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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緬甸．柬埔寨．越南文化慶典
向天空、向河海，點燈。向眾神、向諸
佛，祈福。深受佛教文化影響的緬甸、柬
埔寨、越南，至今依舊以順應自然、滿懷
虔敬之心，演繹既傳統又獨具在地特色的
南洋風情。

封面、目錄圖片提供／達志影像

在8月18日舉行的「玉山ESG永續倡議行動」，很榮幸邀請到蔡英文總統出

席，與玉山及101家優質企業在希望園區，共同公開倡議ESG永續發展。蔡

英文總統於現場敲響希望的鐘，展現台灣邁向2050淨零轉型的決心，更為

台灣、為世界祈福。玉山自成立以來，持續跨越「綜合績效、企業社會責

任、永續發展」三座大山，未來將繼續努力並攜手志同道合的夥伴，迎向

共融共好的永續之路！

玉山銀行新設曼谷、胡志明市代表人辦事處，東協布局再推進。玉山經營

團隊率領主管同仁親自前往泰國、越南舉行開業酒會，展現對於海外布局

的重視。玉山目前在全球10個國家地區已設有30個據點，透過完整的服務

網絡，提供台商及當地企業更多元且全面的跨境金融服務，期許成為顧客

前進亞太的靠山。邁入第四個10年，玉山將持續壯大海內外經營，聚焦金

融科技及ESG永續發展，致力成為亞洲最具特色的標竿銀行。

　敬祝

平安健康

編輯群

September 2022

邁向亞洲最具特色的
標竿銀行



為因應全球日益急迫的氣候變遷危機，玉山銀行與志同道合的企業夥伴共同發

起「玉山ESG永續倡議行動」，希望發揮自身的影響力，促進產業界更加重視
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同時積極落實ESG理念、推動聯合國SDGs永續發展目
標，創造美好的未來。

號召100+優質企業致力能源轉型

今年8月18日蔡英文總統親自蒞臨「玉山ESG

永續倡議行動」，由玉山創辦人黃永仁、玉山銀

行董事長黃男州與超過100家優質企業，共同公

開倡議ESG永續發展。

「玉山ESG永續倡議行動」於2021年由玉山與

志同道合的32家企業夥伴共同發起，並簽署「永

續發展倡議書」，在面對急迫的氣候變遷議題上

採取實際行動，希望藉由控制溫室氣體排放，能

夠減緩對氣候與環境的衝擊，同時落實各項ESG

作為，推動聯合國SDGs永續發展目標。今年度

更持續號召101家企業加入永續倡議，包含各產

業龍頭、優質企業以及隱形冠軍等，其總營收高

達新臺幣5.08兆元，占2021年台灣GDP比重超過

23%，且共同訂下2025年前至少減碳157萬公噸

The More Partnership, the More Influence

The More Partnership, 
the More Influence

玉山ESG
永續倡議行動

指引，成為台灣第1家、亞洲第2家通過減碳目

標審查的金融業，也宣示2027年國內自有大樓

100％綠建築、2040年國內外據點100％使用綠

電的中長期目標。

玉山矢志成為世界一等的企業公民，以永續做

為重要發展策略，期待攜手志同道合的夥伴彼此

勉勵、共同努力，並透過價值鏈讓更多企業一起

致力於經濟、環境、社會均衡發展，邁向共融共

好的永續未來！

的目標，其中更有46家企業承諾在2050年之前達

到淨零排放。

號召企業挑戰新機會

蔡英文總統於現場敲響希望的鐘，展現台灣邁

向2050淨零轉型的決心，同時對於許多企業加入

ESG倡議行動，也對台灣美好的未來更具信心。

因應國際趨勢及綠色供應鏈的要求，能源轉型是

台灣近年來的施政關鍵，而面對轉型帶來的挑

戰，蔡英文總統強調政府將持續協助企業低碳轉

型，也期望企業協助產業中下游進行減排，透過

政府及企業攜手努力，把轉型的挑戰化為機會，

讓產業擁有更好的發展、更強的競爭力，同時更

能與國際接軌。

有關台灣邁向「2050淨零轉型」，不僅獲得政

府與企業的積極投入，許多民間機構同樣相當重

視這項議題。玉山特別邀請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

金會董事長簡又新、外貿協會董事長黃志芳，以

專家對談的方式分享國際ESG趨勢，深入解析企

業在實踐ESG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難，並提供建

議解決方法，期望協助企業克服障礙，進而能夠

永續發展。

企業持續挑戰高目標

玉山銀行董事長黃男州強調，面對氣候變

遷、永續發展等如此巨大的轉型工程，若能經

由跨產業的經驗交流，凝聚共同的智慧，相信

一定可以讓世界聽到台灣的聲音、讓世界看見

台灣的驕傲。玉山自1992年創立以來始終堅持

投入ESG，持續跨越「綜合績效、企業社會責

任、永續發展」的三座大山，為了達成2050年

淨零排放的里程碑，玉山更率先設下高挑戰目

標，依循科學基礎目標倡議組織（SBTi）的

全球重要趨勢ESG
已成為各國政府與企業關注焦點的E S G
（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同時
也是衡量企業永續發展的重要指標，透過環境、

社會、公司治理各面向的具體實踐，帶領企業從

優秀到卓越，進而邁向基業長青。

「玉山ESG永續倡議行動」是由玉山銀行與
志同道合的企業夥伴共同公開倡議，積極落實

ESG理念及作為，並推動聯合國SDGs永續發展
目標，期望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共創更美好的社

會。為了因應最急迫的氣候變遷危機，「玉山

ESG永續倡議行動」首先對於環境採取實質行
動，經由具體節電與減碳等作法，控制溫室氣體

排放，以減緩對環境的衝擊。

展望未來，「玉山ESG永續倡議行動」將持
續推動發展策略與行動計畫，促進產業界更加重

視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朝永續發展前進！

公開倡議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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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re Partnership, the More Influence

總統府新聞稿連結

總統府新聞稿

連結分享

蔡英文總統2022年8月18日上午出席「玉山

ESG永續倡議行動」時表示，政府將會持續引

導、支持產業走向低碳轉型；轉型必然會迎來挑

戰，政府一定會在過程中與企業密切合作。她也

請所有業界領袖，多多協助產業鏈上下游的減排

工作，一起減緩轉型過程中對中小企業的衝擊。

總統強調，政府會跟大家一起努力，把轉型的挑

戰化為機會，讓我們的產業有更好的發展、更強

的競爭力，也更能接軌國際。

總統抵達後，首先欣賞玉山合唱團演出，並敲

響「希望的鐘」。

總統致詞時表示，這段時間以來，臺灣內外的

挑戰非常多，有很多人更加下定決心，要讓臺灣

更好，但也有一些人感到紛擾。但是，她有信

心，臺灣是美好的，相信有很多人希望臺灣更美

好，也感謝大家今日前來參與這項ESG行動。

總統認為，ESG永續倡議是一項重要的行動，

也是政府全力推進的目標。今天現場貴賓都是

業界重要的領袖，剛才，我們也透過祈福的鐘

聲，再次向國際宣示臺灣邁向「2050淨零轉

型」的決心。

總統指出，從2016年以來，「能源轉型」就是

政府施政的關鍵字。這是一條漫長且具有高度挑

戰的道路，但是，面對全球永續發展的趨勢、綠

色供應鏈的要求，我們一定要公私部門合力，加

速來進行。

總統說，她要藉這個機會感謝企業界的朋友，

過去這幾年來對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像是玉山

銀行，不僅長期投入永續經營，也登高一呼，集

結許多志同道合的領袖代表，發起ESG的倡議行

動。參與行動的企業，從去年32家到今年已超過

100家，顯見永續發展的目標，就是企業界的發

展目標。

總統表示，看到大家都這麼努力，政府就一

定要更努力。我們在今年3月公布淨零排放的路

徑圖，並提出了「十二項關鍵戰略」，整合跨

部會資源，落實淨零轉型的長期願景目標。在

關鍵戰略中，我們不只要讓現有技術發揮最大

減碳效果，也持續投入氫能、地熱、海洋能及

生質能等前瞻技術的研發，用科技力來加速再

生能源的發展。

總統強調，政府將會持續引導、支持產業走向

低碳轉型。今年起，遞件申請「投資臺灣三大方

案」的廠商，必須在計畫書中，納入減排的規

劃。從明年開始，金管會將會逐步要求企業揭露

溫室氣體的盤查資訊，我們的目標是在2027年以

前，全體上市櫃公司都要完成溫室氣體的盤查。

總統指出，在轉型過程中，為了確保公正，我

們採取「先大後小」「以大帶小」的模式。轉型

必然會迎來挑戰，政府一定會在過程中與企業密

切合作。她也要請所有業界領袖，多多協助產業

鏈上下游的減排工作，讓我們一起減緩轉型過程

中對中小企業的衝擊。

總統說，接下來，我們的淨零技術逐漸成熟之

後，預期將帶動相關新興產業的發展，能夠掌握

儲能、智慧電網等龐大商機。在消費端方面，民

眾的消費偏好改變，也會和企業的減碳行動，形

成良性循環。未來，低碳的產品和服務將擁有更

大的市場商機。

最後，總統再次謝謝玉山銀行及所有業界領

袖，共同響應ESG行動。政府會跟大家一起努

力，把轉型的挑戰化為機會，讓我們的產業有

更好的發展、更強的競爭力，也更能接軌國際。

「讓我們一起加油」。

隨後，總統與現場貴賓一同進行啟動儀式。包

括無任所大使簡又新、

玉山銀行創辦人黃永

仁、董事長黃男州及中

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

會董事長黃志芳等亦出

席是項活動。

蔡英文總統（中）、玉山創辦人黃永仁（左3）、玉山銀行董
事長黃男州（右3）、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董事長簡又新
（左2）、外貿協會董事長黃志芳（右2）、玉山金控總經理
陳美滿（左）、玉山銀行總經理陳茂欽（右）合影。

（左圖）蔡英文總統（中）親自蒞臨「玉山ESG永續倡議行動」，玉山創辦人黃永仁（左2）、玉山
銀行董事長黃男州（右）、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董事長簡又新（左）以行動共同支持ESG。
（右圖）蔡英文總統（中）敲響希望的鐘，展現台灣邁向2050淨零轉型的決心。（右為玉山創辦
人黃永仁、左為玉山銀行董事長黃男州）

玉山合唱團以優美的歌聲為「玉山ESG永續倡議行動」獻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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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金控正式成為RE100會員，也是台灣首家以「低用電企業」身分獲准加入的
金融業，玉山承諾於2040年國內外營運據點100％使用綠電，並且發揮影響力，
積極推動再生能源使用。

撰文／Join Yang

與全球攜手共創潔淨未來

為
倡導再生能源計畫而成立的RE100，目前

在全球擁有超過340個極具影響力的企業

會員，據統計所有會員綠電需求已高過一個G7

國家（如英國）用電量。長期致力環境永續的玉

山歷經2年時間，於2022年7月19日正式成為現今

備受全球大企業關注的「RE100」聯盟會員。

致力推動社會能源轉型

RE100為加速全球能源的零碳轉型，率先呼籲

年用電量超過10萬MWh（1億度電）的企業響

應，2021年更針對金融業加入資格審核做出進一

步規範，要求透過包括投融資部位的碳管理、

2030年/2040年分別於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撤

煤、不得對石化業進行重大投資等，運用投融

資的力量帶動能源轉型，顯示RE100對於金融業

推動整體社會能源轉型的高度期待。2年前玉山

爭取加入時，由於年用電量4.4萬MWh未達10萬

MWh門檻而被暫緩，但經過多次討論後，玉山

Achieving 100% Renewable Electricity

Achieving 100% 
Renewable Electricity

玉山金控

加入RE100
發揮金融業重要影響力

玉山深感台灣企業身為全球供應鏈的重要一

環，必須肩負淨零排放的挑戰與責任，因此經由

金融業務延伸永續影響力，現今既是國內綠色債

券發行量最大的金融業，更藉著各式太陽能電

站、離岸風電、陸域發電、地熱等多元再生能源

專案融資，積極支持綠能產業發展。

加入RE100是玉山邁向淨零的重要里程碑，

未來將持續發揮金融影響力，將資源引導至關

注環境永續、減碳轉型的項目，以行動創造改

變，實踐全球共同的氣候目標，並透過合作匯

聚力量，帶動更多企業參與，加速台灣再生能

源發展，讓淨零家園不是口號，而是真實可觸

及的美好未來！

因持續發揮正向金融影響力獲RE100認可，取

得企業會員資格，與全球300多家領先企業共同

宣示100％使用再生能源，既以自身使用綠電做

起，也以金融業影響力驅動市場改變，與合作夥

伴攜手能源轉型，並進一步倡議與鼓勵更多台灣

企業加入RE100行列。

積極實踐淨零排放目標

守護台灣美好土地，是玉山創立30年來的責任

與使命，且在通過RE100之前即致力於環境永續

發展，是台灣目前使用最多綠電的金融業，同時

也完成盤查投融資業務的碳排部位，逐步改變原

有的投融資業務政策與流程，成為台灣第1家、

亞洲第2家通過SBTi科學基礎目標倡議組織目標

審查的金融業，並率先承諾於2035年全面撤資

（Phase-out）煤炭相關產業，領先同業接軌多項

國際準則與倡議，積極發揮金融業對世界的重要

影響力。

為減緩環境惡化、因應能源短缺問題，淘汰

石化燃料及轉向使用再生能源，已經是台灣及

全球的現在進行式，尤其隨著各國政府與企業

相繼宣布淨零目標、減碳路徑，對於再生能源

發展、碳定價、碳邊境稅等減碳措施亦愈加重

視。RE100的理念顯示企業擁有協助建構永續

未來的絕佳機會，用創新為環境的永續提供動

能，不僅有益於地球保護，也有助於各大企業

提高產品能效，並在全球各地引入新的潔淨能

源。希望透過氣候行動，帶來創新、就業機會

並立下永續經濟發展新時代的基礎，同時對淨

零排放（Net Zero）許下承諾，所有加入RE100

的企業都將扮演關鍵性角色。

認識「RE100」聯盟
由氣候組織（The Climate Group）與
碳揭露計畫（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所主導的全球再生能源倡議，希望
匯集全球最具影響力的企業，以電力需求

