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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手記編輯手記 中技六十．前瞻永續

一年一度的「中技社創社紀念日」即將到來，為了慶祝 10 月 12 日這個非常特別的日子，

編輯室在本期通訊內容中，首波刊載本社潘董事長、中鼎集團余總裁及本社陳執行長的精彩

專訪，加上精心規劃的系列研討會活動預告，透過這些篇章，您可以完全地感受到本社對於

辦理研討會的蓬勃活力、每一位同仁的用心耕耘，以及面對大環境各種議題，我們仍能解析

當前與未來可能發展的專業見解趨勢！

 
光輝的十月，不只本社歡度生日慶，更是該發揮智庫專業，掌握新科技與全球趨勢，提

供公正、客觀的訊息，適時給予政府和產業界前瞻可行的政策建言。日前由本社陳綠蔚執行

長帶隊，前往台塑集團專訪台塑生醫王瑞瑜董事長；「名人會客室」講述到台塑集團「樂活圈」

活動，整合在地政府、廠商及民間團體的資源，帶動地方獨特的產業發展，讓其他企業能起

而效尤，以擴大回饋社會的效益，造福更多需要幫助的人，善盡無私、共好的目標。

本期「業務特寫」境外研究生企業參訪單元，帶領國內知名大學院校博、碩學位的境外

生，分別實地參觀經濟部投資臺灣事務所、興采實業、雲朗集團、和泰興業、及工業技術研

究院，藉以暸解目前臺灣企業文化與經營現況，加強境外生在臺發展職涯，根留臺灣。

本社同仁的本事還不僅於此，「精采生活」單元中，潘董事長推好料、同仁旅遊心得及

如何從會計這門硬梆梆學問，習得人生智慧哲理，從美食、旅遊到學問應有盡有，請快快翻

開本期中技社通訊，享受一下這份專屬於您的閱讀小確幸！

打卡時事打卡時事

財團法人中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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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社編輯室

我想藉此機會跟關心中技社的朋友及

同仁談一談中技社的過去及未來。

中技社是民國四十八年由李國鼎先生

和金開英先生等先進共同發起而成立的。

李國鼎先生是我們國內經濟奇蹟的重要推

手，大家都很了解。關於金開英先生，我

想多談一點。我個人於民國七十一年從美

國回到臺灣，進入中油煉製研究所服務。

中油人把金開英先生當成中油的一個精神

象徵，尊稱他為金公，從中常聽到老君廟

精神。

金開英先生，早年留學美國，先後

在威斯康辛大學攻讀化學工程與哥倫比亞

大學攻讀燃料工程。以其學經歷應該可以

在美國找到薪水很優渥的工作，但他並沒

有留在美國而是回到當時抗戰中的中國，

進入甘肅油礦局負責煉油工作。直到退休

後，我才有機會去甘肅玉門訪問。原來所

謂的老君廟精神是在物資極度缺乏、地處

僻壤的環境下，克服萬難，如期完成建廠

任務的精神！

回首過去，所有中技社的前輩都兢兢

業業，無私付出，中技社才能從四十五萬

基金變成現今的規模！非常感謝他們的努

力，我們才能有今天的榮景，也特別想提

幾位中技社的關鍵人物：

第一位是王國琦先生，他在中技社工

作近五十年，替中技社和中鼎公司建立堅

實的基礎。中技社在成立前二十年做工程

建設，後來因為要貸款、投標及擴充業務，

民國 103 年參訪玉門老君廟油田礦區，潘董事長與

老君廟工作人員合影留念。

民國 108 年參加中鼎集團第二總部大樓開工動土儀

式。

所以成立中鼎公司。他的獨特眼光與執行

力，為臺灣經濟開啟嶄新的一頁；第二位

是余俊彥先生，他拉高中鼎的層次，變成

現在可以獨立統包的大型工程公司。同時

推動國際化，現在中鼎有百分之六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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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董事長、陳執行長與各部門主管一同努力達成中

技社的使命。

的業績來自國外，成為臺灣最大的工程公

司。中技社對中鼎一直全力支持，從不干

涉其業務；第三位是劉維德先生，他在民

國九十五年毅然把中技社轉型，從承接政

府技術服務的機構，轉型為獨立的智庫，

以其前瞻的視野為中技社打開新的篇章。

中技社成為中鼎的控股公司之後，

成立了觸媒研究中心，同時接受政府的委

託，陸續設立了能源服務團、工業污染防

治技術服務團及環保科技中心，協助政府

推動政務。當年許多同仁在離職後，進入

外面的產業、顧問公司服務，目前很多都

擔任負責人或高階主管的工作。

轉型為智庫之後，近十餘年來，我們

的智庫平台，總共完成了 112 項議題的研

討，累計邀請參與研討的外部專家學者超

過 3,300 人次；智庫活動方面，總共舉辦

了 323 場次的研討會、論壇、座談會，

和國內外產官學研界人士超過 12,000 人

次交流；其中國際研討會總共辦理了 38
場。歷年我們已向 707 個政府單位、提出

335 項次的政策建言及重要建議，充分展

現中技社豐沛的前瞻思維和動能。中技社

已建立一個讓社會信任的地位，所以研究

專題時可以請到政府局處長以上、大專教

授、公司負責人級的專家，研究的結論是

立刻可以被採用，深度和廣度與一般研究

員負責的專題不同。以現在的有限經費和

規模，我個人認為這樣的成就是值得欣慰

的。我們希望中技社跑在社會的前面，近

年來對於 AI、人工智慧、5G、生物科技

各方面都做了很多的探討及研究。

培育人才方面，從民國五十二年發放

獎學金到現在，中技社長期提供各類獎學

金，目前已頒發的獎學金總金額已經超過

1.49 億元、受獎學生近約 3,800 人，今年

經過同仁的努力，追蹤到2,000多位得主，

他們約三分之一進入大學做研究，其中一

半以上成為大學教授，百分之五十以上進

入產業，在各領域做出卓越的貢獻，獲得

各界肯定，這代表了中技社多年來為提升

國家科研能量所創造的成果。而近年發放

的境外生研究獎學金當中，有百分之四十

以上的得主獲得學位後留在台灣，這也是

中技社在人才培育很大的貢獻。

從過去到現在，中技社已經樹立了非

營利組織專業智庫的典範，展望未來，期

許中技社在前瞻和永續的基礎上，提高層

次，持續引進科技新知，深化國際學術交

流；為提升國內整體科技水準而努力，為

國家培育科技人才；對國家經濟和產業發

展做出更深遠的貢獻，成為國人信賴的專

業財團法人。這是我個人的期許，也是中

技社共同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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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社編輯室

1979 年本社邀集中央投資公司、中華

開發信託公司共同籌資一億元成立中鼎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將所有工程業務轉進中

鼎，以利拓展海外業務，爭取國際工程標

案。歷經四十年的努力後，中鼎的出色表現

有目共睹：在臺灣，中鼎是工程承攬類別

第一名的企業；在國際，中鼎為年營收逾

700 億之全球百大工程公司，並獲選為道瓊

永續指數 (DJSI,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 新興市場永續指數成分股企業。

中鼎的光輝成就，與集團總裁余俊彥

密切相關。余總裁 1971 年自台大電機系畢

業後，1973 年進入中技社的電機設計部擔

任工程師，1979 年至中鼎服務，長期接受

海內外嚴格歷練，一路從業務部經理升任

至集團總裁。余總裁自 1998 年接下總經

理，三年後扛起董事長的重責大任，擔任

集團最高領導人近二十年，且是集團成長

最快速、決策最艱難複雜的二十年，其全

方位成功的領導力不言而喻。

非常榮幸日前由本社陳綠蔚執行長帶

隊，前往中鼎拜會余總裁，請總裁分享與

本社的淵源，以及中鼎非凡成就背後的企

業 DNA 及成功之道。以下為余俊彥總裁之

訪談內容摘要：

一、中技社與中鼎之淵源為何 ?
中技社為財團法人，創立基金僅有 45

萬元，沒有股本。在發展石化建廠的過程

中面臨許多困難，包括營運資金、業務範

圍、金融機構授信額度及投標資格等都受

到許多約束，無法大規模擴展。為了生存，

也為了發展，1979 年，在中鼎創辦人王國

琦先生的遠見及魄力決策下，輔以當時擔

任中技社董事金開英先生的大力推動，最

終說服政府核准設立中鼎，以利海外業務

推展。中鼎成立之後，以中技社移轉的 800
位技術部隊及工作實績，快速發展，並於

40 年後開拓出今日的規模。說中技社成就

了中鼎也不為過，沒有中技社的根基，中

鼎不會發展的這麼快。

中鼎英文名字是 CTCI Corporation，
沿用原中技社 China Technical Consultants 
Incorporated 的縮寫。中技社現名 CTCI 
Foundation，從英文名字也可以看出中鼎

與中技社的淵源。中技社之於中鼎，就像

母與子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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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鼎集團為何可以成為臺灣最大、全

球百大的國際級統包工程公司 ? 其成功之

道為何 ?
中鼎成功的四大因素為：

(一 )

(二 )

(三 )

