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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C 新的價值、使命、願景 
聯合會 101.04.07第一次修正 

一、IMC宗旨： 

    1.增進工商界人士之友誼，建立互助合作精神。 

    2.研究工商經營及管理上各項問題及進修。 

    3.培養健全人格及領導才能，協助 YMCA事工，支持社會福利事業。 

 

二、IMC使命： 

    1.培養工商界領導人才，增進研發創新能力， 

      提昇企業國際競爭力。 

    2.塑造幸福家庭楷模，建造祥和美滿社會。 

 

三、IMC願景： 

    成為首選的優質國際工商社團。 

 

四、核心價值： 

   以關懷、學習、誠信、尊重、盡責、奉獻為本社核心價值。 
 

 

八八父親節月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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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的話 
文/社長 廖松村 

非常感謝社友事務組－林宗毅理

事精心策劃安排 8月 8日拜訪社友張柏

仁所經營的健祥田園護理之家。日式風

格的田園造景花木扶疏，有種植許多櫻

花樹及桂花樹給社友感覺是清幽寧靜，

室內外空間寬敞環境整齊，照顧房內設

施如五星級飯店的優質。全棟規劃有 50

餘間高規格安養住房，無障礙廁所上下

加裝了緊急求救按鈕並加大安養空間同時擁有全國獨創 15度 Z字型無障礙斜

坡,使輪椅及病床及住民不再侷限使用電梯上下樓，更可輕鬆從高樓層安全抵

達一樓地面。董事長張柏仁社友夫人曾麗娜女士負責人以前擔任秀傳紀念醫院

護理長，兩度赴日考察相關護理設施及服務，其服務對象包括中風需復健者、

行動不便者、慢性病需療養者、生活無法自理者、出院後需護理者及其他需長

期照顧者等。最後董事長更介紹住民住院時需要先做全身醫療檢驗，每住房空

調設施都是獨立的，更有負壓隔離病房，防止院內感染情事發生，健祥田園護

理之家提供了照護服務及專業護理是一處良好的選擇。 

第二站是由秘書長推薦社友黃榮源所經營的天貴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主

要生產塑料押出製品、鞋帶及各式繩帶膠片鞋帶打頭機、反光材料等，以供應

國內外各大工廠經過不斷的努力提升品質創新研發，生產的膠片可用於鞋帶、

裝飾帶以及各種帶類的系列，研究開發出新的專利產品，即適用於紙袋與各種

手提袋上的帶子，它能承受 30公斤的重量，節省空間及人工、美觀、耐用又

方便，其膠片世界佔有率 85 %的世界工廠，目前主要客戶為各大全球知名運

動鞋品牌皆為其主要客戶，如 Nike、Adidas、PUMA等國際品牌，以及寶成集

團與豐泰集團所製造之運動鞋等。 

彰化社社友人才濟濟，經營其事業有成值得社友參加社友拜訪之社務活

動，定能增加知識及收穫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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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 IMC第三十二屆十月例會程序表 
日期：108 年 10 月 09 日（星期三） 

地點：感謝 富山精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廖松村社長 

司會：廖烱松理事 

郭家蓁理事 

 

輪值服務：康樂才藝組陳英姿理事、創新專案組王翔世理事 
會前準備：(1)會場佈置—報到區、商展區(歡迎社友自由提供產品或目錄)、舞台佈

置。 
          (2)輪值服務小組人員識別佩帶(請提早 10分鐘到會場，至報到處領取服

務識別) 
          (3)輪值服務小組人員的工作分配(接待、報到、茶水、音控、敘獎、攝

影等) 
第一幕 

6：00〜6：20 報到迎賓--一樓歡喜迎賓、二樓拿名牌報到、會場引導、
服務茶水。 

6：20〜6：50 聚餐聯誼--唱謝飯歌、用餐 
第二幕             

6：50〜7：00 會前序曲：音樂或影片欣賞、表演節目、活動筋骨...等 
第三幕 

7:00〜7:30 例會開始— 請主席鳴鐘、宣佈開會 
唱社歌第一、二節(社友請起立) 
主席致詞 
來賓介紹 
訊息傳遞(喜事 祝賀 活動預告…等) 
祝壽--生日快樂歌、生日禮物及溫馨誠摯的祝福 
新社友入社—(1)介紹新社友上台 

(2)新社友自我介紹 
(3)宣誓(社友請起立；請社長擔任監誓人) 
(4)致贈 IMC精神錦旗 
(5)前社長及 32屆理監事團隊列隊 

歡迎新社友加入 IMC大家庭 
頒獎表揚—金筆獎、新社友介紹獎…等 

第四幕 
7：30〜8：55  專題演講--講師介紹、演講時間、雙向交流、感謝講師 

第五幕 
8：55〜9：00  閉會--唱社歌第三節、請主席鳴鐘、宣佈閉會 

      
PS.1.請全體理監事及社友留下幫忙收拾桌椅，感謝。 
   2.敬請將『名牌』交回報到處，下回再用，感謝！ 
   3.預告 下次月例會時間 108年 12月 12日（四）司    儀:陳英姿、王翔世  
                                              輪值服務:李侑璁、王柏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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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壽星共 22 位 
林瓊珠(01)、歐明嵐(03)、陳營誠(05)、 
王昶清(06)、陳  杰(06)、雲有財(06)、 
施富源(08)、郭子玄(10)、柯修澟(12)、 
王淑麗(15)、林俊良(15)、洪正發(15)、 
王柏竣(19)、王吉興(20)、林俊雄(20)、 
張家銘(22)、葉明昌(22)、吳清林(25)、 
林惠敏(25)、王議德(26)、蕭福濃(28)、 
謝建仲(30) 
 

十一月壽星共 25 位 
張明桔(01)、廖烱松(02)、曾志峰(03)、 
鄭翠璧(04)、王俊元(06)、陳信雄(08)、 
張宗存(10)、王程霖(11)、石有銘(14)、 
吳鏈焜(14)、陳煥生(14)、林慶恭(15)、 
高金波(15)、陳英姿(15)、謝福炎(22)、 
江智豪(23)、洪瑞誠(24)、陳武郎(25)、 
蔡昆義(25)、許楚炘(27)、邱建富(29)、 
曾耀斌(29)、陳昭源(30) 

 

配偶例會壽星 
黃秀霞11、陳麗卿28 
 
高爾夫球訊 

第二十七屆第五次八月例賽 

日期：108年8月27日(二) 

早上12：30開球  球賽地點：彰化球場  

晚宴時間：下午5：30 

晚宴地點：大中華國際美食會館 

最 優 桿：張國禎 

淨桿冠軍：黃士圃 

淨桿亞軍：蔡明雄 

淨桿季軍：陳州德 

恭賀 吳淑貞隊友於7月10日，彰化高爾

夫球場第九洞一桿進洞 

恭賀 黃尊霖前社長於8月11日，彰化高

爾夫球場第九洞一桿進洞 

恭賀 陳州德前社長於 9月 13日，彰化

高爾夫球場第九洞一桿進洞 

悼念 
陳榮廷前社長之先慈， 
陳媽 秀英老太夫人享年 100歲於
9/3(二)早上 8：00舉行告別式 
林端育社友之公公仙逝， 
林公榮福老先生享年88歲於9/8(日)早
上8：30告別式 
 

