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編輯部

記得前董事長黃育徵曾說過，現在每個

面對如此世界趨勢，先進國家如荷蘭的

人提到台糖，想到的都是枝仔冰、小火車、

企業採取循環經濟作為轉型與永續經營的

偷甘蔗等回憶，但是，再過幾年，誰還記得

策略，而我國政府也在 5 年內正式將循環

起這些？台糖有那麼多資源，應該為臺灣

經濟列為產業政策之一，於是，在前董事

有所貢獻，創造國人新的記憶。於是在他

長黃育徵的帶領與台糖同仁孜孜矻矻的努

任內，配合政府「5+2 產業政策」，大力推

力下，啓動了第二次轉型，不僅成為國內

動循環經濟，使台糖成功轉型為循環經濟

循環經濟的先河，更是在循環經濟中樹立

的國營事業。

標竿的國營事業！本期的封面故事「甜蜜

台糖在循環經濟上的成就包括全球首家
取得英國 BSI 循環經濟國際標準的東海豐

事典·台糖 75 鉅獻」，就是在介紹這 5 年
來，台糖在循環經濟所創造的典範。

循環經濟園區、榮獲 2019 國家卓越建設獎

如果讀者朋友想進一步探究循環經濟，

的臺南沙崙智慧綠能循環住宅園區、全國

建議您不妨參考台糖與聯經共同出版的

第一家蚵殼粉再生利用的生技材料廠，在

翻譯書《Drawdown －反轉地球暖化 100

彰化、嘉義、高雄、屏東等地設置太陽能發

招》、前董事長黃育徵所著的《循環經濟》

電的滯洪池等，這是台糖公司成立 75 年來

以及其與陳惠琳共同合著的《循環台灣》；

所面臨的第二次重大的轉變。

如果您對台糖公司推動循環經濟想更深入
瞭解，本訊自 2017 年 9 月號起至 2019 年

際市場自由化所採取的多角化經營策略，

11 月號止，共計有 13 期在介紹台糖公司所

除製糖本業外，還成立了畜殖、生物科技、

推動的循環經濟建設，如 2017 年 10 月號

商品行銷、量販、油品、精緻農業、休閒遊

《糖的大無限》、2018 年 4 月號《台糖 5

憩等事業部來因應變局，然則這 20 年來，

年計畫，鳴槍起跑》、2018 年 6 月號《台

整個世界變化的速度已非我們所能想像—

糖新農業》、2018 年 7 月號《新策略．循

地球暖化，極端氣候成為常態，而自工業

環台糖》、2019 年 11 月號《畜產 3.0 ！東

革命以來線性經濟邏輯所帶來的地球資源

海豐園區新創落成－落腳東海豐》等，上

耗竭、生物多樣性的減少、人類健康危害

述這幾期的封面故事，都可以與這期的內

等問題也在這 20 年間被放大突顯—因此世

容相互參照。

界先進各國政府對於營利企業經營的責任

台糖今年已 75 歲了，我們曾經每年為國

與道德要求也比過去更為嚴苛，紛紛制定

家賺進 70% 以上的外匯，也曾帶給國人難

嚴格的法規要求營利企業遵守，如生產產

以忘懷的甜蜜回憶，希望在下一個 20 年、

品必須使用乾淨的綠電、對所生產的產品

75 年，我們台糖仍是您所有記憶的公司，

回收負責，甚至研擬碳關稅等。

更會是您口中的另一座新護國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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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糖約 20 年前為因應國內社會變遷與國

E DI T ORI AL

75 台糖做循環，
建立經濟新典範

CONTENTS

Editorial Report
01

編輯室報告

75 台糖做循環，建立經濟新典範

Cover Story
封面故事
04

甜蜜事典 ‧ 台糖 75 鉅獻

循環實踐力
05

推動以終為始的循環

百年煉糖術
08

04
Apr.2021

百年全蔗利用工法 為循環經濟之典範

節水無臭豬
11

昔日阿公家的豬屎味 今日的綠能發電園區

Vol.2110

廢殼變料源
14

激盪創意

蚵殼粉的多元應用

共享住好宅
17

體現生活 ‧ 共有共好－台糖循環建築聚落

發電滯洪池
20

滯洪＋發電

綠能大進擊

循環邁大步
23

循環永續 ‧ 大步前進

專題報導 Feature Story
26

以宗教民俗做策展：
談臺南市立美術館「宮廟展」的時代意義

28

沙漠裡開出了一棵樹：臺南圖書館新總館巡禮

32

追夯劇·蒜糖底嘉小旅行

34

健素糖的滋味

36

1960 一起吃鳳梨 ‧ 糖鳳揚四海

糖情 Outlook Sugar Outlook

發行人

王國禧

社務顧問

楊旭麟 顧孝柔 陳立人 黃民生
黃進良

37

挺農民 台糖蜜鄰鳳梨專區 歡迎趁鮮嚐一波

38

台糖迎 75 輕盈犇幸福

39

公益不斷的台糖加油站 與廉政署宣誓企業誠信

呂正欣 張榮吉 王家彥 方淑慧

40

台糖重承傳 養豬有專業

蕭基淵 胡聰年 許世忠 陳德為

社務委員

徐繼聖 陳啟祥 蔡東霖 吳昭宏
孫鈴明 陳品靜 黃中文 蕭俊傑

侯良仁 蔡振村 曾見占 王弘文
曾吉松 張西德 郭月娟 洪天財

業務特寫 Close Up
42

台糖長榮酒店 17 週年 2021 一起玩很大

43

江南桃紅陣雨樹盛開 賞花優惠多、陪孩子寫生

林祥禎 黃怡仁 吳耀煌
社長

蕭光宏

總編輯

謝昆霖

副總編輯

張木榮

編輯部

林景豐 陳建龍 陳福吉 李源森
蔣佳玲 葉怡汝 王國全 張軒豪
薛舒尹 陳盈潔 黃潔汶 陳俐真

資訊補給站 Information Supply
44

發行者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社址

臺南市生產路 68 號

電話

06-3378549

傳真

06-3378500

網址

https://www.taisugar.com.tw

E-mail

editor@taisugar.com.tw（本刊）

設計

聚流設計有限公司

GPN

2003600005

ISSN

1607-2383

養蜂、放牧、育生態 造林地屆期再利用

定價

新臺幣 45 元

國際糖情分析—疫情影響糖價赤字

展售門市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大咖聊什麼？
錯過就不再—我在 Clubhouse

專欄 Column
46
48

公共論糖—

臺北市松江路 209 號 1 樓
TEL : 02-25180207

五南文化廣場

繽紛生活 Colorful Life
52

臺中市中山路 6 號
TEL : 04-22260330

今年經濟成長率 4.64% 為近 7 年最高
距景氣紅燈只一步之差，勞動市場回溫

網路書店

www.govbooks.com.tw

56

炭烤安心豚佐黃芥末醬

中華民國 36 年 5 月 1 日創刊

56

花香俏媽咪 & 鳳獻 母親節蛋糕溫馨上市

本刊圖文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10 日出版
本刊印刷採用環保黃豆油墨
廣告

人事異動
為應業務需要，再生能源小組專案經理吳耀煌調
升屏東區處經理，自 110 年 4 月 1 日生效。

甜蜜事典 ‧ 台糖 75 鉅獻
5 月 1 日為迎接台糖 75 歲生日，本期將帶領讀者們一同翻閱
篇篇甜蜜事典，也就是台糖邁入循環經濟時代以來所完成的代
表作。談起如何將夢想化為實際目標，總有著眉飛色舞的喜悅，
本公司未來仍秉持著務實精神，以人為本，大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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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實踐力

推動以終為始的循環
文 / 企劃處循環經濟組 張建成

台糖公司為國營農企業，自創立以來始終
秉持環保循環理念，積極將循環經濟融入於

服務項目，以帶動公司快速成長。而台糖之
循環經濟發展契機分述如下。

日常營運之中。60 餘年前，台糖公司為提升

產業互利共生：循環經濟最具影響力的實

甘蔗產量，興設畜殖事業，利用豬糞尿施灌

行方式為異業結合、產業互利共生，而共生

蔗田培養地力，製糖過程副產品糖蜜調製成

的核心原則是互利，因此善用台糖多角化經

豬飼料，同時蔗渣及濾泥又回歸土壤，維持

營之優勢及聯繫政府機關與民間企業之公營

友善環境、資源再利用之循環系統。當時雖

事業特色，強化溝通，共同開發創新商業模

然尚無「循環經濟」一詞，然早期台糖員工

式，建構共生系統。

恆念物力之維艱，就現有資源創造最大經濟
效益，已成功串聯植物與動物間之生物循環
模式。自此，「以經濟推動循環」之永續思
維世代傳承於台糖內部，並內化、烙印於台
糖企業精神中。近年來並積極規劃、執行包
括農業循環豬場改建、沙崙智慧綠能循環住
宅、牡蠣殼碳酸鈣生技材料廠、太陽光電與
沼氣發電、酵素生物精煉循環等計畫，展現
卓越之循環實踐力。
除 了 傳 統 生 產 銷 售 之 外， 台 糖 此 刻 正 朝
「成為亞太地區健康及綠色產業的標竿企
業」之願景邁進，配合政府新農業及循環經
濟政策，重新思考企業方向，降低對生產及
原物料的依賴，找出台糖具有利基之可循環

2110 期 4 月號｜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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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資源優勢：公營機關之事業特
性包含對國家社會具有貢獻、民間無
法興辦或仍有不足，及企業能因此獲
利。故打造台糖循環經濟市場時，需
要利用台糖獨有資源，確認能夠為台
糖及循環經濟未來的發展提供具潛
力之環境，如土地、品牌，農業經營
等優勢，開發新產品或新服務，形成
具台糖「生態位」之高度競爭力，並
拓展利基市場。
台糖公司未來將持續執行並積極擘
劃各項循環經濟相關計畫，結合地方
需求及產業發展特性，協助民間及地
方產業振興，做好國家連結、區域連
結與產業連結，帶動臺灣經濟轉型，
善盡國營事業的社會責任。

植物循環：
甘蔗壓榨後之蔗渣，可製作 RDF-5 燃料棒，以氣化爐燃燒供能，副產品可兼作農
業資材，蔗渣亦可與平地造林之疏伐木屑混合，製作菇類栽培基質菇包與生物塑膠。
而廢棄菇包之生質料則可與廚餘、沼液搭配製作有機堆肥，塑膠部分則能回收造粒再
生，或是壓製 RDF-5 燃料棒作為能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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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循環：
除肉品外，其餘豬骨、豬血、豬皮、內臟皆可精煉醫療、皮膚保養所需原料，排泄物固
體部分可直接快速醱酵為肥料，亦可與農廢廚餘共醱酵後產生沼氣發電，所殘留沼渣快速
醱酵為肥料，沼液則利用異位生物醱酵床進行堆肥腐熟。

2110 期 4 月號｜專欄．公共論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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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煉糖術

百年全蔗利用工法
為循環經濟之典範
文、圖 / 砂糖事業部糖業實驗室

鄭作林

回顧臺灣百年糖業歷史，曾走過
輝煌極盛的製糖年代，因而啟動臺
灣經濟的發展。後來，隨著國內產
業轉型，並受國際糖價低迷及市場
自由化影響，勞力密集的製糖業逐
漸式微。台糖公司承襲臺灣百年製
糖技術，結合現代化育種技術培育
耐氣候變遷之甘蔗品種，力推機械
化種蔗與機械化採收，結合 GIS 系
統達成合理施肥要求，推廣甘蔗友
善種植與產銷履歷制度，積極為維
持國內至少 50 萬噸甘蔗用於自主
生產 4.5 萬噸本土糖的基本民生物
資需求而努力，同時也為維繫農地
生物多樣性的永續生態環境善盡企
業社會責任。 甘蔗是地球上生物質
單位產量極為龐大的 C4 型作物，
具有高效率的固碳能力，對於減緩
溫室效應貢獻卓著，糖業擁有完整
生物與工業循環系統，是循環經濟
的典範。
台糖早期除種甘蔗製糖外，利用
蔗渣、糖蜜和濾泥等副產物，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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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種蔗機蔗苗轉卸

