題深化技術交流與合作，

糖公司，你們找到了彼此！我看台糖公司可能

並秉持「經濟用循環，繁榮新臺灣」的理念，

是這幾年就國營事業新議題來看，比其他的國

號召更多夥伴支持台糖、投資循環經濟，等同

營事業還要多，這一點當然是黃董事長的關

投資臺灣、投資未來，共同引領臺灣邁向資源

係，他做這一件事是理所當然，事實上在國營

永續循環利用的未來。

事業做到不容易！」

MOU簽署當天，台糖董事長黃育徵、總經

除了肯定工研院和台糖公司的合作案外，曾

理管道一率領多位公司主管前往新竹工研院中

文生進一步表示要在短期內成立一個循環經濟

興院區，與工研院董事長李世光、院長劉文雄

人才的媒合平台。曾文生說：「坦白說，台糖

及各單位主管共同簽約；經濟部次長曾文生更

和工研院的合作，經濟部是沒有花很多的力

特別撥冗出席見證12月4日下午在工研院舉辦

氣，那我們（經濟部）可能要花一些力氣讓工

的雙方簽約儀式，肯定台糖公司與工研院簽署

研院找到更多的合作對象，讓台糖找到更多身

MOU是一個很好的合作模式與組合。

懷絕技的人，讓台糖有更多發揮的空間，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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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次長曾文生（中），工研院院長劉文雄（左）
與台糖董事長黃育徵（右）共同簽署合作意向書。

覺得這些相關的工作，經濟部是可以做一個平

舊的經濟模式」以及「獨善其身，各過各的經

台的，那我覺得短期之內，就循環經濟的觀念

濟模式」。

來做，是非常適合的。」
曾文生在致辭的最後感謝工研院及台糖公司
的付出；對於台糖公司，曾文生說：「我都聽

線性經濟三大高破壞現象
加速世界盡頭的到來

說了，台糖公司的同仁週末都要出來開會等等

黃育徵進一步說明，他認為「利益被私有

的狀況，也感謝很多路人甲跟無名英雄的努力

化、被民營化，但成本與風險公有化」使得地

與貢獻！」

球在承擔人類無法負擔的風險，所以導致很多
污染問題、氣候變遷的問題，黃育徵稱此為

落實SDGs 循環經濟是必走的一條路

「線性經濟的高破壞現象」。

「循環經濟是臺灣必然要走的一條路！」台

第二個「線性經濟的高破壞現象」是「過度

糖公司董事長黃育徵在記者會上致詞時如此表

依賴資源的計劃性汰舊的經濟模式」，黃育徵

示，他認為主要是因為一百多年來以GDP導向

指出，企業靠賣更多的產品生存，但賣更多的

的成長發展模式無法反應台灣未來的發展和目

產品，意謂著需要更多的原料，他形容：「就

標，只有推動2015年聯合國通過的SDGs（Sus-

像一個沒有開關的水龍頭，不斷的不斷的會有

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永續發展目標）才

原料一直出來，那在這個水缸裏面已經溢出來

能正確反應一個國家在社會、環境、生態各方

了，已經造成許多污染，現在不把開關關掉的

面的需求與發展，「因此，SDGs會是臺灣未來

話，我們只是在處理溢出來的廢棄物，是沒有

重要的發展的國家政策，也會是與其他國家共

辦法解決所有的問題，所以計畫性的汰舊，也

同的語言，而循環經濟正是落實SDGs最重要的

是線性經濟一個很嚴重的結構性問題。」

策略。」黃育徵如此強調。

線性經濟第三個嚴重問題是「獨善其身，各

黃育徵為了強調循環經濟的重要性，他歸納

過各的經濟模式」，換句話說，就是企業關起

出三個線性經濟模式破壞性的致命缺點，這些

門來，生產自身所需產品，排放的廢棄物以付

缺點包括「利益被私有化、被民營化，但成本

費的方式處理。

與風險公有化」、「過度依賴資源的計劃性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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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車滿載溫暖
環保水球減塑倡導
2018 台糖公益路跑
文│企劃處

循環經濟強調共生共榮
投資循環經濟，就是投資臺灣的未
來！
在列舉三大線性經濟缺點後，黃育徵董
事長以此反證循環經濟的優越性：「但是
循環經濟的背後是不一樣的，它是需要大
家共生共榮，知道如何共享資源的經濟模
式，這也是今天我們在這裏的原因之
一。」黃育徵表示，希望透過與工研院的
雙方合作，帶入循環經濟的精神，把國際
的思維帶進來，實體上更能夠引入產官學
研及其他民營企業的共同合作，讓循環經
濟的合作引擎越滾越大，社會各界一起投
資循環經濟，大家共榮共利。因為循環經
濟是追求永續、與大自然共存的重要經濟
模式。致辭最後，黃育徵強調「投資循環
經濟，就是投資臺灣的未來！臺灣的能量
無限，這需要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此外，台糖指出，過去這幾年與工研院
已就沼氣發電、化妝品優化之生技醫療、
牡蠣殼碳酸鈣建廠等循環經濟議題展開合
作，未來雙方合作的議題會進一步拓展至
循環生技園區規劃、再生能源、冷鏈物

107年12月9日（週日）清晨6點左右，參加
「2018台糖公益路跑」的跑者們逐漸聚集在高
雄花卉農園中心大草原，邊享用著大會提供的
簡易早餐及薑母茶，邊整裝等待開幕典禮，在
總經理管道一及橋頭區區長陳振坤等貴賓鳴槍
後正式開跑。