恭賀 
恭賀 陳主斌社友榮任同濟會彰A區 區

主席 
恭賀 林明賢社友彰化縣獅子會53週年

授證典禮  
恭賀 黃炎修二副秀水鄉下崙社區發展

協會中秋晚會圓滿成功 
恭賀 林昱成 社友榮任和群國中 108 年

度家長會會長 
 

表揚 
◎金筆獎 
古世雄社友(月例會心得分享) 
張勝傑前理事(社友拜訪心得) 
林威宏理事(創新 經營研究 之我思) 
張志宏秘書長(工商觀摩心得分享) 
趙皇式第一副社長(輕鬆登山樂) 
謝建仲前理事(月圓人更圓) 
許琇媛夫人會(全拓工業 企業參訪心得) 
王淑芳理事(『名』就功成) 
陳榮廷前社長(老母佮我) 
林漢森前秘書長(毋認輸—第七集) 
陳武郎前理事(食品安全三兩事) 
許啟發前理事(瑞士和貨幣瑞士法郎) 
 
◎新社友介紹獎：李孟諭介紹張家銘 
 

感謝 
感謝 林高彬前理事於中秋晚會贊助十

箱文旦 
感謝 曹榮源社友於中秋晚會音樂饗宴

演奏笛子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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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 林森前社長於中秋晚會贊助愛立
家旅遊民宿免費住宿卷六張 



 

介紹新社友 
 

 

張家銘  民國 78年 10月 22日 

公司／永安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生管部經理 

營業項目／沖壓製品、連續&傳送模製造 

電話／(O)736-0026 (M)0931-307871 

地址／和美鎮柑竹路 497 號 

介紹人／李孟諭 

 

中秋例會_九月壽星大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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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例會心得分享 
文/社友 古世雄 

各位社友好，今天來分享一下這次例

會聽完演講的心得給大家，此次是由逢

甲大學董事長高承恕博士分析目前整個

世界的格局變化，他用「短期看花，長

期看水」來引喻世局的變與不變。 

目前美國仍是世界各國的老大哥，

從歷史上來看，美國從 1914年第一次世

界大戰開打後，似乎在往後的每一次戰

役慢慢的不再是一直打勝仗，也因為打

仗需要花費許多金錢，舉債許多，在百

年後成為最大的債務國。縱然美金貨幣

一統天下，卻也讓美國經濟從長遠看來

是持續下滑的，在近期的中美貿易戰中

更是打得沸沸揚揚，美國總統川普在一

次次的加重關稅下，中國看似被持續打

壓，但在高承恕博士的眼裡，中國至今

仍未真正出招，這也意味著中國正在盤

算著甚麼。 

如果以投資的角度來看，是否也提醒著大家中國往後發展的走向？ 

高承恕博士甚至提到大陸的國家副主席王岐山的舉足輕重，未來中國與美

國的貿易戰是否會因為他而有不同的發展呢?在 21世紀裡，世界將從新洗牌誰

才是新老大，又或者仍然是美國呢? 

但從長遠看來美國的整體經濟是越來越薄弱的沒錯，所以如果各位社友的

事業體現階段如果都還是仰賴美國居多的話，可能要想想是否需要調整一下公

司業務的比重，「短期看花，長期看水」這句話也可以比喻「花」為川普，是

否能蓄水長流就要看美國是否看清楚民生第一，才能經濟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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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友拜訪心得 
文/前理事 張勝傑 

這次社友拜訪,正好選在 8/8 父親節，時間特別好記，要前往拜訪的是張

柏仁前理事與黃逢源新社友。總結來說，雖是社友拜訪的行程，卻有媲美工商

觀摩的內容與收穫，十分充實、收穫滿滿！ 

第一站先前往健祥田園護理之家

，靜謐的巷道間，矗立一座巍巍然卻

又十分素雅的建築，非常好辨識，周

邊安靜的氛圍，馬上讓人感到心情平

靜了下來。進入機構後，首先由護理

負責人，同時也是柏仁前理事夫人曾

麗娜女士替我們簡介導覽。護理背景

專業出身，經過醫界淬鍊，後來又把

幼教業經營的有聲有色。原本就能退休享清福的曾

女士說：退休從來不是他的選項，結合自身過去專

業，以及未來趨勢下，和柏仁前理事討論後，下定

決心創立健祥田園護理之家。參訪過程中，可以看

見不論是居民住房，或者是交誼廳，都堪比醫院水

準，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能充分體會到紮實的護

理醫療底蘊。相較於其他護理之家，健祥最讓人印

象深刻的優勢點，我個人有特別紀錄了兩點：1.同

時涵蓋 3 個醫院的腹地—漢銘、彰基、秀傳都只有

三分鐘的車程，不論是出院要轉照護機構或是照護

途中有狀況要就醫，都十分方便。2.經典中的經典

，全國獨一無二(至少我北中南醫院或照護機構從未見過)，斥資千萬打造的 Z

字無障礙斜坡道，這巨大的斜坡道，平時幾乎完全用不到，也不能帶來任何的

收益，願意花一千萬來做的老闆，一定是很注重住民安全。實際走過一次就知

道，如果真的遇到火災地震，或者其他需要緊急撤離的情形，有沒有這個斜坡

道，可能就是地獄跟天堂的差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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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站來到黃逢源社友的公司—天貴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逢源社友是做塑

膠相關材料起家，會議室旁邊放著琳瑯滿目的材料，每一種都有各自不同的特

性與用法，我們光看過去就頭昏眼花，逢源社友卻如數家珍，隨手拿起一樣就

能娓娓道來該材料的時空背景與

研發故事。逢源社友說:『我們中

小企業的定位，100 億以上的的不

要碰，留給大企業；太小的項目不

要做，留給小家的；而中間大企業

不想做，小家做不來的，就是我們

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另外學習

到的，是永遠保持危機感，不斷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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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自己核心技術。逢源社友說：一開始從事這個產業就知道，低階商品競爭會

越來越大，儘管一開始只能從最底層做起，天貴實業從來不忘記注入開發技術

，慢慢地從初階、中階，一直晉升到現在

的高階，即將邁向金字塔頂端的核心硬實

力。在分享的過程中，一個新材料開發個

3-5 年並不少見，不斷提升自己的技術水

平，就算是面對國際大廠，也不會顯弱勢

，因為他們要的東西別地方做不出來。清

楚的自我定位，跟永保危機的意識，是個

人此行最大的學習點。 

此番社友拜訪收穫滿滿，感謝負責接

洽的理事，還有兩位受訪社友的準備張羅

，讓人記憶猶新、回味再三！下次報名一

定要請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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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 經營研究 之我思 
文/理事 林威宏 

經營研究 在 IMC 例行活動中已是一個不可缺少

的學習機會，此社內活動中可以讓社友們有機會學習

到不同產業領域經營之道或是不同公司的經營方針

與理念分享。我們知道往往一家企業的成功，在由不

斷的學習與挫折當中成長，因為蛻變的核心就是—成

長。因此企業不應閉門造車，必須透過創造、創新與

學習，才有機會進行本身內部的改革與改進。這也是

需由相互學習得到靈感與動力。 

彰化 IMC與其他縣市社對比，是一個超越 200人

（200家企業）的大家庭，社團內有者不同產業的菁英或企業駐足中部地區，

無論是製造業、服務業、都具相當知名與規模。例如：大全國際教育事業機構

/美利德有限公司，亦屬業界翹楚。 

  
記得剛入社時，參加無數次的企業經營研究活動，

總是帶著歸零與學習的機會前往富山精機 聆聽社友講

師分享與介紹自家公司如何經營與企業成長過程的酸

甜苦辣，也許是本身歷練不足，往往無法與企業本身的

產品、規模、公司規劃、成長背景等情境完全融合。 

今年有幸獲邀擔任經營理事一職，並獲得松村社長

指引，我們決定以一個不同歷屆的經營研究方式。也就

是創新式經營研究課程：追隨企業講師自己所熟悉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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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企業體，以移地學習的方式前往講師公司進行實境分享，進而融入企業在