利用 GPS 導航系統種蔗作業

建構完整的汽電共生、酒精、酵母粉、飼

動延伸至滿足下游客戶端的需求，從源頭

料、紙漿、合板與肥料等與甘蔗相關之循

減廢反向回收資源，以達糖業資源永續再

環產業鏈。雖然隨著製糖業規模的萎縮，

造。

部分產業現今大都不復存在，但基於國內

近年配合政府「推動新農業，邁向循環

糖業的永續發展，現僅存的虎尾、善化兩

臺灣」作為糖業發展的核心，導入精準農

座糖廠與時俱進積極導入蔗渣氣化處理技

業與友善環境耕作，建構全蔗利用高值化

術，以期提升鍋爐能源效率並有效改善排

的甘蔗製糖產業的新價值，有效將資源予

放污染為目標。

以加值化再利用，避免有限資源過度浪

另將多餘蔗渣作為菇類太空包的替代介

費， 結 合 多 方 資 源， 進 行「 更 新 投 資 計

質，並回收廢棄的菇類太空包與製糖濾泥

畫」，以及「觀光糖業場域」等投資規劃，

及糖蜜混合，堆肥製成有機肥料與土壤改

引領傳統甘蔗產業成功轉型成為「零廢

良劑回歸農田，落實環境循環永續並避免

棄」與「零污染」的綠色永續循環產業。

原始林遭受破壞的多重效益。
在水資源日益緊缺環境下，有效回收甘
蔗 7 成蔗汁中水份供製程自給，可有效降
低地下水抽取進而減緩地層下陷的危機。
從源頭重新設計製糖程序，儘量利用糖蜜
豐富成分用於生產高值化的黑糖與風味糖
漿，不僅保留甘蔗特殊風味與營養價值，
實現董事長陳昭義對製糖「鮮奶理論」與
綠色製程之策略指示，將企業社會責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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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機蔗田偵測作業

節水無臭豬

昔日阿公家的豬屎味
今日的綠能發電園區
文／朱威安、圖／畜殖事業部

由於畜殖場一直以來都被大眾視為是一個「鄰
避設施」，台糖公司的畜殖業務也時常因環保問
題遭居民投訴。東海豐畜殖場原先也是傳統型養
豬場，面臨設備老舊，效率不彰以及抗爭等問
題，在配合政府「5+2 產業創新計劃」政策下，斥
資 6.8 億元將東海豐畜殖場改建為東海豐農業循
環園區，不僅改善了以往傳統豬舍的環保問題，
還提供遊客一個寓教於樂的園區。未來將以此園
區作為藍圖，推動現有的 13 座畜殖場的改建，希
望民眾藉由參訪園區，能夠對養豬產業有不同於
以往的觀感，並給予支持。
東海豐農業循環園區採取負壓水簾畜舍及高床
地板設計，一方面以智慧化控制畜舍內的溫度以
及通風，提供豬隻舒適的生活環境，這種環境下
生活的豬隻，不像傳統畜舍的豬隻那般怕人，另
一方面也可以阻止異味逸散，不致影響周遭居民
良好的生活品質，消除以往「聞到豬屎味，阿公
家就到了」的壞鄰居惡名，扭轉民眾將養豬場視
為鄰避設施的既定印象。此外，負壓水簾畜舍及
沼氣中心也可以透過密閉式廢水運輸系統、廢水
厭氧發酵系統、生物性水處理等方式將廢水資源

2110 期 4 月號｜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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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豐沼氣中心

化利用，實踐循環經濟的理念同時達到節水

計巧思。透過這些參訪項目除了能夠反轉一

的目的，根據統計，每日每頭豬僅需使用 5 至

般民眾對畜殖事業又髒又臭又污染環境的刻

8 公升的水資源。這些一再的顯示了台糖公司

板印象，還能向其他各畜殖場周遭的鄉親推

對於環境保護以及對鄰近居民感受的重視。

廣新式豬舍，使他們能夠支持畜舍改建計畫。

同時，東海豐農業循環園區也藉由開放園

隨著時代進步，台糖的畜殖事業順應著時

區參觀，從參觀廊道可以讓遊客清楚知道現

代潮流，以先進的技術以及設備來飼養豬隻，

代化自動養豬的飼養情形以及動物福利的實

一方面提升自身的生產效能，另一方面也讓

踐，讓遊客們能夠看得到活生生的豬，而不是

在地鄉親更能夠接受養豬產業，甚至讓更多

只吃過豬肉，卻沒看過豬走路。在沼氣中心

年輕人願意加入這個他們原本不願意加入的

則可以看到沼氣發電，有機堆肥處理以及廢

事業，為畜殖事業注入一股新血，讓養豬事業

水淨化等等措施。而從參觀廊道至沼氣中心

能夠永續經營。

的路上則能夠看見紅磚瓦礫建成的扇形舊豬
舍，讓參觀民眾能夠了解早期傳統豬舍的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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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殼變料源

激盪創意
文 / 生物科技事業部

蚵殼粉的多元應用

台糖生技材料廠生產的蚵殼粉產品，其主

度與硬度，並減少破裂及軟殼的比率。還有

要成分為碳酸鈣，含量約佔 90% ～ 95%，

一部分是應用在肥料方面，蚵殼粉的 pH 值

是應用層面相當廣泛的一種基本材料，目前

約在 9 ～ 10 之間，屬於弱鹼性，可以平衡

國內雖有相關業者從事牡蠣殼碳酸鈣的生

土壤的酸鹼值，作為地質改良劑使用，也

產與銷售，惟規模較小且品質參差不齊，長

可以做成生物農藥，變成果樹的殺菌劑。另

久以來始終無法將其發揚光大。

外，國內也有部分業者將蚵殼粉應用在紡

國內民間業者產製的蚵殼粉，主要是提供

織與塑膠方面，做成蚵殼紗布料的襯衫、絲

給國內的飼料廠添加在禽類飼料中，根據研

巾，以及兼具抗菌效果與減碳的環保塑膠

究顯示，蚵殼粉使用在家禽飼料作為蛋雞的

等等。

鈣質來源，可以提升產蛋量、增加蛋殼的厚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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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設蚵殼粉作為園藝造景之用，可減少鋤草開銷

為了拓展蚵殼粉的用途，開發產品多元應

本公司擁有大量的土地資源，管理成本

用管道，生技事業部同仁腦力激盪下，發覺

相對也不低，若能運用蚵殼粉減少一些費

蚵殼粉越曬越白的特性似乎可應用在園藝

用支出，對公司的營運績效也可產生相當

造景方面，把蚵殼粉覆蓋在原本顏色較深的

助益，在此誠摯推薦給各單位踴躍調撥使

泥土或培養土上，藉以增加景觀視覺的豐富

用，讓我們一起轉廢為資，共同為落實循

性。為了落實這個想法，生技事業部在大林

環經濟努力！

生技廠的草地上鋪設一層約 5 公分厚的蚵殼
粉，結果得到令人驚豔的成果，原本雜亂的
草地變成一片白皚皚的蚵殼砂地，彷彿置身
在白色沙灘般，除了視覺美觀之外，天然無
毒的蚵殼粉還能夠抑制雜草生長，直接把蚵
殼粉鋪設在經過除草後的草地上，覆蓋的範
圍就不容易再長出雜草，可以減少購買除草
用品的開銷以及除草所耗費的人力與時間，
效果顯著且一舉數得。另外蚵殼粉與大白石
所得之碳酸鈣不同，為多孔性狀具有類似
濾材作用，鋪設於土表層類似過濾器可將
汙水過濾使乾淨水回歸土層，相關測試則
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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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中的沙崙循環宅

共享住好宅

體現生活 ‧ 共有共好－
台糖循環建築聚落

文、圖 / 土地開發處

關於沙崙智慧綠能循環住宅園區，團隊經由

量使用「預鑄」系統。預鑄，顧名思義，就

之前幾篇刊登在台糖通訊的文章，已跟讀者分

是將預先在異地鑄造完成的半成品搬運至工

享了它的開發背景、設計理念以及循環建築開

地現場組裝。沙崙這個案子從樓板、梁柱，

疆闢土的辛酸血淚，回應本期「好宅」這個主

到和水電工程最勾勾纏的浴廁空間都是使用

題的再次邀稿，為免舊調繼續重彈，這回，我

預鑄系統，預鑄的品項包羅萬象且來自百

們想由實際執行中的營建工程面及未來物業

家，將語彙統一的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管理議題，來說明在市場上的一片住宅建案

Modeling）在此時便發揮了它的整合功效。

中，沙崙宅究竟「好」在哪裡。

礙於篇幅，BIM 究竟是甚麼不在此詳述，簡

為回應循環經濟，建築師一開始即提出建築

單的說 BIM 對業主的幫助是，它可使一個工

本體 100% 可循環的構想，要能循環，就得大

程從設計、材料計算、施工，到未來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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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參與其中的人都能使用同一種電腦語
言來溝通，無論你是專業技師、工程人員或
是物業管理者，一旦語言統一了，傳統工程

Tips: 工時，以結構體而言，一般公宅的場鑄標準層
大約是 14 天一層，如不計預鑄的廠製時間，吊裝
及現場澆置作業約可壓縮在 7 天內。

中可能遇到的問題例如進料時間估算錯誤、
機水電工程衝突等皆可提早排除，房子在實
體完成前難以預測的空間瑕疵，也可以及早
預想並提出改善建議。沙崙宅這個案子，因
為 BIM 的應用，大量減少預鑄板塊分割，使
得結構輕量化，施工效率化，工時計算更加
精準，浪費的物料已較傳統建案大幅降低。
再來說說沙崙案物業管理的「好」， 沙崙
案從一磚一瓦的結構體到室內裝修材料，每
一物件皆依生命週期分類並詳載其興建初
期之材料資料，物管團隊僅需登錄電腦資訊
系統，即可快速找到物件資訊並排除可能造
成使用障礙的原因，不但節省勞動力，還同
時提升管理人員對各物件的可及性。此外，
本案經由物業及會計同仁經營宿舍的經驗
及精算的腦袋，我們摒除傳統買斷模式，將
一些可租賃的品項以最合理的價格，找出雙
贏的標價，邀請市面上的廠商參與「以租代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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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崙循環宅模擬圖

購」商業模式。東西租來的最大好處是，設
備壞了，除非是蓄意破壞，我們可以為租戶
即時換新，不用再浪費時間等待維修，廠商
為了節省維修成本，他們將致力提供易於循
環及高品質的商品。
最後補充，不僅是「好宅」，因為秉持「以
人為本」做開發，我們相信沙崙宅會是一個
「共好宅」。雖說這些理念在各大建案中時
常出現，我們不能保證會比其他建案新潮，
但可以確定的是，團隊確實花了極大的心思
考如何實現共好，我們認為在這匆忙的世代

沙崙循環宅模擬圖

中，體現生息才是生活之道！沙崙宅在規劃

經進入竣工出租階段，預計 110 年 7 月落成

時是一個想像、興建期是一種期盼、興建完

啟用，說了這麼多沙崙宅的好，讀者是不是

成後是夢想的實踐，未來，居民可以停下腳

迫不及待想一親更多它的芳澤？下一回經

步享受自身栽種蔬果的自給自足、體驗魚菜

過高鐵台南站，從月台往東側看去，在三井

共生帶來的慢活享樂、認識蜜蜂生命週期與

outlet 工地後方，你會看到兩批落水斜屋頂

行為，學習與生態共存的態度。這個案子已

已崢嶸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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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滯洪池