(四 )

目前集團以決策中心為最高指導單位，

並將海內外公司依業務屬性分屬工程、資

源循環、智能等三個事業群，同時由集團

總管理處提供整體後勤管理與服務。中鼎

的品牌精神是「Most Reliable 最值得信

賴」，願景是「成為最值得信賴的全球工

程服務團隊」，企業文化是「專業、誠信、

團隊、創新」。

從財團法人轉換為公司的組織型態：

從 45 萬元基金的財團法人，轉換為以

營利為目的的公司是迫切必要且前瞻

的決策。

跨足非石化領域範圍：從原本煉油、

石化業建廠，跨足到電力、鋼鐵、儲

運、交通、焚化廠、公共建設、環境

工程等工程領域。

進軍國際：走出安樂舒適圈，進入全

球經營格局，成為國際公司。業務範

圍包括中東海灣六國、印度、中國、

東南亞和美國；近期執行的大型工程

遍布中東、馬來西亞、泰國、美國等。

從單一項目跨進統包：中鼎原以小包起

家，跨進到統包，由一家公司承擔包括

規劃、設計、採購、建造、試車等各項

作業。統包工程的執行首重統籌協調，

且須面臨法律、規章、資金、技術、文

化、種族方面等問題，複雜和困難程度

遠遠超過單獨一項小包工作。

四、對於中技社的期許與展望 ?
今年是中技社六十週年、中鼎四十週

年，中技社的優秀人才是源源不絕的，相

信在現任潘文炎董事長的卓越領導下，必

能使社務蓬勃發展。祝福中技社在既有的

穩健基礎上精益求精，超越過去六十年的

成就，並開拓更美好的下一個六十年。

後記：余總裁訪談時提到，自己當時

是四位副總中最年輕、最資淺的，被選為

總經理也是受寵若驚。儘管余總裁如此謙

虛，本社陳綠蔚執行長補充說，余總裁處

事嚴謹且積極的工作態度，不管到哪裡都

會成功！中鼎集團總管理處蕭銘證執行長

和胡美貞經理更補充說到，劉維德先生曾

稱讚過余總裁是個難得的誠信之人，林秋

景先生也嘉許過余總裁非常聰明、學習能

力強。作為成功的專業經理人，余總裁的

人格特質與處事態度值得借鏡學習。

三、生涯中影響最深的人 ?
進入中技社擔任工程師時，斯蓓先生

是我的啟蒙恩師，因為他的錄用，我才有

幸與中鼎結緣。林秋景先生是跟隨最久的

長官，影響自己也非常深遠。王國琦先生、

童亞牧先生、劉維德先生都是我十分敬佩

的前輩，感謝這些長官對我的提攜。

中鼎集團余俊彥總裁（前排左二）與本社陳執行長

（前排左三）一同比讚，為訪談畫下完美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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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社編輯室

今年是中技社六十週年慶，很榮幸邀請

到本社陳綠蔚執行長來分享中技社的經營與治

理，以下為陳執行長的訪談內容：

首先，祝福中技社生日快樂！回顧過去

60 年來，中技社的成長與臺灣經濟的成長幾

乎是同步的，中技社非常圓滿地達成每一階段

的任務，也做出應有的貢獻，因此要對過去前

輩所付出的心力以及各位同仁的共同努力表達

謝意和敬意。

中技社發展到今天，有幾個重要的工作：

首先，是今年二月一號開始實施的財團

法人新法，頒布後有很多工作要做，像捐助章

程、內控制度、內稽制度、會計制度等都要在

一年內完成修正或增訂補強的程序。而在社務

治理方面，進行 MIS 資訊系統包括本社網站

更新、數位文件、雲端差勤、智庫、人培、研

發等系統開發建置；資訊安全管理、績效考核

及晉升、權責劃分、採購及出差作業管理、獎

懲作業等制度研擬及施行。

除此之外，現在中技社最重要的是扮演智

庫的角色，分述為幾個層面：

第一，要怎麼樣制定我們的研究專題 ? 在

議題篩選方面，可以大概分成兩個方面。一個

是前瞻，與時俱進是中技社的 DNA，在這樣

的前提下，我們必須要尋找整個國家社會或是

世界的趨勢有哪些，例如參照世界經濟論壇或

國際相關智庫，與國內息息相關的部分就會拿

出來做智庫研究的專題。另一個是國內現行政

策在推動的過程中，面臨哪些的問題、應該要

如何解決，我們會邀請產官學研相關領域的頂

尖的專家、學者來研討整個政策的推行上的問

題，將結論集結成建言給政府參考，例如地方

創生產業議題。

第二，要如何讓議題發揮最好的功能 ? 我

們和國內的機構都有一定程度的合作，也會邀

請產官學研的人員，和具有豐富經驗的專家學

者合作，然後進行大型研討會或小型座談會，

大家集思廣益一起來做。

第三，如何提升我們中技社智庫研究的能

量 ? 如何招募到好的人才 ? 如何在現有環境中

訓練他們 ? 我們都會積極勵同仁進一步研修、

參與國際性的研討會、國內相關學會等。此

外，在同仁日常的工作中，除了研討會、參加

學會活動外，我們每兩個月會有社內的演講活

動，邀請好的老師、專家學者進行演講，例如

上次邀請的朱雲漢院士，講中美貿易衝突。此

外，也會邀請專家在生活、健康層面，協助我

們維持健康、提升文化素養。

我們還有個非常重要的工作，將環經中

心、能產中心、工教中心所擁有的資源整合，

包括專家學者、獎學金各方面等，思考如何將

他們連接在一起，創造更大的效益。中技社的

獎學金已經有近四千位的得主，也許為獎學金

得主成立一個同學會，讓他們能夠彼此分享不

同領域的工作經驗，有互相交流的機會。

過去，中技社許多的前輩已經在不同領域

達到很多目標和貢獻，現在我們最主要的目標

是如何讓中技社研究能量有所提升，讓相關產

官學研界了解我們是一個公正、客觀且值得信

賴的財團法人。

我想今年我們六十週年辦了很多活動，其

中拜訪了捐助者、獎學金得主、曾指導過我們

的長官，大家都給中技社很多的祝福。作為執

行長，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大家給我們的祝福

一一加以實現！

採訪小組與潘董事長、陳執行長留影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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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化的衝擊、逆齡與健康意識的抬頭，

以及 AI 時代的來臨，促使全世界不斷透過科

技改變醫療產業的面貌；而臺灣醫療水準名

列世界前茅，高科技產業蓬勃發展，醫療產

業發展應具前景。

中技社今年即以「台灣醫療產業發展之

機會與挑戰」為議題，除綜整國內外醫療產

業發展趨勢、探究台灣發展醫療產業之優劣

勢及未來發展之機會與挑戰外，另規劃辦理

1 場「生技醫療與智慧化醫療之產業趨勢與

商機」研討會，聚焦生技醫療、醫療 ( 服務 )
智慧化及醫療服務國際化三大方向。

研討會上午時段，邀請到前衛生署副署

長，現為台灣研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會理事

長張鴻仁主持，上半場由中央研究院前院長

翁啟惠院士與台大前校長楊泮池院士分別以

「生技醫藥發展趨勢」與「精準健康之發展

現況與展望」為題進行專題演講，下半場則

安排焦點座談，以「如何建構完善生技醫療

產業發展生態系」為題，由衛生福利部陳時

中部長引言及學界翁啟惠院士、產業界李鍾

熙董事長與甘良生總經理、法人代表工研院

林啟萬所長共同與談，從技術與資金面，包

括研發到商業應用之藍圖與趨勢及營造發人

投入基金信心；市場與策略面，包括高齡市

場下之銀色經濟及與國際鏈結或合作之關鍵

布局；以及法規與政策面，包括現行法規或

政策對產業發展之幫助與限制及導引生技醫

療產業發展以提供優質、可負擔的健康照護

服務等三大面向聚焦討論。

下午時段則安排 9 場次專題報告，上半

場由國家衛生研究院梁賡義院長主持，下半

場安排台灣經濟研究院張建一院長主持，共

鎖定「數位科技打造全人照護目標的智慧醫

院」、「大數據與生物資料庫對醫療產業之

影響」、「智慧化醫療服務與生技醫藥開發」

及「醫療旅遊暨醫療服務國際化」四大主題，

講題含括智慧健康照護－由 AI 醫院擴展至健

康生活圈、以智慧醫療數據平台推進 AI 創新

之數據驅動的新世代資訊架構、生物資料庫

對醫療產業之影響、健保及臨床大數據之產

業效益、醫界的 AI 新思維、人工智慧在生技

新藥開發之運用、台灣國際醫療的現況與展

望及長期照護產業商機、醫療服務國際化之

長庚經驗分享以及國際醫療的全球發展趨勢

等。

講者包括來自台灣頂尖研究機構之中研

院劉扶東副院長、生技中心吳忠勳執行長、

中經院王健全副院長；醫學學術領域之中國

醫藥大學蔡輔仁副校長與前北醫大學副校長

邱弘毅特聘教授；醫院體系的台北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陳瑞杰院長、長庚醫院賴旗俊副院

