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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T E R V I E W

訪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系主任兼所長

郭瓊瑩 談 環境美學

整理：黃崇義 ‧ 攝影：詹朝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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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紀要

問：公共工程建設多起因於功能需求，然

而其成果對整體環境影響既深且遠，

請教郭主任對於環境美學的解讀及定

義？

答：

一、首先從哲學層次談起

　　長期以來國人在缺乏公共美學的環境下生

活成長，導致對「美感」之遲鈍甚至無感，究

其原因，「美感」教育未紮根、與生活價值

脫節，所以容易導致為了「造就」美而「做

作」，經常過與不及，為吸引焦點而踰越美的

自然秩序分際。

　　誰說「美」是見人見智、沒有標準？美學

原是哲學的一環，亞里斯多德自哲學面探討

「美學」，他認為美學是嚴肅的、有邏輯的。

美「Aesthetics」源自於德文的「感覺」，下列

是歷代哲人對「美」的看法─

「美」是一種恰到好處的協調與適中。(法國笛

卡爾)

「美」在於一件事物的完善，這種完善能引起

快感。(德國沃爾夫)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

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

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

地之謂也。(中國莊子知北游)

「美」在道法自然。(中國莊子)

「美」在物體的形式。(古典主義)

「美」在完善。(理性主義)

「美」在感官快感。(英國經驗主義)

「美」在感性形式。(德國古典美學)

「美」就是生活。(俄國現實主義)

壹、前言

　　郭瓊瑩教授，中國文化大學環境設計學院景觀學系系主任

兼所長，畢業於美國賓夕凡尼亞大學藝術學院景觀建築碩士，

曾任中國文化大學環境設計學院院長、中華民國景觀學會理事

長、國際崇她社環境委員會委員長。

　　歷經國內外景觀專業以及景觀教育、人才培育與研究發展等

之專業生涯，郭主任致力於景觀專業與教育之推動，希望把理想

與熱忱、樂觀與積極、創意與實踐傳承下去，建立欣賞自然、循

環使用、對環境友善的價值觀，對於環境保育、國土規劃、公共

政策及空間美學，秉持崇高理想與熱忱，積極實踐並貢獻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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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變遷之衝擊，許多與大自然友善之工程思惟