經營過程中無論周遭環境、體驗企業本身所在文化（透過呈現物質形態的產品

形象、廠容廠貌、企業標誌、員工服飾、企業環境等表現出來），進而結合其

經營理念/公司規劃/待客學習/產業介紹/如何跨越經營問題…等分享。 

6/20 日我們首先在來到 「大全世界一通遊留學中心」，我們由瞭解進而

學習了解補教業在少子化的教育過程如何提升英語學習環境與方法。 

9/19 第二次的活動更讓我們有機會了解在競爭激烈磁磚產業中聆聽到美

利德有限公司 顧淑美總經理如何蓽路藍縷 的創造自己的 “磚情爲你〜美麗

的人生”。 

在分組參觀中了解到公司產

品種類。期間社友看到了許多義大

利進口磁磚的美與特色。 
 

 

同時我們看到 顧淑美總經理為了此次活動動員了公司員工加班為我們服

務，無論場地的安排與規劃都讓我們學習到企業員工的心之所屬。 

  

在活動開始 總經理也體恤到活動時間在 晚間 7:00 開始社友們可能下班

後需趕來到活動會場未能用餐，貼心為我們準備了豐盛的自助式晚餐讓參加社

友們可以飽足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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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活動中 社友認識了不同種類的進口瓷磚，也瞭解公司為何引進其他

產品在銷售於市場銷售之動機。 

   

此次的經營研究活動有著參與社友們的肯定，讓這樣的創新研究得以有信

心持續進行讓社友學習到不同的體驗與產業動態。 

    

 

期待在 12/19日的寶珍香桂圓蛋糕 有你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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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觀摩心得分享 
文/秘書長 張志宏 

本次工商觀摩第一站：怡利電子，由陳副董事長錫堯親自接待，過程中了

解公司歷經 3 年轉型，業務型態由正原廠（OE）取代準 OE，主力產品由車用

抬頭顯示器取代多媒體導航主機，持續推動轉型計畫，公司已取得多項正 OE

的專案，配合車廠新車開發時程，陸續量產出貨，車用抬頭顯示器對怡利電子

業績占比持續提升。在觀察車用抬頭顯示器發展趨勢，怡利電子表示，擴增實

境抬頭顯示器（ARHUD）將被視為結合自動駕駛、半自動駕駛與駕駛輔助系統

（ADAS）的適合顯示裝置，新一代 ARHUD傾向無光學鏡片的顯示技術，未來開

車上路可說是越來越安全，越來越實景化，且公司另外研發了數種非車用型商

品，大大減輕現在人對 3C 產品依賴造成的傷害，在這個競爭激烈的市場力求

不敗之地。 

第二站：宜蓁食品，從第一站走過來只用了 5分鐘，充分展現工商經營研

究的精神，用最少的時間做最多的事，董事長彰化首戶姚大哥是我們彰化社的

社友，前年代表彰化社參加行銷創新比賽，在下負責一切支援，所以對我們要

大哥的公司更有一份親切感。但 2年過去，公司仍不斷成長且開始跨足綠能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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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從事起加設太陽能板的建築版圖，可見 IMC大家族裡的每位成員都十分努

力且厲害。 

第三站：利成科技，公

司也是另類台灣之光，但礙

於場地，社員必須分批前往

，但也不減大家參觀的興致

，裡面各式槍枝、重型武器

、火炮，玲瑯滿目應有盡有

，樓上還有試槍的地方，讓

大家測試一下自己眼力跟

穩定度，尤其入口的那挺機

槍，簡直比金門大砲還有殺傷力，大家爭相一起拍照，連我們攝影師都忍不住

下去獨照了。 

感謝工商觀摩理事袁菁梅、許倚力策畫如此棒的行程，再加上廖社長的想

法，社長說：彰化有很多世界第一，今年在彰化就可學習滿滿了，我們還可以

將參訪的車資回饋在社友身上，讓大家不用舟車勞頓又可靜靜享用美食，因此

開放報名沒幾天名額就又爆滿了，但礙於其中幾間公司現場問題真的沒辦法接

待更多的人，否則一定全讓大家參加，相信未來的各項活動一定場場精彩，所

以請大家務必認真關注，盡速報名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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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健行活動分享 

輕鬆登山樂 
文/第一副社長 趙皇式 

早上 6點起床，7點就來到了富山，今天是

IMC 的登山健行活動，今天要爬的是日月潭旁

的貓囒山，今天的活動還結合一段騎腳踏車的

活動，一個活動有兩種的體驗，可見我們的理

事真的用心在安排活動，在這裡特別感謝主辦

的張志豪理事。 

遊覽車從富山出發，來到第二站的向陽停車場，一起去爬山的社友陸續上

車，最特別的是邱建富市長也來參加，市長一直以來都是社友，這次能參加活

動，我是覺得特別的意外。車子一路來到日月潭旁租自行車的地方，在這裡分

成 2組，騎自行車的先租車子，我跟著勇脚組的直接往登山口走。貓囒山就是

由實驗林區往上走到氣象站，這條路線很好走，沿途幾乎都是有鋪設的道路，

稍微有點斜坡，路途也不遠，算是很容易挑戰的路線。大約一個小時就到了氣

象站，在這裡可以看見日月潭的全貌，在這個位置看的日月潭特別的美，特別

的好看。大家陸續的到達氣象站，找了個涼亭，大家在此休息，泡茶聊天，還

有社友帶了點心水果上山，真的跟 IMC出門就是有這種超值的福利，也謝謝這

些有愛心的社友們。 

大家正聊的開心突然傳來一陣廣播，氣象站預測到有大雷雨，要在山上的

民眾盡快下山，大家就收拾東西往山下走，下山還不到一半，雨就開始下了，

而且越下越大，下到山下幾乎每個人都淋濕了，這時感覺氣象站的預報還真的

蠻準的，看了邱市長也淋濕了，相信對於市長也是一場難得的體驗。雖然大家

都全身濕透，氣氛卻非常快樂、嗨，果然人對了，什麼都對了。由於雨一直下

，為了安全，原本下午的金龍山就沒去了，吃過午飯去了埔里酒廠，在酒廠待

了一個鐘頭。在酒廠的休憩亭中正好有街頭藝人表演薩克斯風，此時許倚力理

事的夫人—邱鈴蘭老師帶著大家跟著旋律跳起舞來，不愧是社大知名的舞蹈老

師，不一會兒就將現場氣氛炒得超級熱鬧，連一旁陌生的遊客也跟著手舞足蹈

，開心起來，原本以為單純躲雨的行

程意外地變成小型派對。隨後車子就

往回程走回到彰化，結束了一天愉快

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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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晚會心得分享 

