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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簡介-總兼五四三 
 

 



關於喜願社會責信報告書 

「喜願行」創立於1999年，為個人獨資企業，在今年九月應允「公益聯
盟」撰寫「喜願社會責信報告書」時查詢公司法，竟發現無獨資企業之組
織章程。我們笑稱這是暗示獨資企業，不管規模大小可以在合法的情況下
為所欲為，但要100%負責任；喜願謹慎地自訂報告的架構、邊界與範疇，
雖未如資本企業獲得外部確信機制，但喜願100%負責任，這就是喜願撰
寫責信報告書的態度。 
 
而這本「社會責信報告書」是喜願成為社會企業的初體驗，更是喜願在自
我檢核之後，與取得外部確信的對話基石。我們內心充滿喜悅與期盼，也
自認為報告書仍存在著許多本位思維的盲點，但期待大家的指教與鼓勵。 
 
喜願會努力堅守在自己所凝視的危機中持續前進，並盼望在克服與實踐的
過程中，得到更多元的啟發，促使喜願團隊保有一貫敏銳的行動力，獲得
社會大眾與利害關係人的尊敬！  
 
                                                                      喜願行 總兼與全體夥伴敬上 
 
喜願責信報告連絡資訊: adama.shih@msa.hinet.net  

mailto:adama.shih@msa.hinet.net


報告的範疇、邊界與限制 
營運報告主體的基本資訊: 
喜願行  
統編: 31790182  
地址: 花蓮縣玉里鎮中城里興國路193號2F 
電話: 03-8801288 
 
喜願行  
統編: 13729566 
地址: 彰化縣二林鎮南光里儒林路二段25號 
電話: 04-8965455 
工廠登記字號: 07-001471 
食藥署食品業者商業登錄字號: N-113729566-00000-0 
食藥署食品工廠登錄字號: N-113729566-00001-1 
有機農產加工/分裝驗證證號: EG-141208P1Z 
 
本報告書揭示或描述與統計或推估的區間在1999.4-2015.11，報告設定在
上述兩家營業主體，但不包括喜願行在美國投資成立之 Joy&Hope Corp.
或其他轉投資之事業。限制性則在於1999.4-2003.4遷移前資料流失僅能採
概括推估。 



總兼五四三  
 
---「總兼」的角色，從「兼做」轉
化為「兼顧」完全符合喜願創業與
展業的任務需求。 

創辦人施明煌，彰化埔鹽人，1999年與一群身心受
限的夥伴組合「喜願麵包工作坊」，以工業工程的
專業根基，共同創造自立自足的事業體，堅持不接
受公部門補助、不募款、不接受捐款，開創台灣社
會企業的新頁。2007年因應金融風暴國際糧價波動，
自組「喜願小麥契作農友團」，並以「麥田狂想」
為名，在台灣各地推動本土契作小麥，開啟台灣本
土雜糧復興的先河；2011年集結農友成立「喜願大
豆特工隊」，致力推動大豆的種植；2011年9月再
陸續成立「喜願雜糧聚樂部」持續加大推廣本土的
力度，且將多元學習的理念，與全教總合作在全台
180所學校成立「咱糧學堂」，將「食農教育」落
實於學校之中。 
  
2011年9月為整合各工作團隊與農友，乃以「喜願
共合國」（喜願社區協力農業營生群組Rejoice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Living 
Group），做為投入社區支持型農業實踐的統稱。
2014年11月再成立「喜願日光發電場」、「喜願
穀物製粉所」，勇於面對「能源自主」的矛盾外，
並將斷鏈「雜穀加工產業」完成鏈結。未來將連結
「生產者」、「加工者」、「服務者」、「消費者」
相互的承諾，建構社區協力完整的供應環圈。 



喜願的源起與轉型之路 

喜願行源起 
三不原則--專業理性支架 
喜願麵包現況景觀(2015.5) 
喜願製粉所現況景觀(2015.10) 
從喜願麵包到喜願共合國 
喜願社區協力農業營生群組的定義 
喜願共合國行動綱領 
喜願發展大事誌 
 

 



「喜願麵包」成立於1999年的4月1日（愚人節）在喜樂保育院萬和分院
創設，成立運轉的日期是故意挑選用來調侃自己的心情-自愚娛人。「喜
願」的原意為「喜樂的願望」，也希望這個「願望是喜樂」的，更成為麵
包坊正式公司登記的名稱。 
 「喜願行」的「行」，對我們全體工作夥伴而言，有三種不同的意涵：
「行」，「行是行號」是名詞；「行」，「行是行動」是動詞；「行」，
「行就是讚」是形容詞。 

喜願的源起 



 

• 「喜願麵包」成立於1999年4月1日（愚人節），創設的初
心在與一群身心受限的夥伴們共同創造屬於自己的事業，
期待透過程序化的製程，漸次提高工作的參與度與成就感
，進而肯定自我存在的價值，同時也學習關懷與尊重不同
的生命個體。 

 

• 十六年來「喜願麵包」一直謹守著自主營運的理念，從未
接受公部門的補助、向社會勸募或接受捐款，也因此存有
「隨時會倒閉」的危機感，讓喜願麵包凝聚出「合作協力
」的夥伴關係，開創出不同於社福機構的營生事業。 

喜願麵包的三不原則： 
                                
有生命的地方就有故事； 
喜願麵包的故事，會像酵母一樣不斷地繼續發酵…… 



彰化芳苑-喜願麵包工作坊景觀 

 



彰化二林-喜願穀物製粉所 



從喜願麵包到喜願共合國 
2007年11月在通貨環境的壓迫中，喜願面對生存危機，再一次選擇不同的道路：已以
「麥田狂想」為名-推動本土小麥契作計畫，9年來面積與產能不斷擴大，運轉的核心
與關懷的對象也從「身心受限的朋友」加入「農事的勞動者」，更意識到台灣農糧自
主嚴重傾斜的癥結。 
2011年8月「喜願大豆特工隊」成軍，以「春秋紀事」的豪情，開展春秋輪作計畫，
為喜願麵包定根於農村注入一股堅實的力量。 2011年9月我們將「喜願麵包」、「喜
願小麥」、「喜願大豆」歸併為「喜願社區協力農業營生群組」（Rejoice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Living Group），著力於「身心安頓」、「樂道
安貧」、「穩實安命」的追尋；已成為喜願麵包第二個10年的目標。 
 