也逐漸大幅調整中。

　　此外，「海洋國家」願景經常高掛在我國

執政者口中，但過去40多年之戒嚴歷史讓臺

灣人民（除非是靠海維生的漁民）對「海」是

陌生的、有距離的，而解嚴後對「海」的關係

則變為「好奇」與「渴望」。80年代起政府

陸續成立與「海」相關的風景區，如東北角、

東部海岸、澎湖、雲嘉南、馬祖、大鵬灣、北

海岸等；也有墾丁、東沙及南方四島海洋國家

公園與台江國家公園，各縣市政府更有地方級

的海岸型風景區。只是海岸與海域活動基本上

仍相當原始，除了步道、自行車道、以及部分

休閒漁港（有魚市場、海鮮餐飲服務、眺景設

施...）外，能夠發展出較有深度及多元性之海

域及近岸海域活動，似仍極為有限。

　　自古典哲學到現代主義可以綜整地說，美

是一種適切、一種平衡、一種愉悅、一種價值

適中(Balance)，更貼切地說，美就在生活中，

並與食衣住行育樂環環相扣。

　　農村自然景觀不需要添加任何元素就能夠

展現它的美，不分國籍的人面對自然界極致的

美都會發自內心讚嘆，這就是對美學的共識；

在歐洲義、法等國已經將美學內化於日常生活

中。相較於中國宋代文人雅士對於美學有極高

的要求，但布衣百姓在三餐溫飽之餘其對於美

學之經驗與感知其實是不同的，是以「美」不

應該只是專屬於貴族而已。

二、其次從國土環境層次談起

　　尊重自然生態就是「美」，臺灣高海拔地

區或是河川上游森林、溪流，比較能夠維持自

然樣態之美，中下游常因土石流整治需求，就

傳統絕對安全防護之價值觀下，幾乎都被水

泥化護岸佔據，無法展現河川自然生態之美。

在國外有所謂Wild & Scenic River之指認，代

表應維護保全河川之地形自然狀態與自然生態

之系統。較遺憾的是傳統河川水利工程界因對

此較欠缺宏觀之認知與基礎資料調查，經常以

「工程」手法解決洪泛問題，但同時卻喪失了

中上游河川之自然美。而近年來也因地震、氣

施...）外，能夠發展出較有深度及多元性之海

域及近岸海域活動，似仍極為有限。
河川高灘地綠化自然工法／郭瓊瑩 攝



　　就「海洋國家」之國土美學而言，我們應

自政策面、教育面、認知面、法令面以及生活

面有與「海洋」共生之價值觀，以及實際生活

體驗之引導，否則我們雖與海為鄰，但所有相

關政策與作為均與海背道而馳。諸如過於強化

絕對安全之海堤、河堤、濱海公路、橋梁、建

築⋯之設計與建設，幾乎讓島民生活與「海」

絕緣或疏離。當然，就工程面而言，必須在工

程教育上融入「海洋生態美學」以及「海洋人

文美學」之多元向度，則爾後之實務設計操作

方能與「海洋國家」之質感接軌。

　　此外，無論是面對「海洋」或「河川」，

傳統思惟是「抗衡」而非「共生」，以致我們

諸多城鄉發展建設、公共工程、基礎建設均以

「防洪」、「治洪」為標的，而忽略了與大自

然潛在威脅共生共榮之另類因應生活態度。

三、最後從全球永續發展層次來看

　　因應極端氣候變遷設置之滯洪池除功能

之外應重視自然生態，不應忽視美學帶來的

價值。以日本等國家為例，護岸應有坡度或階

梯、有孔隙供植物生長及創造微棲地。此外，

例如新疆和伊朗等地都有地下水系統，可以蒐

集保存雪水、雨水、冰，除了水資源利用之外

也可以形成風廊，調節微氣候，可說是人類與

自然共存的智慧。這些傳統智慧之應用、活化

與再創新，的確是當代工程師應有之挑戰與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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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主任探訪過許多國家與城市，您印象

中最深刻的美麗城市? 造就這些美麗

城市的因素? 以及相對應的政策? 可做

為我們借鏡。

答：具有宜居、可及的生態、水岸與綠地，或

許無需高科技，但它允諾人民的是一種可及的

幸福。

　　例如城市型國家新加坡以保護國土為發展

核心，同時藉由市民參與達到責任感之建立。

透過公園綠地系統規劃，確保小尺度國土「水

與綠」基盤建設之完整性，並得以提昇自然與

生活環境美質。

　　新加坡花園城市之建造，第一階段之綠資

源政策是城市綠化，以生態科學知識及技術建

構Garden City之基調。新加坡在建國初期吸引

外來投資之策略不是大興土木而是改造環境，

營造一個「Garden City （Nation）」，綠化、

植樹是創造城市Amenity之工具，其目的是希

綠建築可以是真正有植物生命的／郭瓊瑩 攝

望藉由實質環境品質與美質之改善，來提昇國

家與已開發國家之關連度，並藉此吸引外來投

資者對新加坡生活環境之信任與連結。

　　第二階段之綠資源政策為以保護國土為發

展核心，同時藉由市民參與達到責任感之建

立。新加坡從河川整治、貧民窟違建整理、民

生基礎設施投資，奠定了一個基本正向的國土

經營策略，公園綠地之建設成為國土發展首要

政策。在基礎設施建構完成後，即邁入第二階

段即更深層適意美質（Amenity）之營造，提

昇到有想像力之Garden City之願景，讓新加坡

成為一個花園城市，綠意分散在重要之都市核

心公園、林蔭道路、社區公園⋯且提昇其質

感。就一個近赤道之國家而言，在地理氣候與

地質上有點先天優勢，也就此充分發揮了城

市綠化之加值效益。保護區綠色廊道（Green 

Connector）、濕地保護、海岸修復⋯逐漸建

構了一個四季如春花園城市之新模式。公共

住宅品質之提昇以及對美化綠化在技術方面

之研發，Clean（乾淨）、Order（秩序）以及

Green（綠色環境）構築了此一時期之新加坡

環境政策印象。行道樹、都市林之修剪維護管

理，自人行道綠帶、都市小型綠地、公園到住

商地區之空中花園、屋頂綠地乃至水庫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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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資源保育，自創「國家公園遊憩署」管理

