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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播教育的種子  做世界一流出版社

堅持台灣原創  提供最適合台灣兒童的學習環境

掌握行銷趨勢  業績翻倍

整合虛擬平台  少子化危機也是轉機

隨著人們生活型態的改變與科技日新月

異，真正走到實體書店買書的消費者越來越

少，使得實體書店永續經營更加困難。根據

文化部106年度全國實體書店營運調查報告

指出，台灣目前實際有陳列一般圖書且有圖

書銷售行為的書店共有869家；儘管大多圖

書出版業者以悲觀的心境面對未來的挑戰，

透過本專題帶大家瞭解位在臺南安平工業區

的世一文化，如何在困境中找出機會。

世一文化的創辦人為莊朝根董事長及

鍾香珠女士，為了開啟台灣孩童知識的大

門，1972年成立世一文化，並於1986年落

定安平工業區，主打0-12歲幼童閱讀產品，

並致力於台灣幼兒教育貢獻，期許培育下一

代成為各行各業的「世」界「一」流優秀人

才的經營理念，提供孩子更好的成長環境。

身為第二代也是世一文化現任負責人、臺南

市安平產業園區廠商協進會副理事長莊士賢

長期生活在澳洲，由於深深被父親的初衷感

動，2008年決定回台延續教育百年樹人的

使命，父親認為他們肩負起教育重要的使

命，期望所有閱讀世一文化的孩童，成為各

業界第一人才。

莊士賢表示，為了延續世一文化對台

灣教育的經營理念，世一文化堅持八成以上

的書籍皆為原創，而與其他出版社最大的不

同是，他們不像其他出版社購買國外的版權

銷售，他們堅持所有世一文化的出版品 從

編寫、畫圖、印刷到通路的掌控，均由世一

文化垂直生產；人才方面，世一文化的40位
研發同仁全部都是土生土長台灣人，莊士賢

說，我們一定要用台灣的人才、台灣的通路

推廣台灣的商品，透過一群瞭解整體台灣文

化的人才，推出最適合台灣兒童的書籍，為

台灣的教育盡一份力。

隨著網路科技的便利，傳統書店紛紛

面臨挑戰，以金石堂為例，金石堂全盛時

期在台灣分店高達100家，如今卻只剩下

35家。莊士賢表示，他想辦法透過整合虛

擬通路與實體店面，透過網路的力量，幫

助長期合作的傳統書店免於衝擊。莊士賢

很看好網路市場，他認為網路並非阻力而

是助力，尤其這幾年從行銷方面切入，近

期的YouTuber、網紅及部落客，給產業界

一個很大的推波助瀾，透過這些意見領袖

將商品體驗心得介紹得淋漓盡致，甚至影

響了消費者的購買意願。莊士賢提到，儘

管金石堂剩餘35家分店，但是金石堂的總

營業額其實每年持續的成長，換句話說，

金石堂它在網路跟實體的銷售它已經出現

交叉點，網路是未來接下來的著重的推銷

量，網路所觸及的消費者比傳統市場更

精準且快上千倍。世一文化從傳統書店扎

根，拓展至網路書店如金石堂、誠品、博

客來、電子商城、超商通路、量販超市及

電視團購，以堅強的台灣團隊研發，一年

出版八百萬冊書籍流入市場，並行銷至全

球約40個國家。

根據內政部最新統計，2019年1到6月
全台新生兒僅8萬5961人，較上年同期減少

3869人，創下近8年新低，再次敲響少子化

警鐘。面對少子化的衝擊，世一文化該如何

因應？莊士賢表示，約2005年時便遭受首

波少子化的衝擊，對世一來說可說是一則喜

一則憂，憂的部分是小朋友越來越少了，攸

關世一整體營運的市場；從樂觀層面切入，

相對現今的父母因為生育較少，願意投資在

孩子的教育上其實相對的多。世一文化看準

這一塊，在設計商品時秉持著「精緻化」的

路線前進，在研發上相對投入較高的成本，

透過開發虛實整合的VR、AR，創造了越來

越多元的商品，幫助小朋友學習。2011年世

一與崑山科技大學產學合作，除了將教材內

容做e化，也同步整合教學資源，建置購書

網、互動教學平台，以O2O的方式完成網

路通路與實體通路，促使業績成長。

●世一文化以教育百年樹人的使命，提供多元  
 幼童優質刊物。

●透過瞭解整體台灣文化的人才，推出最適合 
 台灣兒童的書籍。

●致力於培育「世」界「一」流優秀人才。

˙捷流閥業(股)公司
˙集盛實業(股)公司
˙祥茂光電科技(股)公司
˙台灣巴斯夫(股)公司高雄廠

優良會員廠商獎

˙觀音工業區安促會 李承豐先生
˙中壢工業區安促會 莊元錠先生
˙頭份工業區安促會 杜佳駿先生
˙大甲幼獅工業區安促會 鍾卉榆小姐
˙大發工業區安促會 張問芹先生

優 良 個 人 獎

˙臺中市豐洲科技工業園區職業

　安全衛生促進會

優良新成立安促會獎

˙觀音工業區職業安全衛生促進會
˙大園工業區職業安全衛生促進會
˙大發工業區職業安全衛生促進會

優良安促會獎

108年度工業區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
全國工業區績優單位人員表揚獲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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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78個工業區廠商認為窒礙難行的