者角度改變用電市場，共同擴展使用再生

能源的友善環境。要求加入的企業須公開

承諾在2020∼2050年間達成100％使用再
生能源的目標，以及逐年提報用電數據。

獲得眾多國際大型品牌支持的RE100，不
僅展現加入企業具有長久經營且成為綠色

產業領導者的決心與能力，在能源轉型之

路上，更將透過再生能源與供應商建立更

緊密的共同利益關係，攜手為地球環境盡

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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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依序為玉山銀行曼谷代表處楊明栽代表、玉山銀行黃男州董

事長、曼谷市政府首席顧問Mr. Torsuk Chotmongkol、玉山創辦人
黃永仁董事長、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莊碩漢大使、泰國華

僑協會余聲清主席於曼谷代表處開業酒會合影。

玉山銀行曼谷、胡志明市
代表人辦事處開業

玉山銀行聚焦「深耕台灣 布局亞洲」的
發展核心，致力建構跨境整合的亞洲金融

平台，包含今年增設曼谷及胡志明市代表

人辦事處，目前已於海外10個國家地區
設有30個營業據點，希望成為支持更多
海外企業發展的好夥伴。

圖片提供／達志影像

持續深耕東協
積極布局亞洲

The Rise of ASEAN

隨
著玉山銀行新設曼谷、胡志明市代表人辦

事處已於日前正式開業，東協布局再往

前推進一步。為此，玉山創辦人黃永仁董事長、

玉山銀行黃男州董事長率領主管同仁親自前往泰

國、越南舉行開業酒會，晚宴現場氣氛熱絡，開

場均是由玉山合唱團以來自台灣的歌聲，為來賓

獻上最誠摯的祝福與感謝。

前進泰國曼谷．協助企業持續成長轉型

2022年8月23日曼谷代表人辦事處開業晚宴當

天，曼谷市長Chadchart Sittipunt、駐泰國台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莊碩漢大使、泰國華僑協會主席暨

台商總會創會總會長余聲清主席、台商總會郭修

敏總會長，以及台、泰重要企業代表等均親臨表

達祝賀。莊碩漢大使表示，在台灣推動新南向政

策的過程中，泰國是相當重要的國家，尤以地理

位置優越、與東南亞各國往來密切，還有泰國政

府持續推動產業轉型等條件，使其深具發展潛

力，因而吸引許多外商投資。玉山已於東南亞設

有多處據點，莊碩漢大使認為設立曼谷代表人辦

事處除了能提供台商更全面的金融服務之外，亦

十分肯定玉山在ESG永續發展的投入，相信能成

為更多企業發展的好夥伴。

泰國華僑協會主席暨台商總會創會總會長余聲

清主席則表示，近年來由於泰國積極推動「泰

國4.0」政策，促使創新與科技相關產業蓬勃發

展，因而為台商帶來許多機會，此時企業更需要

優質的金融服務，以協助持續成長轉型。他同時

也認為玉山是一家不一樣的銀行，由於在台灣已

獲得眾多企業的肯定，使當地台商非常期待玉山

到泰國設立代表人辦事處後，將可提供的優質跨

境金融服務。

玉山銀行黃男州董事長特別提到，泰國位居中

南半島交通樞紐位置，既是東協重要會員國及區

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成員國之一，也

是東協第二大經濟體，近年又因泰國政府積極推

動「泰國4.0」產業轉型政策，並打造東部經濟

走廊，帶動了機器人、物流、生化、醫療與數位

等高附加價值的創新產業發展，再加上泰國產業

聚落完整，得以在美中貿易戰之後，成為跨國企

業布局東協國家的重要據點之一。因此，隨著玉

山銀行曼谷代表處的成立，將提供顧客泰國地區

商情及諮詢服務，同時結合玉山在台灣及新加

坡、柬埔寨、越南等海外據點，帶給顧客更加完

整的跨境金融服務。

玉山銀行曼谷代表人辦事處的所在大樓Empire Tower。

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莊碩漢大使（中）、玉山創辦人黃永仁董事長（右

二）、玉山銀行黃男州董事長（右三）共同合影。

玉山銀行曼谷代表人辦事處

地址：No.1, Empire Tower, 29th Floor, Unit 2905, 
South Sathorn Road, Yannawa Sub-district, 
Sathorn District, Bangkok, Thailand
電話：+66-2-286-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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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越南胡志明市．開創全面在地化服務

胡志明市代表人辦事處則是於2022年8月26日舉

行開業暨感恩晚宴，蒞臨現場祝賀的貴賓包括越

南央行胡志明市分行副行長Nguyen Van Dung、

越南央行同奈分行行長Ta Thanh Long、駐胡志明

市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曾曉峯副處長，以及台、

越重要企業代表等。越南央行胡志明市分行副行

長Nguyen Van Dung表示，希望玉山銀行胡志明

市代表處成立後，能提升台、越企業之間良好的

合作關係，並藉由越南金融市場的研究、調查，

成為玉山在地投資中樞、市場資訊收集橋樑，促

進越南全國、特別是胡志明市的經濟發展。

越南央行同奈分行行長Ta Thanh Long則提

到，玉山銀行同奈分行從2015年正式開業至今

將近7年，擁有穩定成長與豐碩業務成果的表

現。在營運過程中，除了遵循越南政府機關的

規定，玉山銀行同奈分行還積極與銀行公會參

左起依序為玉山銀行法金林隆政執行長、玉山銀行黃男州董事長、越央同奈分行行長Mr. Ta Thanh Long、越央胡志明市分行副行長
Mr. Nguyen Van Dung、玉山創辦人黃永仁董事長、台北駐胡志明市辦事處曾曉峯副處長、玉山銀行同奈分行宋狄裕行長共同進行胡
志明巿代表處開業啟用儀式。

玉山銀行胡志明市代表處位於重要區域，鄰近包含現今召開政府

會議和接待各國元首的統一宮、聖母院及鑽石商場等知名地標。

玉山銀行胡志明市代表人辦事處

地址：Suite 905-906, 9th Floor, Saigon Tower, 29 
Le Duan Street, Ben Nghe Ward, District 1,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電話：+84-28-3551-1313

於胡志明巿代表處開業酒會上，玉山合唱團透過真摰動人的歌聲傳遞喜悅與祝福。

加各種公益活動，像是捐款建設愛心溫情房屋

等，並提供同奈省貧困學生獎學金，善盡玉山

堅持的企業社會責任。

駐胡志明市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曾曉峯副處長

亦表示，玉山成立30年來，在台灣經營績效名列

前茅，同時更秉持誠信正直的核心價值，提供優

質且專業的服務。他還進一步提到，玉山於2015

年在越南設立同奈分行，今年再擴大版圖設立胡

志明市代表處，相信在專業經營團隊的帶領，

以及30年來扎下的穩健基

礎，未來於越南的發展將

令人相當期待。

玉山銀行目前在越南共

設有北越的河內代表處、

南越的同奈分行，還有今

年獲准開業的胡志明市代

表處等3個據點，玉山銀

行黃男州董事長認為越南

政經環境穩定，近年亦積

極參與國際經貿整合，加

上供應鏈移轉趨勢，已成為台商和外資企業重要

的海外投資據點，具有相當高的發展潛力。此

外，2015年開業的玉山銀行同奈分行，非常重視

在地化經營，提供當地台商及越南企業存款、貸

款、外匯、避險交易、網路銀行等金融服務，現

在隨著胡志明市代表處開業，將能給予顧客更全

面的當地商情諮詢服務。

玉山長期秉持誠信正直、專業負責的核心價

值，在經營績效、公司治理、服務品質、風險

管理及企業社會責任等領域均獲得卓越成績，

更連續8度入選道瓊永續指數成分股（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 DJSI），創下台灣金融業的

紀錄；而在綜合績效方面多次獲得《財資》《富

比士》《亞洲金融雜誌》《亞元雜誌》等國際知

名財經媒體頒發「台灣最佳銀行」肯定，2022年

國際信評機構標普全球（S&P Global Ratings）亦

將玉山銀行國際長期信用評等調升至A。於邁向

第四個10年之際，玉山將持續深耕海內外經營，

聚焦金融科技與ESG永續發展，致力成為亞洲最

具特色的標竿銀行。

結合海外多國據點．提供跨境整合金融服務

隨著全球供應鏈移轉趨勢，泰國、越南已成為

企業投資海外重要據點。玉山在全球包含泰國、

越南、新加坡、香港、中國、柬埔寨、緬甸、

日本、澳洲及美國等10個國家地區已設有30個

據點，今年3月還獲金管會核准設立日本福岡分

行。未來，玉山將透過完整的服務網絡，提供台

商及當地企業更多元且全面的跨境金融服務，成

為顧客前進亞太的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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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玉山榮獲《亞洲金融雜誌》及《亞元雜誌》
等國際知名財經媒體評選為「台灣最佳銀行」「亞洲

最佳管理企業」等，獲獎對玉山來說既是榮耀也是責

任，將更加堅定金融本業結合永續發展的決心，矢志

成為亞洲最具特色的標竿銀行。
撰文／Join Yang

朝更好、更具特色的
標竿銀行邁進

玉山榮獲「台灣最佳銀行」雙重肯定！

Best Bank
 in

Taiwan

以
台灣最高的玉山為名，玉山銀行自創立

至今矢志成為一家最好的銀行。繼國際

知名財經媒體《亞洲金融雜誌》（FinanceAsia）

公布亞洲各國最佳銀行評選結果，玉山銀行以傑

出綜合績效榮獲2022年「台灣最佳銀行」（Best 

Bank in Taiwan）後，接著又獲得《亞元雜誌》

（Asiamoney）2022年「台灣最佳銀行」「最佳

企業金融」及「最佳中小企業」等3項大獎，不

僅是今年度評選結果最大贏家，也是玉山第五度

獲頒《亞元雜誌》「台灣最佳銀行」殊榮。

全方位優化的穩健發展

歷史悠久的《亞洲金融雜誌》致力於亞洲金融

市場研究，日前玉山即以長期穩健的經營績效與

永續發展的具體實踐，獲選「亞洲最佳管理企

業」（Asia's Best Managed Companies），同時是

亞洲所有金融業第1名，創下國內金控在此項票

選中最佳成績的紀錄。

《亞洲金融雜誌》亦根據財務績效、業務創

新、數位金融、市場占有率及ESG等多元面向，

邀請不同領域專家評選出亞洲各國的最佳銀行，

玉山同樣從中脫穎而出。評審表示玉山建立銀行

家專業治理的制度，是台灣金融業的良好典範，

包含獲利、資產規模、市值等表現均相當傑出，

因此成立至今30年來得以快速穩健地發展為最佳

銀行。

面對全球市場深受COVID-19疫情影響，玉山

更是展現出優異的策略執行力，得以從容應對多

重的外在挑戰，並保持專注於長期發展，完成組

織改造優化，實現顧客導向的服務模式，及大量

運用AI技術、提升金融服務數位轉型，帶給顧

客更優質的金融體驗。此外，《亞洲金融雜誌》

對於玉山積極前瞻的海外布局策略也予以肯定，

包括今年玉山獲准籌設泰國曼谷、越南胡志明市

代表人辦事處且正式展開營運，目前已在10個國

家地區設立30個營運據點，為兩岸三地及東協各

國台商提供完善的跨境金融服務，創造出海外分

行、子行占玉山銀行總資產13％，貢獻全行約

20％獲利的績效表現。

強大執行力的傑出績效

成立於1989年的《亞元雜誌》，隸屬極具規

模的「歐洲貨幣機構投資者集團」（Euromoney 

Institutional Investor PLC），擁有龐大的金融訊

息數據庫，在國際間建立專業財經的權威地位。

今年，《亞元雜誌》在全亞洲19個國家分別評選

最佳銀行，根據涵蓋財務績效、業務創新與差異

化、獲利成長性，還有銀行能否因應市場變化，

及時給予顧客最適時的財務建議等多樣化評審面

向進行評估。《亞元雜誌》認為玉山在疫情期間

展現出強大的策略執行力與韌性，同時更順利達

成核心系統轉換等重要經營里程碑，注入新的

成長動能。此外，玉山更展現致力數位轉型的決

心，以超過1,300位科技相關人才打造數位金融

品牌e.Fingo，提供顧客全方位的數位金融服務，

因此每2位玉山顧客就有1位是數位活躍顧客，擁

有全產品線數位銷售占比超過65％的傑出成果。

《亞元雜誌》也高度肯定玉山在企業金融方面

的表現，藉由豐富的產品線提供中小企業到大型

跨國集團所需的專業服務，並透過完整的國際布

局，建構完善的跨境金融服務。

2050淨零家園的未來願景
2022年玉山成立30週年，不僅以優異成果陸續

獲得《財資》與《富比士》《亞洲金融雜誌》等

國際媒體頒發「台灣最佳銀行」獎項，在邁入

第四個10年之際，玉山更將繼續跨越企業經營

的三座山：綜合績效、企業社會責任、永續發

展，面對全球供應鏈移轉及減碳的浪潮，思考

企業最急迫的環境保護與氣候變遷議題，始終

堅持永續結合金融本業，擘劃永續發展藍圖，

積極實踐2050年淨零排放的承諾，為台灣產業

的低碳轉型努力。

矢志成為綜合績效最好，也是最受尊敬的企

業，是玉山成立至今不變的願景。未來將持續聚

焦海內外布局、科技創新和風險管理，朝「亞洲

最具特色的標竿銀行」目標邁進，讓台灣的玉山

成為亞洲的玉山！

Best Bank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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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緬甸東枝熱氣球節的燈籠、燈飾形成美麗燈海奇觀。
（左下）在點燈節期間，人們會前往各大寺廟以燈燭供佛祈福。
（右圖）佛塔林立的緬甸享有萬塔之國的美名。