全國綠資源，讓社區住宅綠地與國家公園自

然保留區均有一致性之品質(Quality)與績效

(Performance)！

　　第三階段則邁進城市綠地之生態網絡建

置，串聯都市公園綠地與自然保護區，再深

化為City in Garden。 此階段國土環境政策蛻

變則以系統生態之修復、再生與活化作為整

體國土經營基底。不再以個別單元「綠地」

來處理這些不同尺度之綠地，而是以「生態

網絡」的概念來落實，且不避諱其高度發展

區之需求，進而帶動自我型塑之「垂直森林

城市」。花園化的城市仍只是點綴與裝飾，

而花園中的城市則更進一步詮釋了該國對回

應氣候變遷與綠色生態城市發展政策實踐之

「庶民價值鏈」建構。以普世易懂之政策語

言投入持續性對降低CO2排放、都市熱島效

應、都市生物多樣性、防洪減災，以及回應

高齡化、糧食危機⋯等大議題之正面減壓，

並以輕鬆、適意、可及有感之「社會工程」

來實踐。

　　政府帶頭戮力推動高層屋頂綠化、人工

地盤綠化、垂直綠化以及再次推進3.0之公

共基礎設施生態化之建設，將原來之排洪水

泥渠道改成融入地景之自然綠地、濕地與草

溝，強化公園綠地點與點間Connector之串聯，

儘管其綠色城市之建設不若美加大國如此自

然或貼近荒野，但在認知自我限制上所作技

術與工法之革新，結合科學研究，也締造了

世界高層建築都市綠化之典範與龍頭地位。

　　新加坡雖然國土面積小，並無法全面作

為臺灣參考借鏡之標竿，惟就緊密城市之發

展典範而言，它具有指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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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近代工程大多考量直接工程效益與解決