滯洪＋發電

文 / 再生能源小組

為邁向 2025 非核家園之能源轉型目標，

方發展創造就業機會等皆有相當助益。

其目標為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達 20%、燃

本案為了兼顧滯洪與發電功能，太陽光

煤發電量占比降至 30% 及低碳天然氣發電

電設施採用浮力式設計，可隨水位變化自

量占比達 50%，台糖公司配合非核家園政

行調節，且能移動清淤，不影響滯洪池防洪

策之太陽能應用類型為：（1）屋頂型（2）

作用，耐風設計專業浮台，結構強度能夠抵

地面型及（3）水面型。其中水面型為土地

禦颱風侵襲，並且讓發電工作不受水位變

永續利用，同時兼顧綠電能源開發，防災治

化影響，設備使用環保無毒材料，具可回收

水等政策目標，於是台糖公司與經濟部水利

及可回復性。本案於 109 年完成 2 座滯洪池

署於 107 年合作規劃，由台糖公司無償提供

設置太陽光電併網之案場分別為：

215.71 公頃土地，設置 9 座滯洪池，台糖

（1）嘉義縣公館排水口滯洪池：占地面積

公司再透過公開評選的方式辦理滯洪池設

12.49 公頃；設置容量 4.36MW。

置太陽光電設施招商案。本案不僅配合經濟

（2）高雄市典寶溪 D 區滯洪池：占地面

部推動「流域綜合治理計畫」改善易淹水地

積 9.51 公頃；設置容量 4.13 MW。

區水患問題，對於能源政策盡一份心力及地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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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嘉義縣公館滯洪池為第一座完工啟
用的滯洪池光電廠，預估每年可發電 600 多
萬度，相當於 1800 多戶家庭用電量。同時
還提供附近居民一個具有能源、防災與環保
等教育意義的綠色遊憩空間。
本 案 預 計 於 110 年 完 成 另 7 座 滯 洪 池
設置太陽光電併網之案場，其占地總面積
193.71 公頃，設置容量 91.08MW，分別為：

（1）嘉義縣溪墘農場滯洪池：佔地面積
44.97 公頃；設置容量 21.38 MW。

高雄市典寶溪 D 區滯洪池

（2）嘉義縣溪墘排水新庄農場滯洪池治
理工程：面積 49.8 公頃；設置容量
18.4MW。
（3）屏東縣三西和農場滯洪池：面積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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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公館排水口滯洪池

公頃；設置容量 4.41MW。
（4）彰化縣萬興排水滯洪池：面積 35.21
公頃；設置容量 24.23MW。
（5） 彰 化 縣 第 四 放 水 路 滯 洪 池： 面 積
27.87 公頃；設置容量 9.58MW。
（6）嘉義縣荷苞嶼排水幹線馬稠後工業區
下游治理工程：面積 15.32 公頃；設
置容量 7.03MW。

也活化土地之利用，賦予滯洪池更多經濟
價值與多元目標之使用目的，並且打造親
民綠色空間，結合科技與綠能環保帶動當
地綠色能源開發、活化土地價值，也可增加
在地就業機會，達成多方共贏的局面。
台糖公司盼望於 2021 年吹響綠色能源的
號角，讓綠電能源創造永續生活環境的纍

（7）嘉義縣貴舍 2 滯洪池新建工程：面積

纍果實，使全民共享，並以友善環境開發態

13 公頃；設置容量 6.05MW。

度，提升土地創新價值為目標，將臺灣發展

台糖公司辦理本案發揮極大化滯洪池土
地效益，在不影響滯洪功能的前提下，設置
水面型浮動式高效能太陽能光電設施，使

22

滯洪池的功能多了生產綠電的效益，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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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國際綠能產業的重地，與地球環境共
榮共生的目標。

循環
邁大步

循環邁大步

循環永續 ‧ 大步前進
文 / 企劃處循環經濟組 童凱鴻

台糖公司自 2016 年起，積極擘劃循環經

認證方面則有東海豐農業循環園區執行

濟藍圖並呼應 SDGs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二次原料回收／副產品」之商業模式，

全面配合政府 5+2 產業創新計劃，規劃生

經 英 國 標 準 協 會（BSI） 查 核， 符 合 BS

態平衡、環保與綠色概念的經營方針，績效

8001:2017 循環經濟系統性思考六大原則，

斐然。迄今實體建設方面於屏東縣打造全臺

成為臺灣及全球首家取得標準查核聲明書之

首座現代化綠能養豬場「東海豐農業循環園

畜殖場，整體循環成熟度達到最高等級－商

區」、臺南市興建全國首座牡蠣殼加工廠，

業模式創新最佳化。

同時亦催生台糖沙崙智慧綠能循環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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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台糖公司亦持續檢視並精進原
物料在生產環節之效能管理，並積極結
盟上下游價值鏈，結合技術與創新底蘊，
以思維轉換及實際行動落實並持續擴大
循環經濟效益。創新產品方面，以全豬
利用結合坊間流傳已久的阿嬤秘方為發
想，開發出循環利用豬膽製成之洗髮精
產品，榮獲「2019 臺灣循環經濟獎」產
品創新獎銀獎。創新服務部分則以全蔗
利用為核心，開發蔗渣菇包原料，並以顧
及產業及環境的宏觀角度及共生共榮之
巧思設計蔗渣「以租代售」創新服務模
式，達到環境、產業、台糖三贏之目標，
獲頒「2020 臺灣循環經濟獎－創新服務
獎典範獎」最高殊榮。
對於接連的諸多建設、認證及獲獎，都
讓產、官、學界對本公司推動產業循環經
濟轉型之成就給予高度肯定。未來台糖將
持續投注更多努力，將循環經濟概念與自
身資源優勢緊密結合，致力於廢棄物資源
化、高值化，在兼顧經濟發展、社會共榮及
環境永續下，打造永續再生的綠色產業。

東海豐農業循環園區豬舍屋頂太陽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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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宗教民俗做策展：談臺南市立美術
館「宮廟展」的時代意義
「宮廟展」現場一隅

文、圖 / 王振愷

近年來民間信仰與傳統宮廟藝術，以一種
新發現的姿態進入了美術館白盒子的場域

詮釋。

中，不過這樣的趨勢其實在歷史也有跡可

其中當代藝術領域就以龔卓軍策展的「近

循。回溯到 1970 年代的臺灣社會，當時文藝

未來的交陪：2017 蕭壠國際當代藝術節」作

風潮因為鄉土文學論戰興起，瀰漫著回歸鄉

為代表，以宮廟文化中對於「友境、遶境」的

土、走向民間的氛圍，《漢聲雜誌》與《雄獅

民間集結思考，將過去在臺灣長期存在卻被

美術》等雜誌開始對於民俗技藝進行考察，

忽略的精神地理學被提煉出來，也讓過去學

這也為 1980 年代末解嚴後的本土意識崛起

院體制長期沿用西方理論與脈絡，而遠離民

奠定一個文化的基礎。

間社會，去進一步思考臺灣藝術的下一步。

向民間交陪與學習

「向眾神致敬－宮廟藝術展」中的傳統

近年來文化藝術領域，又再次將民間的傳

26

影像不同領域，對於民俗主題的再發現與再

與前衛

統信仰與民俗集結起來，碰撞出新一波的臺

將過去存在於廟宇與宗教場域的民俗技

灣美學，其中 2018 年《新活水雜誌》九月

藝，透過當代藝術家以不同形式進行轉化與

號，就以「重回民間：當前衛藝術遇上民間

創作，其實也能在近期於臺南市立美術館的

信仰」為題，梳理了從展覽、設計、音樂與

「向眾神致敬－宮廟藝術展」看見。展覽分

麗水，將他們放置在藝術史與美術館的架構
底下，重新去思考他們的歷史定位與討論。
這樣的討論其實也能接合到南美館另一個正
在展出的「再現傳奇：洪通百歲紀念展」中，
這位傳奇的畫家發跡於前面提及 1970 年代
的鄉土回歸的藝文風潮，這位素人藝術家來
自民間，這次展覽也特別將他的創作與所生
「起醮」展出現場

活的南鯤鯓宮廟文化連結討論。

「起醮」裡的新獨立精神
特別要提及的是，在最後一個展間「築廟
起醮—當代觀點的宮廟」中，由拚場藝術
撞擊團隊集結跨領域創作者，在展間中以鷹
架、霓虹燈管搭建出一個臨時性的神壇，他
們要祭祀的是以鄭南榕為首，六位為爭取臺
灣獨立願景而犧牲自焚的前輩，整理並展示
侯俊明《符籙蒐》作品

他們的遺書、論述、剪報與相關田野記錄。
星叢散落在神壇周圍，中央是焚燒後的金
紙爐具有紀念碑的象徵意義，通過當今錄影

為五大主題與展區：畫中有神、以文會神、

與錄音科技設備的民主化，加上臺灣政治的

形以傳神、敬之以儀與築廟起醮，所要對應

民主進程，「起醮」企圖為近未來的臺灣提

的分別是廟宇中的樑枋壁畫、籤板符篆、立

出一個獨立的文化形式與儀式，整個展覽像

體神像、陣頭文化延伸的裝飾物件，以及以

是一個神明祭儀的數位大平台，提供給臺灣

科技藝術搭建起的宮廟。

觀眾對於信仰的新啟發。

展區中都會以傳統廟宇的物件去對照當代
藝術家的創作，不管從造形上或是內容上
的，進行傳統與當代前衛的互相對照，如以
籤板符篆為例，在侯俊明大型創意籤詩《符
籙蒐》作品也能看見其挪用形式，但內容上
卻是非常當代新穎的語法；以立體神像的剪
黏藝術為對應，黃逸民的《山寨》系列則利用
回收利用的素材模擬此項傳統技術，拼貼成
〈風轉〉、〈鳳尾〉、〈轉風〉等造形作品。
除了這樣的當代轉譯創作，展覽中也將過
去從廟宇文化而來的職人繪師如蔡草如、潘

蔡草如所繪門神

2110 期 4 月號｜專題報導

27

FEATURE STORY

沙漠裡開出了一棵樹：
臺南圖書館新總館巡禮
圖書館內的烏邦圖獨立書店

文、圖 / 王振愷

近年來隨著臺南市中心逐漸擴張，也因

久的圖書館，1919 年（大正 8 年）成立。

為時代變遷永康砲校遷移，一大片留下來

1923 年由辜顯榮捐款成立新館舍，原址就

的腹地成為新都心的重劃區。在同個背景

是今天公園路上的遠東百貨，並將此館納

下，位在臺南公園一隅的臺南市立圖書館

入臺南州臺南市役所轄下管理，成為市立

總館（舊館舍）早已負荷不了幾十年來累績

圖書館。

的巨大藏書量、市民對於圖書館的需求也

戰後，1975 年圖書館搬遷至臺南公園的

已經改變，加上 2015 年新北與高雄市立圖

北邊一隅，然而經歷了數十年，舊館舍負荷

書館新總館相繼開幕，同屬六都的臺南新

不了藏書量。2013 年起，臺南市政府內部

總館改建計畫成為當務之急，永康區的各

從舊總館擴建計劃，朝向興建新總館建設

種條件自然成為新總館的首選之地！

作為目標，並於隔年開始推動計畫，當時就
看準永康砲校遷移後預留的一大塊腹地。

臺南市圖書館小史

28

新 總 館 建 築 體 由 臺 灣 MAYU Architects

臺灣最早的公共圖書館是 1914 年成立的

與荷蘭 Mecanoo Architecture 聯手設計，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現為位在中和的國