月圓人更圓 
文/前理事 謝建仲 

非常感謝廖社長、志宏祕書長，還有中秋晚會的工作人員、贊助人員，讓

中秋晚會辦得這麼熱鬧。今年的中秋晚會跟往年很不一樣，以往都是烤肉，這

次選在大中華，雖然中秋節就是要烤肉，但通常一烤就是連續好幾天都吃烤肉

，又深怕肉跟我們裝熟，搞得身體很不健康、又滿身的炭火味，這次在餐廳少

了烤肉的煙味、也不用為了烤肉手忙腳亂的。 

晚會節目由前理事吳鏈焜的薩克斯風音樂團隊開場

、串場，讓大家在優美的音樂聲中享受美食；秘書長及

羽球隊、夫人會帶來的趣味競賽，讓大家手忙腳亂中趣

味橫生，尤其感謝林森前社長現場加碼六張清境愛立家

免費住宿卷，將節目推上高潮。最後的帶動跳讓大家不

必擔心晚上大餐會造成身體負擔，主辦團隊的用心真是

令人深刻感受。 

每一場活動都是 IMC家人的用心及付出才能成就，希望大家用踴躍參加來

回饋，也藉每一次機會聯誼來增進大家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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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C夫人會 

全拓工業  企業參訪心得 
文/夫人會 許琇媛 

早就耳聞彰化八卦山腳下有一間幸福企業，全拓工業，這次在 IMC夫人會

的月例會中，終於親身來到這家企業一探究竟。一入門，從工廠大門進來，就

看到一整排的雞蛋花，充滿了濃濃的南洋風情，心情也漸漸放鬆，在辦公大樓

前的太極企鵝也滿特別，殊少

看到以企鵝為主題的雕塑品

，進入辦公大樓，有人員引導

我們先刷鞋底，果真是一塵不

染。公司簡介開始前，大家都

開心的享用 40 萬的咖啡機所

提供的香醇咖啡，映入眼簾盡

是一幅幅各個單位團體來參

訪過後所留下的錦旗，對這家

公司是愈來愈好奇了。 

而在姜副總的仔細介紹後，我才曉得了吳董事長以(藝術、環保、幸福企

業)為目標，從十年前就開啟了公司的轉型之路，從大門、員工廁所、員工餐

廳，再推及辦公室及廠區，讓員工在一個舒適的環境中工作，再透過〝精實管

理〞改善，讓員工的效率自然的提高，他談到了一個企業要以〝員工〞為基礎

，員工對公司有向心力，像一

個大家庭，而員工的素質是企

業品質的保證，兩者息息相關

，缺一不可。在環保這一塊，

吳董也很用心，〝末代企鵝〞

特展是關心著地球暖化的議

題，廠區內廢水零排收，做回

收再利用，到最後無法利用則

蒸發，真正做到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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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安排廠區導覽，辦公室的

擺置很不一樣，辦公桌全部架高，

辦公椅改高吧檯椅，增加了工作上

的機動性，訂單按日期排排放，每

日的工作單一清二楚，連文具都採

一直線擺放在桌上，有使用需求的

人再自行使用，更為了達到效率，

文件櫃的拉門也一併拆掉，加快收放文件的速度，

又讓我理解了〝錢多、事少、離家近〞的〝事少〞

，指的是用更有效率的方式讓員工在更短的時間內

完成工作。進入生產現場，一樣要再刷鞋底，確保

大家不會把泥塵帶入現場，廠區地板上畫著線，生

產端乾淨整齊，經由導覽人員介紹，廠內都只有存

放一日的庫存工作量，大大的減少了倉儲的需求，

以往需要各家工廠的貨車來送貨，現在只需要一台

貨車到各家廠商載回當日所需貨品，這也是環保的

一種表現。廠區內也有著員工休息區，但更貼心的

是員工可點飲品，再由專人送至現場使用，果真

好幸福。廠區的最後，四台造型拉風、色彩鮮艷

的超跑已經在等待著美麗夫人們的香車美人照了

，果不其然，夫人們當然要好好的展現美妙的姿

態與吳董的愛車合影。 

到了午餐時刻，進入餐廳，一道道色香味美

的菜餚已經用小碟盛好，大家按自已的需求取用

，四菜一湯外加香噴噴的肉燥、魯蛋，讓人不禁

食指大動，飯後搭配一杯蜜茶、還有無限享用的

冰淇淋，已經開始聽到夫人們在詢問如何才能加

入全拓這個大家庭。 

下午，吳董一身年青裝扮〜粉紅色的牛仔褲〜相當的潮，親切的與大家進

行 Q&A 互動，並重申〝錢的本意----用來表達感謝〞，無私的與大家分享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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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其中還有提到很重要的一點〝花若芬芳，蝴蝶自來〞，一家企業的體質

與文化，提升到一個高度，自然不擔心沒客人。 

今天的參訪讓我收獲滿滿，吳董將他人生經歷過的種種，轉變為正向的能

量，在企業的自我提升過程中，無私的將他的觀念與落實成果與大家分享，入

寶山豈能空手而歸，看著今天各位夫人們在 Q&A時間與吳董的精彩互動，相信

大家回去後對於企業的經營管理及社會責任，又會有更不一樣的想法。感謝嫦

娥會長與家蓁組長的精心策劃，能讓我們來參訪這麼一家幸福企業，感覺真的

超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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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會九月例會姓名學講座心得分享 

『名』就功成 
文/理事 王淑芳 

由於之前上過本次講師—小辣椒謝明伶老師的九

宮格課程，內容十分精彩且講師功力深厚說明淺顯易

懂，早早便報名滿心期待著。 

俗話說『落土八字命』，然而那是無法更改的事情

。那麼如何趨吉避凶、補強先天所不足，取個好名贏

在後天起跑點上？就是非常重要的事了。無怪乎中國

人對名字如此重視，古語講：『賜子千金，不如教子一

藝；教子一藝，不如賜子一名』，即是如此。古人認為

，若是沒有好的八字，可以通過改名字來達到一定的

改善，所以取名也是補救先天不足，讓後天更加吉利

的因素。 

話說原本講師在社大要費時三堂課的內容要濃縮

至一個半小時，又要大家能夠聽得明白、吸收，對講師實在是一大挑戰。不愧

是身經百戰的小辣椒，其深入淺出的本領讓每個人都能夠輕易算出自己的三才

五格。課堂中只見大家聚精會神，卻又時而被講師幽默風趣的話語逗得哄堂大

笑。 

在大家拼命學習

吸收之際，時光卻也溜

逝得特別快，欲罷不能

下硬是拗講師多講解

了半個多小時，礙於場

地有租用時間限制，只

能期待講師再為夫人

會開下一堂課了。 

以下簡單列命名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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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了遵循傳統對長輩表示敬重符合禮數，避免使用長輩已使用的名字音義

。 

2、取名、改名字若未婚時要考慮父母的生肖，避色沖剋，否則與父母較無緣

份。 

3、改名字若已婚時要考慮配偶的生肖，避免沖剋，否則與配偶較無緣份。 

4、過於俗氣、不雅之名勿取。 

5、音韻、(國、台語)口音有諧音不吉者勿取。 

6、取名避免女名太剛強、男名太柔弱。 

7、堯、舜、禹、康、熙、雍、乾皆為古代聖賢名號，若不是大生肖或長子勿

取。 

8、避免使用一般人不會念的字，儘量

取簡潔易讀之字。 

9、月為孤月及孤單之意，盡量不用單

一月字較為佳。如：有、宥、朝、

朋、望。 

10、女姓使用單名，雖較有才華，但過

於強勢，感情易不穩。 

覺得意猶不足者，可以到社大報名

小辣椒謝明伶老師的各項課程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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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活動集錦   月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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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活動集錦   登山健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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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活動集錦   中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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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活動集錦   工廠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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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母佮我 
陳秀英阿嬤告別式   紀念文 108-9-03 陳榮廷叩撰 