  



喜願社區協力農業營生群組 
（Rejoice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Living Group) 

• 社區的定義:「社區」原文Community源自拉丁文
Communis，意指團體、共同的關係與感覺。」（鄭熙彥，民68）

而社區歸類大致上分為居住的空間、生活方式、社會互動三
種形式（杜尼士 F. Tonnies） 。而喜願對社區協力農業營生群組定義
為：「一群共同追尋相同生活方式與協力關係的團體」 

 

• 社區協力農業的具體作為：知農(理解) ->親農(親近) ->惜農(陪伴) -
>尊農（尊重）=食農（實實在在享用在地農產品） 

 

• 社區協力農業的關係： (生產者＋加工者＋消費者＋服務者)*
互相承諾＝喜願社區協力型農業營生群組 



喜願共合國組成架構 

2020年前完成建置 



 

• 以科學理性的工具增能關懷社會邊緣 

• 以持續創新的方案解決農業產銷問題 

• 以經營技能的果效達成實質經濟回報 

• 以自立自足的組織融入普羅的經濟體 

• 以批判反省的思維再造農村前進動能 

• 以農事作物創發農村生活的遊藝美學 

 

喜願共合國的行動綱領 
--喜願以行動綱領做為事業經營的準據： 

哲學家說:沒有定義的人生，不值得過；而喜願認為:沒
有定義的企業，也不值得經營。 



◎ 1999.4－2003.4  「喜願麵包」成立於彰化喜樂保育院萬合分院，期滿進入社區。 
◎ 2003.4－遷往彰化芳苑現址營運迄今，積極推動關懷參與社區活動。 
◎ 2007.10- 推動「麥田狂想」小麥契作計畫，在全球糧價危機中探索生存之路，成
為民間農糧自主實踐的濫觴。 
 ◎ 2009.4－建置「喜願麵包生產履歷系統」讓資源共享、工具工作語言一致化，克
服跨域管理與溝通的困境。 
◎ 2011.3－成立「喜願大豆特工隊」，推動「無基改農區」、 「好農壯遊」 。 
◎ 2011.9－ 與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成立「麥田見學」、「豆麥見學」到「咱糧學
堂」為「食農教育」紮根。 
 ◎ 2011.9 -整併「喜願麵包工作坊」、「喜願小麥農友團」、「喜願大豆特工隊」、
「喜願雜糧聚樂部」、 「喜願農事戰鬥營」等團隊歸併為「喜願共合國」（喜願社
區協力營生群組）  
◎ 2012.10 －與唐氏症基金會合作在台北市成立「愛不囉嗦」庇護商店，落實 「農
都不二」，為喜願契作建構直接銷售平台。  
◎2014.10-  勇敢革自己的命，建構喜願日光發電場與喜願穀物製粉所，對能源與糧
食的實踐再進化，讓喜願的營生系統更行穩健。 
◎2105.3與10月 -- 喜願製粉所與喜願麵包分別取得有機驗證資格。 
◎2015.11月   與聯華實業合作啟動「強納森行動號」環台到各學校、各社區、店家
進行台灣本土食農教育，讓咱糧意識獲得實踐。 

 

喜願發展大事誌 

http://naturallybread.yam.org.tw/2007-adamanotic/200711wheat/200711-wheat-index.htm
http://59.125.54.223/
http://59.125.54.223/
http://59.125.54.223/
http://naturallybread.yam.org.tw/adama-2011/2011-adama51/adama-10m51-index.htm
https://www.facebook.com/grainsschool?ref=tn_tnmn
https://www.facebook.com/grainsschool?ref=tn_tnmn
http://naturallybread.yam.org.tw/
http://naturallybread.yam.org.tw/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Wheat?ref=hl
https://www.facebook.com/rejoicetaiwan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Grains.Club?ref=tn_tnmn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FarmingFightCamp?ref=tn_tnmn
http://naturallybread.yam.org.tw/2013ABRAZO/abrazo-a01/abrazo-a01-index.htm


喜願所凝視的危機 

喜願所凝視的農糧與能源危機 
    大量依賴進口，糧食主權弱化(圖示) 
    台灣本土農糧產業斷鏈，生產力萎縮 
    長期犧牲農業，環境品質與能源趨於短缺 
台灣農業氣候變遷的困境(統計圖表) 
    三十年來平均溫度上升0.5度C 
    三十年來雨水年與旱年從二倍增加到三倍 
    三十年下降雨日數下降15% 
 

 



 

喜願所凝視的四大危機 

• 台灣本土雜糧產業斷鏈，生產力萎縮 

• 長期依賴國外進口，糧食自主權弱化 

• 氣候變遷-溫度上升、總雨量增加、下雨天數下降 

• 長期犧牲農業，環境品質與電能供應趨於惡化 

 



單一作物種植 

大量生產 

基因轉殖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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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願所凝視的危機 進口大豆 

進口玉米 

進口小麥 

資料來源：台灣農家要覽，豐年社，1995 
                      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農糧統計 

危機一：本土雜糧生產力下降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稅總局 

資料來源：環境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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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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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三：糧安、環境、能源疑慮 

Q1：石油匱乏會提高國際糧食的製造及貿易運輸成本，繼2008年的全
球性糧食危機後，2030年之前可能再度面臨 
Q2：西班牙、法國、義大利及印度的研究指出玉米、大豆等基因轉殖
作物有機會對人體引發過敏及癌症等各種病變 
Q3：全球糧食系統中與運輸相關的氣體排放大於生產，食物的運輸為
全球暖化帶來嚴重後果，全球貿易的激增讓地球越來越「熱」 

資料來源：糧食危機關鍵報告‧台灣觀察，彭明輝，2013 
                      一座發燒小行星的未來飲食法，Anna Lappé，2013 



  嘉義        台南        高雄        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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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http://www.cwb.gov.tw/V7/climate/ 

圖 1. 南台灣近30年的平均日氣溫趨勢 

0.5℃↑ 

喜願凝視的危機之氣候變遷 



資料來源 :中央氣象局 http://www.cwb.gov.tw/V7/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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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年與旱年從相差2倍增加3倍  

  嘉義        台南        高雄        屏東 

圖 2. 南台灣近30年的年降雨量趨勢 

喜願凝視的危機之  氣候變遷 



資料來源 :中央氣象局 http ://www.cwb.gov.tw/V7/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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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        台南        高雄        屏東 