「企業特約醫護人員臨場服務」政策座談

會，在立法委員張廖萬堅主持下，邀請本

總會、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及工業區廠

商代表參加，會中做成4點結論，以輔導

代替處罰及補助的方式，協助廠商解決窒

礙難行的困境。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事業單位之同一

工作場所勞工人數達50～299人，分階

段實施配置醫護人員，並沒有強制須聘

僱醫護人員駐場，事業單位得洽醫療機

構或勞動部認可之勞工健康顧問服務類

之職業安全衛生顧問服務機構，以簽訂

合約方式，特約經專業訓練合格之醫護

人員至事業單位辦理臨場服務。

˙關於100人～199人需配置醫療人員的

規定，今(109)年1月1日確定上路，建

議執行時應有半年之宣導期，實施第1
年應以輔導為主，以輔導代替處罰始能

增加涵蓋率。

˙勞動部已於去年11月1日公告「勞動部

職業安全衛生署推動中小企業臨場健康

服務補助計畫」，今年起將就特約醫護

人員的費用，提供部分補助(109年1月
1日～110年12月31日)，建議該項補助

應研究未來延續補助的必要性。

˙建議勞動部應視行業類別、工作場所危

害風險程度及勞工健康保護需求，評估

醫護臨場服務的頻率……等相關規定，

作滾動式檢討修正。

勞動部職安署為協助中小企業確實特

約醫護人員辦理臨場健康服務，已於去年

公告「推動中小企業臨場健康服務補助計

畫」，今年起將補助特約醫護人員的臨場

服務費用 (不含交通、餐飲……等其他費

用)之80%，歡迎中小企業來申請。

勞動部政務次長林明裕表示，勞動部

將針對醫護人員臨場服務的頻率及醫護人

員的培訓能量，作滾動式的檢討，以確實

符合企業照顧員工的必要性及需求性。

為協助勞動部在各工業區加強宣導職

業安全生法第22條的「勞工健康保護規

則」，本總會將舉辦25場說明會。秦嘉鴻

理事長對勞動部能夠以輔導代替處罰，而

且還推出補助計畫，協助中小企業落實推

行，給予高度肯定。

文/呂玟蓁

以輔導代替處罰
服務頻率有彈性

秦理事長強調，請職安署作滾動式的檢

討，立意良善的政策，應該是企業可以推動

的，不應干擾到廠商的日常運作，如臨場服

務的頻率，應考量各行各業的經營型態，給

予彈性調整的空間，且須輔導中小企業的執

行困境。否則，照顧勞工的好意，若流於形

式，終將徒增民怨！

虛擬整合軟實力  業績翻倍

世一文化
堅持台灣原創
掌握行銷趨勢

中華民國工業區後援會
北 部 工 業 區 後 援 會
中 部 工 業 區 後 援 會
南 部 工 業 區 後 援 會

總會長 秦嘉鴻
會　長 魏雅庵
會　長 賴博司
會　長 許正雲

仝賀

賀 蔡英文 賴清德

當選中華民國第15任
總統 副總統

特約醫護人員臨場服務

秦嘉鴻籲請

全球經濟放緩及經濟體間的貿易衝

突，都將使台灣2020年的經濟局勢面臨嚴

峻考驗，期待小英總統，延續選前的經濟

政策，實現「經濟更亮眼」的3大目標。

去年，因中美貿易戰的轉單效應，台

灣的經濟成長率逆勢成長，真是可喜！但

仍不免憂心，今年的全球景氣還是充滿不

確定性，各國政府都有刺激經濟的措施，

若台彎可以降低企業界租稅、金融開放及

區域合作……等，都可以讓台商在經濟成

長力道放緩的此刻，有緩衝的空間及避免

被邊緣化的危機。

2020為市場公認的 5G產品元年，

小英總統在選前推動的「5+2產業創新計

畫」2.0版，將結合5G、AI等新興技術，

強化新興產業及新科技發展，透過「產創

條例」既有法規政策的支持，在未來的

4年任期，肯定可以實現產業再升級的目

標。

我以為，台灣要達成數位轉型的目

標，5G及AI這2項技術的導入，缺一不

可。樂見蔡政府催動新興產業的發展，推

動AI產業化，建立智慧製造的基礎，台灣

肯定能再經濟起飛20年。

此外，能源轉型的綠電遍地開花，20
年來最大一波的台商回流，台灣成為亞洲

高階製造研發中心、離岸風電國產化、循

環經濟……等產業政策，相信在今年能夠

實現「台灣要贏」的目標！

最後，提出5點工業區廠商關切的問

題，期盼能獲得蔡政府的有效解決。

˙一般事業廢棄物去化及調降處理費

˙工業用地不足及成本太高

˙工業區缺工及缺人才

˙廢除印花稅

˙3修「一例一休」

2020 台灣要贏

理 事 長 觀 點

補助80%

總會官網

總會粉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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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總會為協助全國78個工業去化一般