長與台北榮民總醫院李偉強主任；科技領域

的研華科技楊瑞祥技術長。當天號召醫療產

業專業領域之專家齊聚一堂，共同聚焦討論，

共同為建構一個完善之醫療產業發展體系而

努力。

研討會會議時間訂於 9 月 18 日全天，會

議地點位於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

中心 1101 會議廳，詳細資訊及報名方式請連

結至中技社網站 (www.ctci.org.tw)，歡迎各

界報名。

◤ 環境暨經濟研究中心  郭博堯主任‧陳潔儀組長



8 2019 AUTUMN 131

美國川普總統上任以來，藉由強大的經

貿與科技實力為後盾，指控中國的不公平貿

易行為與對美國智慧財產權的侵犯，祭出

301 條款，針對商品總額高達 2,500 億美元

的中國進口商品課徵 25% 的關稅；而中方

亦不甘示弱，向自美國進口之商品徵收 5%
至 25% 的關稅，涉及商品總額亦達 600 億

美元，在美中雙方的互不相讓，引發了史無

前例的大規模貿易戰。

雙方歷經談判、破局、激化、休戰、重

爭端等打打談談的過程，雖在今年六月底

的大阪的 G20 峰會中，兩國元首曾一度達成

重 磋商的共識，但由於缺乏互信基礎，近

來形勢似乎又有所轉變。美方在 8 月初宣布

對其餘 3000 億美金中國進口商品擴大實施

懲罰性關稅，一方面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

而中方則在 8 月中表示美方舉措違背大阪會

晤共識，將採取反制措施後，於 23 日對原

產於美國的 750 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徵關稅，

種種跡象均表明美中的矛盾衝突絕非短時間

能夠平息，尤其雙方在科技領域的競爭日形

激烈，整體情勢處在高度的不確定性當中。

美中兩國目前均因貿易衝突，出現經濟

成長減緩的跡象，聯準會停止升息循環，人

民銀行則多次定向降準，讓人擔憂美中貿易

對峙導致全球經濟情勢進一步惡化的可能

性。而台灣對國際貿易的依賴度極高，貿易

依存度超過百分之百，而中國大陸 (含香港 )
與美國又分別為台灣排名前二的貿易夥伴，

貿易總額占比高達 43.1%。因此，國內產

業應如何策略性調整全球布局，以降低全球

多邊貿易摩擦帶來的負面衝擊，將會是台灣

產業走出新局面的關鍵。

爰此，中技社今年即以「因應國際經貿

新趨勢台灣產業發展戰略再思考」為題，邀

集多位國內重量級的學者專家，探究影響當

前國際經貿大勢的深層原因，美中貿易衝突

的最新發展並評估對台灣產業可能的影響，

找出台灣產業應如何重新調整其全球布局

之合宜策略。由於今年適逢本社六十周年，

故規劃舉辦「中技社六十周年社慶系列活

動—因應國際經貿新趨勢台灣產業發展戰

略再思考」研討會，將議題的研析成果，分

享給各界賢達先進。

本研討會的上午場次將由行政院鄧振

中政務委員擔任主持人，並邀請到中研院朱

雲漢院士進行專題演講，從其宏觀的視野，

探討政治矛盾與價值衝突對全球秩序的影

響；再由台大政治系左正東教授與淡江大陸

所張五岳教授，分享對東亞主要國家的競爭

模式與發展策略，以及中共對台經貿戰略與

策略的卓越見解。而下午場次則將在台大

經濟系的陳添枝教授主持下，先由中經院

WTO 中心的李淳副執行長與工研院產科國

際所的蘇孟宗所長暢談美中對抗下國際經

貿秩序與規則的重整與美中科技霸權競爭

與影響兩個主題；接著由中經院的楊書菲研

究員、顧瑩華研究員與東華公行系高長教授

等人，解析當前美中經貿爭端的演進與未來

可能發展，以及台灣產業應如何修正全球供

應鏈的佈局，與調整其在大陸的經營策略。

本研討會時間訂於 11 月 11 日全天，

會議地點位於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蔣

碩傑國際會議廳，詳細資訊及報名方式將

於會前一個月於中技社官方網站 (www.ctci.
org.tw) 公布，歡迎各界報名。

◤ 能源暨產業中心  王釿鋊主任‧劉致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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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皆知，高雄是我國金屬、煉油石化

產業的發展重心，在台灣長期發展與經濟奇

蹟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但隨著人口增

加與都市化的進展，形成了現今工廠煙囪與

居民比鄰同在一片天空下，工業管線途經人

口稠密的都會區地底下的特殊情況。這是從

六、七十年代逐步演化至今的結果，問題的

解決，絕對不是一蹴可幾，如何兼顧地方的

經濟發展、環境保護與居民生活品質，是一

道難解的習題，也一直是中央與地方政府長

期以來努力的方向。

行政院在今 (2019) 年 6 月 10 日審查

通過的「全國循環專區試點暨新材料循環產

業園區申請設置計畫」，為這道難解的習

題，露出了解題的曙光。這個計畫主要是將

污染、廢棄物，轉為經濟產值的一種模式，

以「零排放、零廢棄、零事故」為目標，總

共涵蓋了四個分項計畫，一為”全國循環專

區試點計畫”；二為”新材料循環產業園區

申請設置計畫”；三為”中油新材料循環經

濟產業研發專區申請設置計畫”；四為”發

展民生化工高值綠色創新材料與產品”。其

中最受到大眾矚目的，莫過於”新材料循環

產業園區申請設置計畫”，因這個分項計畫

包含了大林蒲遷村與新材料循環產業園區

的設置。

為何大林蒲遷村和新材料循環產業園

區的設置政策，對高雄既有的產業發展具

關鍵性，可從高雄石化工業區與石化管線

分布圖看出端倪，詳如圖一，高雄共有仁

大、大發、林園三個石化工業區與高雄、

大林兩個煉油廠分布於高雄都會區東側的

北跟南，以及西南側臨海區，石化工業區

與煉油廠間的原料輸送，則是透過長程管

線輸送，而經過市區的石化工業管線就有 8
大管束，共 89 條，為避免工業管線穿越人

口稠密都會區地下層所存在的風險，以及

規避民眾與工業區緊鄰而居的窘境，將既

有的工業區廠商遷廠，集中在臨海地區的

大林蒲地區 ( 約 154 公頃 ) 和鄰旁已填海造

陸區 (約156公頃 )總面積可達310公頃 (範
圍如圖二所示 )，確實是個解決良方，但知

易行難，要使這個良方奏效，所要面對的

挑戰，還得一一克服。

首先，必需是協調出大林蒲居民願意遷

村的方案，目前此項工作是交由高雄市政府

執行，規畫以「一坪換一坪」的方式辦理，

但單就這「一坪換一坪」的概念，政府與當

地居民，就有不同的期待，就政府的現行規

劃，僅限於住商區建地，但居民則是期待是

包含農地與其他土地，兩者如何協商出雙方

都可接受的方案，是一項大挑戰。

第二，目前仁武、大社工業區內 11 家

石化業者，包括中石化、台聚、台橡、國喬、

中纖、榮化、大連等，廠商年產值約 850
億元，從業勞工 2,500 ～ 2,700 人，影響家

戶 1 萬多人。為解決市區地下工業管線經

過問題，且因應降編政策，經濟部呼籲大社

工業區內之廠商，將遷廠到新材料循環產業

園區作為選項之一，雖然仁武、大社各廠均

已建廠近 40 年，趁此時機汰舊更新，遠離

住商區，是一個正確的政策，但石化業是個

資本與技術密集的產業，加以台灣內需市場

有限，而與其他國家簽訂 FTA( 自由貿易協

定 ) 的數量不多，在外銷關稅加乘下，壓縮

獲利空間，既有廠商是否有加碼投資遷廠意

◤ 能源暨產業中心  王釿鋊主任‧許湘琴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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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高雄市經發局

圖一、高雄市地區石化管線示意圖

資料來源 : 經濟部全國循環專區試點暨新材料循環

                產業園區申請設置計畫 ( 草案 )

圖二、新材料循環產業園區範圍

願，或直接到海外投資，仍有待政府當局提

供相關誘因配套促成。

第三，新材料循環產業園區是以循環

經濟思維模式做規劃，期望透過系統性的規

劃設計 ( 生產、貯存、輸送、利用、回收及

廢棄 )，將園區企業生產過程排放的能源、

資源、廢棄物及廢水，妥善收集、再生及循

環利用，以達到三零 ( 零廢棄、零污染與零

工傷 ) 為目標。相信這樣的建置成本不會太

低。加以，這樣的園區設計，是希望藉由多

元化的生產，來達到零廢棄零污染的目標，

但很多產業都需具有經濟規模才有競爭力，

進而有利潤空間，以 310 公頃的腹地規模，

園區能提供業者怎樣的競爭力、配套設施與

措施，吸引業者有願意進駐，亦是一大挑

戰。

自然界中沒有廢棄物，只有錯置的資

源，「循環經濟」將是支撐下一世代經濟發

展的主軸，而要讓「循環經濟」機制順利運

行，一個縝密且妥善與多元考量的整體規劃

更是個關鍵要素，應避免倉促的決策而缺乏

整體性考量，導致更加棘手的後果。而「循

環經濟」的概念就是從上位的角度去思考工

業製造的這一個環節，在能資源整合下，充

分妥善利用每份珍貴的能資源，對天然資源

匱乏的台灣更顯重要。

台灣地方雖小，但靠著人民的努力和創

新，在全球的經濟版面上佔有一席之地，在

享受經濟的果實時，我們相對也付出不少代

價，為了能永續發展要思考如何結合產業共

同努力，融入新的生產概念與思維，在既有

的基礎上，朝向對環境更友善的方向進行發

展，新材料循環產業園區的設置是一個新的

開始，更加期待在政府政策強力支持下，能

讓高雄的經濟產業升級，環境品質提升，居

民安心樂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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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2018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為全球