圖 3. 南台灣近30年的年降雨日數趨勢 

喜願凝視的危機之  氣候變遷 



喜願的倡議與實踐之道 

喜願的倡議 
喜願的實踐之道 
    喜願小麥農友團 
    喜願大豆特工隊 
    喜願咱糧聚樂部 
        喜願近三年契作全台地點 
        歷年喜願契作面積統計 
        歷年喜願契作收成統計 
        歷年喜願契作農戶統計 
    喜願穀物製粉所 
    喜願日光發電場 
 



• 在地農糧，在地加工，在地消費。 

• 活化休耕或閒置農地多元輪作，增益農友收入。 

• 稻麥間作活化農地與農村地景。 

• 提高糧食自主率，重新取得農糧主權。 

• 粗放旱作，農作管理簡易，減緩冬季枯水期耗費。 

• 從需求端出發連結消費鏈，從食農教育重新啟蒙 

• 裝置日光電能，投入多元電能的開發。。 

喜願的倡議 



    「麥田狂想」 

 一場台灣農糧非典型的社會運動 

「當我們為生存而奮鬥，自認為一切均合理
與理性存在，且滿懷渴望變革的可能作為；
但在外人眼中恰巧卻集合了不合理、非理性
與不可能於一身」-這就是運動的徵候。 

喜願從需求端出發，以產銷計畫控管契作面
積，並以友善環境的種植方式，尊重農民輪
作選擇，成立穀物製粉所，連結斷鏈的產業
結構，營造農村多元可食地景，重塑社區協
力農業新樣貌。 

 
                           --  Since 2007.11 

喜願的實踐之道 

http://www.taiwan-wheat.net/


Since 2011.4 

「大豆春秋」－國產大豆契作計畫 

大豆為土地長出來的肉，豐富的蛋白
質為常民不可或缺的食物。但台灣卻
長期仰賴進口，而且進口96%以上為
基因改造大豆。 
 
喜願大豆特工隊是農友、農改（技術）
員、農藝學者、豆製加工業者的組合。
以非典型思維突破台灣本產大豆（黑
豆、黃豆）栽種與應用的困境。 
 
重建大豆產業鏈結(選別與加工)，以
品種特性差異，找尋種植最適切的農
作管理模式。 
 
積極參與無基改農區的推動，捍衛農
民自主權，實踐台灣為無基改農區之
島。 
 
 

喜願的實踐之道 



「喜願雜糧聚樂部」以黑芝麻、白芝麻(食用油脂)、蕎麥（抗荒作
物）..等雜糧作物，做為喜願共合國以「營養」建構推動本土農糧
的論述基石，並在秋冬農村展現深具地方特色之可食地景，也為
台灣雜糧復興吹響動員的號角！   
 
四年來「芝麻」的種植面積，受限於人力老化與缺乏後端收成選
別設備，以致於無法有效拓展，均局限在台南安定’將軍、善化
一帶。 
 
而「蕎麥」則在去年因設備進場，契作面積大幅提升，加上喜願
製粉所建置完成， 「蕎麥」將會是喜願的明星作物。 
 
                                                                                    Since  2011.10                                

  Taiwan Grains Club 

喜願的實踐之道 



喜願契作地圖 

2013-2014 

喜願小麥契作田區  

 488(500+)公頃 

喜願大豆契作田區 

 36公頃 

 芝麻、蕎麥 各4.0公頃 

 



2014.10-2015.4 

喜願小麥契作  

 430公頃 

喜願大豆契作 

 58公頃( 秋作) 

 芝麻(4.0)、蕎麥(8.0) 12公頃 

 

喜願契作地圖 



2015.10-2016.5 

喜願小麥契作  

 450公頃(有機80) 

喜願大豆契作 

 69公頃( 秋作) 

 芝麻(4.0)、薏仁(3.0)、蕎麥(10.0) 

 16.5 公頃 

喜願契作地圖 



契作年度 本土小麥 本土大豆 本土芝麻 本土蕎
麥 

備     註 

2007-2008 1         

2008-2009 8         

2009-2010 20       有機驗證3公頃 

2010-2011 50       有機驗證5公頃 

2011-2012 65 22 2 3 有機驗證15公頃 

2012-2013 200 30 3 4 有機驗證13公頃 

2013-2014 488 36 4 4 有機驗證20公頃 

2014-2015 430 58 4 8 有機驗證42公頃 

2015-2016 450 69 4 10 有機驗證78公頃 

契作總合計 1712 215 17 29 有機契作176公頃 

喜願契作年度面積總表     

2007-2016年                                                                                          單位: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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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作年度 本土小麥 本土大豆 本土芝麻 本土蕎麥 備     註 

2007-2008 3         

2008-2009 15         

2009-2010 35       有機驗證0公噸 

2010-2011 58       有機驗證3公噸 

2011-2012 100 30 2.5 4.5 有機驗證9公噸 

2012-2013 165 45 3 6 有機驗證18公噸 

2013-2014 620 53 4 6.5 有機驗證25公噸 

2014-2015 602 102 4.5 12 有機驗證28公噸 

2015-2016           

契作總合計 1598 230 14 29 有機驗證83公噸 

喜願契作年度收量總表     

2007-2015年                                                                                          單位: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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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作年度 本土小麥 本土大豆 本土芝
麻 

本土蕎麥 年度戶數 備   註 

2007-2008 1       1   

2008-2009 3       3   

2009-2010 15       15   

2010-2011 28       28   

2011-2012 47 8 6 2 63   

2012-2013 98 15 6 2 121   

2013-2014 185 22 6 3 216   

2014-2015 198 30 7 8 243   

2015-2016 225 32 7 15 279   

各契作戶數 800 107 32 30 969   

喜願契作農戶(場)總表    

2007-2016年                                                                                        單位: 農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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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願穀物製粉所在聯華麵粉技術與設備通路的協助下，於
2014.12完成設備建置與人員訓練並運轉，為建構台灣有機雜
糧(小麥、米穀、蕎麥、黑豆、薏仁、高梁)碾製的試金石，也
是台灣雜糧復興能否存續在民間的重要指標。 
 
而為有效開展有機一次加工原料之使用，於2015.9於二林廠
間，成立有機麵包的整備，並於2015.10通過有機麵包的驗證，
位喜願有機碾製保持進退自如的調節閥。                                                                                                                                                             
                                                                                  Since 2014.12 