事業廢棄物，同時配合政府推動「循環經

濟」的政策目標，理事長秦嘉鴻將和台灣

立方能源公司共同推動一般事業廢棄物燃

料化及能源化的多元化處理管道。

立方能源公司在桃園科技園區有一

座再生能源電廠，每日預計可接收400公
噸符合歐盟SRF-3標準的固體回收燃料。

另外，規劃投資興建一座每日預計可接收

450噸一般事業廢棄物，以產製符合電廠

所需SRF-3的燃料工廠，可提供一般事業

廢棄物進廠進行燃料化再利用的處置。未

來，一般事業廢棄物進入燃料工廠之費用

約新台幣6000元/公噸(含清運費，實際收

費將依廢棄物之性質、成分及熱值等因素

有所變動)。立方能源的再生能源電廠或燃

料工廠，將優先處理工業區廠商符合再生

能源電廠及燃料工廠允收標準的燃料或廢

棄物。

為徹底解決各工業區去化一般事業廢

棄物，本總會陸續召開「工業區事業廢棄

物關注議題」及「循環經濟」2場座談會，

期盼中央攜手地方政府，協助廠商處理視

同家戶垃圾的可燃性一般事業廢棄物。

至於，如何透過「循環經濟」新政策

的落實執行，讓台灣走向循環經濟，落實

事業廢棄物循環再利用，儘速解決工業區

廠商一般事業廢棄物去化的困境，已是刻

不容緩！為此，本總會在「循環經濟」座

談會中特別邀請產、官、學、研進行3項對

策(如下)討論：

˙基於業必入會：建請政府在法規制度面

上，要求凡設立在工業區內的廠商，皆

須加入廠商協進

會，此為整合各業

別廠商廢棄物處理

的第一要項。

˙成立資源銀行：以

業必歸戶為基礎，

透過資源銀行（合

作社）方式，予以

分類與量化。

全國工業區績優單位人員表揚暨安全衛生成果發表會

由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主辦、中華

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執行的「工業區

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全國工業區績優

單位人員表揚暨安全衛生成果發表會」，

日前在經濟部工業局大園工業區服務中心

隆重舉辦。

「安全衛生促進成果發表會」由中

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秦嘉鴻理事長

主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周登春副署

長、桃園市勞動檢查處周賢平處長、經濟

部工業局北區工

業區管理處陳清

泉副執行長應邀

參加，向全國

64個工業區勞

工安全衛生促進

會及績優單位致

意，感謝廠商對

職場環境安全品

質的提升及對勞

工安全衛生的重

視。

工 業 區 職

業安全衛生促進

計畫的推動，不

僅補強檢查機構

人力的不足，更

建立了政府和事

業單位間良好的

溝通管道，藉由

教育訓練的宣

導，讓職安人員

能就近受訓。免

費的廠區輔導，

協助事業單位

及時發現危害因

子並提供改善建

議，防範職災於未然。安全衛生觀摩增加

廠商安全衛生交流與學習的機會，這些政

府資源，都是致力於提升工業區內事業單

位的安全衛生觀念與水準，減少職災的發

生。

成果發表會中，由職安署北區職安中

心宣導今年的勞動檢查方針。此外，還邀

請觀音工業區職業安全衛生促進會、大發

工業區職業安全衛生促進會、頭份工業區

廠商協進會總幹事杜佳駿分享推動安全衛

生工作心得與經驗，