位
在中南半島的緬甸、柬埔寨、越南，這3個深

受佛教洗禮的國度，同樣屬於雨季、乾季分

明的熱帶季風氣候型態，也都經歷過被殖民時期，

因而至今依然保有獨特的異國情調。此外，由於地

緣環境相近，包括潑水節、水燈節、光明節等都是

中南半島各國共同的節慶，但另一方面又會隨著在

地化演變，發展出相似卻有所差異的慶祝儀式，例

如結合傳統與創新的緬甸東枝熱氣球節，便賦予光

明節不一樣的繽紛樣貌；柬埔寨送水節則除了延續

水燈節的精神，還加入了划龍舟、拜月等活動，

自成特有的水燈節景象。

緬甸點燈節
燈海熠熠衷心祈福

享有「萬塔之國」盛名的緬甸，早在一千多年

前蒲甘王朝時期便以佛教為國教，並開始大量建

造佛塔，形成了今日佛塔林立的景象，也是遊客

心中最迷人的緬甸風情，而源自佛陀結夏安居典

故的點燈節（Thadingyut Festival），則是緬甸

最重要的年度節日。根據佛典記載，佛陀於結夏

安居期間會前往忉利天為母親摩耶夫人說法，而

在3個月的結夏安居之後，人們會點上燈燭迎接

佛陀歸來，同時以供燈儀式祈福消災，每年10月

（傳統緬曆7月15日）或11月舉行的緬甸點燈節

即是源自於此。

一年一度的緬甸點燈節通常舉行3天，期間全

緬甸的寺廟佛塔均妝點著光彩奪目的串串小燈，

人們也會前往各地寺廟點燈祈福或施放河燈、天

燈，由難以計數的燈燭與燈飾創造出燈海奇觀，

也是現今緬甸最引人入勝的節慶風景。包含歷

史古都蒲甘（Bagan）、被視為緬甸信仰中心的

仰光大金塔（Shwedagon Pagoda）、擁有上千座

寺廟的曼德勒山（Mandalay Hill）等，都是體驗

點燈節傳統文化魅力的最佳地點，尤其是曼德勒

Kyaukse鎮，每年在點燈節前一天還會舉行難得

一見的舞象活動，從最早源自蒲甘國王阿奴律陀

施行的大象繞塔祈福儀式，至今已成為曼德勒獨

特的緬甸點燈節前行活動。

緬甸東枝熱氣球節
華麗升空致敬神佛

每年11月（傳統緬曆8月15日），在海拔1,436

公尺的緬甸撣邦首府東枝所舉行的東枝熱氣球節

（Taunggyi Hot Air Balloon Festival），是緬甸德

桑岱光明節（Tazaungdaing Festival）最具代表性

的大型慶祝活動。

源自佛教典故和印度占星學宇宙觀的光明節，

自古以來便有向天空施放天燈的儀式，藉此驅除

The Colors of 
Southeast Asia
虔誠南國
點亮光感謝天地

封面故事  文化慶典

向天空、向河海，點燈。向眾

神、向諸佛，祈福。深受佛教文

化影響的緬甸、柬埔寨、越南，

至今依舊以順應自然、滿懷虔敬

之心，演繹既傳統又獨具在地特

色的南洋風情。

撰文／Lilias Lee　
圖片提供／Danang International Fireworks 
Festival、Fayfay.com越南旅遊專家、達志影像 每年東枝熱氣球節都會出現許多生動有趣的動物造型熱氣球。

緬甸．柬埔寨．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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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靈並向神佛致敬。由於東枝當地自1950年代開

始，在光明節期間會施放數百個的熱氣球，因而

有東枝熱氣球節之稱，這項獨具緬甸特色的祈福

嘉年華會，每年除了供奉燈燭、施放傳統小型紙

製天燈，還精心打造裝飾華麗、高達4至6公尺的

大型主燈，以及搭配煙火秀的花火天燈、民族歌

舞演出等多項節目，同時更結合了造型熱氣球比

賽，當天來自緬甸各地不同村鎮團隊自製的創意

造型熱氣球齊聚一堂，分別於白天和夜裡升空，

一同在東枝的天空爭奇鬥豔，為整座山城妝點出

漫天飛舞的美好氛圍。

此外，緬甸人在光明節期間還會積極參與慈善

工作、供養僧侶，祈求積聚福報的美好未來。

柬埔寨送水節
感念河神慶祝豐收

為感謝水神帶來農作漁獲豐收而舉行的送水節

（Cambodian Water Festival），是柬埔寨三大慶

典之一。每年5月雨季開始後，湄公河會挾帶大

量雨水流向柬國第一大湖，同時是東南亞第一大

淡水湖―洞里薩湖（Tonle Sap Lake），隨著湖

水攀升與湖面擴大，讓魚蝦得以在洞里薩湖生長

繁殖，豐沛的雨水更為柬國農田帶來灌溉用水。

直到11月雨季結束、進入旱季，洞里薩湖的湖水

開始回流湄公河、流向大海，此時便是捕獲魚

蝦、農作收成的時節，柬埔寨人為感謝河神一年

的賜與，以及祈求來年再次豐收，會在每年11月

中（佛曆12月15日）舉行送水節。

於柬埔寨各地舉行的送水節，被視為與東南亞

各國水燈節類似的本土化節慶，當中又以首都

（左圖）以傳統水燈感念河神之外，現代版送水節還加入了燈船遊河。

（右圖）柬埔寨人在送水節會帶著蔬果齋食等供品，到寺廟祭拜祈求平安。

（左圖）為紀念古代吳哥

王朝強大的海軍，柬埔

寨送水節會特別舉辦龍

舟競賽。

（右圖）在漢江碼頭前舉

行的峴港國際煙火節，

是東南亞規模最大的煙

火表演活動。

金邊的活動規模最盛大，在為期3天的送水節期

間，人們將妝點鮮花的水燈（柬埔寨水燈大多是

蓮花造型）點上燈燭，送到河水、湖面，向神明

和自然表達感謝之意。此外，還有拜月、吃扁

米、遊燈船、划龍舟等慶祝活動，其中較特別的

就是划龍舟比賽，源自古代吳哥王朝國王闍耶跋

摩七世（1181～1215年）親率海軍出戰且凱旋而

歸，後世為了紀念昔日高棉海軍的強大，便於送

水節期間舉行龍舟競賽。

越南峴港國際煙火節
夏日浪漫璀璨花火

越南中部第一大城峴港，不僅曾被《國家地理

雜誌》選為此生必遊50個目的地之一，當地長達

30公里的美溪沙灘，更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

的全世界6大美麗沙灘之一，加上鑲嵌於整個城

市之中的法式殖民風情，使峴港成為一座樸質又

愜意的旅遊城市

2008年創辦、於夏季登場的峴港國際煙火節

（Danang International Fireworks Festival），則

是越南和整個東南亞最大型的煙火表演。每年

均會邀請來自世界各國的煙火設計團隊，依不
每年峴港國際煙火節均會邀請各國設計團隊以不同主題創作煙

火秀節目。

同主題創作煙火秀節目，並經由各隊煙火節目

每週輪番上場的競賽方式，連續5週的週六夜晚

進行兩場約20分鐘的煙火秀，最後評選出優勝

隊伍。

每年的峴港國際煙火節都是選在美麗的漢江碼

頭前舉行，使得璀璨煙火照亮漢江的畫面，成為

峴港最具代表性的夏日浪漫景象。而在煙火節期

間的每個週日，主辦單位還安排了各式街頭藝術

表演、花車遊行、美食節等活動，營造出整個峴

港充滿活力與創意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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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語】受託人應依信託本旨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妥善處理信託契約之信託
事務，信託財產之管理運用方法為受託人單獨管理運用，委託人保留信託財產之運用決定權，
受託人無運用決定權，委託人不得為違反法令之運用指示，除信託契約另有約定外，受託人應
依信託本旨及委託人與受託人約定之運用範圍或方法管理及運用信託財產；信託財產之管理運
用並非絕無風險，受託人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外，不負責信託財產投資之盈
虧，以往之經理績效亦不保證信託投資之本金及最低收益；委託人、受益人已瞭解信託契約信
託財產若運用銀行存款以外之標的者，則非屬中央存款保險公司保障之項目範圍。

本行基於服務，提供相關稅務資訊彙整，稅務規劃與決策仍請顧客視自身實際需求審慎判斷為
準，請勿以本資料作為判斷之唯一依據或佐證；一切稅制規定仍應以中華民國最新財稅法令為
依據。

在思考財富規劃時，多數人習慣以股票進行資產配置，對屆臨退休的高資產存股族而言，

可透過有價證券信託「本金自益、孳息他益」的方式規劃財富，不僅能讓退休計畫更趨完

善，同時也能提前將資產逐步傳承給子女。

撰文／陳翠蘭  圖片提供／達志影像

本金自益
安心生活保障

高資產族群往往持有許多具成長性的股票，不僅於股票除權息期間產生的股息收益須

課徵所得稅，若想移轉給子女，還可能得負擔高額的贈與稅。面對這類情況，透過妥善

規劃有價證券信託「本金自益、孳息他益」，既可享稅務規劃效果，委託人（通常是父

母）也可保留股票投票權或處分控制權。

以往有些家族企業主基於鞏固經營權、股權不隨意移轉的考量，同時為了避免家族紛

爭及達到財富傳承、稅務規劃的目的，通常會選擇將自己持有的家族企業股票交付信

託，並設定自己（自益信託）或家族其他成員為受益人（他益信託）。

由於在「股票本金自益」部分無實質利益移轉，所以簽署信託契約時不須課徵任何贈

與稅；而「股票孳息他益」的部分，則是採「郵局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折現的方

式，計算信託本金與產生的孳息贈與價值。依現行的稅法規定來看，以目前郵局一年期

定期儲金固定利率1.225％利率計算（規劃時須以當時利率計算），市價約6,800萬元的股

票辦理孳息他益信託3年，折現後的贈與額約244萬元，正好在贈與的免稅額244萬元內；

若信託金額較高或信託年數較長的話，視情況仍須繳納贈與稅，若有孳息或收入則併入

受益人綜所稅計算。

孳息他益
完善傳承規劃

因委託人必須在簽約後30天內向國稅局申報贈與稅審查，提醒「孳息他益」得留意實

質課稅規定，委託人在簽約時「不能透過任何形式或方式知悉孳息之配發或對於盈餘配

發具有掌控權」，否則即使信託開始正式運作，還是可能因為違反稅法及函令的規定而

被實質課稅，甚至補稅再加罰。因此，多數顧客會選擇在當年度配發孳息之後，與受託

人簽約進行隔一年度後的有價證券信託「本金自益、孳息他益」規劃。

以各自持有股票部位約新臺幣5,000萬元的企業主夫婦為例，希望利用股票規劃未來退

休安養生活所需，並將股息分年贈與給子女。此時，玉山專家團隊可依據顧客需求，協

助擬定守護珍貴資產的專屬財富規劃，透過與玉山簽訂有價證券信託契約，以「本金自

益、孳息他益」的信託架構，即可將股票本金留給未來的自己，再經由信託移轉方式，

將股票孳息贈與子女，同時享有提前規劃贈與稅賦效果。

安心退休
妥善傳承

  有價證券信託 Securities Trust

Why 
為何規劃本金自益、

孳息他益

透過有價證券信託規劃，可將

股票本金留給自己做為退休規

劃使用；股票孳息（現金股利

及股票股利）的部分，則可以

提前規劃贈與子女或想照顧的

人，在一定條件情況下，亦可

享稅務規劃效果。

How
如何承作

有價證券持有人（委託人）與銀行簽

訂信託契約，將股票等有價證券移轉

給銀行，由銀行依信託契約的約定事

項，管理、運用或處分有價證券。簡

言之，「有價證券信託」是以有價證券做為「信託財產」，委託人

將有價證券的移轉或其他處分，委由受託人（信託機構）依信託本

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特定目的，管理、運用或處分該有價證券。

5個關鍵概念
認識

有價證券信託

通常會在當年度配發孳息之後，與銀

行簽約進行隔一年度後的有價證券信

託「本金自益、孳息他益」規劃。

When
適合的承作時點

存股族、企業主等擁有大量股票，並

有退休安養、傳承贈與、股權移轉等

需求的族群。

Who
適合的承作客群

長期持有、短期暫無移轉規劃，企業

營運穩健且每年穩定配發股息的股

票，是相當適合承作有價證券信託的

標的。

What
適合的股票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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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顧客對數位金融服務的

需求日益提升，玉山銀行數

位品牌e.Fingo再升級！會員
既可享有即時便利的金融服

務與好康優惠，今年10月更
將擴大加碼回饋活動，會員

權益多更多！

撰文／陳翠蘭

等級愈高，優惠享愈多

 會員等級全新登場

Benefits of Upgrading Membership

Benefits of Upgrading Membership

2020 年玉山推出整合線上線下金融

服務的e.Fingo，持續透過推陳

出新的會員權益及活動，提供會員多元的數位

金融體驗。今年8月再以區分為3個Level的全新

「會員等級」機制，等級愈高、權益愈多，帶

給與玉山往來愈深的顧客，享有更好的回饋！

同時放寬會員加入條件，讓更多顧客亦能同享

會員權益！

會員等級上線享限時加碼

原玉山顧客需持有臺幣帳戶及指定信用卡才可

以加入e.Fingo會員，會員等級上線後，顧客僅需

持有臺幣帳戶（含數位存款帳戶）或任一信用卡

正卡，即可成為Level 1會員，並享有e.Fingo會員

基本權益；若符合門檻升等至Level 2、Level 3會

員，還有點數加碼回饋與免費跨提跨轉等權益。

另外，即將於2022年10月1日～2022年12月31日

推出的「會員等級上線加碼活動」，原Level 2、

Level 3會員權益的「紅利點數交換優惠」及

「任務牆點數回饋加碼」，再享限時加碼，包

括原玉山信用卡紅利點數1,000點可交換e.Fingo

點數50點，提升為1,000點交換e.Fingo點數80點

（活動期間加碼上限為90點）；Level 2會員原

任務牆點數回饋加碼10％提升為回饋加碼50％、

Level 3會員原任務牆點數回饋加碼20％提升為回

饋加碼100％（活動期間加碼上限100點）。

積點數集徽章享兌換好康

e.Fingo點數分為鼓勵顧客提升交易頻率的「交

易型任務」，以及獎勵顧客初次體驗數位服務的

「體驗型任務」，點數除可兌換超過百項商品，

還能折抵金融產品手續費和利息，讓每次交易都

成為下次往來的基礎，同時優化顧客使用體驗。

每季推出的e.Fingo活動更融入多元遊戲形式，包

※循環利率：5.88%-15%（依本行電腦評等而訂，基準日：2015/9/1）※預借
現金手續費（依預借現金約定結付幣別區分）：預借現金金額x3.5%+（新臺幣
100元/3.5美元/350日圓/ 2.5歐元）※其他相關費率依本行網站及申請書公告 