喜願的實踐之道 



2015.09.29喜願有機蕎麥粉驗證(加項) 



2015.09.29喜願有機蕎麥粉驗證(加項) 

喜願有機驗證碾製產品: 
喜願有機小麥粉、喜願有機米穀粉 
喜願有機全麥粉、喜願有機蕎麥粉 
 
喜願有機驗證分裝產品: 
喜願有機黑豆、喜願有機黃豆 
喜願有機小麥籽 



2015.09.29喜願有機驗證麵包(加項) 

喜願有機驗證麵包產品: 
 
喜願有機全麥餐包、喜願有機小麥餐包 
喜願有機雜糧麵包 



硬體裝置: 電腦色彩選別/輸送機組一
套、清糧機組一套、碾製設備機組一
套、自動拌合設備一套、粉碎與振篩
設備組一套、金屬檢出輸送設備、礱
穀機 
裝置能量: 篩選選別1000KG/H 
                  碾製製粉300公斤/H  
作業人力: 2人 
 
2014.12-2015.11 一年處理能量 

處理原料與
碾製產品 

選別或碾製
重量(KG) 

備註 

選別/有機
小麥 

9300KG 自用選種用
途 

選別/有機
蕎麥 

4800KG 自用選種用
途 

碾製/有機
小麥粉 

2100kg 自用與販售 

碾製/有機
蕎麥粉 

2880kg 加工產品用 



「喜願共合國」（喜願社區協力農業營生群組）自2014.6
在電費不斷調漲的過程中，已充分意識「狗吠火車」的無
奈與「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而喜願麵包屬烘焙業，就屬高耗能產業(從進口小麥、碾製、
運輸、烘烤、銷售)，而「電能自主」惟有透過實踐的過程，
重新檢視與驗證，因地制宜建構出各地不同風土場域的運
作系統。 
 
                                                                    Since 2014.11 

喜願的實踐之道 



喜願日光發電案場的評估 
環境評估(周邊未來遮蔽的可能、主體位置與載體需求) 
建物評估(建築結構、建築位向、風力與地震、結構計算) 
自主發電的型態(儲電型、即發即用型) 
監控機制(儲存日光品質與溫度統計的系統) 
硬體設備的選用(機組匹配、保固與售後服務) 
保養與維護(建立定期清洗保養與災後巡檢的機制) 
  



喜願日光發電廠 
設備能量: 32 KWp 
產電型態: 即發即用型/獨立自用 
保固期限: 變頻器10年、光電板20年 
啟用日期: 2014.11.1 
聯網監控: 2015.8.1 



APP遠端監控機制 



 

電腦遠端監控機制 



 

電腦遠端監控機制 



電費區間
期別 

去年同期耗
電度數 

本期耗電度
數 

本期日光發
電節能度數 

備                                     註 

2014.12 7178  6937  241   

2015.2 6847  5016  1831   

2015.4  7104  3747 3357   

2015.6 11848  6822 5026 *擴大節能併聯另一電表 

2015.8  11534     6237 5297 *擴大節能併聯另一電表 

2015.10 11461  6590 4871 *擴大節能併聯另一電表 

2015.12      

       

裝置效益
統計 

55972 35349 20623 
每度電排放CO2約0.522KG 
合計減碳量10766KG 

喜願日光發電廠裝置能量效益統計表    

                                                                            統計區間：2014.12-2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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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度電排放CO2約
0.522KG 
喜願日光發電場 
合計減碳量10766KG 



喜願的日常的運作與管理 
 喜願日常運作管理的工具 
        喜願麵包行動化生產履歷系統 
        喜願小麥行動化生產履歷系統 
 喜願友善獨特的工作環境 
        職能訓練 
        工作權益 
        標準工序 
        輔助治具 
        作業動線 
 喜願契作軟實力-內化核心價值 
        好農壯遊 
        鐵牛變形金鋼獎 
        農事戰鬥營 
         



• 由於2008年喜願在雲林縣莿桐鄉成立第二個工作據點，為了簡化兩地
製作事務聯繫與生產紀錄。同年6月我們決定將落實於日常工作管理
的程序，轉換成即時、開放、共享的資訊系統－「行動化生產履歷系
統」。建構全體夥伴的溝通平台，不管是進度控管、工作對話，使用
一致化，同步化的工具，且開放消費者查詢與體驗麵包製作的工序與
製程進度，將傳統的烘焙業帶進「2點5產業」，也讓第一線的勞動者
真正地被看見，更開創了喜願麵包營運的新模式。  

 

• 食品製造加工的「履歷」與「追溯」是生產者與消費者在「自律」與
「他律」建構的信任平台；喜願麵包的電腦系統之所以運作順暢，主
要的原因是我們的思考簡單、人員簡單、操作簡單，「簡單」也成為
系統核心。（「簡單」並非數量多寡的問題）。 

 

• 2007年喜願麵包開始與小農合作，協力小麥契作，展開「麥田狂想」
的計畫。而以喜願系統發展小麥行動化生產履歷系統平台的建構，係
提供給「生產者」、「加工者」、「消費者」一個透明、友善的溝通
模式，讓彼此相互關懷，共同學習、共同成長；也讓全世界看見。. 

喜願日常運作管理的工具  

– 喜願麵包行動化生產履歷系統 & 喜願小麥行動化生產履歷系統 



喜願麵包行動化生產履歷系統 

http://59.125.54.223/


喜願麵包現場應用圖示 



喜願小麥行動化生產履歷系統 

http://www.taiwan-wheat.net/


2015喜願小麥生產履歷實用範例 

自主參與式管理 

友善的操作介面 

農作管理程序化 

彈性的對應機制 

連結外部FB群組 



喜願友善獨特的工作環境 

            職能訓練 
            工作權益 
            標準工序 
            輔助治具 
            作業動線 
             



一個「組織」就像人的「身體」，偶爾會有大
小不一的病痛，而處理與因應的過程正是鍛鍊
組織的最佳時機。所謂「健康」的身體，不是
不會生病，而是生病了，可以透過自體免疫機
制康復，或經由外部醫療措施獲得復原。 