   啥人講，老母無去矣？          

       

大聲吼，かあちん，這逝台中路、這逝八卦山路，老母那攏無坐佇邊仔。 

大聲喝，かあちん，倒佇眠床頂咧睏 e 老母，那喊袂精神矣。 

啥時陣大聲叫，老母攏無聲無說，伊敢誠實無去矣？袂閣倒轉來？ 

活龍龍 e 老母，敢若閣討欲去口面𨑨迌。掛佇壁頂伊寫 e 「心經」，一字一字

敢若浮出來雲頂，講我佇遮。 

我數念老母 e 心思、深沉 e 記持，有雲彩漂浮落身，有聲嗽響 tan5 ，啥人

講老母無去矣？ 

かあちん  時には母のない子のように（老母啊，我敢若誠實，成做無老母 e 

囡仔）。 

老母去予佛祖接走去矣…我變成做無老母 e 囡仔 

8/20 二，早起 e 病房探望，tshim 踏入病床邊，護士就緊倚過來講：阿

嬤有發燒、有感染病毒敗血，致使血壓大幅降低（55-22-33），呼吸急促，進

入急救時刻。一時的，護理長佮幾个醫護人員嘛倚過來，探問家屬，臨急會使

採取強迫性急救？抑是干但欲靠藥仔儘量急救就好？萬一量欲過氣，是毋是愛

留氣絲仔予轉去厝裡？怹 e 探問攏顯示老母已經進入誠臨急 e 狀態。昏迷中

e 老母毋知半項，彼時我緊共老母 e 手牽牢牢，想欲用做後生手 e 溫度傳達

阮 e 毋甘佮不捨。佇回程車底裡，阮兄弟討論老母量欲過身矣，事事項項愛

小寡仔張持佮淡薄仔準備。第一層，愛尊存老母往過 e 信仰、通知親戚以外

，特別是，欲按怎得到老母遐 e 忘年朋友 e 諒解，佇老母破病中間攏無予怹

來看伊。第二層，感心老母一生 e 勞苦、歡喜老母精彩過伊 e 一生（做幾拾

年 e 義工），特別是到晚年阮兄弟會得綴前綴後，四界𤆬（tshua)老母𨑨迌、

伊為社會散赤弱勢 e 付出，留予囝孫 e 典範是陳家上大 e 資產、低調處理後

事，毋免奢颺，特別親友以外，毋免勞煩傷濟人。第三層，老母 e 手尾錢醫藥

費佮後事 e 費用䞐落來个，全部捐予散赤弱勢 e 人。第四層，無收奠儀、毋

免發訃聞。告別式彼工，知影个自然會知，有心來送別个，自然會到位。 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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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晡 欲 四

點，我接著

病 院 緊 急

通 知 老 母

臨急 e 電

話，阮趕到

位，看幾个

護 士 寬 寬

仔 共 一 寡

管 線 剥 落

，我牽老母

e 手有一

晡久，才感

覺老母己經無氣絲仔，斯當時，拄下晡 5 點 13 分，老母自然過氣，予佛祖接

走去矣。若睏去 e 老母無喜無苦，面容慈祥。暗欲七點，病院派 1 台救護車

佮 1 个特別護士護駕過氣 e 老母轉來厝裡，予伊安歇。好加哉，下晡看毋是

勢，緊連絡美雲(老母佇靈山寺忘年朋友之一）共老母量欲過氣 e 事實講予聽

，請伊緊通報幾个 a 共羣个，無就量欲看袂著矣。無偌久，美雲佮高太太隨

到位，我佮兄哥 ping-ping-piang-piang 一路護駕老母轉來厝裡。真拄好，前

無偌久外勞 Linder 閒閒無代誌佮我才共老母 e 房間，窮窮咧（

khing5-khing5-len),擲 e 擲，毋才拄四序四序仔予老母轉來安歇。阮敢若是一

羣狼狽戰敗 e 戰士，臨時倩 1 台救護車，一路護駕戰死 e 主將回營。到厝裡

，逐家好禮 a 好禮共老母扛囥佇眠床頂，趕緊拍光樓跤樓頂 e 電火，予厝裡

光焱焱（kng-Ian-Ian)。美雲佮高太太隨緊共「阿彌陀佛」e 錄音帶捘開（

tsun-kui),通予倒 ka 直溜溜 e 老母聽。老母目睭瞌瞌，形狀敢若拄睏落眠，優

雅 e 面貌卻是藏袂牢伊 100 歲高齡皮肉 e 風霜。斯當時，宗法（世交親情）

嘛唯台中公司落班轉來，有意欲來陪我顧五更，怎予老母過氣 e 氣氛成做老

朋友暗暝 e 深談。   8/21 三，早起，「全福壽禮儀社」彭老師透早六點派運

送專車來欲共老母奉送去「彰化殯儀館」，兄哥綴車，我佮怡如（兄哥大查囝

）各駛車綴後壁。等到老母 e 大體清洗好勢，有人帶領入殮儀式，入棺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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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入 冷 凍

庫。佮彭老

師 約 下 晡

三 點 佮 兄

哥去「全福

壽禮儀社」

載 彭 老 師

，阮欲做伙

去「慈恩塔

」，通 check 

聽 講 老 母

早就買好「奉金甕仔」有可能囥佇老母 e 塔位裡。阮提出塔位證件了，塔位

管理員拍開塔位 e 門，巡了巡 a 都攏啊無看著啥「奉金甕仔」，阮只好佮櫃台

e 小姐 nauh 兩句仔，阮共講：跋桮了老母決定塔位欲踮「靈山寺」，這个塔

位愛賣掉，小姐應講：阮公司無予人私下買賣塔位，會使共原價七萬退返爾爾

，阮閣問：這馬若欲買這个塔位愛偌濟錢？伊講卅萬。那差遐濟？伊閣講塔位

予恁空欲 30 年，遮久矣 m ，我就講：妳若按呢講，我就無客氣講恁誠黑，

這馬對塔位 e 觀念是若像咧蓄(hak )資產，那有干焦白白予恁原價收回？恁敢

袂有做跤手 e 道理，恁有夠黑啦。拆破一段黑汁汁（tsip 4-tsip )e 對話，毋免

下心神佇遮，阮就返轉來「全福壽禮儀社」欲佮彭老師洽談老母席場舖排 e 代

誌。講規晡，彭老師一直講伊个舖排，無講到席場舖排是欲展現啥意涵？我提

出：欲如何展現老母 e 「生活風貌」？才是欲講 e 主題。阮只好閣約明仔載

請彭老師來厝裡，閣討論這層代誌。下晡到厝，我就閣開始共老母房間早就整

理好 e 書類共巡一擺，主要是欲共老母彼本頂面有老母用毛筆寫「昔の思い

出」（想起早前）e 簿仔揣出來，想袂到煞閣走一組敆好勢 e 紙夾仔，內底夾

有「給孝子賢孫子弟們」6 張紙，真清楚狀況寫有關老母若拄欲過身佮過身後

e 交待。弟子疏忽，老母早就佇遮交待便便。隔轉工，彭老師到位了，我對喙

嗆講：歹勢了，昨昏下晡咱 e 對談完全妳講妳个阮講阮个，今（tann)to 來矣

，我就開始按壁頂老母寫 e「心經」書法，佮民國六十九年五月得到「全國模

範母親—-孝教倫明」牌匾、老母佮當時省席林洋港主席做伙翕 e 像講起，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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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介紹老母 e 事略。上有代表性个就是彼本「昔の思い出」，內面貼誠濟老母