洪泛之「捷徑」，並多以水泥化、無孔隙工法

為主導，先考量功能才考量表面的美化，此易

造成「景觀」工程成為外加或附庸之美化工

具，而未能與在地生態紋理融合。即使混凝土

也應有美學的考量，例如貴公司設計的台中鐵

路高架護欄表面質感及光影效果，國道1號五

楊高架雙層墩柱考量弧線造型，以及橋梁選色

與環境融合，均有達到提升工程美學品質的目

標。

　　設施物的色彩及照明對於環境美學而言很

重要，應該制定一套把關的機制，例如：臺北

市市民大道現在採用的灰色系梁柱；陽明山大

屯橋下方鋼梁配色融合火山地質色彩等，都是

經過專家研討如何與周遭環境相容而建議之選

色。花蓮立霧溪橋是進入花蓮的門戶，五個大

小淺藍色鋼拱造型與河谷環境搭配相得益彰，

但鋼拱垂直纜線卻為紅色，與周遭環境色彩顯

得突兀，若可以考量重新配色，將可成為臺灣

最美的橋梁之一。橋梁照明應適度採用間接照

明營造環境氛圍為主，而非以混色LED燈造成視

覺景觀或駕駛的干擾。橋梁美學在臺灣似乎仍

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公共工程除了跳脫最低價標之限制之外，

採購法也應配合修法，創新工法才能及時被推

廣採用。此外，臺灣公共空間幾乎千篇一律設

置高度110公分安全欄杆的思維應設法突破，嘗

試從法規面及教育面著手，逐步採用因地制宜

的合宜設計。另一個值得探討的案例係今日之

無障礙設計法規，板橋林家花園傳統庭園空間

因應無障礙使用需求，設置無障礙坡道但卻無

法與古蹟原貌相融合，類似古蹟、山區與文化

特殊環境之限制也應尋求合宜的替代方案以取

代一成不變的制式型式。

問：土木工程基礎建設(包含：公路、橋

梁、機場、港灣等)對國土美學影響最

大，工程師應如何兼顧造型與功能？

答：土木工程基礎建設(包括：公路、橋梁、機

場、港灣等)其建設比例影響國土美學最多，是

以工程師應同時兼顧工程建設其機能、造型、

整體色彩⋯等與整體大環境之融合。

　　國內外確有許多工程與美學結合的良好案

例，如法國古代水道橋拱型由下往上、從大到

小，重視比例關係。日本黑部立山明隧道妥善

配置柱子角度並考量造型細部，讓駕駛於行進

間還能夠欣賞外部峽谷景觀。國內則以大屯溪

護岸為例，清代工匠善用現地卵石材料並挑選

不同形狀卵石相嵌砌築，石縫中苦楝等植生成

長後使護岸更加牢固歷經百年仍屹立不搖；苗

栗後龍溪、中港溪、宜蘭的宜蘭河也有類似工

法。

美國波特蘭拱橋為土木遺產／郭瓊瑩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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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從事工程規劃設計者對環境美學所

應具備的基本概念和自我訓練？

答：舉例而言，「美感」教育應是全方位

的，從幼稚園園長、中小學校長開始均應

有不同深度與廣度之美感涵養與教育方針。

目前國內大學建築、土木等工程相關系所並

沒有「工程美學」或「工程歷史」等課程，

工程設計不能只思考工程本身，必須檢視與

周圍環境的相容性，例如淡江大橋應考量與

觀音山、淡水河口的景觀協調性，甚而對季

節性、時間性之「夕照」在工程設計上均必

須有負責任之回應；山谷中的橋梁應該避免

有上構，才能與山林景觀相融合。一般工程

設計上統稱的造型橋應更名「具有美感」的

橋，除了橋型本身也可以用橋欄杆、護欄、

燈桿或燈座等細部做為橋梁之特色。

　　日本的風土景觀論述中，有個名詞叫

「原風景」。初聞此詞，以為只是在地風景

的一種描述而已，後來詳細閱讀文獻，才

瞭解「原風景」是指在一個人生命中影響他

或記憶最深刻的風景（或稱景致、景象、景

觀）。工程師可以藉由增加感官體驗提升環

境美學的認知，用「心」看風景，我們看到

的是更深層的地表生態景觀與其內在生命。

當所有人為干擾降到最低時，我們才得以無

負擔地傾聽大地，也得以用無障礙、無過多

科技包裝輔助的凝視，用「心」看大地。色

彩層次變多了，空間景觀元素變多樣了，各

種地景元素組成變得更細緻化了，「風景」

的內在力量就自然而然騰躍而出。

　　在荒野、在深夜，其實大自然充滿了

「聲音」，蟲鳴鳥叫、風聲、雨聲、溪水

聲、露水凝結順著石壁滑落的細微滴水聲、

落葉聲、樹枝搖晃聲，幾乎是豐富萬千，如

果真正打開人類本能的五感接收器，則寂靜

不再只是單一向度的「無聲」，而是充滿了

多尺度、多層次、展現大自然生命力的「呼

吸聲」或「生命律動」。

國道1號五股-楊梅段高架拓寬工程／詹朝陽 攝



日本

新加坡創意人行空橋／郭瓊瑩 攝

新加坡空橋綠化／郭瓊瑩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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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的色彩變化包括作物、地貌土壤、農

田、雲、霧、雨、雪季等等景觀變遷，大地

「色彩」成為詮釋時間與季節、地理與人文最

真實性而具有美感聯想的媒介。即便是天空之

雲彩、雲朵投射到大地丘陵之陰影，也有一種

無時無刻不在動態變化的「大地景觀」，永遠

令人捉摸不定，也似乎很難定格。

　　「都市」並非無法提供與大地密切連結之

體驗，只是當人們習慣了都市聲光色之刺激

後，很容易略過了原本真實存在的「都市裡的

大自然」。例如都市中也可看到星星、月亮、

日落、日出，也有蟲鳴蛙聲、鳥類出沒，都市

的行道樹也有樟樹開花之香氣，七里香、樹

蘭、雞蛋花、梔子花、玉蘭花等香味都會在行

進間傳遞到我們的感官系統中。都市中也有風

吹草動的「動感」，如傾聽陽台風鈴聲，也有

雨打陽台雨棚或行道樹葉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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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區鄉間的「原風景」其實亦都「存在