140 個國家及地區進行評比，全球前 3 強為

美國、新加坡及德國，臺灣表現為全球第 13
名，亞太排名第4名，僅次於新加坡、日本、

香港，領先澳洲、南韓及中國大陸。其中臺

灣在「創新能力」項目中名列全球第四，與

德國、美國、瑞士等國齊名，被 WEF 譽為

「超級創新國」（Super innovators）。

臺灣創新創業風正夯，為超「日」

趕「美」，各界也大力推動業界創新與培

植新創產業，然而需要有優異創新能力之

科技人才，產業才能提升自主創新能力，

也才有機會發展出高質創新的「獨角獸公

司」。為此中技社於 107 年開始辦理「獎

助大學創業相關學程」，從培育國家創新

創業人才方面著手，為台灣創新創業一同

注入能量，藉由獎助交大、成大、清大及

臺師大等四校創業相關學程，為學校進一

步提升課程及業師品質，深入強化學生創

業實務能力及創業知識、技能，以達成培

育跨域及具創業精神的科技人才。以下介

紹 107 學年度四校辦理學程的特色及產出

創新創業作品案例 ( 如表 1)：

◤ 工程與教育發展中心 林志龍組長‧ 張瑞閔副研究員

清華大學 - 創新創業學分學程

交通大學 - 創業與創新管理跨域學程

以社會創業 (Social Enterprises) 作為

創業實作的出發點，課程強調以「人」為

本，一方面闡述社會企業的意義與理念，

另一方面則經由實際進行創業專案，讓學

生從創意發想、服務設計、商業模式擬定，

到實際小規模創業，使學生完成整個精實

創業流程。課程中除介紹社會企業的發展

概況，並藉由邀請「黑暗對話」、「老玩客」

等社會企業創辦人進行案例探討、專題演

講及參訪活動，藉以建立辨識問題、表述

問題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啟發學生以創意

思維對現有社會問題來構想解決對策。

由跨領域業師以教學、交流對談及活

動引導，並輔以學生實作創業專案等方式，

從科技創新與社會創新的整合角度，進行

創意發想出受人歡迎的作品，107 學年度

已產出保障音樂及樂譜版權平台、校內課

程資訊經驗傳承 APP 及校內學生小額借貸

APP…等結合社會議題與科技應用之創意

提案作品，並持續推廣與參加校內外創業

競賽活動。

以培養學生具備創業與創新管理之

跨領域知能為目標，並協助學生拓展第二

專長。學程主要由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GMBA) 執行各項業務及規劃，課程除包括

行銷管理、創業興業、企業成長與併購…

等，也安排了相關校外專家講座活動及舉辦

企業參訪，使課程所學理論能與業界資訊連

結，增加同學與企業間之互動機會，瞭解相

關創業與創新的流程，累積創業知能。

交大也致力推動校園創業，對於優秀

的團隊進行創業實作輔導，媒合校內外資

源，藉由校內育成中心、EMBA、新竹科學

園區、工研院等專業人士之能量深入輔導，

協助團隊成功產出產品模型。107 學年已協

助多組創業團隊投入「大學校院創業實戰

模擬學習平臺 (SOS-IPO)」，如共享住宅、

智慧 IOT 農耕系統 + 區塊鏈應用及模擬聯

合國教育機構等。此外，近年 GMBA 成

果作品皆參與「SCG (Bangkok) Business 
Challenge @Sasin」亞洲唯一的全球研究

生創業競賽，2019 年的競賽由全球 19 個

國家，共 71 支隊伍參賽。GMBA 成功闖進

準決賽，團隊 NeatBio 以血糖偵測的技術

參賽，共榮獲四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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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高中至大學生強化溝通、

語文與國際接軌的能力。

學校選課經驗分享平台。

使年長者參與社交活動

並認識校園。

協助高齡者或身心障礙者重拾運動快樂。

改善教育體制僵化、師生國際觀偏低，規

劃鏈結「模擬聯合國」社團運作機制，以

課外方式補足教育體制漏洞，並引入國內

外師生，創造交換機會，體驗當地產業概

況，建立長期雙向多邊交流學習，提升國

際能見度。

為解決目前選課組合繁複且過去學長姐選

課經驗難以傳承等問題。從「新」角度探

索學校開設課程，透過 APP 了解實際開

課情形，並能透過學長姐經驗的分享，了

解課程內容及業界需求職能，以改善學生

選課問題。

為了讓退休年長者在成大附近以及校園內

能夠安全的進行活動，規劃了成大校園內

的協力車活動。提供租借協力車並隨機配

對一名不認識的人為車伴，在騎乘協力車

活動中透過闖關來認識成大校園以及相互

了解車伴，進一步讓這份關係不只侷限在

這次的活動。

透過適應體育，專為高齡者或身心障礙有

特殊需求者服務，藉由客製化教案教學模

式，並研發相關教具，使其發展和參與活

動時，不受限於個體差異限制，實踐體育

夢。

作品名稱

作品名稱

交通大學 - 模擬聯合國教育機構

清華大學 - 戳戳課 APP

成功大學 - 福金老人的成大之旅

臺灣師範大學 - 悠活工作室

功能

功能

教育 / 學術

教育 / 學術

表 1 、 學程學生之創新創業作品 ( 案例 )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成功大學 -三創 (創意、創新及創業 )學程

以培育學生具備創業精神及跨領域能

力為目標，跳脫以往的「教科書學習」方

式，透過校內外實境演練、國外產業體驗見

習與資料收集，達到學生在兼顧創意、創

新、創業的同時，強化跨領域學習及國際學

習的能力。課程邀請設計思考、創意實踐

商業化、工業設計等不同領域之專家，深

化介紹設計專案進度、設計材料製程特性、

實務經驗以及對創業現況與產業未來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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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師範大學 - 大師創業學分學程

以「跨界學習、創新思維、創業實踐」

之人才培育為主軸，並以設計製作、創業

提案、產學合作為導向，期望透過學程之

學習平臺、創業培育基地及具有創業經驗

的業師輔導，培養學生創新、創意、創業

的知能與勇氣。此學程開放「臺灣聯合大學

系統」學生報名，學程規劃多場創業講座，

課程邀請多位業師、專家經驗交流分享。以

開放互動討論方式，了解各領域的趨勢發

展，透過小組建構創業構想的雛型。此外，

學程亦有「大師創業發想與實踐」的創業設

計思考工作坊，進行創意腦力激盪發想，將

發想創業產品並做成商業計畫書。

為了給予學生真正實踐創業的機會，

藉以走出課堂，實踐創業，除鼓勵並輔導

學生參與「大專校院創業實戰學習平臺」，

107 年已有 7 組創業構想參加教育部創業

實戰模擬平台，如傢俱出租的 Futu 富圖、

Rebowl 環保餐具租借機台及協助高齡者、

身心障礙者重拾運動的悠活工作室…等。

另針對具創業構想之團隊提案，透過國內首

創「臺師大新創控股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以一條龍模式進行創育輔導，由審查委員

會進行創業計畫的遴選，同時帶入天使投

資機制，對於有潛力之計畫實際投資並輔

導初期營運，避免團隊面臨初期創業資金、

基地、營運實作經驗及管理上的缺乏而無

法實踐，已媒合 8 位學程學員至控股公司

見習。另於 108 年舉辦「Startup 創業競技

場競賽」，鼓勵學生進行創業企劃發想，

實際應用於創業執行，並能透過業界專業

師資與評審團諮詢輔導。

析，引領學生發揮其潛能。另參考史丹佛大

學設計學院創新教育，專注於「設計思考」

為主的教學引導，以專題導向之教學工作坊

課程，建構學生具有 D 立方（Discover for 
insights, Develop for ideation and Deliver 
for implementation）、執行專題及創意解