予人刊佇報紙頂懸 e 表揚記事佮慈善會各項活動 e 報導，內面攏有老母 e 身

影。我彼篇刊佇台文專業雜誌——「台文戰線」2013-7 月第 31 期「老母的 笑

容」竟然予老母取去貼佇彼本簿仔做下底面，我順煞共「台江文學」第 22 期

2017-5 月，有我寫 e 「老母 e 生活風貌」e 刊物，佮二本有刊「歡喜老母

100 歲」e 「台文罔報」2019-4 月第 301-302 期，攏提予彭老師 e 查囝黃馥

蓉小姐參考。不管這場告別式老母是毋是有佮意（跋桮予老母，講愛做席場）

，希望禮儀社會得用怹 e 專業去「取佮捨」遮 e 資料，通適當表達出阮老母

e 生活風 

老母陳秀英阿嬤 e 一生。 

老母本姓林，是彰化市行舊民生路䟘（hann)過大火車路，左爿經過「鐵

路部機關庫」，閣再䟘過五分仔車路右爿第三間店仔過，彼間佇八，九十年前

「過溝仔」干但有這間「金義成柑仔店」，老母是店主林清河老先生 e 千金，

聽講外公重男輕女，便若厝裡生查某个就予人做囝。老母民國九年生，是林家

連紲生二个查某囝予人了，才共留落來飼養，煞倚算是孤查某囝，袂講得疼愛

。老母國校讀煞，有閣讀二年 e 高等科，伊玲利聰慧，筆字端摘（tuan-tiah)

，煞予老爸指派顧柑仔店，佇記數目 e 工課中間伊認捌袂少漢字。斯當時，

聽講柑仔店常在有「鐵道部機關庫」e 

人來交關，老母自按呢捌著鐵路「運轉

手」陳聯福先生，怹男才女貌，一个

22 歲一个 26 歲，自按呢怹戀愛 e 故

事欣羨誠濟當時保守 e 少年家。外嬤

人叫清和仔姆，共怹二个人疼命命。老

母結婚了生了阮兩个查埔囡仔，想袂到

佇 34 年二次大戰拄欲煞戲進前幾個月

，老爸佇出勤路中，拄著美軍大掃射，

怎著銃死佇欲走覕(big) e 水溝仔邊，斯

當時，老母干焦 26 歲爾爾，敢講斷掌

(ting-tsiunn2)查某人 e 宿命誠實是按

呢？。佇老母 100 年 e 人生歲月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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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會得共分做幾个坎站。1，翁婿 tshim 過往，有得到外公外嬤看顧幫贊，

助伊度過「喪夫初期-民國 35 年前後」e 難關。老母在生，一再感念老爸同事

漢彬仔阿伯翁某，佇彼段時間，主動鬥𤆬（tau2-tshua)阮兩兄弟仔，通予老母

做衫趁錢生活;尤其，老爸 e 同事和美葉家認阮做親情，按阿公阿嬤到規个親

族，攏佮阮相勻，感念「和美親情-台文通訊 Bong 報 2014-11 月第 248 期」e 

溫情，葉家是阮一生 e 親情。2，佮林家世交 e 傳炎漢醫先个公家開漢藥店

、加減做民間融資牽猴仔 e 錢桌仔「創業期-民國 38-40 年前後」。3，教洋裁

「做洋裁先生期-民國 38 年〜62 年」，佇這个期間阮認捌台北人落下港做工課

e 李永俊先生，後來怹翁某規个家族，佮阮厝攏以親情交陪，一，二世代情誼

通好，老母受怹愛護，真值得提起。4，服務社會弱勢散赤人 e 「做義工期-

民國 65 年〜90 年」。5，「養老期-90 年〜109 年 5 月」。6，「破病入院期-108

年 6 月有三擺進出急診室，後來開刀，出出入入加護病房，到 8 月 20 日下晡

過身。 

這成 10 年來，佇暝佮日纏綴高齡老母這段時間，予我 e 生活佮人生閣較

貼近親情。我家己真歡喜會得，用另外一種心情去理解老母種種 e 精彩人生

過程佮體會伊芳派e 人生價值，特別是，會得用伊教我e 台灣話書寫老母e 生

活風貌，撨揣（tshiau5-tshue)出老母生活風貌 e 神韻，予活龍龍 e 老母若像

常在欲跳出來佮逐家做伙𨑨迌（tshit4-tho5）、做伙食飯,抑務實了我願意投入

全部 e 時間佮精力，纏綴伊到最後一刻。搪當老毋佇我牽牢伊 e 手斷氣，就

致覺著我是一个無老母 e 囡仔矣，日本歌星カルメンマキ唱个這條歌「時に

は母のない子のように」（有時陣，敢若親像無老母 e 囡仔）所表達个，就是

我這馬 e 心情。想起早前（昔の思い出），感念「慈恩」，是我永遠袂褪色 e 心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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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認輸—第七集 
文/前秘書長 林漢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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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養身—特別邀稿 

食品安全三兩事 
文/前理事 陳武郎 

國際品質驗證股份有限公司 食安部總監 

台灣食品技師協會 理事 

『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本』。食品安全應該是屬於國家安全等級的位階

。但這幾年來台灣的食品事件(不太喜歡用食安事件，來說明!因為許多發生事

件現今科學上的數據說明應該不會有安全疑慮。)從事食品業 20幾年來，自己

所待之公司中也在這股食安浪潮之下，經歷了不少的客訴與危機事件。因此藉

此投稿分享一些食品安全的相關概念，食安絕非三兩事，但希望盡量嘗試深入

淺出書寫內容讓大家可以盡量理解與安心應該是一件不錯的事。 

首先講到食品安全，首先的概念就是從農場到餐桌的「源頭管理」安全講

起，再從整個供應鍊中存在的危害分析與鑑定著手並切入風險評估，才可以完

整的理解所吃”食品”的安全解讀。這種或許應該從小的健康教育就應該要有

闡述，至少應列入基本常識。 

先來說明食品的摻雜危害份子為何？簡單的就分成四大類為物理性、化學

性、生物性與食品過敏原危害，食品安全有一直是圍繞著這四大類危害。下列

是四大為危害(食品過敏原是有對象性的-特定人才會產生危害反應，也是近年

才很夯的議題@但在歐美社會很早就監控與管理的議題，畢竟是會致死的風險

的危害份子)的簡介： 

(1)物理性危害：如玻璃、鐵釘、石頭、樹枝等等。 

(2)化學性危害：農業(農藥、抗生素、動物用藥等)、環境(重金屬、持久性物

染物(戴奧辛、多氯聯苯、多溴聯苯醚、有機氯劑等)、天然(黃麴菌毒素

、海洋毒素、植物毒素等)、加工(丙烯醯胺、氯丙醇、總極性物質等)、

包材(重金屬(鉛)、雙酚 A等)、其他物質(意外污染(清潔劑)、攙假(蘇丹

紅、三聚氰胺、假酒等)、非法添加(塑化劑)等。 

(3)生物性危害：細菌(病原性大腸桿菌、沙門氏菌、金黃色葡萄球菌、肉毒桿

菌、李斯特菌等)、病毒(諾羅病毒、A 型肝炎病毒等)、寄生蟲(豬肉之旋

毛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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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食品過敏原危害：甲殼、芒果、花生、牛奶、蛋類、堅果類、芝麻、含麩