敬老甜在心

流、生醫科技、資源循環、綠能節電、以

台糖公益路跑活動已邁入第四屆，今年的公

及數位轉型等主題，並將依循 Joi nt Ve n -

益主題為「敬老甜在心，為愛啟程」，公司特

合資公司的模式展開國際合作，於

為每位跑者捐出50元等值台糖物資，本次共捐

國內建立國際型的公司，以期成為世界級

出16萬元等值的物資予華山基金會以及高雄市

的標竿企業。

仁愛之家。當日活動也邀請華山基金會的長輩

t 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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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總經理與荷蘭實習生一同DIY動手製作實用水球倡導減塑觀念
2.「多喝水，沒塑！」實用水球DIY宣傳海報

們搭乘糖鐵五分車，很多阿公阿嬤都是第一次

多喝水，沒塑！

坐五分車，感覺好新奇，到了橋頭糖廠，高雄

今年特別一提的是，除了公益活動之外，配

區處同仁體恤阿公阿嬤走不動，貼心租車載大

合推廣循環經濟、友善環境，並宣導減少使用

家遊橋頭糖廠，講述地景故事，請他們吃冰，

一次性塑膠製品，特別在會場設置了「多喝

阿公阿嬤笑得很開心，直說以後還要再來橋頭
糖廠玩。

水，沒塑」的活動攤位，推廣少用一次性塑膠
容器觀念。總經理特地為本活動錄製影片於現
場及網路播放教導環保水球的做法，現場並邀
請跑者利用海藻酸鈉及乳酸鈣等成分現場製作
可食用環保水球，前100名排隊民眾還獲得免
費材料包。公司期望藉此推廣生活減塑，號召
民眾一起從生活中一點點的改變為環境盡一份
心力，讓地球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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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綠能循環住宅
物業管理及共享平台交流論壇
文│台南區處 何晨筠

1

2
1.沙崙循環住宅之假日市集
2.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專門委員王金棠
分享臺北市公共住宅案例

循環經濟是政府「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積

通訊及生活便利等功能；在共享經濟上則著重

極推動之發展策略，主要透過產品的重新設計

於資源的分享，如以租代買的家具家電、共享

與商業模式的改變，提升資源使用效率，達到

交通、共享空間等，除將資源利用最大化外，

減少廢棄物、避免環境汙染的目的，並以「使

透過住戶間的互動及交流，打造出租屋市場美

用權代替所有權」的概念，配合綠色、永續等

好的社群體驗。

新思維，推動產業創新及轉型。而將循環經濟

台糖為推動循環建築已陸續辦理一系列論壇

落實於建築規劃設計時，比起綠建築、低碳建

活動，包含「循環經濟之建築實踐交流論

築更著重於建材的模組化，以及回收再利用特

壇」、「循環經濟之租賃住宅交流論壇」、

性，還需導入節能、食物循環、雨水回收、智

「木建築修復論壇」、「循環建築之預鑄工法

慧管理、共享平台與創新商業模式（以租代

及模組化系統應用交流論壇」、「循環建築在

售）等，除有效減少營建廢棄物、降低開發帶

營造產業的實踐」等，本次論壇延續上述，在

來之環境負擔外，亦創造出更優質、健康、安

循環經濟導入營建產業之相關議題進行延伸，

全之永續生活環境。

並著重於探討後續之住宅管理及居住者使用面

且隨著資訊與通信科技（ICT）產業的進步
及臺灣社會對環保意識的抬頭，國人對於智慧

向，以作為沙崙智慧綠能循環住宅園區未來營
運之參考。

生活、共享經濟的期待也愈來愈高，未來智慧
綠能循環住宅在物業管理上將整合雲端科技、

論壇聚焦共生共享

物聯網為一套社區管理系統，除讓日常生活更

為配合公司推動循環經濟政策，使循環經濟

趨智慧化外，亦兼顧到安全、健康、節能、e

落實於未來租賃住宅開發，台南區處於1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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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綠能循環住宅物業管理
及共享平台交流論壇邀請卡