訓練類別 人次 人時 備          註 

安全衛生訓練 2人次 16人時 取得證照/資格 

堆高機訓練 2人次 72人時 取得證照/資格 

勞安管理訓練 1人次 6人時 取得證照/資格 

粉塵作業進階 1人次 8人時 取得證照/資格 

內部職能訓練 32人次 168人時  內部訓練 

保全緊急處理 3人次 6人時 內部訓練 

緊急回收處置 4人次 12人時 內部訓練 

有機驗證程序訓練 5人次 20人時 內部訓練 

製粉與選別設備操作訓練 4人次 132人時 設備商到廠內訓 

2015年喜願工作夥伴職能教育訓練統計 

類別/向度 身心受限者 常任勞動者 職能實習 專案任務導向 
人數 8 5 1 2 
年齡 21-45 32-56 17 21-22 
性別 6女2男 3女2男 1女 2男 

2015年喜願工作夥伴類別/向度統計 



普遍關切的問題 喜願的作法與回應 備               註 
喜願的受薪為何?? 喜願目前聘用有16位勞動者，

月薪為10位，日薪制5位，月
薪制平均薪資在24500元以上。 

1位高職職能實習生，每
周二實習一天，目前尚
未給薪 

喜願有年終獎金?? 喜願沒有針對年終發放獎金，
但有端午、中秋、春節三節工
作獎金。 

三節並同時舉辦員工聚
餐或活動 

喜願有休假制度?? 喜願目前為隔周休製作，若有
假日加班以彈性補休方式處理。 

喜願自2016年1月1日起
實施周休二日 

喜願的保險為何?? 
  

喜願的員工保險制度，除政府
規定之勞健保外，喜願與*南山
人壽團體保險(含意外醫療、傷
殘、住院津貼) 

*保單號碼:G727000192
但有二位因保險承保規
定中重度障礙無法納保。 

喜願的健康檢查?? 喜願工作夥伴全員就任前必須
完成餐膳人員體檢，確認健康
狀態符合法令從業規定 

喜願希望與身心受限者之間的對話與權益，能夠獲得家長（法定監護
人）與社會大眾之確信，我們針對大家普遍關心的話題，以QA方式
整理如下： 



喜願麵包標準工序圖解 

蛋糕工序 

西點工序 

麵包工序 



喜願麵包標準配方圖解 



喜願麵包標準工序製程圖解 



喜願麵包標準工序製程控管圖解 



手工定量分切器-個別化輔具 

標準工序是生產質量的基本職能，也是確立「均質化」品質的關鍵
因子。喜願麵包經系統建構「標準配方」、「標準製程」之後，依據工作者的特性，設計增能個

別化輔具。而當系統展開製程後，操作者在依據標準作業系統中，所制定烘焙品質三要因：「數量」
、「溫度」、「時間」進行數據調控，將品質變異因子降到最低，此為精進烘焙品質的基本功。 



個別化標準製程管理信號 



配料工作導讀板- 聚焦防錯裝置(紙本作業) 



得來速工具版-簡易且便捷的管理工具模式 



強制型工業用定時器 



「動線」為勞動者再作業空間的軌跡，具有先

後的次序性、時序性。「作業動線」為「空間配置」的
核心，良好的「作業動線」，不僅可以可提升作業效能
與工作安全，更可避免管理死角與降低作業失誤率。 
 



區間動線規劃 

喜願的動線規劃分別為：「作業動線」（設有禁
制線）、「服務動線」、「參訪動線」，以防止
運作過程中相互交叉干擾或危害作業安全。 



 好農壯遊 
 鐵牛變形金鋼獎 
 農事戰鬥營 
  

喜願無形的軟實力 

                        -內化契作核心價值 



「壯遊」的解釋為：旅遊時間「長」、行程挑戰性「高」、與人文
社會互動「深」，且經過特別的規畫，以高度意志徹底執行。那我
們的「好農壯遊」是真切地符合這個定義的。  

「好農壯遊」不是普通的旅行或是闖遊。透過「壯遊」，不僅讓 
小麥、大豆的「栽培技術」在產區，生產者以實物面對面交流，而
且讓農友體認「作物」的差異，不僅僅是外在環境，還有種植文化
與人文差異。亦能了解不同作物會型塑不同的種植文化與作物景觀，
從而開展農村遊藝美學。而是在於農友們跨區域的資源連結，相互
「學習」、「欣賞」、「理解」與「關懷」。  

內化核心價值… 

http://zh.wikipedia.org/wiki/壯遊
http://naturallybread.yam.org.tw/image-2012adama/20130119/2013 Taiwan Farmer Grand Tour.pdf


「契作」的實力並非以「財務」單一向量，而決定一個堅實的契作團隊
關鍵在於農民的「認同」與「行動」轉化內在的核心價值，這是建構永
續經營的基石。 
喜願長年透過「好農壯遊」、「農事戰鬥營」、「鐵牛變形金鋼」等內
聚活動，營造喜願契作大家庭團結合作的文化氛圍，成為農友連結與交
流的平台。 



「鐵牛變形金剛」的原念：
「牛」在傳統農業生活中是
農友最忠實的朋友，期以彰
顯農民「忠實勤奮、刻苦耐
勞」的精神；「鐵牛」則是
象徵農業機械化、科學化的
表徵。而在佛教諸佛的形象
中，人們以「如來的柔美」、
「觀音的慈悲」、「文殊的
智慧」、「彌勒的肚量」象
徵追尋真善美的演繹，而
「金剛」則是代表護持的
「勇氣」，「變形金剛」則
以守護地球環境為職志。 
 
我們以「鐵牛變形金剛」感
謝運用科學與協同合作，守
護在大自然環境急遽變異的
過程中，實踐農業「美樂地」
的共同想望與堅守本業的朋
友們，表達我們由衷的敬意。 

內化契作核心價值… 

http://naturallybread.yam.org.tw/adama-2011/2011-adama522/adama-10m522-index.htm


農民是階級的底層 

階級的底層往往 

只有努力等待 

在上位者的 

獎勵賞識 

 

鐵牛變形 

金剛獎是 

農民頒發 

給堅守在 

農業現場與 

守護農業環境 

的金剛大士。 

 

截至2015.11共頒發出八面 



台大郭華仁教授 

台大盧虎生教授 
主婦聯盟基金會 

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聯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墾丁畜產分所陳嘉昇主任 