含邀請親友組隊完成任務、門檻制活動、獎勵顧

客初次累點/兌點、特惠商品限購等豐富有趣的

內容。

而在2021年底e.Fingo推出的「徽章收集本」

功能（目前已有超過80種徽章），則是在金融業

務範疇之外，再增加融合節慶、娛樂等面向的互

動，會員只需透過登入App、線上交易及參加活

動等方式就能收集徽章。

回饋新舊會員享點數獎勵

e.Fingo系統升級後，玉山新存戶可在線上開戶

流程勾選加入e.Fingo會員，等開戶審核通過後，

將自動成為e.Fingo Level 1會員。若是於2022年

12月31日前首次完成開立玉山數位臺外幣帳戶

（以線上開戶申請送出後收到本行通知帳戶開立

成功為憑）且首次加入e.Fingo會員，即享e.Fingo 

200點回饋（1點等值新臺幣1元）及抽iPhone 13 

Pro。既有存戶可利用網路銀行帳號密碼驗證搭

配臨櫃申請的簡訊密碼服務（OTP）開立數位帳

戶，或使用自然人憑證、他行臨櫃帳戶或玉山

信用卡正卡驗證申請開立數位帳戶。此外，顧

客同時能在開戶流程一站式完成玉山數位臺外

幣帳戶、玉山熱門信用卡，以及玉山證券帳戶

申請，減少重複填寫與等待時間，讓服務流程

更簡捷。

若是舊會員於今年年底前邀請好友加入會員，

除了回饋最高e.Fingo 50點，好友也可獲得10點

獎勵，並且一起抽iPhone 13 Pro！

欲瞭解更多活動詳情，請至官網查詢：

https://esun.co/O1bv8。

✽承作外幣存款需承擔日後兌換為新臺幣或其他幣別可能產生之匯兌風險，於承作時應審慎評估。

會員申請與權益

瞭解更多 加入會員

會員加入資格 持有臺幣帳戶（含數位帳戶） 或任一信用卡正卡。

基本權益 ＊任務牆點數回饋（共12項體驗型及交易型任務）。＊可用
e.Fingo點數兌換好禮。＊常態性會員權益及活動。＊生日當月點數2倍回饋。

會員加入資格 需同時持有臺幣帳戶（含數位帳戶）、指定信用卡（玉山 Pi 
拍錢包信用卡、玉山Only卡、玉山Ｕ Bear信用卡、玉山數位e卡、玉山世界
卡、玉山國民旅遊卡），同時申請電子綜合對帳單、信用卡帳單e化，以及自
動扣繳本行卡費。

基本權益 ＊享有Level 1所有基本權益。＊免費跨提跨轉每月各3次
（優惠次數歸戶擇優計算不累加）。＊紅利點數放大交換優惠。＊任務牆點
數回饋加碼10％。

會員加入資格 需符合Level 2條件之外，當期存款每日平均餘額達等值新臺
幣100萬元（存款餘額計算範疇包含臺幣活存、外幣活存、外幣定存）；或當
期累積刷卡消費達等值新臺幣10萬元，二擇一。

基本權益 ＊享有Level 1所有基本權益。＊免費跨提跨轉每月各10次
（優惠次數歸戶擇優計算不累加）。＊紅利點數放大交換優惠。＊任務牆點
數回饋加碼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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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銀行以顧客服務及金融消費者保護為核心價值，

除了重視對顧客的平等與親切服務，並透過制度落實

酬金與業績衡平原則，持續深耕公平待客文化，打造

金融友善環境。

致力平等與同理的金融文化

友善服務．酬金與業績衡平原則

依
循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

的精神，玉山銀行訂立「金融友善服務作

業要點」，確保身心障礙人士或高齡顧客充分享

有基本權利、平等及合理便利的金融服務，促進

推動永續創新與普惠金融，並建立重視金融友善

的文化。

切合所需的全方位友善措施

玉山銀行從制度建立、友善設施、人員訓練、

顧客服務等面向推動金融友善服務，於各分行均

設置符合輪椅族使用的無障礙ATM，且提供「遠

程視訊手語翻譯服務」，供聽語障人士蒞行洽詢

辦理業務所需。

玉山官網上亦設置金融友善服務專區，提

供取得國家無障礙標章的「金融友善網銀 /

WebATM」及「玉山銀行利匯率服務網」，便利

視障人士使用數位服務，若顧客為高齡或因特殊

狀況但非身障人士，玉山也會視情況協助辦理所

需的金融商品或服務。此外，玉山規劃金融友善

教育訓練為全行人員的必修課程，並且將CRPD

納入董事的訓練課程，建立由上而下重視金融友

善服務文化。

傳遞共同的消費者友善價值

在酬金與業績衡平原則方面，玉山以風險管

理、法令遵循為基礎，建立重視金融消費者保護

的企業文化，推動各項業務不僅考量業績目標的

達成，更重視顧客的權益保護，致力創造顧客和

玉山的共同價值。

玉山銀行為強化責任經營，除了經營績效指標

之外，更綜合思考單位管理品質等面向，在訂定

業務單位目標時，並非以業績為唯一指標，而是

同時納入顧客滿意度、顧客權益及服務品質等指

標。此外，由於玉山銀行講求團隊文化，在獎酬

制度上，依整體營運成果設計獎金發放原則及長

期激勵獎酬制度，強化獎懲與績效的連結，同時

透過制度深化消費者保護的精神。

Consumer Protection Policies

Consumer
Protection

Policies
臨櫃遇到有點年紀的奶奶，動作比較慢、聽力也不太清

楚，我用台語和奶奶溝通，並請她不用著急慢慢來。由於

顧客感受到我的親切與體貼，每次來行辦理交易，都會特

別等我、與我打招呼或分享她的日常。另外，有次遇到趕

時間的顧客臨櫃辦交易，我迅速正確地辦妥後，邀請顧客

加入理財會員，可享優先服務減少等待時間、減免手續費

等，高效率獲得顧客讚賞之外，下次蒞行時也成功加入理

財會員，創造分行與顧客雙贏。臨櫃服務只要將顧客當成

自己家人一樣設身處地著想，顧客必然都能感受得到！

復興分行

陳怡靜

親切體貼顧客需求

玉山為響應環保無紙化，推廣使用數位工具（如玉山證券

App或集保e存摺等）查看證券交易明細。一位長期習慣存

摺對帳的顧客，某次曾提到不習慣用App對帳，希望仍以

存摺列印明細，在聽到反應後，我先用關懷方式回應與安

撫顧客情緒，也承諾積極向總行建議，請顧客耐心等候。

當總行公告可申請「逐筆列印證券明細」時，便立刻通

知顧客這個消息，顧客回饋很開心玉山正視顧客需求與回

應。現在顧客只要有任何銀行或證券的問題就會想到我，

相信這次服務經驗已在他的心中留下美好印象。

連城分行

王瑜屏

重視傾聽顧客聲音

顧客來行申請開立外幣帳戶及網路銀行，主要做為家人自

越南匯入給小孩的教育基金之用。後續協助完成所有作業

後，開心地表示先前在他行申辦網銀時，身為外籍配偶雖

然語言溝通沒問題，但因不擅於閱讀中文及操作流程而屢

遭拒絕，來到玉山銀行卻在服務人員耐心教導下，很快學

會網銀操作流程，讓她備感溫暖。1個月後，阮小姐更帶

著兒子與友人至分行開戶，同時申辦信用卡與新增外幣存

款。深信客我關係的維繫，就起始於日常服務一點一滴累

積，終將會在關鍵時刻結成甜美果實。

小港分行

陳思樺

溫暖關懷顧客困擾

專業體貼的友善高齡服務

高齡86歲的顧客因誤植帳號密碼導致無法使
用網路銀行，前往分行尋求協助。有鑑於顧

客動作較為遲緩且不熟悉電腦操作，大廳接

待人員以耐心的態度及溫和的語氣，一步步

引導顧客自行完成信箱密碼變更與網路銀行

申請。顧客特別致電總行表達感謝之意，表

示玉山的服務同仁不僅沒有因為高齡顧客而

不耐煩，反倒是更加細心與耐心地協助完成

需求，讓她很感動。

服
務
案
例

服務DNA
永久服務模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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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球迷相當期待的世界盃足球賽，原本均是於
6∼7月舉行，但因主辦國卡達夏季炎熱而改至11
月登場，屆時各國知名球星的表現勢必仍為觀賽
焦點。此外，正值秋高氣爽的台灣，置身於全球
第一條榮獲認證的寧靜步道，將可感受與自然一
起放鬆身心的寂靜之美。

撰文／LING  圖片提供／達志影像

繼2 0 2 0年陽明山國家公園獲得Q P I（Q u i e t  P a r k s 
International）認證為世界首座「都會寧靜公園」後，

2022年7月18日世界聆聽日當天，位於宜蘭太平山翠峰

湖環山步道的奧陶紀苔原區，再獲全球第一條「寧靜

步道」授證殊榮。座落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內的翠

峰湖，是台灣面積最大的高山湖泊，終年潮濕多雨的

氣候，孕育出四周蔥鬱茂密的檜木森林，還有林下鋪滿的柔軟苔蘚地毯。圍繞翠峰湖的環山步道全長

約3.95公里，其中2.2K至3.7K因人煙罕至而規劃為國家級「寂靜山徑」，靜靜隱身此路段的奧陶紀苔

原，更仿如鋪著天然吸音棉般大幅降低聲音反射，尤其在無人為干擾時所測得最低音量不到25分貝，

意即耳邊幾乎只聽得到樹葉摩擦、雨霧滴落葉片等大自然的寧靜之聲。

The World’s First Quiet Trail
寧靜步道 

VoLTE（Voice Over LTE）屬於一種IP數據傳

輸技術，能藉由「LTE網路」將語音轉為網路

封包，繼而透過手機的4G網路傳送出去，進行

高品質的語音通話。相較過往受限於傳統語音

通話時必須切換到3G網路，致使網速降低的情

形，VoLTE最大優點即是使用手機通話同時也能

高速上網，經由4G網路傳輸語音因頻寬更大，

不僅接通速度更快，通話時也能大幅降低雜

音，使音質更清晰。此外，原本屬於付費加值

服務的VoLTE，隨著4G網路普及、語音通話需

求高，各家電信業者均相繼宣布免費開通VoLTE
服務，雖然目前僅限於網內互打、通話雙方都

需開通VoLTE，但仍因免費且操作簡易，已吸引

許多人搶先體驗高品質通話，意謂著台灣將正

式進入VoLTE時代。

2022年11月20日至12月18日，第22屆世界盃足球

賽將於阿拉伯國家卡達熱烈登場。目前32列強分

組賽程已全部公布，並由主辦國卡達隊與厄瓜多

隊揭開第一場賽事，而備受矚目的焦點則莫過於

巴西、英格蘭、法國、阿根廷、西班牙等奪冠呼

聲最高的前5大隊伍，其中阿根廷近年在各賽場

表現相當突出，繼去年擊敗巴西隊奪下美洲盃冠

軍，今年更拿下歐洲冠軍盃並創下連續32場不敗

紀錄，也使得C組由梅西領軍的阿根廷隊與波蘭

隊黑馬萊萬的強強對決，更加令球迷期待。此

外，擁有5次奪冠紀錄的巴西隊，目前全隊包括

內馬爾、阿利森等實力出眾的超級球員，同樣極

具冠軍相。其他的熱門話題，還有葡萄牙球星C
羅、阿根廷名將梅西，都有可能是足球生涯最後

一次參加世界盃，也使得此屆賽事別具意義。

VoLTE
高音質通話

FIFA World Cup Qatar
世界盃足球賽世界脈動精華

Highlights
of the

World

攝影／Jess

吉卜力工作室代表作《神隱少女》改編成舞台劇，並於

今年2月起在東京劇場上演之後，英國倫敦巴比肯藝術

中心也將從2022年10月8日～2023年1月21日，演出同樣

出自吉卜力工作室的知名作品《龍貓》舞台劇。1998年
上映、由宮崎駿執導的動畫電影《龍貓》，講述的是小

月與小梅兩姐妹，跟著父親搬到鄰近森林的老屋後，開

啟了一段奇幻冒險旅程的療癒故事，它充滿想像力的情

節深深感動了無數觀眾。時隔多年，在日本配樂大師久

石讓提議且獲得宮崎駿同意下，吉卜力團隊與皇家莎士

比亞劇團共同製作《龍貓》舞台劇版，以演員搭配木偶

的英文台詞演出，擔任此劇執行製作與音樂製作的久石

讓表示，會有這次英國公演的計畫，即是希望以不同語言傳遞原作精髓，並藉以瞭解這部作品在日本

之外，將因不同國度與文化背景而擦出什麼樣的新火花。

圖片提供／Studio Ghibli 

My Neighbour Totoro
龍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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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瓦喬《酒神》
醉人的俊秀少年

出生在倫巴底的卡拉瓦喬（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 1571～1610），成名前因收入不穩

定而生活窮困，直到1595年因畫作獲得樞機主教

賞識之後才備受禮遇。他曾於1584年前往米蘭接

受藝術培育，當時的學徒在初始階段須先臨摹大

師素描作品、學習解剖學與透視法等基本知識，

接著探索明暗法，再經由描繪花果靜物磨練寫實

技巧，這些紮實的做畫訓練全都反映在作品《酒

神》（Bacchus）中。結合了神話人物與蔬果靜

物的畫作，顯而易見卡拉瓦喬精湛的寫實功力之

外，他更是跳脫酒神原本放縱狂歡的形象，改以

純淨優雅的青澀少年模樣現身，令人耳目一新。

17 世紀科學家伽利略、牛頓發現星

球運轉與萬有引力的存在，打破

了長期以地球為中心的理論；哲學家笛卡

爾「我思故我在」扎下人文思想的哲學基

礎，預告啟蒙時代的來臨。當時由於物理

學、天文學、醫學等科學的突飛猛進，意外

撼動傳統神學的信仰體系，擴展西方文明的

嶄新視野，並徹底改變其原有基本結構。

在政治上，影響歐洲17世紀最重大的事件

「三十年戰爭」（1618～1648），最初是

天主教與新教之爭，之後演變為瑞典與法

蘭西合力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抗爭。此戰

後來導致權力重心的移轉，不僅法蘭西成

為歐洲新盟主，更以太陽王路易十四為最

高權力象徵，隨之盛行的宮廷藝術，亦促

使法蘭西皇家繪畫與雕塑學院（簡稱法國

皇家藝術學院）誕生，而始建於1661年的

凡爾賽宮則被視為皇家奢華品味的最高成

就。在藝文領域上，即便17世紀統稱為巴

洛克時期，但並沒有標準風格，因此文藝

復興的古典主義依然占有重要地位，再融

入華麗、感性、流暢生動的戲劇性元素，

便構成巴洛克豐富的藝術面向。

因此，巴洛克藝術可說是理性（法國皇家

學院）與感性（魯本斯、貝尼尼）不斷激

盪的過程，經由眾多藝術家獨到的創新與

詮釋，終而開展出百花齊放的藝術盛世。

藝術史上如一顆奇異珍珠的巴洛克，歷

經卡拉瓦喬、魯本斯、林布蘭等著名藝

術家，透過不同以往的創新思想與表現

技法，注入華麗又極富戲劇性的想像，

成就出一幅幅閃耀光芒的傳世之作。

撰文／凌光   
圖片提供／Museo Nacional del Prado、Galleria Borghese, 
Rome、Mauritshuis, The Hague、達志影像