質穀物、大豆、魚類、亞硫酸鹽@台灣法規認定等。 

接著就看所以我們購買的食物/食品中可能含有四大危害份子的風險機率

之高低而定，邏輯上市面上的加工過的食品相對於直接購買原態食材的食物應

該是相對地安全許多才對，至少上述的食品安全四大危害份子應該都掌握良好

才成商品化的食品，這幾年發現主要在於商品化食品組成的相關上中下游的供

應商管理的問題，尤其當全球化之後有些供應商的源頭遠在他地不易實際管理

到位，在則不同品牌的食品公司其公司的治理與管理能力亦有所不同，所以購

買商品化的食品也是在於對該公司的「信任度」指標做考量。因此從整體風險

角度而言，購買商品化食品就是以大品牌為選擇考量，這幾年來社會氛圍對於

「加工食品」有很大質疑尤其加工食品中的食品添加物，事實上食品添加物在

法令管制與評估是很嚴格的，除了安全上的評估與使用上的評估都很嚴謹，而

且有信譽與能力的廠商更是會採取能少用就儘量少用的原則，邏輯上是不用太

擔心，怕的是不守法與亂用的廠商。而商品化食品廠商除了在供應商的管理與

相關的製程管控之後，並且佐以檢驗確認方式執行結果的安全性。 

承上所言購買原態食材回家加以處理食用，仍是回到該食材的源頭種植或

/與處理廠商為何?能力受否夠並且足以信任，畢竟台灣的食材源頭種植的農戶

大部分都是規模相對不大，因此值得信賴的農戶雖是重點但是農戶也是要有能

力鑑別與管理四大危害的風險。種植農戶除了有執行產銷履歷的能力，另一個

常發生的種植田間農藥污染或其他污染也是常發生的事。 

不過上述的兩件事都是有關您購買的食品/食材安全考量判定點，一般邏

輯上購買的食品是存在著一種相對信心度的，通常購買有品牌的產品相對安全

(畢竟維持品牌所注入的努力與資源是相對高的!)，購買有認證產品如以前的

GMP/先今的 TQF、CAS、吉園圃、TGAP、健康食品、ISO認證等等也是相對安全

性，畢竟所有的事物無法百分百的保證，而現今台灣社會存在氛圍的嚴重誤導

的兩件事為”零風險”與”食品加工原罪化(特別是食品添加物之使用)”，除

了特定人士再加上媒體報導的推波助瀾所形成，何謂”零風險”如果從上述的

食品安全的四種危害份子來看，所謂”零”是不得存在!?但是不得存在的定義

為何?舉個簡單如食品中沒有夾雜石頭，問題石頭大小是多小為界線是 0.1 公

分或 0.01公分大小?應該說多大的石頭才對誤食的人才有危害，對此材來做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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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管控，如 0.1公分大小以上的石頭才算危害，則零風險為食品中不得檢出有

大於 0.1公分大小的石頭。為何食品化學性危害如農藥殘留問題時常被炒作，

原因在於我們對於化學性危害份子有著莫名的恐懼，而這莫名的恐懼剛好讓有

心人士與媒體有炒作的空間，尤其因為”檢驗儀器”精準度愈來越先進與檢測

極限持續下降，因此若套上食品的”零風險”等於”零檢出”則永遠有炒作的

議題空間，真正的食安風險=危害*攝取量(吃了多少量!)這是科學上比較正解

的方程式，因此在食品相關法規管理的訂定的含量就是依照這樣的風險再加上

安全係數去做相關危害份子的管制量出來的，而食品加工使用的添加物使用量

也是依照這樣做出使用管制的含量的。因此如果所有食品業者都能遵照相關規

定所做出來的食品應該都是安全的。但是為何還是有些食品會出問題，當然是

出在業者本身的認知與管制能力，當然也是有業者明知故犯的!不過近年的食

品事件中許多是使用”過期原料”製造或”過期食品”重標再販售，這是一個

嚴重的食品業者誠信問題。當然話說過期食品或過期原料並不一定就有食品安

全的危害為問題，只是法令上是分非常明確的規定過期就是不得販售與使用。 

總之”食品安全”議題是很容易上媒體的版面畢竟民以食為天，吃是非常

重要的一件事，因此很容易被炒作，問題是我們吃的安全真的很有高的風險嗎

?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之下我們又該如何迴避風險而吃出健康來?從我們購買的

食材或食品下手，如何購買到比較可以信賴的供應者為主，末端包裝或加工食

品就是以知名品牌為主，但是食材如蔬菜水果等還是以相對保證與管理的通路

商為主，當然我們應該是以直接到菜市場購買，如何確認與可信賴的菜販是很

重要，問題是我們可以直接看到源頭管理的紀錄與佐證資料?信賴是一種長期

的交易信任而來，食品安全常用的手段為”檢驗”，但是檢驗的迷失除了檢驗

的偵測極限以外，更重要的是該檢驗報告的代表性為何，是否可以代表整個農

場的監控管制結果?!不過有一個簡單的分散風險方式就是分散多家購買，另外

一個就是什麼都吃不挑食，事實上人體也是有自我解毒的能力，總之總和分散

風險與相對可賴者的供應商是可以相對減少風險，這世上是很難做到零風險的

，畢竟吃是一件令人愉悅與生存的方式，不要太過擔憂與壓力在心上，食品安

全只是基本，吃著一道道色香味俱足的食品或菜餚是快樂來源之一，祝福大家

都能安安心心且快快樂樂吃著一道道佳餚或美味的食品，而此篇只是簡單的引

言食品安全三兩事，若說得不夠清楚則後續將繼續為大家說明解釋清楚，僅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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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和貨幣瑞士法郎 
文/前理事 許啟發 