10月19日於善化糖廠員工活動中心舉辦「智慧

循環建築發展，為地球環保盡一份心力。

綠能循環住宅物業管理及共享平台交流論
壇」，由羅清達經理主持，廣邀產、官、學界

來賓熱烈討論

提供多元意見

專家學者共襄盛舉，聚焦討論「智慧住宅物業

專題演講引發來賓熱烈的討論及迴響，充分

管理」、「共享平台」及「廢棄物循環」等議

發揮論壇交流之目的，如黑水虻培育、廚餘堆

題。在智慧住宅物業管理上，新都興資訊股份

肥、資源回收處理等產生之惡臭是否影響住

有限公司總經理葉武霖介紹360。 實景導覽、

戶，成為社區厭惡設施？郭英釗建築師指出本

BIM-3D、APP等新科技導入智慧物業服務平

案ECO-HOUSE（含黑水虻成蟲室、廚餘沼氣設

台，使管理更趨系統化，使用更趨便利化；臺

備等）設置於住宅園區中庭，而垃圾及廚餘回

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專門委員王金棠以臺北市

收處理室則設於地下一層集中處理，並配有完

公共住宅為案例，分享建築規劃設計特色、智

善通風設備，不影響居住品質；另與會物管公

慧社區發展、公宅智慧管理雲等，作為沙崙智

司建議社區廚餘可向環保局交換有機培養土，

慧綠能循環住宅園區之借鑒。在共享平台上，

落實資源循環，環保局林健三局長亦表示贊

玖樓共生公寓共同創辦人潘信榮介紹以空間營

同。此外，與會來賓對都市農園未來之營運管

造、物業管理及社群經營為導向的全方位新型

理尚有疑慮，本區處土地開發課將諮詢農業相

態租房服務，並強調社群互動之共創、資源交

關部門之意見作為後續營運管理之參考。

換之共享及生活、工作之共生，使租屋不再冷
漠，重拾人與人間應有的熱情與溫度。在廢棄

期開創國內循環住宅新起點

物循環上，南華大學榮譽教授陳世雄介紹黑水

「沙崙智慧綠能循環住宅園區開發案」係將

虻活用於廚餘回收之永續農業，以落實生態循

循環經濟理念導入，兼顧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

環；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局長林健三分享臺

的住宅開發，從規劃設計、工程施工、居住者

南市推動循環經濟之廢棄物處理規劃，並肯定

使用介面至物業管理皆有別於一般傳統住宅，

台糖在廢棄物循環之行動。

期盼開創國內循環住宅的新起點，除透過舉辦

另為擴大宣傳「沙崙智慧綠能循環住宅園區

一系列有關循環經濟之論壇外，並期冀藉由本

開發案」，亦邀請九典聯合建築師事務所郭英

次「智慧綠能循環住宅物業管理及共享平台交

釗建築師，介紹本案建材銀行／護照理念、創

流論壇」，再次引起建築及物業管理業界的共

新商業租賃模式、健康居住環境、共享平台互

鳴及參與，推動臺灣未來住宅開發朝向循環再

動模式等規劃設計手法，使大眾對建築產業導

生及人本健康之發展。

入循環經濟理念有更具體之瞭解，期帶動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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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農法下的原鄉風味
瓦歷斯．貝林與綠生自然生態農場
文、圖│農業經營處 顏大和

綠生自然生態農場的經營模式
民國96年離開政壇的瓦歷斯．貝林回到南投
縣仁愛鄉老家務農，結合部落農民發展自然農
業，道道地地作一個小農。
瓦歷斯．貝林的自然農業師承韓國自然農業
協會會長趙漢珪先生，趙會長的自然農業是順
應自然規律，不把人類的行為強制放到作物及
畜禽的身上，不運用各種化學肥料或藥劑催化
作物的生長，而是創造自然、適宜的環境條
件，讓它們發揮出自己固有的潛能，如此，不
但可提升農產品的品質與產量，亦可減少生產
資源的浪費。其次就是當地取材，活用當地有
益的微生物，促進作物與畜禽的生長發育，不
盲目地使用化肥等「外來物質」。另充分利用
大自然各種生物之間的相生、相剋關係，締造
農場內部資源相輔相成充分發揮作用，而不是
｜瓦歷斯•貝林｜
南投縣仁愛鄉眉溪部落賽德克族人，臺灣原
住民族政治人物，81年起陸續當選第2屆、

以現代農業強硬手段干涉、破壞生態的平衡。
107年2月2日下午由董事長黃育徵率領王副

第3屆、第4屆及第5屆中華民國山地原住民

總經理、畜殖事業部、農業經營處及雲嘉區處

立法委員，95年出任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等單位拜訪位於南投仁愛鄉眉溪部落，以循環

主任委員，106年獲立法院高票同意擔任第5

農業、自然工法打造的綠生自然生態農場。步

屆監察委員，於107年1月24日請辭監委，回

入農場，由農場主人瓦歷斯．貝林及其夫人艾

鄉持續打造循環不息自然生態農場。

碧引導、介紹該農場動、植物配合自然生態及
活用內部資源與當地資材生產及養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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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董事長黃育徵率領王副總經理、畜殖事業部、農業經營處及雲嘉
區處等單位拜訪綠生自然生態農場
2.自製水溶性鈣與水溶性磷酸鈣，直接施用農作物葉面，以增加農
產品之產量及甜度

該園區農作物肥份來源，係利用園區內樹

薑、蒜⋯⋯等天然材料製作營養液，天然飲食

葉、農作物殘體及生、熟廚餘與收集當地菇類

生產健康優質的產品，建立「巴萊．豬」、

培植廢棄包充分攪拌、翻堆、熟化製成的有機

「巴萊．蛋」品牌。

肥。園區內農作物生物製劑防治方法則採用繁
殖當地微生物與有機肥混合後施放土壤內，提

瓦歷斯．貝林工作價值與期望

昇土壤有益菌，減少有害菌，打造健康土壤，

瓦歷斯．貝林不藏私地分享作物栽培利用養

使作物生長健壯，增加抵抗力，病蟲害自然不

菇木屑廢棄包及農作物下腳等製成有用之堆

會發生。另自製水溶性鈣及水溶性磷酸鈣等噴

肥，再回歸土地及應用於禽畜飼養群睡覺之醱

灑於作物葉面吸收，補充生長過程不足之微量

酵床及整腸等方法與利用蛋殼＋醋酸及碳化骨

元素。

頭＋醋酸製成水溶性鈣與水溶性磷酸鈣，直接

園區內飼養有當地山豬和桃園黑豬配種而成

施用農作物葉面，增加農產品之產量、甜度及

之「混血豬（瓦歷斯．貝林稱之為巴萊豬）」

品質，提昇農產品的價值並利用便當取得在地

及蛋雞（瓦歷斯．貝林稱之為巴萊蛋），豬、

有益微生物後，再利用米糠加以培養，使建立

雞舍採用自然對流、通風良好之拱型屋頂，坐

在地有益微生物等技術誠是肯定與值得學習。

向採用日照充足方位，豬、雞之休息及活動基

最後，他更期望後續更多人參與該農場各項

礎則採用一層深厚自製有機肥添加有益菌之發

活動，願意公開分享作物栽培與禽畜飼養的技

酵床，豬、雞糞一排泄出來立即被醱酵分解，

術，並期許大家共同打造循環不息的農業環

不會產生臭味及造成環境汙染，山豬除有充份

境，減少對土地與環境破壞，堅持守護臺灣這

的活動空間及健康溫床，並於豆渣、骨粉、玉

塊土地生態環境，另期望部落小農優質食材，

米等飼養飼料中添加用艾草、當歸、肉桂、

有機會與台糖合作順利推向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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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咖啡˙一個希望
文、圖│商銷事業部