Spectacular and
Sumptuous
浪漫經典
繁花似錦

貝尼尼《阿波羅與達芙妮》
生動的淒美瞬間

男神阿波羅下凡時，因愛神偷射了一支金箭（象

徵愛情），瘋狂地愛戀著河神之女達芙妮；但丘比特

故意以鉛箭（象徵憎恨）射向達芙妮，讓她無法接受

阿波羅的愛，最後為了斷絕緣分，甚至請求父親將

自己變成一棵樹。出自貝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 

1598～1680）的《阿波羅與達芙妮》（Apollo and 

Daphne），是博爾蓋塞（Borghese）家族委託製作，

也是他早期的最精彩之作。千鈞一髮之際，阿波羅終

於攬到達芙妮，但她的身體逐漸木化且面露苦楚，顯

示情勢已不可逆。這件可360度欣賞的作品，訴說著

充滿遺憾悲傷的那一幕，而貝尼尼僅僅是透過一塊石

材便演繹得如此生動，證明當時未滿30歲的貝尼尼既

擁有駕馭大理石的優異技巧，更擁有豐富的想像力與

善用戲劇張力的天賦。
貝尼尼《阿波羅與達芙妮》，大理石，1622∼1625年，
高243cm，博爾蓋塞美術館館藏。

卡拉瓦喬《酒神》，油彩、畫布，約1598年，95x85cm，
烏菲茲美術館館藏。

17世紀巴洛克時期

（上圖）位於巴黎西南方20公里外的凡爾賽宮，1979年已名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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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拉斯奎茲《宮女》
絕妙的構圖巧思

委拉斯奎茲（Diego Velazquez, 1599～1660）擅

長繪製肖像畫，24歲就已擔任宮廷畫師。他於1629

年遊歷義大利兩年，並從文藝復興汲取人文素養，

下筆謹慎、用色節制是其特色，此與魯本斯一派

重視戲劇性與幻覺的巴洛克風格差異甚大。《宮

女》（Las Meninas）的布局極具巧思，站在畫面

中心、侍女環繞的女孩是德蕾莎小公主（Margarita 

Teresa，菲力普四世之女），左後方手握調色盤與

畫筆站在畫布前，是面向觀者的畫家委拉斯奎茲本

人，而中央偏左懸吊的鏡子則是朦朧地反映出國王

與皇后的上半身，他們處在畫作所描繪的空間之

外，相當於觀者的位置。若依此鏡像來看，畫中的

委拉斯奎茲其實正為國王與皇后繪製畫像，但畫面

主角卻被一群圍觀宮女所取代，藉此亦可感受到畫

家企圖突顯小公主地位的用意。

維梅爾《戴珍珠耳環的少女》
唯美的無限遐想

荷蘭成為世界商業霸主的17世紀中期，也正是

維梅爾（Johannes Vermeer, 1632～1675）所處的年

代，在開放且極具活力的新興社會裡，盛行深獲中

產階級喜愛的「風俗畫」（Genre Painting），尤其

維梅爾存世的35幅畫作之中，大部分即屬風俗畫範

疇，更成為記錄當時生活的最佳寫照。《戴珍珠耳

環的少女》（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是畫家極少

數的人物特寫作品。畫作中並未有複雜的情節，僅

以左耳垂下一抹珍珠光澤輝映女孩純淨的臉龐，無

法言喻的美便足以撼動世人。根據考究，此作不是

真人肖像，而是一張想像的女性臉孔，但人們卻仍

寧可信其有，例如美國暢銷歷史作家雪佛蘭（Tracy 

Chevalier）就以此畫為小說題材，虛構出畫家與女

孩間若有似無的曖昧情愫，甚至曾改編為電影，增

添耐人尋味的想像空間。

林布蘭《夜巡》
精湛的光影表現

阿姆斯特丹火槍隊於1640年集資委

託林布蘭（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  1606～1669）繪製的群像作品《夜

巡》（The Night Watch），描繪寇克隊

長率領全隊即將出勤的一刻。為了突顯

寇克隊長，林布蘭刻意以旗桿、長槍、

佩劍的指向強調出隊長位置，加上隊長

身形最高大、站在明亮處，因而成為全

畫焦點所在。此外，林布蘭還刻意營造

每個人臉上不同的光影效果與表情，嘗

試詮釋隊員的內心世界。雖然費盡心思

完成鉅作，林布蘭非但未獲酬勞，還惹

上官司，原來火槍隊隊員認為大家支付

了相同費用，卻大多隱身於黑暗中，對畫家「極不公平」的構圖安排感到不滿，最終林布蘭被判敗訴

的結果更嚴重影響他日後的生活。然而這幅在當時不被欣賞也不被理解的作品，卻是林布蘭藝術生涯

的代表作，更是藝術史重要傑作之一。

維梅爾《戴珍珠耳環的少女》，油彩、畫布，1665年，
46.5x40cm，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館藏。
©Mauritshuis, The Hague

林布蘭《夜巡》，油彩、畫布，1642年，379.5x453.5cm，
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館藏。©Rijksmuseum

魯本斯《瑪麗．德．梅迪奇抵達馬賽港》
豐富的視覺饗宴

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接受法國

宮廷委託繪製的「瑪麗．梅迪奇」系列作品，以24件

大型油畫的巨構，擷取瑪麗生命中重要的歷史事件，

並結合史詩、神話寓言的創作手法闡述王后傳奇的一

生。近4公尺高的《瑪麗．德．梅迪奇抵達馬賽港》

（The Landing of Marie de' Medici at Marseilles）是該

系列中的一件，當年才25歲的義大利貴族瑪麗乘船前

往法國，將嫁給大她20歲的亨利四世，畫中即是描

繪她靠岸抵法的一刻。鋪著紅布的船板儼然將畫面分

割為上、下兩部分，上半部描繪盛裝的瑪麗正由侍者

攙扶下船，不僅天使吹響號角，更有法國使者熱絡迎

接；畫面下半部則是在海神驅動下，海裡的妖精紛紛

躍出海面為她護航及協助船隻順利靠港。魯本斯作品

一貫予人豐富流暢的視覺饗宴，甚至巧妙地融合歷史

與神話，賦予此義法聯姻神聖非凡的意涵。
魯本斯《瑪麗．德．梅迪奇抵達馬賽港》，油彩、畫布，

1623∼1625年，394x295cm，羅浮宮館藏。

委拉斯奎茲《宮女》，油彩、畫布，1656年，318x276cm，
普拉多美術館館藏。©Museo Nacional del Pr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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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組織、團體響應這項活動。