決問題的思路。

學程所規劃之實務專題課程能進一步

輔導並協助學生參與創業競賽，另輔以連

結成大創業機構之資源，讓學生發揮其潛

能，進而實踐創業的理想與目標。107 學

年度已有許多結合三創設計之作品。此外，

舉辦使用者體驗、服務設計、地方創生…

等 6 場基於場域觀察與分析結果為各種議

題尋求解決方案的工作坊成果，有別於單

純的課程講習，讓學生能增加實作與產業

鏈結的經驗。

臺師大 - 大師創業學程首次舉辦全國性「Startup 創業

競技場」，由本社工教中心楊顯整主任頒發第一名得

獎作品「英訓團隊 - AI 結合教學」。

結語

中技社「獎助大學創業相關學程」能

增加課程中專業業師規劃堂數及教學品質、

提供學程中所需的實作材料及下鄉實地觀

察發掘問題的相關費用…等，對於學程所

需資源能有更有效配置與運用，以累積學

生創業相關知能和實戰經驗，四校辦理創

業相關學程成果豐沛。中技社亦於本年度

邀請各學程主任進行交流座談，建立起學

校間學程執行過程與成果的分享橋梁，並

能有效回饋各校建議與問題，提供經驗交

流、共享，作為未來學程精進與改善落實

的方針。108 學年中技社將持續並擴大辦理

「獎助大學創業相關學程」，為立下創新

創業人才培育碁石，期能協助產業提升競

爭力，也期許一步步共同扶植出「臺灣創

新獨角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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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技社環經中心今 (108) 年以「台灣地

方經濟發展及人口回流政策的機會與挑戰」

為題，尋求對目前台灣面臨的高齡少子化及

人口過度集中於都市所造成許多地方人口

流失及經濟衰退之現象，進行探討並提出具

體政策建議。我國政府參考日本「地方創

生」推動經驗所提出之相關政策「地方創

生國家戰略計畫」五大推動戰略，其一為

「企業投資故鄉」，希望能夠鼓勵企業基

於對故鄉情感，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CSR)，
認養地方創生事業，協助地方產業興起。

然而國內企業對於如何扮演協助地方產業

發展之角色，以及如何與當地民眾建立信

任感，共同塑造地方文化與產業的新角色，

較為缺乏可供借鏡的案例。

台塑集團早於 2013 年即提出桃園「樂

活圈」概念，設置「i 醫健康管理中心」，

及銜接「長庚醫院」的醫療與健檢後的健

康促進與照護，再藉鄰近台塑相關企業各

廠區，推動「樂活圈」活動，並整合在地

政府、廠商與民間團體的資源，串連各地

區獨有的人文、景觀、美食與技藝等特色，

建立行銷平台，帶動地方獨特的產業發展，

而相關經驗也再擴大到其他數個有台塑企

業立足的縣市，相當值得其他有志企業吸

取其經驗。為更進一步了解台塑集團成功

推動樂活圈的想法與做法，日前由本社陳

綠蔚執行長帶隊，前往台塑總管理處，拜

會台塑企業管理中心常務委員、台塑生醫

王瑞瑜董事長。以下為王瑞瑜董事長之訪

談內容摘要：

台塑企業除石化、塑膠、纖維等產業

對台灣經濟有重要貢獻外，在樂齡健康、

休閒養生、預防醫學等也做了非常多努力，

我認為台塑企業有這麼多好的資源，應該

讓更多人知道。

一、台塑集團為何近年來積極推動各地
之廠區活化成為「樂活圈」?

左為台塑生醫王瑞瑜董事長；右為本社陳執行長

台塑企業過去主要專注在傳統產業的

發展，讓人有生硬的感覺，所以我在桃園

首次提出「樂活圈」的概念，從企業內部

資源整合開始，讓外界瞭解台塑企業柔和

的一面，我把台塑企業在桃園龜山地區的 i
醫健康管理中心、長庚醫院、長庚養生村、

台塑企業文物館、長庚球場等場域包裝起

來，對外行銷，除提供設施供外界使用外，

也和桃園市政府共同規劃了自行車路線跟

公車路線，整合為「桃園樂活圈」。之後

在宜蘭、雲林、彰化和高雄，也都完成推

動或持續推動中。

台塑企業創辦至今 60 餘年來，企業內

部致力於生產品質好的產品，覺得產品的

品質夠好，外界就會認同，這是企業向來

的製造業思維，但是時代、環境已經不一

樣了，社會上的負面能量，往往會抹滅我

們所做的努力，甚至遭到抹黑、誤導，成

為有心人士刻意操作議題，相當的可惜。

所以過去這幾年，我們一直很努力跟外界

溝通，並且經由拍影片、微電影、健康宣

導動畫、網路直播、貼圖等簡單、清楚、

易懂的表達方式，讓社會大眾以及較年輕

的一代，能夠明瞭台塑企業所做的一切。

我們也希望透過「樂活圈」舉辦各種活動，

讓外界有更多的機會，可以接觸到台塑企

業，進而瞭解、認同我們，感受到我們的

溫度。

◤ 環境暨經濟研究中心  郭博堯主任‧黃玠然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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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陳執行長率隊拜訪台塑集團

「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善盡責

任，期待對台灣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

我想這是樂活圈專案推動最重要的精神，

四、台塑集團希望樂活圈的誕生，對於

集團本身、集團投入之企業本身及社會

大眾可帶來什麼效益 ?

雖然我們很積極開放企業資源與地方

共享，但光靠我們要帶動地方發展的力量

還是不夠，因此我們思考如果能將廠區周

邊的在地資源，如社區、小農、商家及地

方政府等整合起來，形成一個共榮圈，把

圈內有共同理念、有熱忱、有衝勁的人都

拉進來，一起為地方努力，共同來促進地

方經濟發展、活絡地方觀光、照護居民健

康，我想這樣的發展不管是對企業本身或

是對社會是更有意義的。

Formosa 樂活圈就是從這樣的理念發

展過來，我們也希望越來越多有這樣共同

理念、熱愛這片土地、熱愛這個家鄉，熱

愛自己社區的人，結合起來，共同來推動，

不僅讓社會大眾看到我們台塑企業不同的

面貌，也重新發掘台灣在地的美好，企業

與地方共榮，這樣的理念與作法，和政府

目前推動中的「地方創生」是相呼應的。

我認為整個專案在推動過程中，「有

熱忱的人」是關鍵的因素，以宜蘭樂活圈

為例，台化宜蘭廠屬於閒置廠區，在地可

以推動專案的人力資源不多，當時我們透

過龍潭社區發展協會的協助，很快速認識

在地人文與生態資源，同時作為企業與社

區間溝通的窗口，龍潭社區李志文理事長

對於社區發展有獨到的想法，也非常願意

接納我們，跟我們合作，因此在他的協助

之下，專案團隊成功整合在地商家、小農

及觀光工廠業者，也為去年年底宜蘭生態

路跑打下成功基礎。

三、台塑集團投入地方共榮至今已有相

當成果，推動成功的關鍵因素為何 ?

二、台塑集團有資源有廠區，可以自行

轉型及推動相關活動，為什麼會想與地

方政府及在地居民、產業合作，共同推

動地方共榮 ?

台塑企業從早期的教育、醫療，持續

擴大到弱勢團體關懷、環境關懷、健康研

究、老人照護、賑災、台灣特色文化劇團

團捐助、體育人才培育及樂活圈專案等社

會公益活動，我們會依照社會發展每個階

段的不同需求，積極投入公益事業，並以

經營企業的永續精神來貢獻，以擴大回饋

社會的效益，造福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台塑企業投入 CSR 不會只求短期效

益，如目前長庚醫院協助雲林在地推動的

社區健康關懷計畫，台塑企業結合朝陽科

技大學及海洋科技大學在雲林地區推動農、

漁業生產輔導等，這些的投入都是長時間

累積，而且持續因應地方發展及需求做動

態調整的。

我想我們企業在社會責任這塊做到的

面向是全面性，涵蓋層面從個人健康及疾

病的關懷、預防醫學概念的推廣、弱勢家

庭與兒童的扶助、地方產業發展需求，到

近年樂活圈專案，舉辦各種活動帶給民眾

歡樂氣氛等。未來，我們同樣會秉持永續

經營的角度，持續投入資源在社會需要的

角落，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五、後續對於台塑集團協助地方共榮，

是否能夠突破許多企業投入 CSR 只帶來

短期效益的困局，而能創造永續經營的

願景 ?