永久中立的國家 

瑞士人均 GDP超過 8萬美元, 是歐洲地區最發達的國家，夾在德國、法國

，義大利等大國之間，是全世界公認的永久中立國家。 

瑞士人口 800 多萬，其中德意志人占了 600 萬，國土總面積 4.12 萬平方

公里，是一個山地國家，阿爾佩斯山貫穿整個瑞士，山地占據國土面積的 60%

。 

全民皆兵的國家 

瑞士是一個全民皆兵的國家，瑞士人都要接受正規化的軍事訓練，老百姓

家都擁有槍枝，在歐洲除芬蘭外，是人均擁有槍枝數量排名第二的國家。二戰

時希特勒企圖先行征服瑞士和比利時，瑞士卻在幾天之內就動員全國 43 萬軍

隊進入作戰狀態，希特勒為了避免兩線作戰，最終把槍口只對準比利時，放棄

進攻瑞士。 

現金支付的文化 

瑞士如今是整個歐洲的金融中心，金融業占據整個瑞士 GDP的 10%。2017

年瑞士的人均 GDP是 8萬美元，德國人均 GDP4.4萬美元。 瑞士法郎被稱為傳

統避險貨幣，瑞士政府對金融、外匯採取的保護政策，使大量的外匯湧入瑞士

。現今全世界雖是銀行卡、信用卡盛行，但瑞士人依然熱衷使用現金支付。瑞

士境內的商店接受瑞士法郎及歐元支付。現今瑞士仍存在現金支付的文化，由

於瑞士的低利率，甚至是負利率，瑞士人把大額紙幣放在家裡來保護個人隱私

。瑞士現鈔流通率是全世界第二，僅次於日本。 

瑞士法郎 Swiss franc（ CHF）呈現瑞士多樣化的文化  

瑞士紙幣也是世界上安全係數最高的鈔票，運用大量高端新科技的防偽技

術。2016 年以來，瑞士陸續發行新版鈔票，面額為 10 瑞郎、20 瑞郎、50 瑞

郎、200 瑞郎和 1000 瑞郎，今年 9 月會發行新版 100 瑞郎。新版紙幣畫面以

自然為主，主題分別是時間、光、風、水、事物和語言。代表瑞士的文化與自

然特點，開闢一條創新道路。呈現瑞士的多面性”，不同面值講述不同的主題

:10 瑞士法郎講述時間，20 瑞士法郎是關於光，50 瑞士法郎是關於風，100

瑞士法郎是關於水，200 瑞士法郎故事主題是物質，1000 瑞士法郎探索人類

語言。 

新版瑞士法郎 

自 2016年起已發行新版 10、20及 50瑞郎紙幣。2018年 200瑞郎新版紙

39



 

幣正式上市流通，1000瑞郎預計於 2019年秋季推出。 

清單如下: 

 

主題: 時間 

背面:火車隧道，（瑞士 2016 年開通全球最

長、最深的鐵軌隧道“聖哥達基線”耗時近

20 年，隧道總長度達 35 英里，橫穿瑞士

阿爾卑斯山脈，最終到達荷蘭的鹿特丹和

義大利的熱那亞）和引以為傲的手錶機械

結構。呈現瑞士組織能力和對時間精確地

掌控能力。 

正面：手持指揮棒，掌控著節奏；時區劃

分的地球，背景由時鐘圖案組合而成。 

此鈔票榮獲 2018年「全球最美紙鈔」

冠軍。 

 

主題: 光 

背面是飛出的蝴蝶 

翅膀映射出七色光的蝴蝶，代表著自

然界的 

生機盎然，豐富多彩的顏色和形狀 

正面：是手持水晶折射出光芒，光使

人們對自然世界的視覺感知成為可能。 

 

主顯：風 

背面：展翅遠颺的蒲公英及全球風向箭頭

的地球，寓意瑞士與世界相連 

正面：阿爾卑斯山乘風飛翔的滑翔傘 

將瑞士人對自然、科學及山岳的關懷，濃

縮在紙鈔上。 

絕美的意象讓這張鈔票榮獲此張榮獲 2016

年「全球最美紙鈔」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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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物質 

繪製著與“科學探索”主題相關的圖案。 

背面：表示 XYZ 軸三座標的手勢，以及繪

有白堊紀晚期地球板塊的地球，代表物質

膨脹的空間維度。 

正面：是位於瑞士和法國邊界的粒子對撞

機及粒子對撞瞬間畫面，表達了“瑞士的

科技成就”這個關鍵主題，強調瑞士在國

際科學領域的重要地位。 

  

主題：語言溝通 

核心設計項目   手和地球 

背面：一雙互握的雙手，以及上面刻滿字

母符號的地球， 

代表「語言」「交流溝通」。拿此張 1000瑞

郎到書店、花店、攤販和咖啡廳消費可能

會失敗，因店家可能無法找開千元大鈔寧

收歐元。 

此張鈔票是世界上面額價值第三高的流通

貨幣，前二者分別為 10000 新加坡元（新

加坡政府宣布於 2014年停止發行，但仍可

兌換）及 10000汶萊元，而 1000瑞郎相當

於 30767元台幣 

舊版紙幣  1995年發行，正面都是瑞士知名藝術家，背面是其作品或主

張，現今仍在流通，將在未來某一時間點正式通知後才停止流通。 

 
出身於瑞士的法國建築藝術家、

城市規劃家、畫家勒·柯布西耶 Le 

Corbusier 1887-1965 

 
印度昌迪加爾市行政建築群、基

於黃金分割法的模數設計與人體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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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能夠影響世界上最有權勢人

物的建築師，在世界上幾乎每個城市

都可能看見他留下來的那些不可磨滅

的標誌性建築作品 

(20 世紀 50 年代，勒柯布西耶在

完成了印度旁遮普邦昌迪加爾的城市

新規劃) 

 
音 樂 家 霍 尼 格 Arthur 

Honegger(1892－1955)法國出世的瑞

士作曲家，熱衷旅行，最著名作品是

模仿蒸氣車頭聲音的管絃樂交響樂章

「太平洋 231」。成名作宗教歌劇「大

衛王」及「四部交響曲」。 

 
管弦樂作品《太平洋 231號》，作

品描寫的是蒸汽機車的啟動、加速、

停車等，太平洋 231 號蒸汽機車、樂

譜以及三個小號活塞、鋼琴鍵盤 

 
瑞士女抽象派藝術家索菲亞·陶

貝爾·阿爾波 Sophie Taeuber-Arp 

(1889-1943) 被認為是 20 世紀重要

的幾何抽象藝術家。 

 
背面：索菲亞的代表作：浮雕矩

形、木雕《達達的頭》、《奧貝特》、《

開放的線》 

 
出身於瑞士的法國雕塑家和繪畫

大師阿貝特 ·傑克梅第 Alberto 

 
傑克梅第的代表作：塑像《行走

中的男人》、自傳《夢·司芬克斯與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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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acometi(1901-1966) 擅長用立體

方法去創作作品。 

之死》插圖 

 
瑞士法語作家查理斯·菲迪南德·

拉 繆 Charles Ferdinand Ramuz 

(1878-1947) 常使用法語寫作田園浪

漫派詩歌和散文。 

 
拉繆手稿及作品中描寫的主題：

日內瓦湖旁的拉拂谷地，將田園詩人

與阿爾卑斯的美融合一體。 

 
瑞士文化史學家雅各·克里斯多

夫 · 布 克 哈 特 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 研究重點在於歐洲藝術

史與人文主義。 

 

 
代表古代藝術、古典建築、文藝

復興以及布克哈特歷史觀的四個主題

：帕加馬祭壇浮雕局部、羅馬萬神殿

穹頂局部、佛羅倫斯斯特羅茲宮局部(

窗)、相互交叉的三組直線 

 

附註: 

10法郎上的法國建築藝術家勒·柯布西耶首創的著名的“建築五要素”  

1.架空底層，解放牆壁的結構功能。 

2.隨著牆壁功能的解放，一塊多出來的平面空間可以被利用起來。 

3.立面外觀自由設計。 

4.自由立面上的水準帶窗會讓房間裡面的光線均勻分部。 

屋頂應該建造一個花園，以取代被建築佔領的地面空間。 

100法郎紙幣背面雕塑家賈科梅蒂的銅雕作品「行走的男子」（L'homme qui 

marche I），2010年 2月在蘇富比倫敦拍賣會以六千五百萬英鎊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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