托德摩登的可食地景活動全由志工無償推動，

過程所需經費來自捐款、講座及旅遊導覽。大家

就在小鎮的閒置土地種植蔬果，若是遇到在空間

使用上有法規方面的問題，當地政府亦會積極協

助解決，因此從街道角落、醫院、警察局門口到

火車月台，到處可見蔬菜、果樹及草藥。同時也

歡迎正在等車、辦事或路過的居民，幫忙順手拔

除盆栽的雜草或澆水，就像社區的標語「If you 

eat you're in.」所說，不僅鼓勵人們加入社區種

植的行列，還可免費採收街邊長出的蔬果並帶

回家享用。

此外，還透過設立蜜蜂旅館建構豐富的生態，

舉辦遊行、美食節及豐收節等各式活動，藉以凝

聚居民的情感。IE認為所有社區若能夠相信人的

潛力且相互連結，大家便會開始做良善的事，而

這樣的連結分別可由社區、學習與經濟來達成，

意即社區是推動整個工作的核心，以種植、分享

蔬果的作法吸引居民關注可食地景的重要性；學

習方面，考量到多數人其實沒有種植經驗，因此

需要在社區開設相關課程，托德摩登同時也鼓勵

教師將植物種植納入課程，並創造一條可食地景

小徑供課外教學之用，讓種植、烹飪等生活藝術

帶入日常；經濟方面，代表了支持在地農業，一

旦愈多人購買在地農產品，當地食品經濟便愈茁

壯，同時藉著推動綠色社區旅遊路線，帶領遊客

造訪社區可食地景而產生收入，更已成為現今托

德摩登的另一種經濟模式。

哥本哈根群島．浮島概念打造生態綠洲

面對地球暖化造成海平面上升，被評為幸福國

度的丹麥首都哥本哈根找出了解決之道。有別

於填海造鎮的方式，2000年哥本哈根以人工浮

島概念設置Islands Brygge、Kalvebod Brygge、

Sluseholmen和Fisketorvet共4座海港浴場，將市

民的休閒生活往海域擴展，也拉近人與海港的距

離，尤其每到夏季便成為哥本哈根居民的最佳休

閒去處。

當中最受歡迎的Islands Brygge，除了有跳水

塔、兒童專用泳池等設施，人們也喜歡在泳池

前的草坪野餐、做日光浴及玩球，增進親子間

的情感；以珊瑚為設計概念的Sluseholmen海港

浴場，設有4個泳池供兒童、成年人及潛水者使

用；而在Kalvebod Brygge海港浴場旁，還有一座

名為「綠島」（Green Island）的咖啡館，同樣是

令人驚豔的漂浮綠洲。

透過符合友善環境的軟、硬體設施打造綠

色社區，並在居民的共同參與下，將環保

觀念融入生活裡，進而達到人與環境和諧

共生的目標。

撰文／李欣怡   
圖片提供／ Incredible Edible Todmorden、
VisitCopenhagen、達志影像

為
了保護地球的生態環境，藉由人類參與的

力量及落實環保的共識，將友善環境的措

施連結飲食、休閒等日常生活，現今在世界各地

已有許多具體實踐永續共好的成功案例，並且持

續擴大其影響力。

托德摩登．可食地景開創綠色經濟

托德摩登（Todmorden）是英國一座因棉花

貿易而繁榮，並擁有悠久工業歷史的小鎮。早

於十多年前，最初是一群人在托德摩登的咖啡

館聚會及分享對小鎮未來的想法，爾後在居民

Pam Warhurst和Mary帶領下，開始推動名為「不

可思議可以吃的托德摩登」（Incredible Edible 

Todmorden）的可食地景活動。

結合了在地農業耕種與美化環境的可食地景，

同時達到縮短食物里程、安心食用蔬果的雙重目

的，結果在全球引起不小的迴響。托德摩登現已

成為全球綠色社區的典範，他們成立Incredible 

Edible（簡稱IE）組織，除了在網站分享自己的

成功經驗，也相當樂於接受團體組織前來觀摩，

目前英國有超過140個團體加入，全球更有上千

Sustainable 
Solutions
永續共好的
理想行動

綠色社區典範

每到夏季，哥本哈根運河就變成當地市民從事水上活動的地點。

©VisitCopenhagen / Daniel_Rasmussen
哥本哈根以人工浮島概念建造海港浴場，提供市民更多休閒去處。

©VisitCopenhagen / Mathias Brandt

托德摩登居民利用閒置的土地、空間種植蔬果，現今已

成為全球效仿的對象。 ©Incredible Edible Todmorden 
全由志工推動的托德摩登可食地景活動，無形中亦凝聚了居民之

間的情感。©Incredible Edible Todmorden 

30 一 個 微 笑 可 以 牽 引 另 一 個 微 笑

Green Living 綠色生活 

31 178期   2022.9-10

Sustainable Solutions



現在，哥本哈根港再推出「哥本哈根群島」

（Copenhagen Islands）的全新浮島公園，這項

計畫是由澳洲建築師Marshall Blecher與丹麥設計

工作室Fokstrot共同發起，每座浮島各自具有像

是三溫暖、咖啡館、花園及貝類養殖場等特定功

能，並以可回收使用的鋼、獲得認證的可持續採

購木材為建材，運用傳統木船建造技術手工打造

而成。每座島嶼預計將種植綠色植物及樹木，為

鳥類提供棲息地，下方則營造成海洋生物棲地。

同時，這些人工島嶼還可視情況移動到不同的海

域，讓使用更有彈性。

溫哥華選手村．綠能社區實踐友善環境

被譽為世界最佳居住城市的溫哥華，城市繁榮

始自最古老城區―蓋士鎮（Gastown），當地至

今仍保留著維多利亞時代建築與街景，而位於市

中心的偌大森林為史丹利公園（Stanley Park）占

地400公頃（相當於15座大安森林公園），是公

認全球最大的城市公園之一。它同時也是北美率

先加入再生能源運動的城市，2018年已有90％以

上的城市用電來自再生能源水力發電，並且致力

發展自行車道及電動車、將廢棄物轉化為能源，

期望在2050年之前，城市的建築及交通能夠百分

之百使用再生能源。

2010年溫哥華冬季奧運選手村（Olympic 

Village）原本是工業區，為了迎接奧運盛事，以

永續概念從無到有打造出全新社區，並獲得國際

綠建築協會LEED認證。現已功成身退的奧運選

手村變身為綠色社區，大量運用再生能源、收集

雨水做為灌溉生態屋頂及馬桶用水、回收廢水及

污水轉化為能源等。而有鑑於以往設立路障或抬

高人行道的方式，將影響身障者與嬰兒車的通

行，因此改以使用不同路面材質、以行道樹將人

車分道，藉此打造友善環境。

溫哥華非營利機構Food Stash Foundation，去

年便在選手村開設加拿大第一間解決浪費的蔬果

超市，銷售來自批發商、農場等管道的過剩、賣

相不佳與即期食品，店內還設置供民眾捐贈農產

品、熟食的冰箱。特別的是，所有商品讓消費者

「憑感覺付費」（Pay what you feel），避免食

物浪費之餘，也能幫助經濟不富裕的居民獲得足

夠食品，減少貧富差距造成的糧食分配不均。

面對全球淨零排放的目標，如何更有效率地落實環保，絕對是最重要的課題。

而在付諸實際行動之前，也必須先瞭解各種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綠知識，

如此才能朝向正確的永續之路前進。

陸
地植物透過光合作用將碳儲存於植物

及土壤中，稱為「綠碳」；而海洋及

沿海生態吸收二氧化碳並將其固定、封存於

海中，稱為「藍碳」。為了減緩地球氣候暖

化，過去多關注於如何運用綠碳解決問題，

近年則開始將焦點轉移到藍碳。

占地球面積達70％的海洋是最大的生態系

統，根據聯合國的資料指出：海洋供應人類

50％的氧氣量，既是地球之肺，也是地球最

大的碳匯（Carbon Sink，指從大氣中吸收並

儲存二氧化碳）。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

（NOAA）發布的資料則顯示，海洋中的藍碳

主要透過紅樹林、海草及鹽沼植物作用，這

些沿海生態系統比森林面積還小，但卻能以

更快的速度吸碳，例如紅樹林與鹽沼的除碳

速度即比熱帶森林高出10倍，而僅占海底1％

面積的海草，就儲存了海洋11％的碳量。由於

大部分的碳都儲存在人類看不見的海底，因此

從沿海土壤中發現的碳，通常都已經有數千年

歷史，反觀陸地植物可能受到砍伐、各種災害

及生長年限等因素影響，死亡後經微生物分

解，原本固定在植物的碳又再返回大氣中，

其儲存週期明顯較藍碳來得短。

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林幸助教授從研

究中發現，擁有豐富紅樹林生態的台灣，其

儲碳能力高於全球平均值，這項發現獲得國

際重視，並刊登在知名期刊《全球變遷生物

學》（Global Change Biology），顯見台灣的

藍碳相當具有潛力。

海洋生態系統除了具有極佳的固碳效果，

還能夠提供生物棲地、防止海岸侵蝕與淨化

海水等。一項在美屬波多黎各喬布斯灣保護

區復育海草與紅樹林生態的行動，不僅抵消

企業產生的碳排放量，同時保護了當地脆弱

的珊瑚礁生態，以及褐鵜鶘、海龜、西印度

海牛等瀕危物種。由此可見，藍碳在緩解地

球暖化、維持生物多樣性等方面，確實扮演

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綠色科普學堂

潛力無窮的藍碳

撰文／李欣怡    圖片提供／達志影像

相當重視環保的溫哥華，在市區設置了廣闊的公園綠地，打造宜

居且適合旅遊的城市空間。已蛻變為綠色社區的溫哥華選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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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傳奇工程，完成後的港區防波堤更有「江口突

堤」的稱號。

在尚未有北迴鐵路的年代，1939年建成的花蓮

港大幅改善東部地區長久交通不便的問題，並成

為當地非常重要的對外運輸據點。然而江口良三

郎卻在築港完成前突然離世，居民與地方首長遂

於港邊興建感念其貢獻的紀念碑。

海上走廊帶動觀光

戰後（1956年）花蓮港修復完成，隨著貨運

量逐年上升而展開擴建計畫，1963年正式擴建

為國際商港。至1975年因「海上第三走廊」政

策開始營運的花蓮輪，提供單日兩班往返基隆

與花蓮兩港間的服務，一度為東部帶來海運觀

光熱潮。直到北迴鐵路通車後，花蓮港的運輸

功能逐漸由鐵路取代，海運與臨港線鐵道才陸

續停止客運業務。

花蓮港擴建至第四期時，業務量已遠比先前下

滑許多，曾經見證花蓮港街發展歷程的臨港線鐵

道也在1999年正式拆除，且改建為兩潭自行車

道，然而後期建蓋的二代臨港線鐵道與「花蓮港

車站」，至今仍以貨運為主默默地運行於花蓮港

邊，即使花蓮當地亦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近年

因台鐵自國外採購的新自強號EMU3000與美型

電聯車EMU900，均是從花蓮港卸船上岸，同時

在花蓮港車站舉行迎接與交付儀式，才讓人發現

花蓮港邊的這座迷你火車站。

現在前往美崙濱海一帶，探訪與當時築港計

畫有關的花蓮港鳥踏石公園（原江口良三郎公

園），還有已改建為自行車道的臨港線與米崙

目前的花蓮港臨港線鐵道不提供載客，僅做為貨運運輸使用。

Facing the Pacific Ocean

面向太平洋的花蓮港，昔日既是台灣

東部海運樞紐，也是台灣四大國際商

港之一，現今雖然商務功能減退，近

年因成為出海賞鯨的重要港埠，加上

當地自然悠閒的步調，始終是引人造

訪的東海岸旅遊焦點。

海洋生態新魅力

撰文／Claire Chou  攝影／Claire Chou、游忠霖
圖片提供／台灣水泥

洄瀾灣
花蓮港

100 多年前來自漳州的漢人移墾到花蓮

時，為這片氣勢壯闊的山海地貌取

了「洄瀾」一名。1939年，洄瀾港經「築港」變

身為花蓮港，不僅成為東台灣連結西岸的重要門

戶，更是台灣唯一臨太平洋主航道的國際商港，

肩負海內外運輸吞吐任務。時至今日，相較於

商港功能的消減，改以黑潮與鯨豚的特殊海洋生

態，帶動了觀光產業的發展。

海口築港成就繁榮

花蓮港其實並不只是港口，於百年前指的是

1875年卑南廳設置後，自花蓮溪出海口發展成的

臨海聚落「花蓮港街」，而在日治時期築港後則

是指花蓮海港。

在花蓮老一輩人口中，「築港」具有特定的

意義。1931年由日本政府計畫執行的9年築港工

程，是當時台灣東部最大規模的交通建設，甚至

為運送築港物資更構築了臨港線鐵道，均為促進

花蓮繁華的重要建設，其中的關鍵人物為花蓮廳

長江口良三郎，他於任內提出與執行花蓮港築港

計畫、臨海線鐵路。不過，由於花蓮沿海屬於菲

律賓板塊急速下降的地勢，工程難度之高被認為
（左圖）紅燈塔是船隻進出花蓮港的醒目標誌。

（右圖）花蓮港公司近年以藝術為主題，活化港區成為親水遊憩區。（圖為維納斯藝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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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零利率產品：零手續費、零總費用年百分率 ※循環利率：5.88%-15%
（依本行電腦評等而訂，基準日：2015/9/1）※預借現金手續費（依預借現金
約定結付幣別區分）：預借現金金額x3.5%+（新臺幣100元/3.5美元/350日圓/ 
2.5歐元）※其他相關費率依本行網站及申請書公告 

輕鬆度假精選

車站，均可感受到花蓮港全盛時期的臨港海風

記憶。

海中鯨豚引發熱潮

根據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自1998年起統計的鯨

豚目擊紀錄，在全世界已知的90多種鯨豚中，台

灣周遭海域就記錄到將近30種，幾乎占了全球三

分之一。受鯨豚眷顧的花蓮海域造就了賞鯨產業

發展的契機，也帶動花蓮港再度活絡，從1997年

台灣第一艘賞鯨船由花蓮石梯港出發後，每年都

有成千上萬的遊客來到台灣東岸出海賞鯨，尤其

夏季從花蓮出發，遇見鯨豚的機率更高達94％。

有別於早年「追著鯨豚跑」，近年的賞鯨團

因保育意識提高，已逐漸改為降低干擾的遠眺

方式觀賞，遊客出海前需接受專業志工解說課

程，上船後亦有專業解說員全程陪同，而在賞

鯨活動出發前，還須在花蓮港旁的台灣海礦館

上課，該館位於台肥海洋深層水園區內，其前

身是日本鋁業株式會社花蓮港工場，當時因應

日本員工信仰所興建的「構內社」，是台灣目

前少數保存相當完整的企業內神社，再加上園

區內隨處可見和風建築，予人穿越時空回到日

治時期繁榮花蓮港的錯覺。

海魚體驗聚焦永續

除了賞鯨活動，近年也有許多返鄉青年回到花

蓮，例如七星潭旁的「洄遊吧Fish Bar」，以食

魚教育及永續海洋為核心，並透過洄遊鮮撈、洄

遊新知和洄遊潮體驗等，甚至是參與定置漁場的

收網日常、出海行程、逛魚市、客製烹飪等一系

列多元規畫，讓更多人認識不同季節的洄游性魚

種，且進一步瞭解定置漁場這類「相對友善漁

法」的概念。

另外，距離花蓮港北方約24海里的和平港自

2003年開始營運，主要功能為運輸花蓮和平工業

區內的水泥原料、燃煤等物資，同時負擔花蓮港

原有的一部分運量。位在這座工業港旁的台泥

DAKA園區，有原住民特色的DAKA市集、太陽

能地標「和平花」、全球唯一鳳梨科保種基地

「百鳳園」等旅遊亮點，還有提供和平礦山、部

落微旅等預約導覽行程，引領遊客一一感受花蓮

的山海樂趣。

3566

玉山信用卡卡友 享優惠

旅遊 小叮嚀

COVID-19疫情期間，許多景點與飯店開放設施採滾動式
調整，因此提醒您於行前先確認目的地是否開放、是否

需先預約等問題，同時務必攜帶足夠的口罩與消毒用酒

精，並隨時留意查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交通部觀

光局及該地區縣市政府網站的最新旅遊建議。

（左圖）花蓮和平港是亞洲首創「港電廠三合一」的循環經濟園區。

（右圖）花東海域是鯨豚出沒的天堂。

花蓮理想大地渡假飯店
住宿優惠   持玉山信用卡訂購微樂理想假期兩天一夜專案（一泊二食），享95折優惠。

預約電話：（03）865-6789    地址：花蓮縣壽豐鄉理想路1號
注意事項：1.本專案優惠已包含10％服務費，團體不適用。2.本專案優惠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3.本
活動持卡人於飯店使用玉山卡（不含公司卡與採購卡）支付全額款項，並告知欲使用玉山銀行優惠專案始
得享有，恕不適用於旅行社訂房、訂房網訂購等非於飯店官網或現場結帳之交易。訂房時請主動告知使用
玉山卡消費。4.加人加價（含早晚餐）：大人每人每晚2,970元（滿12歲或身高滿150公分以上），兒童每
人每晚1,980元（滿6歲∼未滿12歲或身高滿115公分∼未滿150公分）。5.優惠不適用於連續假期與農曆春
節期間，加人加價、房型升等、平假日定義及特殊節日規定，詳情請依花蓮理想大地渡假飯店規範為準。
6.若無註明均以新臺幣計算。7.玉山銀行與花蓮理想大地渡假飯店保留活動修改、變更及終止之權利。

 活動期間：2022/4/1∼2022/12/30

捷絲旅花蓮中正館  
住宿優惠  刷玉山信用卡每房每晚最高折抵300元。

預約電話：（03）890-0069   地址：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396號
注意事項：1.優惠均須事前預約並主動告知使用玉山信用卡優惠，且於消費時刷卡支付全額費用始能享有
優惠，未經預約恕不適用本活動優惠。2.官網房價總額為折抵後之優惠價，恕不配合紅利折點，且不得與
其他專案優惠合併使用。3.優惠不適用於農曆春節期間（2022/1/29∼2/6），加人加價、房型升等、平假日
定義及特殊節日規定，詳情依捷絲旅規範為準。4.若無註明均以新臺幣計算。5.未盡事宜依捷絲旅規範為
準，玉山銀行與捷絲旅保留活動修改、變更及終止之權利。

 活動期間：2022/1/1∼2022/12/30

THE GAYA HOTEL渡假酒店
住宿優惠   刷玉山信用卡平日入住享一泊二食優惠：雅緻客房（雙人）平日優惠價

5,999元、精采家庭房（四人）平日優惠價8,999元。
預約電話：（089）611-888    地址：台東市新生路169號
注意事項：1.平日、旺日、假日、連續假日之定義：平日為週日至週五（農曆春節、連續假日及暑假7/1∼
8/31期間除外）；旺日為暑假（7/1∼8/31）期間之週日至週五；假日為每週六；春節1/29∼2/5不適用；連
續假日為2/26∼2/28、4/2∼4/5、6/3∼6/5、9/9∼9/11、10/8∼10/10。2.訂房優惠間數有限，優惠價已包
含服務費。3.依房型人數提供西式早餐、晚餐套餐（價值800元+10％）。4.住房時間為當日15:00，退房時
間為翌日11:00。5.不適用日期：農曆春節期間及任何套裝行程或專案。6.兩小床可加床，加床需加收2,000
元，包含早餐及晚餐各一份。7.房客可免費使用無線網路及客房內礦泉水、每房贈送木工彩繪一組及迎賓
水果一份。8.館內設施：游泳池、健身房、客用停車場。9.交通車接送（需於前3日洽櫃檯預定）台東火
車站、台東機場免費來回接駁乙次。10.上述報價如有變動，依飯店公告調整為主，恕不另行通知。11.若
無註明均以新臺幣計算。12.未盡事宜依THE GAYA HOTEL渡假酒店規範為準，玉山銀行與THE GAYA 
HOTEL渡假酒店保留活動修改、變更及終止之權利。

 活動期間：2022/1/1∼2022/12/30

瑞穗天合國際觀光酒店
住宿優惠   持玉山信用卡預訂瑞穗天合國際觀光酒店專案，平日入住城堡精緻客房，

享升等城堡溫馨家庭房優惠。

預約電話：（03）887-6000    地址：花蓮縣瑞穗鄉溫泉路二段368號
注意事項：1.此優惠僅限電話訂房使用，須提前預訂，並於訂房時告知使用玉山信用卡優惠專案。2.此優
惠限持卡人本人入住使用，並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3.優惠僅提供客房升等，不含第三、第四人之餐
食與金色水樂園或其他相關門票等設施。專案配套與價格須依預訂日公告為準。4.此優惠不接受加床。
5.此優惠數量有限，訂房須視現場實際住房狀況。6.平日定義為週一至週四。7.旺日、假日、大假日、特殊
大假日期間不適用，詳細日期定義依酒店公告為準。8.若無註明均以新臺幣計算。9.未盡事宜依瑞穗天合
國際觀光酒店規範為準，玉山銀行與瑞穗天合國際觀光酒店保留活動修改、變更及終止之權利。

 活動期間：2022/1/1∼2022/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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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緯交錯的數十支修長藺草，在老練的手勢中逐漸翻轉成形。
（圖片提供／藺子）