2

1

1.台糖與IMPACT咖啡合作，協助宏都拉斯希望中學建校
2.每月1-7日高鐵車廂販售台糖宏都拉斯咖啡

商品行銷事業部配合外交政策，幫助友邦宏

另近來更與IMPACT咖啡合作，把咖啡部分收

都拉斯咖啡小農任務，用比較合理價格購買，

入再回饋至咖啡產地，已在宏都拉斯偏遠莫拉

減少中間商剝削，從此事業部開始深入並持續

桑省的伊索提斯社區重新整修一所提供7至11

了解咖啡產業。2017年8月，台糖同仁與國內

年 級 學 程 的 學 校 並 招 生 ， 預 計 2019年 3月 開

咖啡師遠飛到中美洲友邦宏都拉斯探訪，進行

學；除提供師資、教材、書籍、文具，還規劃

了一趟奇妙的旅程，帶回不一樣的咖啡故事。

「社區領導青年發展計畫」課程，從教育著手

宏都拉斯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與氣候孕育出

培養在地青年領導力與生活技能，這遠比單純

優質的咖啡，是世界第五大咖啡出口國。小農

協助提升收入來得重要且更具效果與意義。

勤奮、樂觀，堅持有機栽植、不使用化肥與殺

當您在品嚐一杯台糖宏都拉斯小農咖啡時，

蟲劑，在高海拔環境，以咖啡殘渣製成有機

正與台糖一起前往宏國興建學校，這不僅是一

肥，產出的咖啡口感樸實、果香、回甘香醇。

杯風味極佳具有溫暖的咖啡，也將是一杯能改

經咖啡業者品評及杯測後，發現有別於一般商

變世界的咖啡！希望有共同理念的消費者、機

業豆，具有精品之等級，令人驚艷的台糖宏都

關、企業一起加入我們，一起透過咖啡貿易來

拉斯高地小農咖啡就此誕生。

改變遠邦小農社區的發展，點亮咖啡小農的希

台糖自宏都拉斯進口咖啡豆後，於當地設置
辦事處，派駐專人從咖啡種植、生產等源頭即
加以管理、掌控，確保台糖咖啡原料的安全與
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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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與未來。

尖山埤展溫暖
薑餅屋DIY助弱勢慶聖誕
文│尖山埤江南渡假村 陳奇聖

台糖公司關懷社會公益不遺餘力，為幫助弱
勢家庭歡慶溫馨聖誕節，台糖尖山埤江南渡假
村特別安排於107/12/15日舉辦「聖誕薑餅屋
DIY」公益活動，實踐回饋社區的理念，本活
動邀請北臺南家扶中心莊淑惠主任帶領85位受
扶助的親子一同遊園賞景、聽導覽解說、搭遊
園小火車及遊湖畫舫，並帶領親子攜手製做聖
誕薑餅屋，過程溫馨又有趣，讓弱勢家庭提前
感受聖誕節氛圍並傳遞社會溫暖。

台糖休閒事業部為了落實「施比受更有福」

家扶中心莊淑惠主任表示，本次薑餅屋公益

的理念，自發成立愛心社，主動號召社員募集

活動讓北臺南家扶中心受扶助的弱勢親子報名

生活物資，並由台糖休憩事業部副執行長胡聰

非常踴躍，因為平時這些弱勢家庭的生活非常

年、江南渡假村副總經理古清南代表致贈予家

的不容易，父母親忙碌於生活，很難有機會帶

扶中心物資銀行。當日愛心社社員也帶著家人

孩子們出遊，透過本活動可以讓弱勢家庭在江

一起參與本次公益活動，並帶領弱勢家庭一同

南美景中舒緩身心，增進親子感情，覺得非常

製作聖誕薑餅屋，讓公益活動順利圓滿地完

有意義，並感謝台糖公司用心幫助弱勢族群。

成，也讓台糖人的愛心與正能量持續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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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山埤迎財神 新春送純金
文、圖│尖山埤江南渡假村 陳奇聖

每逢春節各地一片喜氣洋洋，尖山埤江南渡假

表演外，還舉辦義賣小市集及財

村也不例外，除了園內各類討喜的年節花卉紛紛

神爺送樂透等活動，尖山埤江南

迎春見客之外，還準備各式應景的豐盛年菜讓貴

渡假村從早熱鬧到夜晚，春節

賓們大快朵頤，當然，春節所舉辦的各項精彩活

活動讓人逛不完。

動，亦是吸引遊客來園走春的原因之一。
今年春節有別於以往，園區年節氛圍更加熱

今年的尖山埤江南渡假
村春節較往年更加的熱鬧

鬧，尖山埤江南渡假村自大年初一至初四舉辦

豐富，漫步園區內步步

「尖山埤迎財神、天天送純金」春節活動，贈

有表演、處處是景點，

送999純金財神紅包袋，除價值不菲外，還具

非常適合帶全家人一

有開運、招財的意涵，透過每日2場活動贈送

同走春，感受不同的

給現場的幸運來賓，為遊客增添喜氣與財氣。

年節熱鬧氣氛。

老少咸宜的春節表演節目當然也不能少，不
但聘請知名川劇變臉女王、西洋魔術秀、樂團
Live Show、吉祥物迎賓舞及多位街頭藝人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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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年歲末精省 豬事圓滿賀年
文│台糖長榮酒店

黃美雯

歲末年終就搶這一波，台糖長榮酒店年終推
出食宿最優惠專案，讓民眾年底舒適、開心過
好年！「2018旺年回饋」平日住房專案，即日
起至2019年1月31日止，預訂豪華雙人房優惠
價只要NT$2,888（不含早餐），期間住房還特
別加送「旺年好禮包」，內含台糖公司旗下明