在財務方面不以企業營利為目的。我期待

透過這個專案來傳達的是，台塑企業關懷

社會、關懷環境、善盡企業責任，與地方

共榮、共好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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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4 日陳執行長帶隊一行人來到台塑

企業總管理處，迎面而來的是台塑企業常

務委員、台塑生醫董事長王瑞瑜。王常委

一如印象中的優雅、大方，接待大夥到招

待所會談。

談到台塑集團對於桃園龜山、宜蘭龍

潭等五地樂活圈的投入，王常委謙虛地說，

自己只是提出理念，落實都還是靠集團的

其他同仁。但在常委的眼神中，看到了無

私的目標，以及堅定的決心。

一席會談間，對於台塑同仁的用心

印象深刻！「除了深入了解各地需求，提

供確實的協助外，更希望能與當地居民交

心！」劉耀文組長說道。劉組長提到歷經

數年的努力，大古山居民樂將產量少、珍

貴的綠竹筍與台塑同仁分享；以及彰化樂

活圈居民願意以無限供應爆米香的方式，

對於台塑舉辦的活動同盡一份心力，都讓

人感受到地方居民對於台塑集團付出的認

同，更和台塑夥伴如朋友般互惠。劉慧啟

協理也提到，在台塑集團對於彰化樂活圈

的提倡宣導後，參與當地野鳥協會舉辦鷹

揚八卦活動的人數大幅增加，讓更多人群

聚，進而因了解而愛上此活動，成為真正

的「深度生態旅遊」。

「地方會自己成長」是此番談話最感動

的一句話，保持著「無私」、「共好」的

想法，台塑集團藉由推動樂活圈，讓地方

自己茁壯、凝聚共識，甚至讓居民願意多

為社區盡一份心力，成果也成為台塑和當

地居民的共同驕傲。

筆者也因著這次的訪談，假日搭機捷

至桃園樂活圈一日遊，除了到 A10 山鼻站

的大古山休閒農業區、德馨堂走訪外，也

到 A8 長庚醫院站參觀，對於台塑集團的用

心有目共睹。相信在台塑集團與地方的努

力下，地方共榮不再是口號，而是凝聚向

心力的最好寫照。

訪談側拍

德馨堂一景

左為台塑企業總管理處劉耀文組長；右為台塑生醫

劉慧啟協理

◤ 環境暨經濟研究中心  郭博堯主任‧企劃行政室  葉琬萱助理管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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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與教育發展中心 楊顯整主任‧ 何婷婷管理師

本社今年度辦理兩梯次「境外研究生企

業參訪」活動，持續提供境外生與國內優質

企業友善的媒合平台，帶領國內知名大學院

校修讀博、碩學位的境外生，利用三天兩夜

精心規劃的行程，實地參訪台灣中北部知名

企業，藉由實際參訪活動瞭解臺灣企業文化

與經營現況，加強境外學生在台發展職涯，

根留台灣的意願。參訪過程提供企業與學員

直接的互動、網羅人才的機會，讓來自世界

各地不同文化的學員們，更加認識本土企業

價值及品牌精神、深化台灣企業的國際形象。

本社籌辦團隊更是一如既往、齊心協力地朝

鼓勵國內人才培育、企業雙贏的目標前進。

 
第一站安排拜訪經濟部投資台灣事務所

( 行政院為加強全球招商與攬才政策，於經濟

部設置之分支單位 )，該單位提供境外生、專

業人士在台就業前申辦工作簽證時相關的法

規說明。參訪投資臺灣事務所，除了對在台

境外生詳盡地解說在台申請工作該注意的事

項外，亦推廣其長期配合的求職網站 Contact 
Taiwan，提供學員有效管道，並可一覽台灣

企業對外籍人才的招募及職缺資訊。

獲國際獎項認可之紡織品大廠—興采實

業，興采實業核心產品為「機能性環保咖啡

紗」，該公司巧妙的利用寶特瓶和咖啡渣等

回收再利用，作為運動休閒機能性服飾透氣、

快乾的材質。興采多年來致力於研發環保兼

具機能性的紡織纖維，不惜重金投資海外工

廠以確保公司研發的競爭優勢，為同業樹立

成功的典範。本次參訪興采實業，該公司陳

國欽董事長特別出席致詞，分享自己的商場

哲學及經營理念，現場更直接開放學員填寫

履歷，經過同學一番熱烈的發問後，陳董事 新莊翰品酒店 - 工作人員為同學作簡報

興采實業 - 董事長對同學的打氣

國際知名飯店連鎖集團—雲朗集團，集

團飯店分布全球，也是國內具國際規模並開

放外籍人才求職的飯店連鎖型企業。參訪當

日，聽完該集團對台灣、義大利不同主題飯

店的品牌策略後，飯店特別安排學員實地參

觀飯店設施，針對酒店各區域之風格、設計

逐一的介紹其概念及緣由。晚上學員們入住

了集團安排之商務型翰品飯店，在享受飯店

提供的 SPA 水療中結束第一日忙碌又充實的

一天。

長更不藏私地傳授年輕人創業該有的商業思

維，當場鼓勵學員加入興采貢獻自己所學的

專業，此舉著實給學生一劑強心針，讓學員

信心大增並收穫滿滿地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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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泰大金 AP 營運中心 - 機台專業講解

走進位於桃園巿大園區，和泰興業投資

超過一億建置亞洲最大的大金 AP 營運中心，

開闊的迎賓時光廊區頓時吸引參訪者目光，

高達 3 層總數超過 100 只貨櫃，建構成強烈

的工業風格鋼鐵城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建築內到處掛滿了董事長的個人藝術創作，

讓原本生硬的展示空間多了一絲普普藝術氣

息。短短 40 分鐘的簡報時間，講員認真講說

解冰水整合自動化控制系統，中央空調系統、

空氣特殊濾材等解決方案，參訪學員多數為

理工相關科系，求知若渴的學員們，在參觀

展區機台的時候，紛紛把握機會與業主討

論交流，講員亦全程臉上帶著笑容，耐心的

一一回應學生的提問，不僅給學生每人一個

大金寶寶當紀念品，更私下對本社同仁表示，

自歷年開放參訪以來，我們學生的素質和資

質都是他們看過最優秀的呢 !

產業科技的開路先鋒—工研院，工業技

術研究院於 1973 年成立，以科研創新，帶動

產業發展，創造經濟價值，增進社會福祉為

中心宗旨；成立四十多年來，累積近 3 萬件

專利，並新創及育成 281 家公司。近年工研

院致力於將產業知識結合大數據分析，開創

產業附加價值，並朝向以科技應用與服務、

科技教育之推廣三個策略方向，將研發能量

轉化為公益回饋社會、增進社會福祉。一走

進工研院的 SHOW ROOM，180 度環繞簡報

室令人印象深刻，簡報後，講者便開始解說

各種與農業、生技、能源、環汙、醫療與長

照等與工研院研發相關的專利發表。

交流變頻器、動力驅動控制系統專家—

寧茂企業，創立於西元 1987 年，寧茂為國內

交流馬達變頻器、輔助控制器的專業製造商，

對研發製造客戶訂製品，開發有效電能系統

於紡織 / 食品 / 輸送 / 塑膠 / 流體等行業已行

之有年。位於台中的「寧茂三廠」，今年剛

工研院 - Show Room 解說

落成，被定位為「綠色節能工廠」，本次參

訪以了解節能應用、工業用馬達控制、健身

器材及電動車驅動系統為主軸，學生有機會

試乘 R-Rider 健身綠能發電站，親自體驗新式

電能轉換概念，在深入了解了其生產線和各

樓層的電能系統配置後，更看見台灣廠商在

節能減碳上將概念轉換成專業應用的實力。

參訪第三天，學員們結束兩天的企業參

訪行程，整團帶著輕鬆愉悅的心情，來到位

於南投縣風光明媚、聞名中外的日月潭。日

月潭全潭面積 827 公頃，湖面周圍約 33 公

里，北半部形如日輪，南半部形如月鉤，故

而得名。迎著早晨的微風，學生們在船上飽

覽日月潭清麗的風景，岸邊就是原住民伊達

邵族的村落，伊達邵舊稱「德化社」，行政

轄區屬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為原住民─邵

族的主要居住地。當年蔣總統最喜愛乘船到

這裡觀賞邵族山地歌舞，使該社成為日月潭

重要的原住民文化園區。老街裡的小吃琳瑯

滿目，有遠近馳名的阿薩姆紅茶、小米麻糬、

香菇茶葉蛋。在安排學員們品嘗了道地的原

住民風味餐後，一行人便驅車前往位於后里

的張連昌薩克斯風博物館，進入張連昌薩克

斯風博物館，彷彿步入一座美麗又有著動人

故事的音樂殿堂，穿流著張連昌先生一生製

作樂器的心路歷程。耳際傳來鏗鏘有序的節

奏，引領一窺精湛工法，耀眼奪目的薩克斯

風反覆流串在師傅的手指間，而學員們也在

排滿琳瑯滿目大小不一的薩克斯風前留下了

難忘的合影。行程的最後一站，是於 101 年

成立位於苗栗的「臺灣客家文化館」，此園

區為全球客家文化及產業之交流與研究中心，

園區設計表達客家人尊重自然天性，建築依

勢而建，間接展現客家遷徙移民的生活態度。

建築設計更符合九大綠建築指標。園區設置

常設展示區、特展館、客家貢獻館、客家圖

書資料中心、國際會議廳及多媒體影音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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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ope CTCI can receive more participant’s 
quota in the next period. I am very satisfied 
with the activities that motivated and inspired 
me. I hope for the future, CTCI can channel our 
talents and abilities to Taiwan enterprise in an 
organized recruitment. I hope CTCI members who 
have taken an enterprise trip to be privileged in 
recruitment.

Aji Nugroho  印尼 (Indonesia) 
國立中央大學Mechanical Engineering 碩士

The activity gives us a direct insight with 
Taiwanese companies, their general information 
their managers, employment information and 
benefits. I got a lot of valuable experience from 
it, including knowledge of various companies in 
Taiwan that would be useful for my future career 
as a chemical engineer.