外觀像是一棵大榕樹，由內向外擴展。這個

立臺灣圖書館。臺南市立圖書館前身「財團

設計靈感源自當初建築團隊來到臺南市前

臺南公館附屬圖書館」為臺灣歷史第二悠

置田調時，觀察到市區內有很多廟宇，廟埕

前多會有一棵榕樹，大樹下自然成為大人社

人個人史連結臺南地方史打造出「臺南名人

交或小孩嬉戲的場域。這樣的概念也能使建

堂」；再向前走，則有聯合文學雜誌策劃，

築下方創造出許多像是騎樓的半通透空間，

以近期他們製作臺南老字號雜誌《鹽分地帶

不僅提供市民休閒活動，也是良好的遮蔭設

文學雜誌》的經驗，將過去臺南市文化局累

計，能避免陽光直射館內，建築上方更結合

積的地方叢書作為引介，構築成一座「文學

臺南古代地圖，當光線照拂就能清晰看見歷

森林」。

史的軌跡。

未來也以臺南作為「美食之都」作為號召，
特別設置烹飪教室，後續將規劃製作美食、

創客、美食與藝文的頓號空間

認識在地食材等飲食文化相關課程給市民。

臺南新總圖內打破過去對於大眾對於圖書

臺南市立圖書館新總館定位是個「蘊含臺南

館的想像，除了降低館藏書量，讓更多空間

文化、貼近臺南市民的全方位生活空間」，

還於讀者使用，提供交流、休閒、發呆、工

這些不同屬性的角落稱之為「頓號空間」。

作、學業等的多功能空間。全臺首創不同的
創客空間，提供縫紉機、熱軟印機、皮雕、攝

在圖書館裡看展覽

影等設備，鼓舞自造風潮，也設計了展覽、

建築師在置放不同屬性的空間盒子時，設

小劇場、講堂會議廳等藝文空間，還特別邀

計了相當多型態的展示空間，除了有胡氏藝

請臺南著名的獨立書店—烏邦圖書店進駐，

術承包的公共藝術案，當中有三件作品展

透過咖啡廳、風格選書、具特色藝文活動辦

示，其中最具亮點就是大廳處書頁翻飛，由

理，加乘出特有的閱讀文化。

英國藝術家 Paul Cocksedge 設計作品《陣風

新總館也從臺南在地文化出發，走到四

（Gust of Wind）》，另外還有兩位臺灣藝術

樓，就從臺南歷史文化出發，透過數位展示

家—蔡潔莘充滿童趣的動物雕塑、徐瑞憲充

方式介紹臺南各領域具有貢獻的前輩，以名

滿詩意的時間裝置。

一樓大廳的閱報區

介紹臺南政府出版品的文學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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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樓、三樓都獨立出展示間，裡頭有
故宮與圖書館合作的「藝起冒險：一場始
於十七世紀的數位旅程」，內含《傳說秘
寶》、《乘風破浪》、《冒險地圖》三項展
覽計畫；二樓、頂樓畫廊與討論間則有臺南
在地的當代藝術家，如梁任宏、林書楷、舒
媞等人的作品展示，分別以裝飾和展覽方式
呈現。
非一蹴可幾，這也完全考驗市政府各局處

過去舊總圖座落在綠意盎然的臺南公園

團隊的協調能力，這些軟硬體高度密合的呈

中，前方有棵大榕樹，現在新總圖也以榕

現，非常值得給予臺南市高度肯定。新圖書

樹作為建築設計的發想。曾經，臺南永康

館未來更可以成為國際與在地藝術家、內容

區被視為文化沙漠，現在沙漠裡將開出一

策展與當代藝術碰撞與交融的大平台，圖書

棵棵文化的樹，期望未來成為一座滿是知

館也成為當代藝術拓展疆域的重要場域。

識的森林。

Paul Cocksedge《陣風 （Gust of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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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創客空間

這些對於歷史與文化在軟體上的累積，絕

FEATURE STORY糖鐵公園特蒐

蒜頭糖廠 （攝影 / 黃亭萱）

追夯劇・蒜糖底嘉小旅行
文 / 雲嘉區處 洪秀怡

嘉義高鐵旁，故宮南院後院，隱藏著一
個不賣蒜頭也不再製糖的舊糖廠—蒜頭糖
廠，糖廠裡有斑舊老工廠，與靜靜坐在軌道
的各式列車，一同訴說著當年製糖的歲月；
承載多人回憶的老驛站，懸掛著辛勤工作
的老鋼鐘，噹～噹～聲響，響出了糖業的盛
衰，響出了多少前人的青春喜怒哀樂；仍在
行駛中五分車，上面裝的不再是製糖的甘
蔗，而是滿載的來園旅客，隨著車上的解說
人員，一起進入糖廠的歷史時空隧道，呼嘯
的防空洞、守護糖的守車、曾經風光載著長
官巡視各處的巡道車、載著客人的客車、搶
救用的道班車、裝著甜甜回憶的糖車與篷
車，還有曾於蒜頭糖廠服務，之後流落在日
本，近幾年重新回嘉的蒸汽火車 650。

32

童遊櫻花大道

出了園區，一棟矗立在路旁的紅磚碉堡，

壽橋」，常見遊客騎著自行車或是在橋上

俗稱八角樓，落在牆上的槍孔曾護衛糖廠

漫步，享受田園風光，而糖廠也屬於朴子

無數個歲月，路旁田地生長著製糖用的甘

溪自行車道的一部分，若是前來嘉義，可

蔗，可惜的是，2001 年納莉颱風的無情，

前來蒜頭糖廠一遊，累的時候可在台糖冰

毀了工廠設備，徒留一座曾經熱鬧吵雜的

店，品嚐深受大家喜愛的招牌紅豆酵母菌

老工廠，慶幸的是，老工廠在未來將以新面

冰淇淋，享受悠閒又充滿歷史的時光。

貌與大家見面；糖廠裡有個居民聚落—工廠
村，裡面住著一群可愛的台糖退休老員工，
祀奉著臺灣唯一於糖廠的媽祖廟—糖廠配
天宮，再往糖廠裡面，可以見到日式建築的
宿舍群，是以前糖廠長官們的宿舍，而如今
變成許許多多電視劇中男女主角的家；一旁
有塊綠地，原是日式神社所在處，如今改建
為公園，稱作「和園」，而另一旁有棟紅白
相間的巴洛克式建築叫做「介壽堂」，再過
去，有座跨過朴子溪的吊橋叫做「六家佃長

蒜頭紅豆芋仔冰

蒜頭糖廠巡道車

2110 期 4 月號｜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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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素糖的滋味
文 / 林黛嫚

健素糖包裝產線

不管是冷天或熱天，那些奔跑著的童稚

是擺放整齊，到底是誰在什麼時間做這件

身影，髮梢總是溼漉漉，說是水做的或是

事呢？這些疑問不是重點，重點是長方桌

火做的都可以。我們從家的竹籬芭門跑

上的物品。

出，或回頭笑鬧，或任性搶先，目的地都
是巷口那家柑仔店。

34

健素糖生產線

長方桌上有小汽車、陀螺、紙娃娃、洞
洞戳戳樂、尪仔標等玩具，還有麵茶粉、

柑仔店在大街轉角，長大後看到轉角咖

大豬公、牙膏巧克力、彈珠糖、仙楂片、

啡館、轉角書店……，想到我的童年記憶

餅乾等等。餅乾放鐵盒，糖菓用紅蓋子透

有轉角柑仔店，就感覺心窩一股暖流淌

明塑膠罐裝，其中有兩個透明罐一個裝彩

過。柑仔店的門口總是堆滿東西，我常常

色的台糖「健素糖」，一個裝土黃色原味

想這些待販賣的物品在晚上收攤店門關上

健素，這兩個透明罐便是我童年難忘的零

會不會收進店內？如果不會，那麼夜不閉

食，也是我勤於造訪這家柑仔店的原因。

戶路不拾遺果然是那個年代的佳話嗎？若

蔗糖製糖流程剩下無法結晶的蔗糖蜜，

是開店挪出閉店收回，那麼我每天不同時

甜度低、具苦味，含有多種營養成分，是

段，經過店門口的四腳長方桌上的零食總

很好的發酵原料。將蔗糖蜜作為食物，再

將乾燥後的酵母菌粉打成錠狀，包裹上紅、

稠，我卻認為那能讓我齒頰留香。

橙、黃、綠、白色彩繽紛的糖衣，就是放在

告別童年之後，偶而在超市或便利商店看

那透明罐內讓我看到眼睛一亮的東西。據說

到這飽含童年記憶的零食，總是如獲至寶買

一九六○、七○年代，當時臺灣社會民生物

下，然後不知不覺間它就消失了。某次有個

質並不是很充足，由於酵母粉富含蛋白質，

參觀糖廠的活動，我被介紹而初階地認識了

能提供豐富營養蛋白質，又可以促進食慾，

製糖過程，但當時我只想知道我的零食哪裡

讓當時普遍瘦弱的幼童，有機會轉為強健的

去了，是搜尋引擎告訴我，在 2006 年因為承

體魄。我的童年當然物質貧乏身體瘦弱，但

包廠商以進口飼料用的酵母粉原料生產健素

我喜愛吃健素糖卻是因為有人覺得很臭的酵

糖，而有致癌疑慮，使得熱銷數十年的這產

母味，不只味道濃重，而且咀嚼之後汁液黏

品下架，從此走入歷史。

〈作者簡介〉林黛嫚
曾任中央日報副刊主編、東華大學駐校作家，
曾獲許多文學獎項。創作有散文《本城女子》、
《你道別了嗎》、《推浪的人》、《移動的夢
想》、《寫作的美學與技藝》等，小說《平安》、
《林黛嫚短篇小說選》、《粉紅色男孩》、《單
獨的存在》等長短篇小說集。現任淡江大學中國
文學系專任副教授。
健素糖是許多人童年的回憶
（本文原刊載於聯合文學雜誌三月號 437 期，聯合文學授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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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 STORY

1960 一起吃鳳梨
糖鳳揚四海
文 / 編輯部（整理）

甜蜜的砂糖 ‧ 芳香的鳳梨
台糖鳳梨罐頭近日來因產地風波而引起

接受嚴格的健康檢查。

話題，而 60 多年前台糖曾在臺東所建造之

女工在生產線前端調理鳳梨，把脫皮機

鳳梨工場歷史卻鮮少人知。於此，小編特別

沒有脫乾淨的鳳梨皮用刀削去，鳳果即進

整理出曾刊載於台糖通訊 2015 年 10 月號、

入切片機而後進到後端由女工檢查後，加

11 月號的報導，讓讀者一窺當時台糖因種

入果汁、封罐和高溫消毒，而後裝箱送入倉

甘蔗而衍生「蓋工場、種鳳梨」的淵源，而

庫儲存。此外工場另設有化驗室抽樣產品。

創出「糖鳳罐頭」行銷四海，為此也曾拍攝

台糖鳳梨工場品質衛生管控嚴格，且推

了鳳梨罐頭廣告，這些老照片至今仍為糖

廣鳳梨原料栽培的工作規劃得宜，所以自

人們所津津樂道。

民國 46 年夏季試車開工後不久即進入正

民國 40 年初，台糖奉行政府開發東臺灣

軌，外銷市場也隨著日益擴增的產量而順

政策，以增加臺灣東部農民的生計，另一方

利拓展，並以「TAISUCO」糖鳳品牌的各

面為穩定臺東糖廠的經營基礎，於是充份

式鳳梨罐頭行銷世界，揚名海內外。

利用東臺灣土地資源，開墾荒地改植鳳梨，

為使鳳梨工場生產運作順暢，特別到彰

並興建台糖鳳梨工場做起罐頭生意，創造

化二水、員林的私人鳳梨工場，招募有經驗

農民就業機會，活絡農村地方經濟。

的女工來工場進行加工作業，並到臺東各
鄉鎮招募。上班採晝夜二班制，一班女工需

講究潔淨的自動化鳳梨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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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千多人，公司並備有遊覽車專門載中

台糖鳳梨工場占地數十公頃，工場前部

長程女工上下班；而從遠處招募來的女工食

是開啟式的儲料場，儲料場上方，有五台脫

宿免費，住家近的女工則騎單車往返，上下

皮機，鳳果經洗濯後，放入脫皮機脫皮去

班時段整條馬路被單車族擠滿。

心，鳳果自動流入調理台。調理室廣闊又熱

與糖鳳相依相惜 12 年，然而在民國 57 年 7

鬧，五條生產線每一線的兩邊，有穿戴上白

月遵照政府政策，將鳳梨工場予以開放民營，

帽、口罩，雙手戴橡皮手套的女工。由於食

鳳梨工場隨著時空環境的變遷已不在，僅剩

品生產講求衛生，女工在進入工場前，必須

泛黃老照片留著曾有的點滴，值得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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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農民 台糖蜜鄰鳳梨專區
歡迎趁鮮嚐一波