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止，大型宴會廳推出

星商品台糖蠔蜆精、台糖生技蘭花面膜、台糖

每 桌 N T $ 7, 9 9 9 、 N T $ 8 , 9 9 9 、 N T $ 9 , 9 9 9 、

乳酸菌等，為讓旅客有額外驚喜，凡入住房客

NT$10,999，不同菜色筵席任企業挑選，歡慶

姓名中如有「王」、「年」、「全」、

之餘，企業消費滿十萬元以上另送加碼贈品，

「圓」、「滿」相關諧音字者，都可以NT$600

包括有吃遍天下自助餐券或O’Fun原創料理美

加購價享用豐盛的自助早餐買一送一，讓您一

學餐廳餐券以及豪華雙床住宿券等；為鼓勵企

次入住愉快完成吃飽、睡飽美夢，迎接2019年。

業多利用平日舉行尾牙春酒活動，更規劃「指

台糖長榮酒店「豬事圓滿賀豐年」尾牙春酒

定日」特惠方案，使用指定日每桌筵席再折扣

專案，是年底企業、雇主慰勞員工最好選擇，

NT$1,000，以更節省的預算，賓主盡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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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外國技師來臺 承襲農機操作技藝
農機操作保養訓練班
文、圖│砂糖事業部虎尾糖廠

謝明哲、歐政忠

農機操作保養訓練班前往馬光農場示範三板犁操作

台糖承衣缽

辦理農機訓練課程

課程包含書面授課和現場實習。

在農業時代，台糖公司過去以外銷砂糖替國

農機操作保養訓練班針對已進入台糖之機耕

家賺取外匯收入進而帶動國家發展，然而外銷

駕駛與維修人員，特別著重於三板犁犁具介紹

並非一件容易的任務，這一切都歸功於台糖員

及調整與操作控制方法。事業部副執行長賴明

工細心種植培育及精湛製糖技術而生產出優良

德向各參訓人員講述國內砂糖市場的困境及生

產品。台糖為了甘蔗種植及栽培管理與砂糖生

產目標，強調砂糖販售業務除了目前品項外，

產技術投注不少心力，培養各單位人才與技術

必須加強開發具有附加價值的產品，自行開拓

開發以及海外蔗作技術交流，也開啟甘蔗種植

新型商品市場及客戶。訓練班聘請中華農業機

機械化。隨著時空轉移，在前線種植培育甘蔗

械學會林峰吉顧問擔任講師，林峰吉顧問也特

的前輩們大多已屆齡退休，許多技術經驗等著

別邀請MORO ARATRI外國原廠技師來臺解說該

新生代來傳承衣缽，砂糖事業部面對技術斷層

公司三板犁簡易故障排除，更安排前往馬光農

問題，事業部原料生產組組長陳漢坤積極辦理

場親自示範三板犁操作，以及和事業部各原料

種植與栽培管理技術相關訓練，特別於十月及

課參訓人員進行意見交流，讓農具使用成效能

十二月在虎尾糖廠虎尾農工股舉辦農機操作保

達最佳效果。

養訓練班與農用曳引機操作保養訓練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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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輕學子

一展長才

近年來台糖公司廣招新進人員，107年11月
初加入砂糖事業部的機耕駕駛如同尚未雕琢發
光的寶石，砂糖事業部希望建立新進員工對農
機駕駛與農具操作及各項保養觀念，舉辦為期
兩天的農用曳引機操作保養訓練班。事業部蔡

2
1.北港強鹿技師何文慶實地示範日常行前檢查事項
2.善化農工股股長黃順興講解農具附掛調整及安全觀念教導

執行長特別親臨訓練班並向各學員說明砂糖事
業部經營策略，也勉勵學員將來能夠一展長才
創造新技術。另邀請善化原料課農工股黃順興

行長鼓勵學員在台糖的日子裡要多觀察、學

股長在現場介紹農具與講解農具附掛調整流程

習、吸收不同知識與發現工作中的問題並且積

及安全觀念教導並以過去自身經驗闡述農具附

極解決，讓自己與同仁更得心應手。

掛調整過程的危險性，更聘請北港強鹿何文慶

虎尾糖鐵平交道信號燈噹噹響，似乎宣告著

技師介紹目前台糖主要強鹿曳引機基本操作知

重要任務準備開始，糖廠的煙囪開始冒出含有

識與實地示範曳引機日常行前檢查保養事項並

淡淡蔗香味的白煙，鳴笛的五分車拖著滿滿甘

且安排學員親自上機行駛還有讓學員交流操作

蔗緩緩行駛在唯一運送原料甘蔗的貨運線上，

後問題與解說，藉由學員彼此分享問題獲得更

蔗箱車一台一台拉回糖廠內，經過秤重台秤量

多心得。以及再次聘請中華農業機械學會林峰

準備送進糖廠壓榨。寒冷的風已經吹起，內心

吉顧問前來授課，介紹蔗作相關機具與甘蔗種

卻是熱情無比，每位同仁一年來的付出與努力

植栽培基本概念讓新進人員了解機耕工作項目

即將看見成果。加入台糖的生力軍如一張白

如何配合甘蔗生長過程和講述台糖農機發展

紙，除了依靠自己在台糖旅途上建立里程碑

史，讓新進人員更加熟悉台糖在甘蔗種植機械

外，也需要每位在台糖奮鬥數十年的前輩傳授

化的奮鬥歷程。最後由副執行長陳威東主持綜

經驗技術，使他們在工作上免於摸索立即上

合討論，參訓學員也分享訓練心得與過去所遇

手，更期待台糖公司的新益在將來帶領台糖邁

到的問題供大家參考及討論解決方式。陳副執

向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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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機掌握大數據
台糖智慧農業迎浪潮
文│資訊處 楊舜翔