期待全國64個工業區

安促會推動工作時有

秦嘉鴻讚揚廠商對勞工安衛的重視　
　期待安促會發揮減少職災的成效

台灣家族企業佔全國企業比重約97%，卻少有健全正式

的永續接班計畫，為協助企業解決經營管理及升級轉型的問

題，本總會和經濟部工業局、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及嘉義

市政府、嘉義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共同舉辦「產業升級

轉型論壇：跨世代接班議題」，以企業經營的角度，剖析家

族企業接班計劃，並進行交流研討。

嘉義市長黃敏惠以「台灣企業交接危機，是一場國安議

題」開場致詞，她表示，家族企業的接班議題，中央政府

及地方政府都相當重視，因為其中潛藏了很大問題，甚至可

說是國安議題。歷來家族企業接班風波不斷，少有健全正式

的接班計畫，這當中太多面向的衝突，從「組織間關係的錯

亂」到「感情糾葛的管理」，相信大家都感同身受。

黃敏惠指出，企業若能及早因應，培養下一代、做好接

班準備，相信能越發茁壯。她感謝經濟部工業局移師嘉義，

與嘉義市政府舉辦大型論壇，共同關心、思考永續接班這個

國安議題，期盼透過討論、實務經驗分享，能將產業面臨的

問題，透過群策群力的方式找到答案。讓嘉義市的建設不停

歇，步步扎實朝西部新都心的目標前進。

秦嘉鴻理事長則指出，透過本總會主辦的「跨世代接

班」論壇，讓企業及早因應，做好接班準備，相信能讓企業

順利接班，永續經營。

本總會受經濟部工業局委託，以「希望工業區跟上時代變

化」為主題，在北、中、南辦理3場「工業區公共設施與服務管

理交流座談會」，廣邀工業區廠協會理事長參加，政治大學地

政學系教授邊泰明擔任主持人，邀請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及服

務中心主任參加，針對各工業區所面臨「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

金短絀」、「公共設施不足」、「服務機能提升」等議題進行

討論。

因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的收支嚴重失衡，一般公共設施

維護費是否也應調整，引起與會來賓的熱烈討論，綜合與會者

的建議，作成3點結論(如下)：

˙收取更高維護費率前，應完善現有基本公共設施，將問題透

明化處理；工業區廠商進駐工業區，依法繳納稅金及公共設

施維護費，享有使用基本公共設施之權利，故建議盤點公

共設施現行狀況，明列收取更高的維護費，能夠解決哪些問

題，將公共設施問題透明公開化，取得廠商諒解與互信。

˙費率調整的時機點，應適時斟酌，景氣較差時，恐大幅增加

工業區廠商的營運壓力，甚至引發激烈抗爭。因中美貿易戰

衝擊，許多工具機廠商訂單大減，甚至僅有往年的三成。所

以，目前還不是調漲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的時機。

˙不同工業區對於公共設施有不同需求，可分級分類依需求收

取維護費；不同區域、不同屬性、不同產業之工業區，對於

公共設施與公共服務也有不同需求。建議調整費率前，先與

各工業區服務中心與廠協會多行溝通。

調漲公設維護費 ?
各工業區專款專用　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