文／編輯部

全民夯鳳梨，在政府、各大機關與團體的協

部分，台糖擬推鳳梨果乾、果醋、果汁等，已

力之下，鳳梨瞬間成為國民必吃美食，消費者

積極跟協力廠商洽談中；在各糖廠冰品部分，

想趁鮮買到優質而價平的正港國產金鑽鳳梨，

也計劃在台糖今（110）年 5 月 1 日迎接 75 週

歡迎來到台糖蜜鄰店的鳳梨專區選購。

年的同時，買鳳梨冰加碼再送，同步還有研議

台糖除了蜜鄰通路有販售臺灣金鑽鳳梨外，
也透過農糧署洽購一批鳳梨，未來到台糖加油

消費者以往愛淋綿密紅豆於鮮奶冰淇淋，改淋
生鮮熬煮的鳳梨醬，測試新風味。

站加油，台糖即送生鮮鳳梨，同時台糖工會與

台糖強調，幫助農民絕非現在一時的新聞熱

福利會也都有慷慨出資買鳳梨分享給員工，讓

潮而已，會拉長線與農民站在一起，因為台糖

員工也有參與這一波的鳳梨熱。另外在加工品

以農立業，最懂農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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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糖迎 75
輕盈犇幸福
今（110）年為迎接台糖公司 75 週年，本著社

原體重 (kg)

減重 (kg)

成績

名次

會企業責任，以關懷員工健康為出發，藉由「糖

80

5

0.0625

3

適康」取得第 2 項健康食品認證 ( 不易形成體脂

70

8

0.1142

1

肪 )，鼓勵同仁維持身材、甩掉三高，迎向健康

60

4

0.0666

2

生活。本公司舉辦「體驗見證式」行銷活動，並

五、活動類別：

強力宣傳「台糖糖適康」，可建立公司品牌形

1、個人賽：自由報名參加。

象、幫助員工健康以及創造商品營收，達到三贏

2、團體賽：5 人為 1 組，各單位須組 1 隊參

效果。

加 ( 該單位不足 10 人，得合併報名 )，另

活動對象：台糖公司全體員工，BMI 需≧ 24。

開放自由報名 ( 不限同單位，惟每人僅限

活動辦法：

報名 1 組 )，採全組總成績競賽 ( 總減重

一、報名日期：110/4/12 ～ 16。

量 / 總重量，計算至小數點第四位，四捨

二、報名方式：

五入 )。

採網路通訊報名，請自行填妥報名表後

六、活動費用：每人酌收報名費 500 元，提

MAIL 至電子信箱：a64144@taisugar.com.

供糖適康 6 盒。( 同時報名個人賽及團體

tw 或傳真至 05-2659045，並完成付款。（聯

者，僅發放 6 盒，酌收 1 次報名費 )，請

絡人：楊婉君 電話 05-2649775 分機 118）

將報名費匯款至生物科技事業部帳戶。

三、活動期間：110/5/01-7/31 (3 個月 )。

彰化銀行 (009) 大林分行 6204-01-282100-00

四、活動方式：

戶名：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生物科技事業部。

1、配合本產品建議食用量，每日早晚飯後各 1

七、活動獎勵：各錄取前三名，頒贈獎金並須

包，進行減重。
2、活動起訖日前後 3 日，由各單位職安人員（如
無職安單位，由辦理健檢業務之部門人員）

組別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團體賽

60,000

50,000

40,000

進行體重測量，並同步發放本活動產品。

個人賽

20,000

15,000

10,000

3、結算成績採比例計算，活動前後體重之差額
除以原體重，計算至小數點第四位 ( 四捨五
入 )，數據以主辦單位測量為依據，範例如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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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產品見證。

八、頒獎日期：配合本產品新裝上市辦理。
九、承辦單位：人力資源處、企劃處、秘書處、
職業安全衛生處、生物科技事業部及商品行銷
事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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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董事長 ( 左六 ) 及鄭署長 ( 左五 ) 及與會貴賓們手持企業誠信標語合影

公益不斷的台糖加油站
與廉政署宣誓企業誠信

文／編輯部

長期投入公益的台糖加油站廣獲消費者信

陳昭義董事長表示，台糖始終秉持誠信經

賴，提供質純量足的油品，讓行車人出入平

營的理念，藉由資訊公開透明化等方式，同

安，因而獲法務部廉政署肯定，雙方合作宣

時結合地方資源一起推廣企業誠信、反貪腐

導企業誠信，台糖加油站也以身作則主動宣

及宣導廉潔教育，實現樹立企業誠信的標竿

導，更行動於贈品上印有活動標語，揭櫫企

典範。正好最近廉政署亦推出由金鐘影帝游

業良心。

安順主演的企業誠信微電影，因此台糖便攜

台糖加油站與廉政署係於 3 月 22 日上午

手廉政署，透過露天播放微電影的方式公開

在台糖崇德加油站一起舉辦宣導活動，台糖

倡導企業誠信，並將標語印製在加油贈品

董事長陳昭義以地主之誼，歡迎法務部廉政

上，公開宣誓台糖油品「油量誠信、品牌廉

署長鄭銘謙及副署長陳榮周、廉政署南部地

潔」，是讓消費者心安的良善企業。

區調查組長黃元冠、臺南地檢署檢察長葉淑

台糖董事長陳昭義及廉政署長鄭銘謙等貴

文，以及臺南市政府政風處長許志雲等多位

賓在宣示大會後，亦親手將印有企業誠信標

重量級貴賓，向前來加油的消費者倡導企業

語的抽取式衛生紙盒贈送給前來加油的民

誠信，同步也播放廉政署製作的「幸福～勻

眾，期許企業誠信的理念得以融入民眾日

勻仔行」企業誠信微電影，以及台糖「加油～

常生活，喚起社會大眾對誠信的重視，養

有阮作伴」社會參與短片，透過淺顯易懂的

成社會廉潔的善良風氣，相關影音亦可自

影音效果，更直接深入民心。

Youtube 取得觀賞。
2110 期 4 月號｜糖情 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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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良作工場

養豬技術基礎訓練班學員心得分享

台糖重承傳 養豬有專業
文／農畜學院 洪麗雲

感謝台糖公司讓我有機會參加這次

的動物福利課程中，提到提升農場豬

的農畜學院的課程，我在這次農畜學

隻動物福祉已是全球趨勢，臺灣豬隻

院課程中學到了很多的知識，許多在

永續生產必須逐步調整，接受挑戰，提

現場不一樣的畜牧方面專業知識，和

供容易取得、適當且足夠的水源與飼

更正確的管理方式，以及如何把豬養

料以及居住環境。

得更好，增加了對畜牧業的了解，能更

我本身在虎尾畜殖場的工作是注射

有信心，更有勇氣地告訴其他人，我們

疫苗、巡視豬隻水源和飼料的補充、藥

養豬是很專業的，是有證書的。

物的添加及病弱豬隻的照顧與注射、

在課堂上的學習，我學到了更多的

保育轉至前期的照顧飼養、肥育豬轉

專業知識，更多有關豬隻疾病的預防

至後期的飼養、巡視水濂畜舍及溫度

與管理，我會將這次的學習經驗，分享

調整與控制等。

到工作場所，與同事們一同討論與分

我在南沙崙畜殖場學到不同領域的

享，讓大家有更正確的觀念把豬養得

工作內容，以配種來說學到了公豬採

更好，更有成就感。

精、注精、使用公豬手、巡情、驗孕的

在這次的上課中，不論是在課程安
排、上課內容以及與同學的互動，都是
非常生動活潑的，尤其是教授羅玲玲
40

工作流程。分娩舍學到了去勢、磨牙、
剪尾等不同的工作。
東海豐副場長陳盈志在課程中提到

養豬技術基礎訓練班始業式

畜牧業循環經濟，也帶領大家參觀了東海豐農

業，讓養豬產業欣欣向榮，可以吶喊養豬萬

業循環園區，我瞭解到它原是一座傳統舊豬

歲，不再是令人難以啟齒的工作，其實養豬產

場，設備老舊，經濟效益不彰，更面臨到環保

業是很專業的，就如同照顧小寶寶，要付出相

抗爭的問題。而這幾年來台糖公司響應政府 5

當程度的愛心、耐心、細心，認真地照顧。

＋ 2 政策，斥資 6.8 億元，改建東海豐農業循

最後，感謝台糖公司及虎尾畜殖場場長王

環園區，新式密閉負壓水濂畜舍自動化控制溫

建彬給予我這次的參訓機會，也體驗了臺南

度及濕度，提供豬隻更舒適的生活環境，豬隻

的古都美貌和特色小吃、人文風情，再次感謝

安全，生物管理和動物福祉的重要性。

台糖給我參加這次農畜學院訓練班的課程，

台糖從東海豐出發，期待臺灣的養豬產業能
與環境共存、共榮，提供更優質的綠色製品，

讓我有機會再當一次學生，真的是要活到老、
學到老，有機會一定會再繼續進修學習。

讓臺灣的豬肉出口到全世界。期待翻轉養豬產

學員參訪東海豐舊式畜舍

頒發結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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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糖長榮酒店 17 週年
2021 一起玩很大

42

文 / 台糖長榮酒店

台糖長榮酒店（台南）17 週年慶，

企業」邁進。除了規劃一連五場「知」

3/15 起 至 4/30 住 房 祭 出 平 日 每 房

的幸福公益講座，推廣心靈正向樂觀，

2,021 元破盤優惠，一起玩很大！吃遍

積極熱忱服務，更透過身體力「行」辦

天下自助餐廳於 4 月份推出整月 4 人

理酒店週邊四場幸福公益市集：第一場

同行 1 人免費；宴會廳平日消費一萬元

3/27、3/28《田裡有腳印》市集；第二

以上桌菜享第 2 桌半價優惠；長園中餐

場 6/19、6/20《大手拉小手、幸福藝

廳與大廳酒吧回饋消費滿 1,500 元的貴

起來》市集；第三場 10/9、10/10《甜

賓，贈送長園招牌菜 1 份或鬆餅下午茶

蜜好個秋、蜜糖好遊戲》市集；第四場

1 份；而 O’FUN 原創料理美學餐廳推

12/11、12/12《田裡有腳印》市集等，

出熱銷好評的肋眼牛排券買 10 贈 1 張，

希望透過企業投身公益，支持長期推廣

邀請您一起為酒店慶週年！

友善環境有機蔬食的農友們，期望讓更

值此 17 週年之際，台糖長榮酒店更

多人看見為綠色環保、教育親子及工藝

不忘落實社會企業責任，特別將酒店

手作推廣的這群義工，將府城的文化生

「幸福產品」透過「知」「行」合一的

活以生動活潑的方式展現。【服務專

活動，帶領朝向「幸福員工」、「幸福

線】06 － 2899988 請洽各項服務

江南桃紅陣雨樹盛開
賞花優惠多、陪孩子寫生
文 / 尖山埤江南渡假村 陳奇聖

每年約 3 月中至 4 月底，尖山埤江南渡假
村園內廣植近 2 百株「桃紅陣雨樹」（花旗

品），並贈送台糖蠔蜆精每人 1 瓶（團體
不適用）。

木）繽紛綻放，桃紅盛開媲美櫻花，浪漫指

趁著桃紅陣雨樹花季美景，江南渡假村

數破表。近年江南渡假村已成為南部熱門賞

自 4/1 至 4/11 舉辦「淺山思藝 - 兒童寫生

花景點之一，吸引無數賞花民眾及攝影愛好

比賽」，分為幼兒組（幼稚園及學齡前）、

者造訪，民眾利用假期安排至江南渡假村欣

低年級組（國小 1 至 3 年級）及高年級組

賞桃紅陣雨樹開花盛況正是時候。

（國小 4 至 6 年級），每組選出優選 3 名及

為鼓勵民眾走出戶外，親近大自然，江

佳作 5 名，可分別獲得江南渡假村 3,000

南渡假村自即日起至 110 年 4 月 15 日止推

元及 1,000 元消費抵用券。參加活動需線

出「一起賞花趣」活動，遊客只要「4 人

上報名，報名成功可享參賽者本人免費入

同行」或「穿著桃紅色服裝」入園，即享

園，陪同家長享兒童票價 100 元入園優惠

入園門票半價 75 元優惠（團體不適用），

（限 3 名）、輕鬆 GO 專案（含門票、遊

若扮演知名動漫角色（Cosplay）經售票

園、遊湖）優惠價 200 元，再享用餐免收

人員認可，還可享免收入園門票，同行 3

服務費及指定日住宿 5 折優惠，歡迎每個

名享半價 75 元入園優惠。如至渡假村內

家長陪伴孩子共同參與。

指定景點與桃紅陣雨樹合照上傳 FB 或 IG
並打卡，還可至售票處兌換精美紀念品 1
份。活動期間為提倡環保，平日住宿會館
環保 2 人房只要 2,400 元（不含早餐及備