無人機有效掌握大數據
近年來各國在農業皆面臨極端氣候、農業人
口老化、食品安全等挑戰，必須要有新技術來

無人機應用
無人機大致分為無人機農業調查及無人機農
業噴藥，分別以下說明：

協助農業發展，透過物聯網（IoT）、大數據

無人機農業調查：根據調查項目無人機需搭

（Big Data）分析、深度學習、人工智慧等技

載不同的感測器來蒐集植物生長的相關資訊，

術，能準確掌握數據，再輔以專家系統進行判

大致整理如下：

識，期能更有效維護糧食、食品安全及生態安

1.透過NDVI（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

全。在智慧農業發展過程中，無人機是不可或

tion Index，標準化植被指數）值來監控作

缺的工具，只要將載具與相關遙測技術結合，

物生長健康情形，利用多光譜感測器，偵

就可為農業管控上及專業知識判斷的延伸，配

測植物表面葉綠素的量。葉綠素越多，訊

合後端分析，讓管理者更有效率監控農場。

號反射越強，也代表植物越健康。

臺灣也有許多應用無人機來輔助農事研究，

2.透過高解析度相機，將拍攝照片透過AI人

像清大電機黃能富教授，利用無人機來協助火

工智慧進行品種識別、產量推估、雜草分

龍果果農測定田間植生指數、土壤溫濕度與光

布、災損調查⋯⋯等運算，產製相關主題

照度來追蹤作物生育狀態，藉此擬定施肥、噴

圖。

藥、灌溉等作業。可建立精準肥培管理模式，
協助農民調節劑噴量與時機，或建立病、蟲、

3.搭載光譜儀器監控植物葉表面的肥份是否
足夠，以作為是否追肥之依據。

草害預警模式。隨著無人機的進步，更有可能

4.根據學者研究農業用水多達四成回流於地

取代人力，完成其他更複雜的田間作業，朝智

下水，造成資源過度的浪費，因此透過搭

慧化邁進。

載可見光及紅外線攝影鏡頭來計算用水需
求，根據計算結果產生水壓圖，藉此評估
哪塊土地需要灌溉以及水量。
無人機農業噴藥：目前農業局處開始推廣無
人機施肥作業，主要為了解決農業人口老化及
缺工等問題，無人機農業噴藥有以下特色：
1.自動化：搭配APP將土地框選後，並設定
相關屬性，如：飛行高度、飛行間距⋯
等，就會自動創建飛行計畫，將其飛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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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機的類型
類型

優點

多旋翼

固定翼（跑道型）

固定翼（手拋型）

平衡佳、易操作、動態

載重大、機動性強、可

穩定性高、續航力佳

穩定性高、續航力佳

影像品質較佳

定點即時起降

起降作業麻煩、機動性

起降作業麻煩、機動性

技術門檻高、航速較慢

不佳

不佳

續航力差、酬載低、抗

缺點

直升機

風力差

根據需求選擇適合的無人機，例如：大面積的農業調查，會選擇固定翼的機種；農藥噴灑作業，會
選擇直升機來執行，但仍須考量現場環境作業來選擇。

徑上傳到機中，無人機就可依路徑進行作
業。

結論
無人機在整個智慧農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2.高效率：無人機噴藥效率佳，比傳統人

無論在調查或噴藥，都是不可或缺的，藉由資

工快好幾倍，尤其是水田，人工進水田噴

訊科技的輔助，推動農業快速的發展。這兩年

藥實在不便，有了無人機可解決這樣困

在政府、業界及學界的推廣下，其應用慢慢的

擾。

被重視，也因為衍生一些問題，例如：無人機

3.農藥霧化，友善環境：經由噴嘴將農藥

噴灑農藥時，因風吹造成農藥飄散進而影響鄰

霧化，結合無人機飛行的下降氣流擾動作

田有機作物爭議發生，因此無人機農噴時仍須

物的葉面，使葉面及葉背能夠均勻受藥，

制定相關的法令去限制，如飛行高度、速度、

不但省水省藥，在病蟲害的防治上也非常

作業環境風速及什麼樣的噴嘴都該明確規範，

不錯，更重要透過霧化設計可以減少農藥

以確保自身及他人的權益。

隨著水流入土壤破壞環境。

台糖公司在這波無人機於智慧農業應用浪潮

4.改善健康：傳統的人工噴藥作業，因悶

沒有缺席，積極邀請外界專家、學者來公司介

熱無法作好防護措施，噴藥對於身體健康

紹及展示相關應用給業務單位參考，未來待法

是一大威脅，無人機噴藥可以讓第一線的

令完整制定及無人機續航、載重等能力更加純

農民免除接觸農藥風險。

熟後，結合在農業部分的領域知識，相信推動
智慧農業一定非常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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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現蔡總統競選承諾
勞動部預告《最低工資法》草案
勞資歧異仍大
文│徐元直

千呼萬喚，勞動部終於端出《最低工資法》

人，以及國發會、勞動部、財政部、衛福部、

草案。其中，最被外界關注的參採指數，因勞

主計總處等六機關代表組成。草案明定研究小

資雙方歧異大，僅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組必須每年4月提出最低工資實施情形，並於