張雅雲 

徐哥、阿娟 



台大郭華仁教授與李三陽農友 台大盧虎生教授與呂春吉老農友擁抱 



               Taiwan Farming Fight Camp  

 「喜願農事戰鬥營」不僅聚焦在實質生產的勞動協助，未來更會整合不

同作物（小麥、大豆、芝麻、蕎麥...）舉辦「見學」、「遊藝」（攝影
、寫生..）活動，活絡作物的生產環節。我們邀請大家一起從「共工」中
出發、從「共學」中成長、在「共遊」中歡唱！                      
                                                                                                         Since:2012 

內化契作核心價值…#3 



喜願「農事戰鬥營」並非「打工換宿」，當喜願農友有農事困境時發動。一期營隊通常三

天，費用1500元交由農民所得。農民提供食宿，導覽當地人文景觀，介紹田間
農作實務。參與每天必須有五個小時真正一起與農友從事農務，協助作物收成。
而喜願則是準備1500元福袋，贈與戰鬥營學員，當然還有農友的米、菜額外的
感謝。這是一場充滿歡樂與成就的活動，也最令人懷念；而後來發展成喜願農友
與農友間互相幫忙協助的另一開端。  



社會影響力的創發       

連結外部資源，擴大公共參與度 
         麥田狂想曲音樂會 
         咱糧學堂 
         強納森行動號 
     參與公共議題 
          無基改農區 
         人生百味 
     協力NPO共創三贏 
         愛不囉嗦 



麥田狂想曲-我們是玩真的，而且是認真的玩 

2010年「麥田狂想3.0」喜願以庶民草根的方式
舉辦「麥田狂想曲」音樂會，傳遞農糧議題，獲
得參與朋友們熱烈的迴響。喜願透過「麥田狂想
曲」的活動，輪流各地舉辦，廣邀在地學校社團
或外部支持團隊，一起創發農村遊藝美學。 

花蓮玉里  東豐麥田狂想音樂會 



苗栗苑裡  麥田狂想音樂會 



彰化芳苑  麥田狂想音樂會 

http://naturallybread.yam.org.tw/2010-adama/adama10-e/adama-10e-022-4.htm


活動年度 活動計畫名稱 活動地點 
農友(含
非契作) 

出席 
社會大眾 

備         
註 

2009-2010 好農壯遊 環台各地 18 8   
  麥田狂想音樂會 彰化芳苑 15 350   
  麥田狂想音樂會-安可曲 彰化芳苑 18 400   
2010-2011 麥田狂想-穀動同樂會 彰化芳苑 40 900   
  好農壯遊 環台各地 22 8   
2011-2012 麥田狂想-東西好麥共饗音樂會 苗栗苑裡 60 1200   
  麥田狂想-東西好麥共饗音樂會 花蓮玉里 30 600   
  好農壯遊 環台各地 25 7   
  喜願農事戰鬥營 花蓮玉里 12 30   
2012-2013 麥田狂想-山海交響篇-山之篇 嘉義阿里山 45 500   
  麥田狂想-山海交響篇-海之篇 嘉義東石 52 1500   
  好農壯遊 環台各地 25 5   
2013-2014 麥田狂想-麥麥傳情音樂會 彰化芳苑 70 600 

好農壯遊 環台各地 23 7 
2014-2015 麥田狂想-麥田小時光 彰化芳苑 35 250   
  好農壯遊 環台各地 25 6   
2015-2016           
活動參與     515 6371   

喜願各項議題活動參與人數統計                 2009-2015 



咱糧學堂-實現農村即學堂，帶領學生向農民學習 



咱糧學堂-實現農村即學堂的理念，老師帶領學生向農民學習 



• 喜願從2011年來與全教總、主婦聯盟與聯華實業推廣食農教育，同時
也積極呼籲大眾關心台灣糧食自給率低落的警訊，所以今年透過與培
養皿工作坊，進行不同激盪與設計，將打造全台灣第一輛的喜願咱糧
學當教育專車-「強納森行動號」，主動走入全台各個校園、農村、
都市、部落等社群，傳遞「食育」對台灣當前農糧生產、農村生活與
環境生態的關鍵影響，並一起守護咱們「碗中的未來」。 
 

• 強納森行動號 : 一起守護咱們碗中的未來 
而強納森行動號名稱概念取自美國知名寓言小說家李察。巴哈天地一
沙鷗故事裡頭的海鷗主角強納森，牠以一股源自於內心的熱情，透過
飛行的技巧的練習，不斷挑戰自已的潛力，即使傷痕累累也永不放棄
追尋生命無限的可能。因此，喜願希望以行動專車特殊鷗翼展開的車
型為啟發的想像，植入勇於實踐、無畏艱難、找尋自已、超越自已、
分享經驗、開創價值的理想魂魄.。  

  強納森行動號 : 一起守護咱們碗中的未來 

 



強納森行動號 : 一起守護咱們碗中的未來 



強納森行動號 :  活動現場整備實況 



強納森行動號食農意象圖      高雄楠梓高中師生繪製 



  年    度   計畫名稱 
參與校數 
社區村落 

參與老師 
參與學生 
社區民眾 

備      註 

2011-2012 麥田見學 40 40 930   
2012-2013 豆麥見學 33 40 890   
2013-2014 咱糧學堂 40 45 1050   
2014-2015 咱糧學堂 130 176 3980 形成教學社群 

2015-2016 咱糧學堂 188 425 12450 形成教學社群  

 2015.11- 
強納森行
動號  

 8  15  620 行動化與客製化 

參 與 統 計   439所 741人 19920人   

喜願推展食農學程參與校所與人數   
                                                                                                                        2011-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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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圖表來源: 全教總與喜願咱糧學堂 



議題型的合作-參與無基改農區推動 

喜願自 2011年4月成立「大豆特工隊」後，即參與主婦聯盟基金會、台大種
籽實驗室、主婦聯盟合作社所組成「無基改農區」的推動。喜願著力於農民
自主意識的啟發與跨國種籽宰制的覺醒，更要求參與「喜願契作」的農友，
均需簽屬無基改的承諾書，並在2013年烘焙展參與承辦無基改記者會。 

http://gmo.agron.ntu.edu.tw/noGM/joined.htm


年度 2011-2013 2014 2015 合計 

面積  259公頃 56公頃 147公頃 462公頃 

喜願契作農區參與無基改承諾的面積表 



認同與支持—人生百味 
                                     傳遞熱情與溫暖，關懷街友 



協力NPO共創三贏 
喜願在2013年1月與唐氏症基金會合作在台北市南港展館捷運站五號出口，成立
「愛不囉嗦」的庇護型商店，以台灣本土農產為關懷核心，實現「農村需要都市，
都市需要農村；農村離不開都市，都市離不開農村」中「農都不二」的精神。 
 