它擁有韌性比一般藺草更強、觸感更為柔軟親

膚，還散發獨特的濃郁香氣等優點。由於吸濕性

強又耐曬，日治時期苑裡出產的藺編製品，甚至

規定必須全數銷往日本，是天皇貴族才能享有的

高級製品。

而常見的台灣藺草帽起源可追溯至1897年（明

治30年），後世尊稱為藺編先驅的洪鴛女士，當

時因不忍罹患頭瘡的幼兒被蒼蠅叮咬，就用藺草

編織出台灣第一頂藺草帽。自此之後，洪鴛女士

還發明了50多種花色編織技法，並傳授給更多漢

人婦女，使藺編從平面發展為立體編織，亦促使

藺草帽編織技術迅速成長。

手工創意擺脫夕陽產業

整體藺草編織業於日治時期達到顛峰，當時藺

草製品是台灣特產出口第三位，僅次於蔗糖與稻

米，其中苑裡藺編更成為最高品質的代表。無數

苑裡婦女以巧手編織出各式草蓆及草帽，在撐起

家庭生計之餘，也串連起藺草種植、編織、販售

的產業鏈，因而成為這座海線小鎮的經濟主力。

苗
栗縣苑裡鎮的藺草編織工藝發展至今已有

300年歷史，例如早期常見的草蓆、草帽

等生活用品即大多出自苑裡藺編，雖然曾因產業

沒落而一度被視為過時，但由於苑裡青年致力振

興之下，使得在地阿嬤的國寶級手藝再次成為焦

點，而結合了復古風格與時尚設計的藺草編織用

品，更是深受年輕消費者青睞。

手編草蓆開啟在地經濟

苑裡早期盛產藺草，特別是香氣明顯的「三角

藺」，幾乎只生長在大安溪至苑裡溪之間的苑裡

鎮一帶。300年前，當地的道卡斯族婦女將大安

溪下游的野生三角藺草曬乾後編織成草蓆，它所

具有的透氣吸濕特性，很適合炎熱潮濕的濱海夏

季使用，因而廣受喜愛。之後這項技術流傳至苑

裡庄等漢人聚落，同時將野生藺草改為水田栽

種，待材料取得穩定之後，間接地也促使婦女的

編織技藝更為精進。

即使日本、東南亞甚至台灣其他縣市都有種植

藺草，但苑裡一帶的「三角藺」是屬於特有種，

苗栗苑裡已有300年的藺編工藝，如今
經由新世代的努力下，古老技藝與時

尚元素一起編織出現代生活的美好想

像，也為傳統手工藝創造無限價值，

並且得以保存延續。

撰文／Claire Chou  攝影／Claire Chou、PJ

Weaving
Renaissance

用雙手
交織傳統時尚

苑裡

藺編工藝

年輕人致力振興藺編工藝，讓在地阿嬤的好手藝被更多人看見。

加入設計與強化實用性的各種系列帽款，充滿時尚與文青感。

直到台灣進入工業時代，隨著塑膠製品、成衣與

家用冷氣的普及，藺編製品不再是生活必需品，

苑裡藺草產業才逐漸沒落。

或許是旁觀者清，許多地方人事物陷入困境

時，經常是外地人看到問題且找出解決方法。就

如2016年廖怡雅與李易紳共同創辦了在地藺編品

牌「藺子」，便為苑裡帶進年輕世代的想法，他

們不只販售藺編商品，更回到整個產業鏈，重新

爬梳並振興苑裡的藺草產業。創辦人之一的廖怡

雅並非在地人，擁有工業設計背景的她就讀研究

所時，曾因來到苑裡駐村而深入認識藺草工藝。

當她與創業夥伴李易紳協助推動藺編文化復育期

台灣品種的藺草是大安溪畔風土氣候下的特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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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發現無論是地方政府或在地職人，都認為藺

編工藝是夕陽產業，儘管政府支持並提供補助，

身旁也有許多人努力推動，但似乎只能做到不讓

這門手藝失傳。

廖怡雅與李易紳認為，「不讓手藝失傳」是相

對比較消極的作法，尤其當補助結束時，工藝師

勢必就會面臨失業的景況。於是兩人決心創業，

想辦法讓藺編工藝回到商業模式，不再只是依靠

補助，而是透過買賣循環讓產業鏈各階段都能獲

利。同時工藝師也因找回了成就感，並且藉由與

消費者的互動，激發出更貼近市場喜好與需求的

創作靈感。

對此，他們認為第一步要先做市場區隔，強化

藺編產品功能。考量到商品流動性以及傳統帽蓆

行的客源對象，藺子現階段不做如草蓆、床墊或

榻榻米等一用就是十數年的大型產品。接著是從

設計著手，以古早味商品加上流行元素的概念，

賦予藺編時尚感特色，推出一系列更具設計感與

功能性的小型商品，例如結合帆布、皮革等異材

質，提高功能性與美感；打造不同系列的藺草

帽，且透過像是帽款內緣加裝可調式止汗帶，或

是預留約5公分的頭圍調整空間，可有效因應穿

戴者的不同髮型變化等強化實用性的設計。另

外，還開發了提袋、筆袋、名片夾等現代感日常

小物，讓藺編商品更加融入生活感。

手藝傳承振興地方價值

隨著環保意識抬頭，加上網路社群的影響力，

這幾年藺草帽與藺編商品愈來愈受年輕世代喜

愛，但藺子在投入藺編產業之初，其實都曾面臨

家中長輩、地方人士，以藺編商品已落伍、傳統

帽蓆行經營困頓等現實，希望勸退兩人放棄。

「就是一直溝通吧，想辦法讓他們知道這不是僅

憑熱情或衝動的創業，是一步步有計畫的執行。

對地方工藝師而言，我們提供穩定的商業合作模

式，透過收購與品質控管，讓老藝師能更加精練

手藝；此外，也讓地方老商家理解我們不是競爭

對手，是分工合作讓藺編產業得以回春的夥伴。」

廖怡雅堅定且溫柔地述說著創業初期的狀況。

藺子的確紮紮實實地下了許多外界看不見的功

夫，例如強化商品設計感與實用性、固定與藺編

工藝師約聘合作、透過網路與社群進行宣傳、與

傳統帽蓆行建立友善合作關係、技藝課程傳承、

培養新一代工藝師等，因此在創業短短3年之

後，藺子的品牌知名度與營業額得以成長迅速，

並形成正向商業循環。李易紳同時也觀察到，對

固定合作的工藝師阿嬤而言，以前從事藺編工作

是為了家中經濟，現在看到年輕人持續購買藺編

商品，阿嬤則認為除了還能靠雙手謀生之外，自

己的名字能和商品一起被年輕人認識，是相當有

成就感的事。

手作思維傳遞藺編美學

除了產品設計與前端銷售，藺編工藝相關的產

業鏈還包括種植藺草的草農、周邊配件的車縫、

無法供編織的次級藺草批發銷售等，廖怡雅與李

易紳同樣全程參與。近年他們甚至打造了一塊專

屬藺草田，以無毒方式種植，每逢一年3次的採收

期，更會親自下田協助割草、綁草、曬草。

回想創業初期，包括藺子工作團隊、工藝師、

裁縫師、壓帽模具等全都擠在小屋內，甚至連物

流倉儲、商品除濕溫控等也設置在同一棟建築，

大家專注地嘗試藺編商品的各種可能性。而為了

上樓不方便的阿嬤，教學課程全都在1樓進行，

與其說那是店面，其實更像是工作室，兩人就這

樣與在地長輩共同打拚，漸漸地創造出藺子現今

的規模與穩定營收。

由於藺草商品主要特色是手工打造且獨特性

高，多數顧客喜歡親至店裡選購，但近兩年多來

因為COVID-19疫情影響，尤其2021年三級警戒

期間實體店面曾2個月無法營業，兩人決定藉此

機會強化線上銷售通路，同時規劃復甦後的生產

線管理。此外，原本以草帽與提袋為銷售主力，

也因「宅經濟」的啟發，而著手開發燈具、抱枕

套、杯墊等居家用品，並於台中歌劇院、勤美學

山那村、台北好丘等設立專櫃，希望讓更多人認

識藺草編織的工藝美學。

（左圖）藺編師使用這些工具進行槌草、摧草等製程。（中圖）特有三角藺的草橫剖面呈現正三角形。（右圖）包括工藝師、裁縫師在

內都是開發藺編商品相當重要的成員。

對苑裡藺編工藝師而言，各種藺編生活用品都難不倒她們，甚至經由異材質的結合讓藺編商品更多元。

（上圖）民眾可以透過DIY材料包創作自己的藺編小物。
（下圖）苑裡天下路從早期幾乎是帽蓆行的景況，至今僅存4家
店面繼續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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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resh 身心舒壓

透過基本幾何圖騰纏繞交疊所完成的禪繞畫，讓人隨著緩

慢而療癒的繪製過程，逐漸抒解原本緊張焦躁的情緒，即

便沒有繪畫基礎也能輕易上手，達到放鬆的效果。

撰文／Gill Li  圖片提供／CloudTangle雲繞創意、繞J畫

一筆一畫隨興安定

念的境界，因此有人會以

運動、瑜伽、頌缽或音樂

做為輔助，而禪繞畫則是

藉著畫畫的過程進入冥想

狀態。

看似錯綜複雜的禪繞

畫，其實沒有任何規則限

定，僅需利用5種圖形畫

出所有的想像，因此每個

人都能創作出屬於自己的

作品。或許開始學習時還

無法完全放鬆，等到5種

圖形繪製熟練後，漸漸地

就能憑直覺隨興創作，內

心自然也會安定。

自由疊繞畫出快樂

禪繞畫與一般繪畫有什

麼不同呢？CloudTangle

雲繞創意負責人吳珊儀解

釋：畫畫能不能達到定

心，是在於繪畫的「目的

性」。台灣設計產業蓬勃發展，平面設計、商業

設計乃至藝術創作百花齊放，然而一旦作品變成

商品、美醜都有界定標準時，創作過程往往會變

得痛苦；相較之下，禪繞畫的世界沒有對或錯，

必備的素材就是紙筆，甚至沒有橡皮擦，強調創

作只要從心出發便是完美，心情遠比一般繪畫或

臨摹來得自在。其目的即是希望透過簡單的方

式，讓不擅長繪畫技巧的人都能有機會自由大膽

地創作。

吳珊儀同時表示台灣其實非常適合從事禪繞

畫，因為生活中可見的窗花、老花磚，幾乎都

有著禪繞畫的元素。當學

員熟悉禪繞畫的技法後，

便會希望他們不要再跟著

老師畫，開始嘗試自由創

作，「沒有框架的創作，

反而讓學員發展出自己的

風格。」她曾在獄所開設

課程時，親身感受到大家

專心順著線條畫畫而靜下

心的過程，甚至有人因為

喜歡而持續創作，並與她

分享從中獲得的快樂。

「不知道過去的他們經歷

了什麼，但看到他們透過

禪繞畫而緩和的臉龐，讓

我衷心認為這是美好的相

遇。」

療癒心靈畫出可能

繞J畫的Jenny過去曾從

事服務業，長期處在高壓

的環境裡，為了舒壓而嘗

試過多種身心靈療法，直到和禪繞畫相遇才真正

讓心安定下來。沒有任何繪畫基礎的她，現已創

作出令人驚豔的畫作，因此深信禪繞畫的效果。

尤其自己有過被壓力追著跑的經驗，Jenny的課

程安排除了繪畫，初期還會加入呼吸調整、節奏

掌握等類似瑜伽的作法，帶領學員藉著畫畫逐漸

抽離原本的生活，感受身心放鬆的時光。

禪繞畫的本質以禪為首、畫為後，創作過程除

了美感之外，也能發現自己更多的可能性，並進

一步將禪繞畫的體悟運用在情緒管理及工作，為

生活開啟截然不同的新視野。

Peaceful Zentangle Drawing

Peaceful 
Zentangle 
Drawing
禪繞畫

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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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一支筆、一張紙就能開始的禪繞畫，其重點是在於如何

藉由畫畫進入靜心冥想的過程。

纏
繞畫的發展時間不長，但已成為近年風靡

全球的藝術療法。由於不需具備繪畫基

礎，只要透過重複畫圓和線條等基本圖樣，就能

體驗創作的樂趣，尤其在全神貫注於線條描繪的

過程中，時間彷彿也隨之變慢，讓人感受到內心

的平靜。

消除雜念畫出想像

禪繞畫最初源自於一對美國夫婦R i c k與

Maria，Maria本身是英文花體書法的藝術家，

平時工作十分忙碌，在某次做畫時她隨性地用

數個幾何圖形串連堆疊成畫，相較於以往為了

商業創作而產生壓力，不僅創作過程絲毫未意

識到時間流逝，完成後腦中的雜念更已全部消

失、壓力也獲得釋放，曾為僧侶的Rick發現那應

該就是所謂的冥想或禪。

面對現代繁忙的生活，許多人會透過禪修幫助

安定心神，但並非每個人都能輕易進入寧靜無雜

禪繞畫的應用廣泛多元，例如做為杯墊、紅包

袋等創作元素，賦與作品更多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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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ng Up for a Gym

身處世界地球村的時代，無論日常生活或工作

需求，使用英語的場合日益頻繁，透過平日會

話練習、累積實用字彙及學習商用書信等方

式，將有助於逐步提升英語聽說寫的能力！

撰文／Lucas  圖片提供／達志影像

健身房篇
Signing Up for a Gym

加入會員小學堂

商用英文小學堂

Replying to a Client Complaint
回覆顧客的投訴

Certified 
Trial 

Cardiorespiratory 
Endurance 

Complication 
Deploy

Prioritize
Tirelessly

受過培訓並獲得認證

試用服務

心肺耐力

困難

調配

優先

努力地

Vocabulary
字彙複習

Hi, I would like to sign up for a 
gym membership.
您好，我想要加入健身房會員。

Johnny

Okay, how much is the 
monthly fee?
好的，請問月費是多少？

Johnny

That sounds great!
I really appreciate it.
聽起來很不錯，謝謝您。

Johnny

Sounds like a plan. Let’s do it!
聽起來不錯，來吧！Johnny

Hi Mark, I’d like to build some 
muscle and increase my 
cardiorespiratory endurance.
嗨，馬克，我想鍛練肌肉和增加
心肺耐力。

Johnny

Sure! Please help me by filling 
out this application form.
沒問題！麻煩請先填寫申請表。

Jeremy

Sounds reasonable. This is my 
first time at a gym, do you offer 
personal trainers?
聽起來很合理。這是我第一次加
入健身房，你們有私人教練的服
務嗎？

Johnny

It is $1,000 a month, but if you 
purchase an annual plan you can 
save $300 a month.
每月須繳1,000元，但如果您購
買年度方案，每月可省300元。

Jeremy

Hi, my name is Mark, nice to meet 
you. What are your fitness goals?
我是馬克，很高興認識您。請問
您健身想達到的目標是什麼？

Trainer 
Mark

Okay, no problem. Today we will 
work with light weights to develop 
your form, then finish off with a one 
km jog on the treadmill. How does 
that sound?
好的，沒問題。我們今天將進行
輕量級訓練，然後在跑步機上慢
跑1公里。您覺得如何？

Trainer 
Mark

Yes we do! We have certified personal 
trainers that can assist you to reach 
your fitness goals. In fact, we have a 
trainer available right now, would you 
like a free one hour trial?
有的！我們有專業認證的私人教練，
能幫助您達成健身目標。我們現在剛
好有一名教練有空，您想嘗試1小時的
免費體驗嗎？

Jeremy

Lesson 4

日常生活用語
輕鬆學

  Tip 1   表示歉意
先自我介紹，開啟一段有溫度、互動的對話，安撫

對方的怒氣。不厭其煩地表示歉意，讓對方未來有

機會繼續成為您的顧客。切記有禮貌很重要，由於

對方已經因為遇到問題而感到不安，任何的不尊重

將只會激怒對方，並可能會失去顧客。

Introduce yourself, so they know they are talking 
to a human and won’t become more angry. Always 
apologize, showing that your sorry will make it more 
likely they will continue to be your client. Don’t be 
rude, they’re already upset that they are experiencing 
issues and you will just anger them further and will 
likely lose a customer.