（CPI）列為「應」參採指數，簡言之，未來

開會前一個月提出調整建議方案，供最低工資

最低工資調整，確定一定會反映消費者物價調

審議委員討論。
最受矚目的最低工資參考指標，草案明定最

幅。
目前勞動部基本工資審議機制，僅屬行政辦

低工資審議會「應」參採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

法，訂定《最低工資法》後，將提升到法律位

率擬訂調幅，此為勞資雙方最大共約數。簡言

階。訂定《最低工資法》是蔡總統競選承諾，

之 ， CPI的 漲 幅 一 定 會 反 映 在 最 低 工 資 調 升

但勞動部研擬《最低工資法》草案，一延再

上，以照顧勞工生活之所需。

延，終於在九合一選舉後才預告，預告期60

至於「得」參採指標則包括：勞動生產力指

天。勞動部表示，各界對於草案內容若有相關

數年增率、勞工平均薪資年增率、國家經濟發

意見，可於2019年1月29日前提出。全案最快

展狀況、國民所得及平均每人所得、國內生產

2019年2月送行政院審查。

毛額及成本構成之分配比率、躉售物價及民生

根據《最低工資法》草案內容，明定適用對

物價變動狀況、各業產業發展情形及就業狀

象與勞動基準法相同，亦即維持現狀，並未擴

況、各業勞工工資、家庭收支狀況、最低生活

大到家事外勞，以及外行各業。如果雇主違反

費等10項。

《最低工資法》，則可裁處新臺幣2萬元至100

各界擔憂政院介入、主導最低工資調升，因

萬元罰鍰。勞動部表示，為使最低工資審議制

此《最低工資法》草案明定，最低工資審議通

度更健全，因此擬定《最低工資法》，由勞動

過後10日內報院核定，政院須於20日內核定；

部成立「最低工資審議會」，由勞資政學四方

若政院退回或不核定，勞動部應於30日內再次

共21位委員組成，勞動部長擔任召集人，於每

召開審議會，重新審議，行政院即應核定，不

年第3季定期召開會議，擬定有共識的最低工

得退回。

資調整方案；且明訂調整後最低工資實施時間
為隔年1月1日。

勞動部針對《最低工資法》，對勞資雙方進
行多年協調，才端出草案，不過顯然勞資雙方

為避免勞資雙方爭吵不休，相互叫價，草案

仍不滿意。全產總秘書長戴國榮表示，應採指

新增設置最低工資研究小組，由專家學者4至6

標只有CPI太少，應將就業扶養比等納入，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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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要訂最低工資起始工資，先將過去未漲足
的最低工資漲足。而工總、工商協進會認為，
草案「美中不足」，除了忽視企業生產成本可
能上漲外，也沒有把經濟成長率（GDP）一塊
考量進去。
即便列為應參採指標CPI，勞資也有爭吵之
處。工總常務理事何語表示，應參採CPI，是

人 就 可 議 決 ， 低 於 勞 方 或 資 方 各 為 7人 的 人

要用國際版本的？還是臺灣版版本的？何語指

數、也遠低於21人的總人數。一位資方代表表

出，國際CPI準則涵蓋了不動產、家電、車輛

示，若這樣運作，政府代表、學者專家、以及

用品，臺灣CPI的重要組成成分多是食物、衣

勞方代表就可以自己玩，「訂出的最低工資，

物等民生用品，兩者差距很大。就工商團體立

豈有代表性？」因此，工商團體主張，一旦不

場，自然主張採用國際標準。

能達到共識，只要獲得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事實上，七大工商團體更進一步提出修正建

的同意，應重新再召集會議。對於審議時間，

議。工商團體版本主要訴求是「公正、公

工資團體也有意見。勞動部草案明訂最低工資

平」，因此強烈建議，「應參採指標」除CPI

審議應於每年第3季召開，工商團體代表說，

之外，應再增加GDP指標，並應刪除「得參採

每年第三季的7、8月暑假期間，資方委員多會

指標」中的家庭收支狀況及最低生活費兩項，

安排出國的行程，因此主張應於每年第三季9

因該兩項屬於社會福利，不應將責任強加在雇

月召開，以符合實情。

主。

針對草案中有關研究小組之運用，工商團體

此外，針對「最低工資審議會」組成，工商

要求研究小組成員不能兼任審議委員，以避免

團 體 反 對 4位 專 家 學 者 委 員 全 數 由 勞 動 部 選

「球員兼裁判」。其中，研究小組的當然成員

任，而主張應由勞資雙方各推薦兩人，再由勞

國發會、經濟部、財政部、勞動部、主計總處

動部遴聘，才能確保審議公正性。工商團體認

等單位，工商團體更強烈要求應以「列席」身

為，一直以來，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中的專家

分，純就業務管理提供相關數據做說明，而不

學者、政府，都與勞方同一陣線，資方訴求未

是以出席身分下指導棋，甚至做出「調整」的

被公平對待，一旦採多數決，就算資方代表舉

建議，否則將失去研究小組的公正性。

雙手都會輸。

工商團體提出的版本預計年底前將函送行政

對於「最低工資審議會」運作，原則上是採

院及勞動部。不過工商團體的訴求，有多少能

共識決，但若無法達成共識時，工商團體反對

被勞動部採納，則有待觀察。銘傳大學法律學

採多數決。因為依勞動部預告草案內容，委員

院教授劉士豪則對《最低工資法》草案，抱持

只要過半數、亦即11人出席即可成會，而且只

正面看法。他表示，最低工資法是蔡政府競選

要出席者過半、也就是只要6人就可議決。

白皮書的政見，除了勞動部提出草案，現立法

工商團體進一步指出，只要出席者過半、6

院也有國民黨賴士葆及時代力量版本，朝野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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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最低工資法制化。他表示，勞動部預告《最