獲得本屆優良商人獎的泰陽橡膠廠董事長陳新民，經營有

方、創意無限，該公司的

廣宣語「彈性決定高度」

即出自其創意。

該公司曾獲經濟部

中小企業處創新研究獎、

橡膠公會績優廠商獎、

台灣1 0大經理人獎、經
理人月刊台灣百大MVP
獎、第1 3屆工業精銳獎
及2017年李國鼎管理獎
章……等，是各種獎項的

常勝軍，經營面及產品面

皆備受肯定。●泰陽橡膠廠董事長陳新民(右)榮獲 
 第73屆「金商獎」優良商人獎。 

推動燃料化及能源化的處置管道

落實事業廢棄物循環再利用循環經濟

一、一般事業廢棄物去化，須先處理「供需失衡」的根源，

方能有效解決。

˙請地方縣市政府將轄內各工業區的可燃性一般事業廢棄

物(含辦公室及製程之產出)，列為僅次於家戶垃圾的進

廠對象(目前優先對象為周遭縣市的一般生活垃圾)，建

請地方縣市政府的環保局，提供可燃性一般事業廢棄物

的進廠量給各工業區。

˙廢清法於106年修正第二條規定後，工業區廠商及員工

產出的生活垃圾，已不屬事業廢棄物，而是列為H-002
類的一般廢棄物。地方縣市政府的環保單位可依此規

定，協助工業區廠商處理辦公室產出的一般廢棄物。

本總會將邀集環保署及地方縣市攻府的環保單位協商

可行的執行方案 (如可進焚化廠的額度、隨袋徵收、專

車……等)，以落實政策之推動。

二、調降一般事業廢棄物處理費

˙請環保署和地方縣市政府環保局合作，提升各地焚化爐

的處理能量，平衡一般事業廢棄物處理的供需問題，才

能達到「以量制價」的市場機制：

˙請環保署邀集地方環保單位和公有委託民營的焚化廠代

操作業者(BOT、OT)，共同協商合理的處理費用(如漲

幅須有天花板的規定…等 )，且須經縣市議會同意，方

能調漲，建立價格公開的機制。

˙地方縣市政府對公有委託民營的焚化廠代操作業者，須

有絕對的掌控權。邀請有實務經驗的專家共同討論，招

標合約內容的公平性及合理性，杜絕壟斷式無上限地調

漲處理費，方能達到政府、工業興辦人及代操作業者三

贏的局面。

˙請地方環保單位要求焚化廠代操作業者，開放清運業者

的進廠量，讓工業興辦人可以自由轉換清運業者，也可

以多家比價，才能杜絕清運業者拒收及壟斷的情形。

工業區可燃性一般事業廢棄物

共謀調降處理費請
環 　保　 署
地方環保單位

˙建立媒合機制：媒合供、需兩端，使

廢棄物成為資金來源。首先，對外可與

現行區域性處理業者接軌，達成以量制

價。其次，促使循環經濟迴圈將正向運

作順暢，減輕廠商與環境負擔。最後，

以此完成「廠內、區域內、跨產業別」

甚至是「跨國」之減量(Reduce)、回收

(Recycle)、再利用 (Redefine)之3R目

標。

「循環經濟」座談會計有10家廠商

參加，包括喬福泡綿、美食達人、協鴻工

業、台灣妙管家、般若科技、高鼎精密、

慧迅科技、長耕國際、墩豐機械及映興電

子。透過「公民咖啡館」的方式，讓出席

的專家學者及官方代表和工業區廠商，進

行暢所欲言的對話，從不同角度提供廠商

解決事業廢棄物的良方。

榮獲金商獎優良商人獎陳新民

更好的成效，為員工提供更安全衛生的工

作環境。

產業升級轉型論壇

黃敏惠呼籲正視 交接危機

●安全衛生成果發表會成果展示。

●秦嘉鴻理事長蒞臨主持成果發表會。

●透過「公民咖啡館」方式，讓與會廠商暢所欲言，共謀解決方案。

●黃敏惠市長(右四)憂心交接危機，秦嘉鴻理事長(右三)呼籲家族企業 
 提升產業升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