  Tip 2   解決辦法
提供解決方法或向對方保證正在努力解決它，如果

顧客知道很快會有解決辦法，將能有效緩和他們的

情緒。若無法提供顧客解決方法或時間表，他們會

因為覺得不受重視，而可能轉與其他公司合作。

Offer a solution or assure them that you are working to 
fix it. If they see a fix coming, they will be calmer and 
happier. If you don’t give them a solution or timeline 
for a fix, they will feel that they are not a valued client 
and will look for another company to replace yours.

  Tip 3   再次道歉
最後再次道歉，讓顧客感到備受重視與關心，並表

達希望未來能持續合作及提供服務的善意。

Apologize again. Reassuring them that you are sorry 
will show that you care about their patronage and 
want them to stay.

Example

Subject: RE: Problem with my Product
Hello Alex,
I'm Mitchell, technical support of Company A. I hear 
you are having some complications with our product. 
I am so sorry you are experiencing issues, we will 
work to fix them immediately.
Looking at your problem, it is a bug that occurs in 
our database and we will need to deploy an engineer 
to build a solution. With this news, I have elevated 
this report to my supervisor and they will be able to 
prioritize the fix with the engineering team. At the 
moment, I can not assure you of the time the solution 
will be rolled out, but I can assure you that we will 
work tirelessly to fix the issue.
I would like to apologize again and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for me, please don't hesitate to reach 
out.

Best,

Mitchell
Technical Support at Company A
123-456-789

信件主旨：回覆：產品問題申訴

艾力克斯：

您好，我是A公司的技術支援人員Mitchell，聽說

您在使用我們的產品時遇到一些困難，很抱歉讓

您遇到這個情況，我們將盡快為您解決。

查看您所遇到的問題，確認是數據資料庫的錯

誤，將需要調配工程師提供解決方案，我已將您

申訴的問題提報給主管，他們將與工程團隊一起

確認修復的優先順序。雖然目前無法確定問題解

決的時間，但可以向您保證我們將會努力解決該

問題。

再次向您道歉，如果還有任何問題，請隨時與我

聯繫。

敬上

米切爾

A公司的技術支援人員

123-456-789

Conversation
會話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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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
血可讓有需求的患者獲得救助並得以重

生，因此是相當有意義的行為。但由於受

到氣候等因素影響，原本血庫庫存量就經常有所

波動，再加上兩年多的COVID-19疫情致使民眾

減少出門機會，全台血庫存量更面臨了30年來最

低點，亟需大家共同發揮愛心，挽袖捐血助人。

匯聚全台愛心

玉山已經連續23年在寒暑假缺血高峰舉辦捐血

活動，7月25～30日於全台灣包含台北、新北、

宜蘭、桃園、新竹、台中、彰化、嘉義、台南

及高雄等32個捐血點展開的「快樂捐血 讓愛相

隨」公益活動，即鼓勵顧客、同仁及民眾捐出熱

血，而為了讓大家能夠安心捐血，更備妥完善嚴

謹的防疫措施，結果合計有3,887位捐血者及志

工響應，並且募集到5,717袋熱血。

繼2018年與南山人壽合作後，今年夏天雙方再

次攜手擴大舉辦捐血活動，以玉山銀行據點為捐

血站，透過簡訊、粉絲團及官網發送訊息，同時

提供便利商店禮物卡200元回饋，熱情的玉山人

Saving Lives
with Love

發揮愛心．熱血助人

自願投入志工服務，並與南山人壽內外勤同仁一

同捲起衣袖踴躍捐血，此外更匯聚全台愛心，發

揮企業影響力號召玉山與南山顧客、親友及民眾

共襄盛舉。

牽引更多愛心

玉山和南山人壽不僅是業務合作的夥伴，也是

攜手推動永續的夥伴，包括長期挹注「南山慈善

基金醫療關懷計劃」弱勢醫療補助基金，還有

今年共同協助台南巿經濟弱勢長者投保微型保險

等，堅持為這塊美麗土地的永續共好而努力。

始終以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為重要使命的玉山，

在COVID-19疫情期間，更主動關懷第一線防疫

醫師及護理師，致贈感謝卡片、防疫及醫療物資

至各醫院，並提供防疫背心予藥師公會全聯會，

讓藥師執行送藥到宅的服務能夠更安全、更有效

率。這些作為都是玉山對台灣這塊土地的承諾，

希望能讓一份愛牽引另一份愛，並用愛串連起整

個社會，使關懷遍及每個角落！

玉山銀行攜手南山人壽
捐血做公益

今年玉山銀行與南山人壽攜手舉辦「快

樂捐血 讓愛相隨」公益活動，透過整合
雙方的企業資源與廣大影響力，短短一

週內即已募集到5,717袋熱血，希望在
緊急時刻能夠幫助更多的生命。

撰文／Join Yang

資安處張秀華總工程師的女兒
參加ARML美國高中數學聯賽，榮獲國際組第
五名。

北區私銀中心余巧盈副理的兒子
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獲高中組行進管樂
特優。

南港分行邱太仁襄理的兒子
國中畢業榮獲台北市市長獎。

法金客群經營處陳維志襄理的女兒
國中畢業榮獲新竹市市長獎。

長春分行陳立人副理的女兒
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國中組管樂合奏
特優。

彰化分行劉舜菁副理的女兒
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國中組行進管樂
特優。

花蓮分行黃明隆副理的兒子
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國中組絲竹室內
樂合奏、國樂合奏特優。

法金客群經營處熊啟文資深襄理的女兒
參加教育部主辦Cool English英閱王比賽，榮獲
英閱王獎。

個金消費金融處吳志文資深經理的兒子
國小畢業榮獲台北市市長獎。

資訊處楊永芳資深主任工程師的女兒
國小畢業榮獲新北市市長獎。

信用卡處夏淑君助理襄理的女兒
國小畢業榮獲新北市市長獎；參加新北市小學
科學展覽會，榮獲物理組優等。

個金營運處黃駿達資深經理的兒子
國小畢業榮獲新北市市長獎。

北新分行吳素菁資深襄理與信託部楊達佳副
理的女兒
國小畢業榮獲新北市市長獎。

玉證蘇詩涵稽核與信用卡處謝怡仁副理的女兒
國小畢業榮獲新北市市長獎；參加新北市學生
音樂比賽，榮獲國小組直笛合奏優等。

羅東分行馮緯騏資深專員的女兒
國小畢業榮獲宜蘭縣縣長獎。

新豐分行曾增文襄理的女兒
國小畢業榮獲桃園市市長獎。

玉證台南陳志安業務襄理的女兒
國小畢業榮獲台南市市長獎；參加全國學生音
樂比賽，榮獲國小組管弦樂合奏優等。

玉證高雄彭千芝專員的女兒
國小畢業榮獲高雄市市長獎。

玉證經紀業務處戴安慧經理的兒子
參加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榮獲國小組原住
民語系優等。

個金營運處黃薈軒專員與內湖分行李政達資
深經理的女兒
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國小組直笛合奏
優等。

信用卡處林宛菁助理襄理的女兒
參加新北市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國小組同聲合
唱優等。

中原分行黃國賢資深經理的女兒
參加桃園市國小英語讀者劇場比賽，榮獲國小
組優等。

烏日分行林愛君資深襄理的兒子
參加彰化縣普及化運動計畫，榮獲國小組樂樂
棒球冠軍。

The E.SUN Award
玉山傑出子女賞
為感謝玉山人長期用心努力與付出，在玉山20歲時，創辦人黃董事長基於對玉山人的愛與關
懷，成立「玉山傑出子女賞」及「玉山人家庭關懷專案」，希望延伸志工精神，當玉山人的
子女有美好的事給予祝福，當玉山人遭逢人生逆境時，可以即時給予關心與協助。
截至2022年8月16日，已致送993件「玉山傑出子女賞」獎勵金、148件「玉山人家庭關懷專
案」。茲將子女賞的喜悅分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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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本專案活動期間自2022年7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止。
2. 本方案適用資格：國民旅遊卡正卡持卡人且年收入40萬元以上，限兩段式利率且綁約2年。
3. 本專案優惠適用對象之身分認定以本行徵審為準，若不符合本優惠資格者，將適用本行一般信用貸款之各項條件。
4. 本行其他特殊優惠方案，不適用本優惠活動。
5. 信用貸款總費用年百分率說明：
（1） 試算範例：貸款金額30萬元，貸款期間5年，貸款利率前3個月1.6％，第4個月起2.48％∼14.88％，貸款費用1,000元，貸款總費用年百分率約2.53％∼

13.59％。
（2） 本廣告揭露之年百分率係按主管機關備查之標準計算範例予以計算，實際貸款條件，仍以銀行提供之產品為準，且每一顧客實際之年百分率仍以其個別

貸款產品及授信條件而有所不同。
（3） 總費用年百分率不等於貸款利率。
（4） 本總費用年百分率之計算基準日係依據活動專案適用起日之本行定儲利率指數調整日期訂定之，請詳閱本行官網定儲利率指數說明。

6. 玉山銀行未與任何代辦或行銷公司合作辦理貸款事宜，敬請留意，以免損害自身權益。
7. 本行保有徵提文件、專案內容變更及核貸與否之權利。

感受南島愜意風情
總是讓人一再回味的南台灣，擁有悠緩閒適的宜人步調，

以及私房愜意的迷人景點，不妨利用旅宿優惠

期間再次探訪台南、墾丁，盡情享受無限美好

的度假時光。

※分期零利率產品：零手續費、零總費用年百分率 ※循環利率：5.88%-15%
（依本行電腦評等而訂，基準日：2015/9/1）※預借現金手續費（依預借現金
約定結付幣別區分）：預借現金金額x3.5%+（新臺幣100元/3.5美元/350日圓/ 
2.5歐元）※其他相關費率依本行網站及申請書公告 

輕鬆假期

玉
山
e
指
信
貸

公教族群專屬優惠貸款

前3個月利率1.6％起
手機申請  快速方便

24H線上申請  >>

 最高可貸300萬元
 貸款費用最低1,000元
 最快1天核貸完成

瞭解更多

墾丁耳東華苑渡假會館    
優惠內容  持玉山國民旅遊卡至墾丁耳東華苑渡假會館，
加入官方line＠ ID：erdong.manor 訂房，即享會員優惠價及下列好禮：
1.入住每房贈送一組感恩來店禮。 2.耳東樂選餅乾零食泡麵吧。
3.品微醺星空吧Happy Hour飲品。 4.陳意食築餐廳－日光暖嚐早午餐。
5.館內休閒遊樂設施免費使用。
洽詢電話：（08）886-1730   地址：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通海巷39號

活動期間：2022/6/1∼2022/12/30

注意事項：＊本專案須事先透過官方line＠訂房，並告知使用玉山國民旅遊卡，優惠訂房成功與否需視住房狀況而定。＊須以玉山銀行國民旅遊卡支付消費全額始
享優惠。＊如須更改或取消訂房，須依訂房定型化契約收費。加人加床費用，依耳東華苑渡假會館規定處理。＊優惠不得折抵現金、退款或轉讓；亦不得與其他
優惠及其他信用卡專屬優惠、住宿券、專案合併使用。＊若無註明均以新臺幣計算。＊未盡事宜依耳東華苑渡假會館規範為準，玉山銀行與耳東華苑渡假會館保
留活動修改、變更及終止之權利。

台糖長榮酒店（台南）  
優惠內容  持玉山國民旅遊卡訂房享下列優惠：

1.豪華客房（10.5坪/1大床或2小床）3,500元起（含2客早餐）。
2.闔家溫馨房（11坪/2中床）6,600元起（含4客早餐）。
3.闔家經典套房（21坪/1大床+2小床）7,700元起（含4客早餐）。
洽詢電話：（06）289-9988    地址：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336巷1號

活動期間：2022/8/15∼2022/12/30

注意事項：＊上述優惠需使用玉山國民旅遊卡，限電話訂房，每卡每日限訂2間。＊平日（週一至週四）入住每房加贈館內餐飲抵用券500元乙張。抵用券需以原
價加10％計費，宴會廳、客房餐飲及寄售商品不適用。＊假日及連續假期（依酒店公告）需加價1,500元。＊優惠不得折抵現金、退款或轉讓，亦不得與其他優
惠及其他信用卡專屬優惠、住宿券、專案合併使用。＊若無註明均以新臺幣計算。＊未盡事宜依台糖長榮酒店（台南）規範為準，玉山銀行與台糖長榮酒店（台
南）保留活動修改、變更及終止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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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30  永續未來
玉山第四個黃金10年，在有形、無形指標均衡成長的同時，更致力ESG

永續發展，積極響應淨零排放，宣示2030年100％使用再生能源，2050年

成為淨零排放銀行。展望未來，玉山人將持續懷抱希望、堅定信念，

發揮Faster, Higher, Stronger, Together的精神，迎向希望的第四個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