I particularly impressed by the way that CTCI 
Foundation staff arranged to celebrate student’s 
birthday on the second day. It was really touched 
and unexpected and I could feel the warm 
atmosphere that the staffs trying to create for the 
students who are away from their home country. It 
was a thoughtful act that an event organizer could 
have offered.

Nathania Puspitasari  印尼 (Indonesia)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Chemical Engineering 博士

Andreawan Honora  印尼 (Indonesia) 
國立東華大學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博士

Each corporate we have visited was very 
competitive one as we came to learn from the 
introduction on about their corporations and this 
makes me admire them for their achievement 
in changing or stepping up Taiwan ahead of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n future this kind 
of activities should be strengthen so that the 
involv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 
can be increased.

I am happy for joining the Enterprise 
Visit sponsored by CTCI Foundation. CTCI is 
world-renowned as a leader in the provision 
of reliable engineering services. Thanks to the 
great arrangement by CTCI, I have joined the 
unforgettable trip. The assistance staffs from CTCI 
and Inves Taiwan Center are very enthusiastic and 
perfect.

Bikila Alemu Jote 衣索比亞 (Ethiopia)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Chemical Engineering 博士

DAO DUY TUAN 越南 (Vietnam) 
國立成功大學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博士

Al l  the companies chosen by CTCI 
Foundation are very good enterprises which are 
quality management and environment regulation 
compliance certified companies. In my opinion, they 
proved to be at the top of their respective industries 
which any employee would wish to belong to.

The whole activities were carefully designed 
to meet the objective of the program. Although 
some of the participants were coming from different 
academic background, the program was still 
relevant to all as it is addressing topics that generally 
applicable to everyone rather than only to those 
from specific academic background.

Jan Marvin Frias  菲律賓 (Philippines) 
國立清華大學Chemical Engineering 碩士

Norhazmil Shah Bin Hashim  馬來西亞 (Malaysia)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College of Management 碩士

Arrangements for the reception was excellent 
specially accommodation, meal, transportation 
and accompanying stuff.  Corporates and 
introduction was based on modern technology 
and based on Skills. The three days’ journey was 
very impressive and motivational to explore the 
dynamic scientific community of Taiwan and the 
multi-cultural diversity of local people.

All of the committees show kindness, 
welcome and warm to all of the participants 
CTCI-Trips. As A Muslim, I was touched for the 
kindness for understanding about our foods and 
religious cultures of us. This event actually has 

Khalid Hamid  巴基斯坦 (Pakistan)
國立交通大學Mechanical  碩士

FAISAL ASADI  印尼 (Indonesia) 
明志科技大學Electrical Engineering 碩士

This is a valuable lesson for me because I 
could never know about the job applying process 
in Taiwan and working rules and regulation of 
Taiwan without join the event. All the enterprise 
was choosing in a way that participants can take 
knowledge of each and every sector, I personally 
felt it was a well-organized event overall.

KUMAR SUSHIL  印度 (India) 
國立交通大學EECEIGP- Electrical Control 博士

opened my eyes and my thought of for seeing 
the technologies, and research world in Formosa 
island - Taiwan.

等設施。館內提供雙語的導覽服務，藉著多

媒體設施、展演、體驗及活動等多元互動之

策展方式，引領學員走入客家文化的縮影當

中。第一梯次企業參訪旅程到此畫下完美句

點，以下摘錄部分學員參與企業參訪活動的

心得感想與眾同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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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暨產業中心  王釿鋊主任‧邱炳嶔研究員

根據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IRENA) 的資料，未來主要國家最終

能源使用將有高達 65% 以上來自太陽光電及

風力發電，而其間歇性、季節性的發電特性

無法取代核能與燃煤發電做為基載的電力來

源。大量再生能源併網後，更需要透過各式

儲能設施來穩定電網的頻率與電壓，讓再生

能源能夠成為可靠穩定的電力來源，達成能

源轉型的目標。

台灣自 2016 年起推動新能源政策，設

定 2025 年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達 20% 之目

標，並陸續修訂相關法規。電業法規範再生

能源「應優先併網、調度再生能源」；再生

能源發展條例則規範用電大戶 (800 kW 以上 )
設置一定比例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包含再

生能源、儲能設備、購買綠電、繳納代金等

選項，並增加再生能源發電、儲能之研發補

助。從以上政策推動顯示，我國政府已加大

推動再生能源的力道，也意識到儲能設施對

穩定供電的重要性。

為了獲知我國能源轉型政策能否為儲能

產業帶來發展契機，能產中心陸續拜訪國內

幾家鋰離子電池廠商，獲得廠商對台灣鋰離

子電池產業的看法與建議，並彙整如下：

國際上大力發展儲能產業之國家 ( 如
中國大陸、南韓 )，大多由國家政策大力支

持，創造國內儲能需求 ( 電動車、定置型儲

能 )，並透過補貼政策或市場機制，使其生產

規模具有競爭力。目前較具規模廠商包括寧

德時代 ( 中國大陸 )、比亞迪 ( 中國大陸 )、
Samsung SDI( 韓國 )、LG Chem ( 韓國 )、
Panasonic( 日本 )、TESLA( 美國 )。

在此國際趨勢下，台灣鋰離子電池產業

缺乏充足的政策支持，國內也沒有電動車或

定置型儲能的大量需求，即使大部分廠商認

為台灣的電池技術，雖然不到日本與韓國的

電動車是快速成長的鋰離子電池儲能應

用市場，代表性廠商為 Panasonic、TESLA
、寧德時代、LG Chem。雖然車用電池市場

具有廣大的市場，但投入電動車市場需大規

模投資，才能有效降低生產成本，據業者估

計每條產線設備成本約 100 億台幣，每年生

產 2 GWh 的鋰離子電池。雖然國內廠商多有

向國外尋求商機的意願，但受限於產能不足，

導致價格偏高。若與國際大車廠合作，沒有

相對應的資本實力，難以承受電池價格波動

所帶來的風險。

目前電動車市場仍有賴政府補貼政策支

持，像是中國大陸由政府創造電動車市場需

求，加上補貼政策，使中國大陸成為最大的

電動車市場，因此如寧德時代 (CATL)、比亞

迪等電池製造商也隨之成長。不僅是中國大

陸，台灣電動機車也是透過大量政府補貼，

才有辦法與燃油機車競爭。未來政策補貼退

場後，即是考驗各大電池廠成本能否持續下

降，透過市場機制競爭。

電動車的電池市場競爭激烈，僅有具有

規模的廠商才有足夠能力競爭，因此台灣廠

商將既有的技術能力，轉到生產可快速放電

的高功率電池，應用產品如家電用品、農業

機具、power tool、無人機等。這些產品的

電池需求量皆遠小於電動車，不是 Samsung 
SDI、LG Chem、Panasonic 等電池大廠的

目標，因此給了台灣廠商機會拓展非電動車

( 一 ) 台灣鋰離子電池儲能產業競爭力

( 二 ) 電動車之鋰離子電池市場

( 三 ) 高功率電池之應用市場

水平，但是與中國大陸比起來並不遜色，但

在需求面不足下，廠商投資擴廠意願低，使

得生產成本高於國際大廠。雖然國內鋰離子

電池市場成長動力不足，但部分廠商看到利

基市場，選擇前往中國大陸、泰國等地建廠，

與當地下游應用產業鏈結。部分原料廠商如

長春的銅箔、中碳的負極材料、台塑的電解

液被認為具有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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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網儲能可分為兩種，一種用於電網
調頻，需具備快充快放的特性，以彌補再生
能源因其間歇性特徵，所產生供給與需求之
間的落差；另一種用於電能平衡 (day-shift)，
以水力作為主要儲能系統，搭配燃氣複循環
機組升載來因應尖峰電力不足的需求。台
電為因應再生能源大量併網，在電網調頻
方面估計需要 590 MWh 的儲能系統需求，
需在 1 分鐘內迅速供電，並持續 15-50 分
鐘。目前能源局透過太陽光電案場搭配1-10 
MWh 之儲能系統推動示範案，藉此提供國
內廠商在 PCS、BMS、鋰離子電池等之練
兵機會，提升台灣廠商之技術與經驗。