線上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7FkhXGYS2YFo8DB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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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咖聊什麼？
錯過就不再—
我在 Clubhouse
文 / 資訊處 謝達豐

最近，有個字眼叫做「Clubhouse」常出現

Clubhouse 是什麼

小編的生活當中，透過一次次的口耳相傳、媒

依據維基百科定義，Clubhouse 是一款由

體推薦下，不禁讓人好奇，這到底是個什麼聊

Alpha Exploration 公司所發布的多人線上

天室軟體、有著什麼魅力，使得周遭親朋好友

語音聊天社交軟體。2020 年的新冠疫情來

一個個「上車」了呢？甚至有人只為了想要獲

得又快又猛，使得人與人之間缺少了溝通，

得這套軟體的邀請碼，竟不知不覺把自己的

創業家看準歐美年輕人群的社交需求，2020

手機號碼洩漏給陌生人知道！擁有如此魅力

年 6 月於是開發了 Clubhouse。官方宣布，

的軟體究竟是何方神聖？以下小編給各位整

Clubhouse 已經完成了 B 輪融資，總共高達

理了關於 Clubhouse 的全方位介紹，想知道

一億美金的價格，可見這個 APP 後勢之看好。

的話緊接看下去吧！

然而，Clubhouse 目前只支援蘋果 iOS 系
統，其他作業系統尚不支援，但每週活躍用戶
已達 200 萬人，2021 年起，Clubhouse 的傳
播效應也從歐美，病毒式快速擴散到亞洲，現
在 APP 上也已經可以看到相當數量的日韓使
用者，可謂病毒式傳播。
究竟 Clubhouse 在紅什麼？小編在使用了
一個月之後，分享使用心得給各位讀者。

44

的邀請簡訊才可以註冊 Clubhouse，而且這
位「上線」必須要擁有自己的手機號碼，意味
著這位上線與自已的社交圈是相對親近的。
此 時 就 有 民 眾 想 要 進 入 Clubhouse 而
異 想 天 開， 將 自 己 的 手 機 號 碼 貼 在 Line、
Telegram 群組上，甚至有人看準這點，在通
訊軟體上創立了交換手機號碼的聊天群組，
吸引想要加入 Clubhouse 但沒有邀請碼的民
眾，把自己的號碼給了某個不認識的陌生人，
再由下線陌生人拉想要進入 Clubhouse 的民
眾，此稱「邀請碼接龍之亂」，徒增洩漏個資
的風險，不可不慎。

目前只有 iOS 使用者可以下載
這 個 APP 還 有 一 個 限 制， 就 是 它 僅 開 放
iOS 使 用 者 下 載。 也 因 為 Android 上 面 沒
有 這 款 軟 體， 倒 是 Android 裡 面 有 款 同 名
Clubhouse 的「專案管理軟體」被許多人誤
下載，各位看官如果是 Android 系統的話，

Clubhouse 的特點

還請多注意。

只有「即時」語音，沒有多餘交流方式、
也沒有存檔

可以聽到意見領袖、不同領域人士間的對話

這個 APP 的核心概念很單純，就是開一個

縱使開一個房間不像是開 Podcast 一樣需

「房間」，並在房間裏頭語音聊天。進入房間

要腳本、錄製、製作，只要一支手機、主持

之後，可以使用手機的麥克風功能說話；若在

人談資充足、能擔當主持工作即可，門檻相

講者說話當下，聽眾可以舉手發言，若有多人

對低很多。但是否能複製 Clubhouse 的成功

舉手的話就要排隊等待。

模式（吸引意見領袖）才是關鍵。當初也是

而在房間內的聊天是不能錄音的，所以若

Clubhouse 因為有 Elon Musk 使用才得以

要聽到內容的話，也意味著勢必要騰出一段

被注意到，之所以會爆紅就是因為大家想要

時間加入這個房間收聽。

知道大咖們平常在聊什麼，才會想要下載來
聽聽，若還能跟大咖們、不同領域專業人士

採用戶採邀請制
至於進入 APP 使用的方式，則要透過朋友

聊天，實現知識的橫向獲取，那就更令人嚮
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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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蜂、放牧、育生態
造林地屆期再利用
花蓮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復育了螢火蟲生態環境

文 / 農業經營處

一、前言：

區，面積共約 2,460 公頃，未來規劃於

台糖公司 109 年底現有造林地約 1 萬

森林園區核心設施區域外，林管處未租

1,808 公頃，包括平地造林面積 10,631

用之本公司造林地，導入森林生態農場

公頃、自費造林 376 頃、全民造林 413

經營方式，與周邊有意發展木材工藝或

公頃及環保造林 388 公頃，其中平地造

生態遊憩之社區合作，在不破壞林區環

林占比高達 90%，將於 111 年起將陸

境、生態原則下，提供社區休憩、生態

續屆期，其中包含適合及不利維持農用

體驗，協助社區增加就業、經濟效益，

土地，為讓造林地發揮最高利用效益，

並發揮林區生態、教育等功能。

以創造公司最大利益考量，依農委會盤

2. 林下利用

點本公司造林地材積現況，並參酌土地

地力不佳、現況無水源灌溉之林區，

屬性、分布狀況、經濟效益及土地區位

規劃適當疏伐以促進經濟林木茁壯，並

等因素，規劃作為維持造林使用（平地

提供林下放牧牛、羊或養蜂，以草食性

森林園區及林下利用）及非造林使用

動物節省林地刈草費用，另蜜蜂採蜜授

（配合政策及園藝銷售園區）等面向。

粉有益農業生產及環境生態均能提高造
林區經濟、就業、環境及生態等效益。

二、造林地屆期之初步規劃：
( 一 ) 維持造林使用：

農場及屏東區處屏東農場課新赤農場

1. 平地森林園區

造林地，分別於行、列疏伐後之林地試

本公司配合農委會林務局於花蓮、嘉
義及屏東三處平地造林地設置森林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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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花東區處台東農場課瑞源

種酪梨及可可等高經濟價值作物，以增
加造林地多元化發展及營收。

( 二 ) 非造林使用：

2. 園藝銷售園區

1. 配合政策

造林地種植生長緩慢具觀賞價值如光臘

配合政府政策（如人工湖、科學園區、地方

樹、黃連木、毛柿及臺灣櫸木等之造林樹種

創生及有機農業園區等）規劃開發需求提供

者，屆期後林木可辦理移植銷售，或配合景觀

造林用地。各規劃用地開發期程未執行前，未

業者需求出租該林地或出售林（木），作為育

屆期造林地仍先辦理林下空地利用（如養蜂、

苗、成樹養成基地或樹木銀行。

放牧），以增加營收，俟屆期後遴選優良林木
出售，以達到林木全利用效益。
台糖公司
平地造林面積（10,631公頃）分佈圖

桃園

中彰區處
513公頃

雲嘉區處
1,518公頃

彰化

臺南區處
1,234公頃

花東區處 2,631公頃

（花蓮農場課2,112公頃）
（臺東農場課519公頃）

屏東區處 3,746公頃

高雄區處
989公頃

（屏東農場課1,557公頃）
（南州農場課2,189公頃）

三、結論：
公司平地造林面積高達 1 萬 631 公頃，隨
著 20 年造林期限的陸續屆期，須配合政府政
策作適當規劃利用，才能符合國家、社會發展
需求，並增加公司收益，惟上述規劃方向仍需
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公布平地造林盤點
結果後，配合政策作適當調整，以符合國家、
社會及公司整體利益。

台糖林下利用政策有益農業生產及環境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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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