區最低生活費為準？而且，實際算出來，基本

低工資法》草案，將最低工資之審議提升到法

工資可能是要往下調，對勞工不利。在此情況

律位階，將更多指標納入考量，可使最低工資

下，採取多元參考指標，綜合參採物價上漲

的審議更精進，未來也可以視執行情況，再決

率、經濟成長率、勞動生產力、平均各業所

定進一步修正或逐步擴大涵蓋範圍。

得，對勞工來說，反而會較有利。此外，他表

劉士豪表示，勞動部版本跟時代力量或國民

示，最低工資決議效力，須報行政院核定；原

黨版本最不一樣的是，不訂公式，而是列了11

本對於政院退回幾次並無規定，這次草案明定

項參考指標，包括消費者物價指數列為「應參

政院只能退回1次，這不失為好方式，就可以

考指標」。對於最低工資，各界都想要訂公

避免發生如2012年時勞委會將基本工資審議結

式，但訂公式是不可能將所有指標都納入，公

果報政院，當時行政院長陳沖退回，勞動部主

式太過簡約，反而無法參考，若強制去訂出一

委王如玄因而請辭負責，政局動盪。

個公式，反而會產生問題。

儘管，最後勞動部預告了《最低工資法》草

他舉例，勞團及外界最常提到的公式是：最

案，但勞資角力不會因此而消褪，未來最低工

低生活費乘以就業扶養比。這公式涉及到《社

資審議的機制，仍是勞資角力加上政治拍板的

會救助法》中的最低生活費，究竟要以那個地

年度大戲。

54

144卷1期．108/1/10

草地狀元 愛在冬季
文│高雄區處 李碧輝

107年10月28日市府社會局假橋糖文創園區
舉辦107年「草地狀元愛在冬季助學金頒發活
動」，透過公私協力拓展社會福利弱勢關懷效
益，助學金方案連結52個單位及個人集資共46
萬五千元獎助學金，獎助弱家庭莘莘學子。
台糖高雄區處除提供場地供活動使用外，另
亦贊助物資、關懷弱勢家庭及學子，陳經理為
高雄區處經理陳德為一一為莘莘學子戴上狀元帽

學子們戴上狀元帽，他勉勵他們，在社會各界
關愛勇於持續向學，將來翻轉人生，更要反哺
感恩，場面溫馨。會後由北區社福中心統籌發

的社會關懷熱情，溫度不落人後，成功形塑台

放各界捐贈物資予弱勢家庭，高雄區處員工年

糖與社會連結及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優質形

節福利品捐贈物資亦在其列，本單位展現高度

象，口碑極佳。

2019 新春好漾 春節福利訊息
文│台糖職工福利委員會

為歡渡佳節，福利總會第32屆第8次委員會議決議通過108年春節贈送全體同仁每人等
值2,700元之台糖產品一批。
品名、數量及規格
品名
有機蔬果禮盒

數量

1盒

規 格
有機蔬菜8項 ﹢根莖瓜果3項

2包

有機白米2kg X 1
有機糙米2kg X 1

啡沖不可禮盒

1盒

濾掛式盒裝X2＋細口手沖壺X1
細口手沖壺規格：
細口掛耳咖啡手沖壺／材質304不
銹鋼，內外亞光暗黑烤漆塗層。
內容量250c.c

安心綜合肉酥禮盒

1盒

安心豚葵花油肉酥200g X 1
安心豚海苔芝麻肉酥200g X 1
安心豚紅麴肉酥200g X 1

葉黃素

1盒

60粒／盒

大豆卵磷脂

1罐

200公克／罐

1盒

1.黑糖薑母茶200g
（20g X 10包）X 2盒
2.黑糖（300g）X 2包

台糖有機米

黑糖禮盒

供貨單位

保存期限
7天（需冷藏）

農業經營處
108年8月

商品行銷事業部

109年9月

畜殖事業部

108年12月

糖健公司

109年12月

生物科技事業部

108年12月

砂糖事業部

10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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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有餘

風味鹽焗多寶魚
文、圖│台糖長榮酒店

黃美雯

台糖長榮酒店長園中餐廳歲末年終前特別推
出應景「風味鹽焗多寶魚」，是繼「富貴雞」
後再次創新研發全新料理，「鹽焗多寶魚」結
合酸辣口感「泰式風味涼粉」，讓您一口嚐盡
魚肉鮮美、再一口吃盡涼粉酸辣，絕妙雙拼嚐
鮮組合優惠價900元（原價1,200＋10％），歡
迎來電預訂品嚐06-3373863。
「風味鹽焗多寶魚」除了應景過年，也是長
園師傅得力之作，選擇多寶魚為主角是因為魚

包裹，最後再把已混勻的鹽衣將多寶魚上上下

本身小刺，加上肉質鮮美、細膩滑爽、富有彈

下全面覆蓋，進入烤箱烤45分，使其香氣、調

性，上桌後不失大方又討喜。在製作「風味鹽

味完全吸附於魚體上，客人用餐時再將鹽衣敲

焗多寶魚」料理上，工序頗為繁雜，需先將多

開撥除，香味四溢；搭配特別拌製的「泰式風

寶魚用薑、蔥、馬告等醃漬30分鐘，同時準備

味涼粉」，雙搭組合既能吃得巧又能吃得飽，

鹽巴加蛋白混勻等待，醃好的多寶魚鋪上能讓

是過年象徵年年有「魚」最吉祥的料理。

魚肉更顯甜味的洋蔥、蕃茄、絲瓜等將其油紙

尖山埤蔥油雞年節禮盒
送禮自用兩相宜
文、圖│尖山埤江南度假村

陳奇聖

年節將至，送禮可是一門學問，想要讓親

主廚自製菊島魚干醬200元／罐，合購優惠價

友、長官或是客戶收到禮物後捨不得轉送給別

只要600元，數量有限，想要品嚐的饕客可千

人，就要選擇美味、簡單、實用又特別的伴手

萬別錯過喔！訂購專線：06－6233888轉3100、

禮。尖山埤江南渡假村今年推出蔥油雞年節禮

3200。

盒，特別選用農委會花費7年時間培育的新品
種紅牌土雞，精選超過1台斤的雞腿肉製作而
成，採用真空冷凍保存，解凍後將雞肉直接切
片，再淋上所附的油蔥，不需再加熱調理即可
享受鮮美滋味，使用簡單方便、風味絕佳，不
用再為春節餐桌上的菜餚煩惱，絕對是媽媽們
的最愛，實在是送禮自用兩相宜的佳餚，尖山
埤蔥油雞年節禮盒特價450元／盒，還可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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