                                                               截至2015.11愛不囉嗦已展店3家 



        產品開發原則 
      友善環境種植 
      自律的約束 
      他律的機制 
      產品服務與責任 
      商標登記註冊群 
      產銷調節閥-面向全世界 

喜願農產品的管理與開發 



喜願在2014年3月22日在「麥田狂想8.0」訂下，在2020年前喜願全系列產品，
應使用喜願契作的農產80%的承諾。並以此做自我檢核與督促政府在2020年達
成糧食自給率40%的目標(2012年國家糧食安全會議通過)。 
喜願產品的開發原則: 
1. 穀物原料必須為喜願契作自產。 
2. 友善環境種植，並經抽驗無毒檢出。 
3. 產品以「全素食」為主，次選擇為「奶素」。 
4. 產品應降低含鹽、糖、油量的使用比例。 
5. 減量包裝，禁止塑化劑與PVC的使用。 
6. 合作製造商必須食藥署食品製造商登錄，完整自主品保系統。 
7. 產品的開發應徵詢通路服務商意見後，始進行可行評估與試做打樣。 

喜願產品的開發原則  



 不使用除草劑 

 不使用農藥 

 不使用化學肥料 

 不毒(補)鳥 

 

友善環境種植 



喜願農作自律的約束 

 開放的、參與的 

 公開的、自主的 

 產銷計畫 

 品質管理   



喜願為確保產品服務與責任，我們在2005年即訂下「喜願服務
的承諾」，並投保產品責任險一千萬產品責任險（分別投保美
亞產品責任保險0900-0333002892-00與0900-0333001829-
02）履行產品保險責任。 

喜願認為有效運作食品安全體系，應是自律系統和他律系統
相輔相成，交相作用的體系。喜願為確保他律機制的可靠度，
已與台美檢驗科技簽約（合約編號:Y-10439），簽訂每半年
定期或不定期針對特定品進行全產品的抽驗，依據產品特性
進行不同的檢驗項目，用以有效確保喜願契作農產原料與喜
願委託製造終端產品的食品安全。 

喜願產品的他律機制 



喜願為確保產品服務與責任，我們在2005年即訂下「喜願服務
的承諾」，並投保產品責任險一千萬產品責任險（分別投保美
亞產品責任保險0900-0333002892-00與0900-0333001829-
02）履行產品保險責任。 



註冊設計圖樣與文/證號 商標註冊證號 備                 註 
喜願-REJOICE 00883187 
喜願共合國-圖文 01510025 
豆豆特工隊-圖文 01515694 
大面神-圖文 01515776 
麻鈣鮮-黑白無雙-圖文 01575553 
咱糧聚樂部-圖樣 
Taiwan Grains Club 

01618544 
01622461 

第29類 
第30類 

喜願穀物製粉所-圖文 01712859 
喜願日光發電場-圖文 01726541 
好農壯遊-圖文 01726544 
咱糧學堂-圖文 01729249 
大面神造型專利 已登錄審查中… 

喜願商標台灣註冊 



註冊設計圖樣與文/證號 商標註冊證號 備                 註 

喜願行-圖文 9794053 
豆豆特工隊-圖文 15082453 
麻蓋鮮-黑白無雙-圖文 14777389 
白海豚(麵粉)-圖文 15082585 
咱糧聚樂部-圖文 14747999 
喜願白醬油 2014-F-00146115 採著作/作品登記 
喜願蕎麥薄餅 2014-F-00146116 採著作/作品登記 
喜願米穀捲 2014-F-00146117 採著作/作品登記 
喜願小麥工藝啤酒 2014-F-00147122 採著作/作品登記 

喜願商標中國註冊 

喜願商標美國註冊 
註冊設計圖樣與文/證號 商標註冊證號 備                 註 
喜願小麥-Taiwan Wheat 已登錄審查中… 



2015.8喜願在美國北
加州聖荷西成立公司
，嘗試將喜願農產加
工品（餅乾、麵條、
醬油、醇汁等產品）
銷往華人超市，做為
喜願農產加工品產銷
的調節閥。 
喜願也正在學習面對
國際貿易的種種業務
與挑戰。 
這真的是一條漫漫長
路!! 



喜願產品在美國北加州聖荷西永和超市上架展售  
2015.12喜願餅乾亦將在香港晴朗超市上市 
出口額目前僅占喜願銷售總額百分之二 



喜願與主要利害關係人之辨識與溝通 

        辨識與溝通 
      溝通/角色圖示 
      生產者的溝通與回應 
      服務者的關切與回應 
      加工者的關切與回應 
      勞動者的關懷與回應 
       



喜願與主要利害關係人之辨識與溝通 

喜願透過協同合作、對話諮詢、
遊藝活動，意見諮詢等溝通方式，
達成與主要利害關係人的交流與
關懷： 
 協同合作 
議題、產銷、策略 
 對話諮詢 
講座、會議、展覽、論壇 
 意見諮詢 
喜願FB官方粉絲團、喜願官方網
站、客戶服務 
 遊藝活動 
麥田狂想音樂會、好農壯遊、咱
糧學堂、強納森行動號、農事戰
鬥營、喜願社區日、喜願參訪活
動 
  

喜願主要利害關係人的辨識： 
 
喜願1999年從「專業知能」出發，
「關懷邊緣」成功確立治理的雛型，
2007年以「本土農糧」契作做為喜願
解決困境與縱深發展的骨架，除鞏固
「糧源自主」外，並串聯全台各地農友
與消費團體協力合作，直接促成農業政
策的翻轉。 
 
喜願以協同合作的「角色」(勞動者、
生產者、加工者、服務者)，確立主要
關係人的辨識「模式」。喜願希望透過
與利害關係人的溝通與期待，除回應利
害關係人的訴求，並以主要利害關係人
關切議題，做為喜願的永續發展的立基。 



喜願與主要利害關係人(角色)辨識圖示人 

生產者 
喜願契作的農友們 

加工者 
(一次與二次加工業者) 
聯華實業、美可食品 
中祥食品、豆之味 

 嘉農…   

服務者 
(銷售通路) 

主婦聯盟合作社、里仁 
健康食彩、二四八農學 

直接跟農夫買…. 