國際糖情專
分析
欄

疫情影響糖價赤字
未來貿易平衡持中立看法
文 / 砂糖事業部 李孟娟

一、國際糖價交易回顧與走勢圖

48

因全球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感染案例激

109 年 12 月紐約國際粗糖價格走勢呈

升，12 月 18 日國際糖價下跌，當天收

現震盪上漲後下跌整理再上漲態勢，12

盤 於 14.44 美 分 / 磅。12 月 下 旬， 紐

月上旬，12 月 1 日當天粗糖價格收平盤

約國際粗糖價格受到美元走軟提振，美

於 14.51 美分 / 磅後，因巴西貨幣雷亞爾

元疲弱令以美元計價的粗糖期貨對於他

走強，國際糖價自 12 月 2 日連續兩個交

國投資者較為便宜，同時，英國與歐盟

易日上漲，12 月 3 日收盤於 14.71 美分

達成英國脫歐後的貿易協定，投資者預

/ 磅。隔一個交易日，因投資基金賣盤打

期明年全球經濟將復甦，國際粗糖價格

壓，12 月 4 日國際粗糖價格下跌，當天

自 12 月 21 日連續八個交易日上漲，

收盤於 14.44 美分 / 磅。而後，紐約國際

12 月的最後一個交易日 12 月 31 日盤

粗糖價格進入盤整，於 12 月 7 日及 12

中來到當月最高點 15.53 美分 / 磅，當

月 8 日期間，糖價在 14.30 美分 / 磅與

天 收 盤 於 15.49 美 分 / 磅。12 月 最 高

14.66 美分 / 磅的窄幅區間內交易，12 月

價位於 12 月 31 日 15.53 美分 / 磅，最

8 日收盤於 14.39 美分 / 磅。隔一個交易

低價位於 12 月 14 日 14.09 美分 / 磅，

日，因有消息指出，食糖主要進口國印

最 高 與 最 低 震 盪 幅 度 9.27%(=(15.53-

尼將宣布進口許可證計畫，12 月 9 日國

14.09)/15.53*100%)。

際粗糖價格上漲，當天收盤於 14.97 美

110 年 1 月紐約國際粗糖價格走勢呈

分 / 磅。12 月中旬，因頭號粗糖生產國

現上漲後下跌震盪再上漲震盪下跌態

巴西天氣改善，同時印度政府將宣布新

勢，1 月上旬，因頭號產糖國巴西正處

出口補貼政策的消息再起，投資基金結

於甘蔗收割期，且泰國產量依舊慘淡，

清多頭倉位以規避風險，國際粗糖價格

造成食糖市場短期內供應緊縮，且投資

自 12 月 10 日連續三個交易日下跌，12

基金在大宗商品市場中積極建立多頭倉

月 14 日盤中來到當月最低點 14.09 美分

位，紐約國際粗糖價格自 1 月 4 日連續

/ 磅，當天收盤於 14.12 美分 / 磅。

三個交易日上漲，1 月 6 日收盤於 16.25

而後，因印度政府宣布的新出口補貼

美分 / 磅。隔一個交易日，因受到投資基

政策金額較市場普遍預期低，同時美

金獲利了結的賣壓拖累，1 月 7 日國際

元走軟，紐約國際粗糖價格自 12 月 15

粗糖價格下跌，當天收盤於 15.60 美分 /

日連續三個交易日上漲，12 月 17 日收

磅。而後，紐約國際粗糖價格進入盤整

盤於 14.68 美分 / 磅。隔一個交易日，

階段，於 1 月 8 日及 1 月 12 日期間，

糖價在 15.40 美分 / 磅與 15.94 美分 / 磅的窄

正積極尋求買家增加出口，且投資基金買盤減

幅區間內交易，1 月 11 日盤中來到當月最低點

少，國際糖價自 1 月 21 日連續三個交易日下

15.40 美分 / 磅，1 月 12 日收盤於 15.46 美分

跌，1 月 25 日收盤於 15.74 美分 / 磅。而後，紐

/ 磅。1 月中旬，由於泰國及歐盟產量不佳，以

約國際粗糖價格主要受投資基金買賣盤及基

及印尼持續進行採購的基本面利多消息支撐，

本面消息影響，於 1 月 26 日及 1 月 29 日期間

同時國際粗糖價格受到投資基金買盤的推動，

進入盤整階段，粗糖價格在 15.55 美分 / 磅與

糖價自 1 月 13 日連續兩個交易日上漲，1 月

16.19 美分 / 磅的區間內交易，1 月的最後一個

14 日盤中來到當月最高點 16.75 美分 / 磅，當

交易日 1 月 29 日收盤於 15.83 美分 / 磅。1 月

天收盤於 16.67 美分 / 磅。

最高價位於 1 月 14 日 16.75 美分 / 磅，最低價

而後，因受到投資基金獲利了結的賣盤打

位於 1 月 11 日 15.40 美分 / 磅，最高與最低震

壓，以及中國進口商的購買需求放緩，紐約

盪幅度 8.06%(=(16.75-15.40)/16.75*100%)。

國際粗糖價格自 1 月 15 日連續兩個交易日下

110 年 2 月紐約國際粗糖價格走勢呈現震盪

跌，1 月 19 日收盤於 16.10 美分 / 磅。1 月下

上漲後下跌，2 月上旬，受到食糖現貨市場需

旬，1 月 20 日紐約國際粗糖價格反彈，當天收

求強勁及生產商銷售有限影響，短期內現貨市

盤於 16.27 美分 / 磅後，因印度糖廠庫存增加，

場供應收緊，紐約國際粗糖價格自 2 月 1 日

圖表 1：2020 年 12 月 1 日～ 2021 年 2 月 28 日國際糖價表
商品種類
紐約粗糖
期貨價
倫敦白糖
期貨價

單位

12 月均價

1 月均價

2 月均價

收盤
最高價

收盤
最低價

價差

震盪幅度

美分 / 磅

14.68

15.92

17.01

18.78

14.12

4.66

24.81%

美元 / 公噸

323.59

351.00

374.97

414.02

311.29

102.73

24.81%

美元 / 公噸

403.06

445.09

470.49

488.40

390.30

98.10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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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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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兩個交易日上漲，2 月 2 日收盤於

持續將即將到期的 3 月合約倉位展期至

16.29 美分 / 磅後，2 月 3 日國際粗糖價

5 月合約，粗糖價格自 2 月 23 日連續四

格回落，當天收盤於 16.04 美分 / 磅。而

個交易日下跌，2 月的最後一個交易日

後，紐約國際糖價持續受到現貨市場緊

2 月 26 日收盤於 17.53 美分 / 磅，三月

縮提振，且市場預計即將於二月底到期

合約交易結束。2 月最高價位於 2 月 23

的三月合約會有大量交割，表示近期需

日 18.94 美分 / 磅，最低價位於 2 月 4

求旺盛，國際糖價在 2 月 4 日盤中來到

日 15.82 美分 / 磅，最高與最低震盪幅度

當月最低點 15.82 美分 / 磅後連續兩個

16.47%(=(18.94-15.82)/18.94*100%)。

交易日上漲，2 月 5 日收盤於 16.42 美分

2020 年 12 月 1 日至 2021 年 2 月 28

/ 磅。隔一個交易日，2 月 8 日紐約國際

日期間，紐約粗糖期貨收盤價最高價為

粗糖價格小幅收跌，當天收盤於 16.27

18.78 美分 / 磅，最低價為 14.12 美分 /

美分 / 磅。而後，受到總體經濟環境及

磅，兩者價差為 4.66 美分 / 磅，震盪幅

短期基本面支撐，國際粗糖價格自 2 月

度約 24.81%。倫敦白糖期貨價最高價為

9 日連續兩個交易日上漲，2 月 10 日收

488.40 美元 / 噸，最低價為 390.30 美元

盤於 16.71 美分 / 磅。

/ 噸，兩者價差為 98.10 美元 / 噸，震盪

2 月中旬，因投資基金減少持有期貨

幅度約為 20.09%，上述資料與每月均

淨多頭倉位，紐約國際糖價自 2 月 11 日

價並列於圖表 1，紐約粗糖期貨價格走

連續兩個交易日下跌，2 月 12 日收盤於

勢圖詳見圖表 2，倫敦白糖期貨價格走

16.38 美分 / 磅。而後，由於全球股市及

勢圖詳見圖表 3。

原油價格上漲，且新冠肺炎疫苗出現及
數個國家病例減少，金融市場看漲的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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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砂糖概況

觀情緒蔓延，與此同時，全球貨櫃短缺

國 際 糖 業 組 織 (International Sugar

導致印度糖出口延遲，以及巴西甘蔗收

Organization, ISO) 於 110 年 2 月底發布

成延遲、泰國甘蔗收成不佳等等原因造

預測報告，在本期中，ISO 對 2020/21

成食糖市場供應收緊，紐約國際粗糖價

（10 月／ 9 月）製糖期全球砂糖平衡評

格自 2 月 16 日連續五個交易日上漲，

估進行第二次修訂。從生產和消費的前

2 月 22 日收盤於 18.78 美分 / 磅。隔一

景來看，ISO 對於全球供給及需求的基

個交易日，2 月 23 日國際糖價盤中來到

本面看法已經改變。此外，全球貿易平

當月最高點 18.94 美分 / 磅後，受到投

衡的預估也有變動，將先前預測的貿易

資基金獲利了結的賣盤打壓，且投資者

赤字（進口需求量多於可供出口量）更

新為接近平衡的中性前景。ISO 預估 2020/21

球消費量預估的 1 億 7 仟 0 佰 2 拾 7 萬餘噸增

製糖期全球統計赤字（全球消費與全球生產的

加 354.8 萬噸。

差額）為 478.2 萬噸，高於去年（2020 年）11

在最新的評估中，ISO 認為就全球貿易和價

月底預估的 350.4 萬噸及八月底預估的 72.4 萬

格的前景而言，可供出口量的變化具有重大意

噸。在全球砂糖平衡的評估中，全球生產及全

義。雖然 ISO 先前的評估曾預期可供出口量會

球消費均被下調，但甜菜糖產量的下降是總體

出現短缺，但本期的修訂中顯示可供出口量與

平衡變化的最大因素。

預期的進口需求量接近一致，主要變動原因為

調整後的 2020/21 製糖期全球產量預測為 1

巴西 2020/21 製糖期的出口總量較 2019/20 製

億 6 仟 9 佰 0 拾 4 萬餘噸，較 ISO 去年十一月

糖期增加 298 萬噸，此增長可以歸因於 2020

底預測的產量減少了 209.3 萬噸，較更新後的

年 10 月的產量增加、食糖庫存釋出 29.02 萬

2019/20 製糖期產量減少了 211.6 萬噸。這主

噸於出口，同時，尤其在即將到來的甘蔗收成

要是因為歐洲的甜菜糖總產量下調了 128.6 萬

季節，煉製食糖仍比煉製乙醇收益報酬更高，

噸，以及對於伊朗、巴基斯坦和泰國的產量進

促使巴西煉製廠提高將甘蔗用於煉製糖的比

一步下調。2019/20 製糖期全球產量更新後的

例。同時，在印度政府宣布補貼糖出口的政策

數據為 1 億 7 仟 1 佰 1 拾 5 萬餘噸。

後，印度的可供出口量較去年 11 月預估上調

全球消費量的部分，ISO 針對當前的疫情大

17.53 萬噸，但仍較 2019/20 年期減少了 79.20

流行，調整了 2020/21 製糖期的全球消費量。

萬噸。ISO 本期預估 2020/21 製糖期全球可供

然而，本次的調整與去年 11 月及 8 月報告中預

出口量為 6,218 萬噸，較去年十一月底預估的

估 2019/20 製糖期消費減少 272.3 萬噸的預測

5,851.6 萬噸增加 366.4 萬噸。全球進口需求

方向有明顯不同，此次的調整未將封鎖措施造

量方面，與去年十一月的預估僅小幅增加 27.9

成的國內消費減少及飲食習慣改變納入考量，

萬噸至 6,213.3 萬噸，主要的變動是由於伊朗

而是考慮到了持續的旅遊禁令，並預測到未來

因國內產量下降及庫存減少而增加了 95 萬噸

幾個月的假期旅遊消費量也將大幅減少，如泰

進口需求量，但阿爾及利亞政府對於再出口煉

國、墨西哥等最佳度假聖地，將因遊客人潮較

製糖廠的轉口貿易限制預計將減緩該國進口

疫情爆發前明顯減少而影響到食糖消費量。

需求量 46.6 萬噸，同時，遠期粗白糖價差疲弱

ISO 也修訂了中國的消費數據，使預估一致於

也使進口需求量減少。

中國官方數據及食糖行業普遍觀點。ISO 本期

2020/21 製糖期 478.2 萬噸的全球統計赤字

對 2020/21 製糖期全球消費量最新的預測為 1

將使庫存消費比從 2019/20 年底的 57.32% 下

億 7 仟 3 佰 8 拾 2 萬餘噸，較去年 11 月底預

降至 53.38%，此為三年來的最低水準，但仍

估的減少 81.5 萬噸，並比 2019/20 製糖期全

處於過去八年的範圍內，在此期間，紐約 1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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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4：世界砂糖概況表
製糖期

2020/21

2019/20

差異量

圖表 5：2020/21 製糖期主要生產國增產量與減產量表
差異
百分比

生產量

169,040

171,156

-2,116

-1.24%

消費量

173,822

170,274

3,548

2.08%

過剩 / 短缺

-4,782

882

進口需求量

62,133

66,545

-4,412

-6.63%

可供出口量

62,180

66,554

-4,374

-6.57%

期末庫存量

92,779

97,608

-4,829

-4.95%

庫存消費比 (%)

53.38

57.32

減產國

2020/21 與 2019/20

差異

巴西

-3,272

俄羅斯
歐盟

增產國

2020/21 與 2019/20

差異

印度

+3,580

-2,770

美國

+840

-1,437

墨西哥

+782

2020/21 全球產量 169.040 百萬噸
2019/20 全球產量 171.156 百萬噸

資料來源：ISO (2021 February) ( 單位：千噸粗糖值 )

資料來源：ISO (2021 February) （單位：千噸粗糖值）

糖期貨價格一直在 10 美分 / 磅至 22 美分 / 磅

大約 12%，主要於今年 1 月和 2 月時上漲。紐

之間。在目前的 COVID-19 疫情時期，為確保

約 11 號糖 3 月合約（SKH21）於 2 月底到期

食糖供應無虞，庫存消費比也成為關鍵的國

前一直在 17 美分 / 磅的價位之上，然而 2021

家統計數據，在這方面，印度及中國的食糖平

年的期貨合約之間仍處於逆價差（遠期期貨

衡動態將需要特別關注，不僅是因為兩國的

價格低於近期期貨價格）。投資策略師在食

人口龐大，也因為其市場的獨特性。世界砂糖

糖市場上保持了看漲的立場，儘管投資基金

概況詳見圖表 4。

的多頭倉位整體規模削減了約四分之一，這
可能有利於其他大宗商品的前景看好。ISO 於

三、砂糖增產國生產概況

11 月份市場預測報告中對價格上揚的展望，

2020/21 全球砂糖產量預估為 1 億 6 仟 9 佰

在本期繼續受到全球統計赤字支持，但是貿

0 拾 4 萬餘噸，較 2019/20 製糖期減少 211.6

易平衡由赤字轉為中性的預估，以及為確保

萬噸，或 1.24%。

庫存供應無虞的政策性採購若是中止，則可

2020/21 製糖期比起上一個年期，巴西減產
327.2 萬噸，俄羅斯減產 277 萬噸，歐盟減產

能會削弱未來的價格前景。因此，ISO 目前對
未來市場走勢持中立看法。

143.7 萬噸。印度增產 358 萬噸，美國增產 84

萬噸，墨西哥增產 78.2 萬噸。匯整如圖表 5。

五、參考資料
1. 台糖公司每日糖價試算表

四、總結
從 ISO 去年 11 月底發布的上一季市場展望
預測報告以來，全球市場價格進一步上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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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nternational Sugar Organization "ISO
Quarterly Market Outlook" February 2021.