從近年的法規政策可以看出政府推動能

源轉型的決心，但相應的儲能技術仍在進步

( 四 ) 電網儲能需求

( 六 ) 結語

就目前台灣每年 60 餘萬台機車的生產量

來看，以每輛約需 3 kWh 之電池來計算，短

期內仍不足以撐起具經濟規模的電池廠 ( 年
產 2 GWh 之產線 )。根據光陽的經驗，國內

電池廠商價格競爭力不如國外電池，也缺乏

電池長期驗證數據，因此目前無論是 Gogoro
還是光陽 iONEX，所搭配的電池仍以國外廠

商 LG Chem、Panasonic 為主。

政府希望藉由推動電動機車降低移動污

染源的排放，因此環保署、經濟部工業局及

各縣市政府分別提供高額補助，重型機車根

據縣市別的不同就有 13,000-47,000 元之差

別。然而，在採用國外廠商電池的情況下，

國內電池廠商無法藉此獲得政府的支持。近

期中油結合國內廠商推出磷酸鋰鐵電池，希

望憑藉中油 2,000 多站加油站據點的優勢，

打造各廠牌電動機車的充 / 換電平台，並已

與三陽、中華在桃園試點合作。

( 五 ) 電動機車之發展與電池需求

之利基市場。

透過與能源科技的訪談得知，台灣廠商

選擇投入高功率電池之利基市場，主要原因

在於所應用的產品，其電池佔整體產品成本

較低，例如 Dyson 吸塵器約佔 3.5%，反之

電動車之電池佔了 33%，因此當產品受到競

爭時，擔心電池遭到客戶 cost down 的壓力

較小，反而彼此之間的溝通與信賴更為重要。

中，儲能廠商仍需持續降低成本與獲取經驗。

台灣廠商受限於技術與規模不足，在缺乏政

策補貼的環境下，期望擴大投資與國際大廠

一較高下十分困難。由於台灣廠商規模不足，

需找到利基市場才可存活，政府若能廣泛在

各應用領域提供示範計畫，將有助於廠商磨

練技術與獲取經驗，待技術成熟後也將有助

於政府推動能源轉型。

中油綠能智慧充電站

能源局 1 MWh 儲能貨櫃

光陽 Ionex 電動機車換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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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露野菇義麵味道濃厚

◤ 本社編輯室

潘文炎：台北市基隆路
                平價鮮嫩牛排

中技社董事長潘文炎推好料，推薦台北市基隆路的傑克牛排。（資料照）

潘文炎：「他的牛排用 65 度低溫長時間

烘烤，我覺得是我吃過最好吃的，很嫩，口

感很好。」（記者林浥樺攝）

（潘文炎為中技社董事長，前中油公司董

事長）我最近吃了一個中等價位的新牛排店，

價位中等，很適合推薦給大家。晚餐大概

1000 元上下，午餐可能不用 400 元，是剛剛

開店的傑克牛排，位於台北市基隆路跟信義

路交叉路口。他的牛排我覺得是我吃過最好

吃的，很嫩，口感很好，那為什麼可以這樣

子，我問店經理：「你的牛排為何跟別人不

一樣 ?」他說他們是用 65 度的低溫烤 7 個小

時。這家店的價位也不高，他有牛肩頸肉啊，

牛排跟知名的牛排店來講，大概只有 5、6 成

的價格。

藉著這篇報導，實地品嚐「傑克兄弟牛

排館 - 臺北信義店」，真是一間非常道地美

式的牛排店，店裡播放時下美國流行音樂，

裝潢布置都別有一番風味。

這種美國味其實就是「老饕們愛去的

店」，老少咸宜，歡樂無限的聚餐場所。

這家的飲料、餐點及麵食都高 CP 值，

成功擄獲牛排控的心。

潘文炎：「他的牛排用 65 度低溫長時間烘烤，我覺

得是我吃過最好吃的，很嫩，口感很好。」（記者林

浥樺攝）

(資料來源：2019-04-28自由時報 /財經政策，錄影、

整理 / 記者林浥樺 總策畫 / 記者歐祥義 )

牛排控同仁追隨 CEO 腳步大 美食

美味炭烤牛排與紐西蘭淡菜真是絕配

鬆軟精緻薯泥

後記

《自由財經 - CEO開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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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不是那麼
                   冷冰冰

◤ 會計室  馬金玲主任‧黃小翠管理師

你喜歡會計嗎?大部分的人一聽到會計，

就覺得枯燥無味，是一堆冷冰冰的數字及硬

梆梆的準則，其實她一點都不冷也不硬，相

對地是既溫馨又活潑，而且是體現在我們生

活中最寫實的真理與智慧。會計的過程可以

啟發我們生活智慧，是值得細心推敲的，就

從會計中最基本的分錄開始吧 ! 所謂有借就

有貸，借貸必平衡，這好比一般人常說的有

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雖然得失並非如借

貸般必然的平衡，但簡單的會計分錄，確實

也提醒我們人生中凡事不要執著在一個點，

當我們正面的認識得與失，就會在得到的時

候，了解必然的失落。

我們也常聽到有人說，人生好比一本帳

本，由薄到厚，由厚到薄，如何讀懂自己，

成就人生呢 ? 其實只要將日常生活中，所面

臨不同的人、事、物，如同會計帳簿一般，

做系統整理，化繁瑣為簡潔、條理分明 ; 也
就是把自己從每筆的生活分錄中整理出來，

便能展現出一本清楚明確的人生帳簿，進而

產生一份人生漂亮的會計報表。

會計其實也很有趣。在一個家庭剛成立

時，就如同 2 位合夥人共組成一家公司，夫

妻上班所賺取的薪水就是主要的業務收入，

水電瓦斯日常必須之費用則為業務支出，偶

爾只因為喜歡而衝動買的非必須品費用，則

可謂之業務外支出。幾年後小孩出生了，是

資產還是負債呢 ? 投入在小孩身上的錢是要

資本化還是費用化呢 ? 這時又會因為不同的

認定歸類，就會產生不同的報表結果。在我

看來，基本生存的吃喝及義務教育是費用，

對小孩的才藝或專業技術課程的學習培訓，

是投資也是資產。小孩長大了可以獨立自主，

有承擔責任的能力，則是成功的投資，其未

來若有可預見的產值，最棒的就是可以逐漸

消減養育費，費用的節省則代表可以增加結

餘，若孩子孝順，逢年過節回饋父母，這不

就是業務外其他收入嗎 ? 當然這雖不是養小

孩的目的，但任誰都樂見其成；相對地，假

若投資失敗，則資產轉化損失費用了。

會計記錄的都是已發生的事實，所謂凡

走過必留痕跡，數字確實會說話，想要擁有

穩定的財富，便要懂得開源節流及如何增加

收入、節省開支，學會控制及掌握支出，利

用會計作業方式，養成記帳的好習慣，進而

從報表中了解自己的消費習慣，找到可以調

整的地方節省開支。在有限的收入之下，達

到收支結餘，也才能明確地去計畫未來的目

標和賦予期望值，實踐夢想。所以，會計絕

對是你的好幫手，它確實是有溫度的，試著

去體會一下吧！記得有一首鳳飛飛的歌：「好

好愛我」，身為會計人的我，想告訴大家「…

好好愛我，互相勉勵，幸福人生藏在“會計”

裡…」。

潘文炎：台北市基隆路
                平價鮮嫩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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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爺湖畔賞煙花
         印下你我的笑靨

◤ 企劃行政室 葉琬萱助理管理師 

北海道素來是觀光勝地，對於初次踏

上北海道的我來說，心中的期待溢於言表。

這趟旅程會遇到甚麼有趣的事呢 ?

五稜廓是日本第一座西洋式城堡，現

已改建為公園。公園內綠意盎然，繁花似

錦，配上整齊寬闊的街道，以及不同於台

灣的和煦陽光，彷彿讓人回到學生時期的

出遊踏青，放肆享受一片美景、享受身旁

的人們的笑靨、享受心無旁鶩的幸福感。

園內盛開的紫藤花好不美麗，白色、紫色

的花卉一串串隨風飄逸，配上藍天白雲，

有別於盛開的櫻花，紫藤花有種高雅的脫

俗感，遺世而獨立。

五稜廓紫藤花盛開

在尼克斯海洋公園，映入眼簾的是北歐

風的城堡建築。除了水族館外，海豚表演、

海獅表演也都讓人驚嘆又驚艷，它們純真

的表演洗滌了城市的喧囂，更在心中泛起

了一圈又一圈漣漪。最特別的莫過於企鵝

閱兵遊行，在搖滾區超近距離看到企鵝們

左搖右擺、踉蹌前進，像蹣跚學步的小孩，

讓人莞爾之外，更想「抱緊處理」呢！

旅程中在洞爺湖畔停留，觀賞夜晚的

洞爺湖煙火秀，煙火炫目燦爛，為這趟旅

程做了最棒的註解！

企鵝遊行療癒人心

北國馬牧場平坦開闊，清新的牧場氛

圍，一匹匹駿馬昂首闊步，瀟灑威風。不

論是選擇牽馬遊覽，體驗駿馬高大威猛；

或是選擇觀光馬車，體驗田園牧場風光；

抑或是選擇騎自行車，體驗自在閒適探險

旅程，都讓人回味無窮。其中印象深刻的

是迷你馬表演，馬兒有靈性的雙眼回應著

訓練師，即使不會說話，一舉一動都感受

到馬兒最真摯的情感和依賴。逗趣的表演

也讓觀眾們樂開懷呢！

北國馬牧場笑開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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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文  楊麗玲

縣市鄉鎮行政區 ,

雖有著界線 ,

但人心的合作和交流是跨越界線的。

行政體系結合社區人力 ,

以及地方特色物產 ,

再加上企業強而有力的注入熱情和協助 ,

地方就會帶來新的契機和願景。

洞爺湖畔賞煙花
         印下你我的笑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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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港都 Port of Keelung 
上班族大叔黃景政，假日時藉著對美景的熱愛與畫畫的樂趣，以城市速寫記錄港都基隆的

真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