勞動者 
喜願的工作夥伴 

喜願共合國 
與利害關係人角色辨識 



喜願回應主要利害關係人-生產者的期
待--喜願契作會議:「喜願互助公基金」
組合「喜願共同管理人」機制外，並
實踐「喜願參與式驗證」 

「喜願契作會議」的前身，原為2008年喜願
開始環島方式種植小麥，與各地農友會商種
植方式、面積、播種與收成等細節的不定期
集會。2012年完成環島環圈後，即開始以東
部、西部方式舉行契作會議，2013年為更能
內化喜願契作的合作價值，於是採全台契作
農友大集合的模式，除促成全台農友跨區交
流外，且能有效匯集農友意見，喜願則在會
中發表次年產銷「白皮書」，聯華則針對當
期小麥品質做出檢討報告，農友則提出問題
與建議，熱烈與真誠的互動過程，令人感動，
逐漸成為喜願契作過程中最重要的會議。 
  
2014年喜願開始構思「參與式民主」的模式，
期待形成更具彰顯合作核心價值的運作模式，
我們除倡議「喜願互助公基金」組合「喜願
共同管理人」機制外，並實踐「喜願參與式
驗證」(他律與自律)檢核模式。 



 
 2015年7月11日喜願契作會議，在彰化二林喜願製粉所召開，會中通過「喜願互助
公基金」與「共同管理人」的選任,，喜願的契作正式跨入新紀元。 



喜願契作會議會後餐敘合影 
2015年7月11日喜願契作會議，在彰化二林喜願製粉所召開，會中通過「喜願互助公基
金」與「共同管理人」的選任,，喜願的契作正式跨入新紀元。 



喜願主要利害關係人之二實體通路服務者               
                                                                                                                                               年度: 2014        



喜願主要合作通路服務者 



主要利害關係人關切 喜願回應利害關係人期待 報告書相對應章節 

準時交貨質量穩定 
友善環境安全無毒 
增加有機驗證產品 
提高消費者參與度 
 
自主能源與氣候風險 

強化喜願計量與出貨程序 
每半年產品檢驗(簽約) 
擴增契作面積近80公頃 
擴大辦理各項活動強度 
 
增加綠色電力的使用 

喜願管理系統升級 
台美檢驗 
契作會議、麥田狂
想、好農壯遊、咱
糧學堂 
喜願日光發電場 

喜願主要利害關係人(通路服務者)的關切與回應 



目前「加工者」在營業佔比已提升至23%，是喜願歷來最高的比例。喜
願自2012年獲得聯華實業的鼎力支持後，長期困擾的儲運與加工問題，
獲得圓滿解決。聯華實業更著力於農民關懷與陪伴，成為喜願契作最堅
定的盟友。 
2013則在餅乾的開發上，喜願幸運地獲得品質與信譽卓著的美可、中祥、
百家珍、東南生物科技等公司的支持本土農產加工，在多次的食安危機
中，均能順利通過考驗。 

喜願主要利害關係人(加工者)的關切與回應 



 

喜願搭配聯華實業共同行銷台灣小麥範例 

圖片來源:聯華實業 



主要利害關係人關切 喜願回應利害關係人期待 報告書相對應章節 

小麥運交與品質控管 
協同委製與共同開發 
創發議題與合作行銷 
 
關懷農友與基金運作 

喜願契作會議 
有機小麥麵粉、米穀產品 
烘焙展、麥田狂想、咱糧
學堂、強納森行動號 
喜願互助公基金 

喜願契作會議 
委託合作 
合作共同行銷 
粉專業講座 
喜願契作會議 

喜願主要利害關係人(加工者)的關切與回應 

2015.03喜願在聯華實業協助下參與台北國際烘焙展，有機會擴大普羅市場機會 



主要利害關係人關切 喜願回應利害關係人期待 報告書相對應章節 

薪資所得與休假制度 
作業安全與健康福利 
教育訓練與職能發展 
營運狀況 

2016年實施周休二日 
員工健檢與旅遊 
工作輪調與外部訓練 
參與決策與共同管理 

喜願管理會議 
南山團保G72700192 
職能訓練 
共同管理人代表 

喜願主要利害關係人(勞動者)的關切與回應 

2015.9.28喜願中秋節全體夥伴聚餐與聯華代表、農友們合影 



喜願的諦視 
  
喜願在台灣「本土農糧」復興議題的實踐上，雖已獲得社會大眾普遍的肯定，且
經由多年的努力與協力團體的支持，逐漸建構以「喜願麵包」為治理的核心，並
幸運地發展出「合縱」、「連橫」計畫型的產銷體系。 
  
但面對「領先者」真實的危機﹙領先者最大對手是自己﹚，喜願必須保持更高度
的自我反省與覺察，在策略上必須有「解構」的心理準備，以因應外部充滿變化
的市場狀態。 
  
喜願清晰且不迴避的正視「獨資的管理決策癥點」，如何從「參與式管理」中發
展出新的營運模式，是喜願必須謙虛學習的課題。二則在契作作物面向不斷擴大
與產品多元開發上「展業資金的運籌」，未來會是否出現困窘，而必須洞察預做
備援的張羅。最後，喜願的夥伴目前多屬任勞任怨型、老實守成型，在組織多元
生態上「開創性人才招訓的延滯」已是迫切的危機。 
  
對於未來的營運與治理，喜願充滿高度信心與想望，我們以「集眾人之智，解眾
人之事」做為籌組「喜願共同管理人」會議的態度，將邀請喜願員工代表、各主
要利害關係人，參與喜願年度營運方針與策略展開的協商，以期「喜願共合國」
成為公民品牌。 



衷心感謝16年來認真踏實工作的喜願夥伴們與長期支持的
諸多協力通路服務團體，尤其是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
作社與聯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陪伴，讓喜願在短短數年
間能順利轉型，也盼望你(妳)督促讓喜願繼續保有這份難
得的「運動精神」，持續進化...。 
 
感謝你(妳)的閱讀 
祝福你(妳) 
        身心康健 
        平安喜樂     
 
                           喜願行總兼  施明煌敬上 
                                       2015.11.30 

喜願責信報告連絡資訊: adama.shih@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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