# 打卡時事

今年經濟成長率 4.64%，
為近 7 年最高，
距景氣紅燈只一步之差，勞動市場回溫
文 / 徐元直

後新冠肺炎疫情時代，全球經濟可望從疫情
造成嚴重衰退中逐漸復甦，隨著多國陸續施

4.64%，這不是低基期造成，「是穩健一步一

腳印成長」。

打疫苗，主要經濟體的經濟刺激方案持續執

主計總處表示，今年國內半導體產能持續開

行，消費、投資信心與商品貿易動能都漸漸恢

出，在全球供應鏈重組大環境下，廠商不斷擴

復，臺灣今年經濟也會隨之走揚。

增在臺投資，加上 5G、車用、高速運算、物

國發會指出，主要國際機構預測今年全球經

聯網等需求快速擴增，疫情催化數位轉型與

濟成長率可達 4% 以上，近期國內外機構預測

轉距商機，以及國際農工原料需求回溫，傳統

臺灣今年經濟成長率介於 4% 至 5.9%。

貨品出口動能恢復，外需強勁加上我國產業

因出口暢旺，主計總處今年（2021）2 月上

優勢，將大量挹注我國出口，預測今年全年商

修年經濟成長率預測值為 4.64%，為自 2015

品出口達 3,784 億美元，年增 9.58%，較原預

年、近 7 年來最高；若和去年 11 月預測值

測增加 209 億美元。

3.83% 相較，大幅上修 0.81 個百分點。

在民間消費方面，朱澤民指出，疫情邊境管

主計總處同步上修去年全年經濟成長率為

制雖干擾消費動能，惟國內就業市場尚屬穩

3.11%，較今年一月概估數 2.98% 上修 0.13

定，加以國內外股市活絡，所得及財富效果均

個百分點。更令人振奮的是，我國去年經濟成

有助於民間消費成長，而且在低基期效應下，

長率表現，為全球經濟規模前 30 大國家中，

預測今年民間消費可望超過 10 兆元，實質成

排名第一。

長 3.74%，為 2005 年以來的新高。

「堅定腳步、穩健成長。」主計長朱澤民以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今 年 民 間 消 費 實 質 成 長

此形容我國目前經濟表現。他指出，放眼國

3.74%，較去年 11 月預測下修 0.3 個百分點。

際，很多國家在去年低基期效應下，今年經

主計總處綜合統計處長蔡裕泰坦言，主要是

濟成長率都會高於我國。我國 2019 年經濟成

受到第二波疫情衝擊，國人今年出國消費情

長率為 2.96%，2020 年為 3.11%，今年預測

勢更悲觀、更低迷；今年初國內疫情也有些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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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張，也多少影響國人在國內消費力道。
在投資方面，主計總處指出，半導體廠商加

金屬製品製造業淨增加 3,000 人、機械設備製

大投資規模，推進全球頂尖製程，並帶動國內

造業淨增加 2,000 人。批發及零售業、住宿及

外相關供應鏈加深在地投資，臺商回臺落實

餐飲業亦分別淨增加 6,000 人、3,000 人，雙

投資，電信業者布建 5G 網路，離岸風電及太

雙創下近 6 年同期新高。

陽光電等綠能設施加速建置，危老重建與都

勞動部統計處長梅家瑗並指出，因臺商回臺

更等投資積極進展，航空業擴增機隊，可望延

投資，擴建廠房，公共工程擴展，加上近年

續投資動能，預測今年民間投資名目值達 4 兆

來房市熱絡，營建工程第 2 季淨增加近 2,500

元，實質成長 3.91%，併計公共投資並剔除物

人，亦創下近 9 年同期最高。

價因素後，今年固定投資實質成長 3.5%。

54

高；其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淨增加 5,000 人、

國 發 會 景 氣 燈 號 同 步 傳 來 好 消 息。 今

至於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主計總處設

（2021）年 1 月國內景氣燈號對策信，連續第

定今年 OPEC 油價每桶 52.8 美元，較去年 11

2 個月亮出「黃紅燈」，景氣綜合判斷分數為

月預測上調 5.8 美元。主計總處表示，雖然原

37 分，較上月一口氣增加 3 分，創 2010 年 10

物料上漲增添廠商成本壓力，惟在轉嫁緩衝

月以來最高分數，距紅燈僅差一分。國發會經

及遞延效應下，預測今年全年 CPI 溫和上漲

濟發展處長吳明蕙說，「金融面及實體經濟都

1.33%。

好，國內經濟增溫中」。

勞動市場也逐步回溫。勞動部在 3 月初發布

吳明蕙指出，國內景氣領先指標已連 9 月上

今（2021）年第 2 季人力需求調查，各事業單

揚、累計增幅 10.29%，景氣同時指標則連 8

位 4 月底較 1 月底預計增加人力者占 25.8%、

月上升、累計增幅 7.94%。

減少人力者 2.4%、人力需求不變者 65.7%、

景氣領先指標走揚，代表未來景氣綜合判斷

無法預估者 6.1%；需求人數預計増加 5.7 萬

分數可能持續增加。國發會主委龔明鑫日前

人、減少 0.6 萬人，淨增加 5 萬人，創近 9 年

在立法院經濟委員會表示，初步看來，2 月景

來同期新高。

氣燈號有機會亮出紅燈。

勞動部表示，隨新興科技應用擴展、遠距商

外界關切國內景氣是否有過熱現象？龔明

機及宅經濟持續發酵，加上營建產業景氣仍

鑫表示，以往景氣燈號亮「紅燈」，若基本面

強，傳統產業需求回溫，以及國內疫情控制穩

不夠好，就會有泡沫，就可能出現景氣過熱情

定，事業單位增僱員工需求增加。

形。但臺灣經濟目前基本面不錯，此外還有去

若以行業別觀察，與 1 月底相較，4 月底工

年低基期效應，因此，現在無過熱現象，應等

業部門預計人力需求淨增加 3 萬人，服務業部

到經濟慢慢回歸正常，較能正確判斷景氣是

門淨增加 2 萬人。

否過熱。

勞動部進一步指出，各大業以製造業人力需

吳明蕙也不認為目前有過熱情況，她表示，

求淨增加 2.7 萬人較多，為近 10 年來同期新

因為確實有實質投資支撐經濟，景氣燈號是

# 打卡時事

反映實質面的情況。

退走向復甦，但國發會指出，今年經濟風險仍

龔明鑫坦言，若今年 6 月以後，景氣燈號仍

高，面臨疫情短期難平息、美中衝突長期化、

繼續亮出紅燈，則要擔憂有過熱問題，恐要採

全球債務攀升與金融風險升高、以及不均衡

行措施。龔明鑫並點名，景氣是否過熱，首要

復甦等四大風險。

觀察指標就是物價是否明顯增長。

首先是疫情短期內難平息，全球疫苗需求遠

除了景氣是否過熱疑慮外，新臺幣也有升值

大於供給，分配與施打時程不及病毒變異及

壓力。我國出口暢旺，推升今年經濟成長率，

傳播速度，經濟前景不確定性仍高。其次是美

但也加劇新臺幣升值壓力。

中衝突長期化。國發會表示，短期內美國不會

朱澤民示警，臺灣商品貿易順差也會對匯率

取消已實施的制裁措施，將促使全球供應鏈

造成壓力。去年臺灣貿易順差達 588 億美元，

朝美中兩大陣營脫鉤方向發展，對企業投資

今年貿易順差估計擴大到 639 億美元，這對匯

與布局，產生影響。

率升值壓力蠻大的，要如何運用外匯，是各部
會必須共同思考的課題。

第三是全球債務攀升與金融風險升高。國發
會指出，各國因應疫情推出各項緊急紓困方

事實上自去年下半年，新臺幣就處於緩升態

案，致使政府債務加速累積，加上寬鬆貨幣政

勢。央行理事日前曾提醒，當前新臺幣升值的

策注入大量流動性，助長泡沫與金融市場風

情況與當年「荷蘭病（Dutch Disease）」的背

險，增添經濟復甦的不確定性。

景有些相似。1960 年代荷蘭發現北海天然氣

第四是不均衡復甦。國發會表示，倘疫情蔓

後，出口巨幅擴增，荷蘭幣大幅升值導致傳統

延時間拉長，恐造成生產力與潛在產出下滑，

產業喪失國際競爭力，加速去工業化。央行理

對不同產業與社會階層造成不同程度影響，

事憂心，目前臺灣因半導體及資通訊產業出

尤其是仰賴社交接觸的勞力密集型服務業嚴

口暢旺，貿易順差持續擴大，新臺幣強勢升值

重萎縮，呈現不均衡復甦態勢。

恐不利其他產業發展，憂心臺灣也會出現「荷
蘭病」。

龔 明 鑫 表 示， 今 年 全 年 經 濟 成 長 率 為
4.64%，是有機會達標，主因是全球經濟可望

不過朱澤民說，臺灣產業平衡發展，導體也

從疫情造成嚴重衰退中逐漸復甦，多國陸續

帶動很多產業，而且臺灣各行業都往前走，如

施打疫苗，主要經濟體的經濟刺激方案持續

綠能發電、汽車、營建業，並不是只有半導

執行，消費、投資信心與商品貿易動能都漸漸

體，不至於有荷蘭病的問題。

恢復。

他認為，臺灣要利用當前機會，把生產鏈調

至於是否有機會超過 5% ？龔明鑫表示，只

整好，臺灣現在不再只是進口原物料，簡單加

有在全球疫情獲得全面控制，全面開放邊境

工後再出口，而是中間會產生很多附加價值。

移動，全球需求大增，我國今年經濟成長率才

儘管疫苗問世，各界預期今年全球經濟從衰

有機會超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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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烤安心豚佐黃芥末醬
文、圖 / 尖山埤江南渡假村 陳奇聖
在食品安全意識抬頭下，國人日益注重肉
品來源及衛生管理，台糖尖山埤江南渡假村
幫遊客把關，堅持使用台糖公司所飼養的
「安心豚」豬肉。盧卡西餐廳主廚特別推出
「炭烤安心豚佐黃芥末醬」套餐，嚴選「黃金
六兩肉」（每隻豬只有六兩）的「台糖安心豚
松阪豬肉」並選用在地鮮蔬，就是要讓顧客

松阪豬排

吃得安心又健康。主廚還特別調製黃芥末醬

在地鮮蔬，甫上桌即散發出炭烤混和味增

讓顧客開胃解膩，輕鬆享受這道高級美味。

的迷人香氣， 口感香脆有勁、百嚐不膩，

炭烤安心豚佐黃芥末醬需將整片安心豚松

讓人忍不住一口接著一口。想品嚐這道飽

阪豬肉以蜂蜜、味增等特製調料醃製 2 天，上

足感十足且健康美味的料理，請撥預約專

桌前用炭火細心燒烤，搭配特製黃芥末醬及

線：06-6233888 轉分機 3100。

花香俏媽咪 & 鳳獻
母親節蛋糕溫馨上市
文、圖 / 台糖長榮酒店
「母親像月亮一樣，照亮我家門前～」
唱頌著為家庭奉獻時間與歲月無私的母
愛，台糖長榮酒店特別以「鳳獻」命名
2021 年母親節蛋糕，除真切期望回饋給

辛勞奉獻的每一位偉大母親外，更希望能
實際用行動支持國產鳳梨，將產地的鳳梨
產品作成蛋糕內餡，不僅外表華麗，更有
內在豐富層次的母親節應景蛋糕「鳳獻」
每個 750 元；另一款別具創意符合健康取
向的母親節蛋糕「花香俏媽咪」，則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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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特選香氣十足的玫瑰花幕斯與香草幕斯

的美麗俏媽咪！「花香俏媽咪」每個 880

絕妙組合，再以烏龍茶巧克力夾層帶出香

元。母親節蛋糕優惠預購中：4/9 至 4/30

甜濃郁卻又解膩，加入富含花青素的新鮮

期間預訂享 85 折＋ 10%；於 5/1 至 5/9

藍莓，和養顏美容的玫瑰花醬更是前後完

期間預訂則享 9 折 +10% ！【訂購專線】

美呼應，這樣一款健康又時尚的母親節蛋

06-3373861 桂冠烘焙坊（若有大量訂單

糕，最適合送給時刻關心家人與自身健康

需求，建議提早 5 日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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