著」，只是易被我們略過。例如臺北外雙溪中

游的大石塊、水流聲、宜蘭三星地區的水田中

水圳流水聲與自然砌石田埂間之微棲地與蛙鳴

鳥叫；秋末各溪畔、沙洲、郊山的芒花海，還

有吹粉場、曬柿曬烏魚子場；冬去春初一片片

的油菜花田，還有嘉南平原蔬菜苗圃作業區大

片的微型溫室（遮網田畦），蔚為壯觀。原住

民部落鄉道村道上之曬穀場、曬玉米場、離島

的曬魚干場等。

　　其實以上的每一景都是我們的「生活

景」，它是人與土地為求生存互動而形塑的

「文化景觀」，是不可切割的。如果能夠擺脫

空調冷暖房，用我們天賦的感知去認識大地、

與大地相處，則節氣的變化亦能與時俱進，和

現代人的生活共存共融。回應大地、傾聽大

地、裸視大地，盡量減去人為聲光色之干擾，

No.115
有百年歷史之藤質吊橋為文化遺產／郭瓊瑩 攝

人行橋梁得以輕巧具藝術美感／郭瓊瑩 攝

花蓮立霧溪橋／齊柏林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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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再以原真的敏銳度與

大自然對話。

　　而日月星辰的變遷，並不只會獨厚荒野，

身處繁忙的都會環境，人們只要跳脫對科技資

訊的完全依賴，仍有機會尋找「原風景」，並

自其中再發現我們開創生活與生命的動力。

　　以上是我個人對於作為一個對環境負責

任、有感覺之工程師、設計師應有之價值認知

與心態體認。

問：文化大學景觀系是國內”景觀系”的

首創先驅，請主任談談近年來在培養

環境規劃師的經驗與成果？

答：文大景觀系的訓練如同會議室牆上的

PEACE五個字母，P代表熱情(Passion)，E代表

生態(Ecology)，A代表美學(Aesthetics)，C代表

創造(Creativity)，E代表倫理(Ethics)。

　　本系重視師資各有專長領域，科學與景觀

生態30%、藝術與社會30%、工程規劃與設計

40%；課程豐富多元，包含地景變遷、文化景

觀、環境行為學、攝影、環境色彩學、環境思

潮、景觀工程、植栽設計等課程，尤其重視實

務，常有野外調查、訪談、實作及戶外教學等

訓練，甚至有多樣的國外移地學習工作營、海

外志工服務。

　　本系自七、八年前即開始推動國際工作

坊，邀請日本早稻田、澳洲雪梨、韓國首爾及

高麗等大學同學來臺灣學習交流，並將交流成

果發表出版品。此外每年暑假至少舉辦五個海

外參訪團，足跡遍及日本、義大利、馬來西

回應氣候變遷應注意與海共生／郭瓊瑩 攝

古圳保存應學習傳統自然工法／郭瓊瑩 攝

漁村海岸防護堤防應有彈性設計／郭瓊瑩 攝

傾聽自然、裸視自然，培養學生環境美感／郭瓊瑩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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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世界各國植物園等，每團約12~15人，參

與同學在國際交流與專業學習上確有實質收

穫。

　　透過實地經驗讓學生看見更多議題、走出

教室打開心靈視窗與視野，這些年來的經驗包

括參與海外志工服務（與日本九州大學合作參

與尼泊爾、孟加拉的社區規劃）、義大利、瑞

士小鎮風景區的規劃設計或發展遲緩區的振興

工作坊；國內如阿里山鄒族部落、茶園茶農地

景的優化改善與在地觀光發展，還有結合國家

公園及千里步道志工共同進行步道整修，以手

作步道的精神解決環境生態問題。各式各樣的

活動讓學生們有參與的踏實感，也多了許多與

土地接觸的機會，激勵了學生的環境責任感與

對異國文化的關注；學生們雖非專業者，但透

過教學、解說與現場共同指導參與手作步道，

同學們有了新的體驗與榮耀感。而工作營則是

跨界參與刺激創新的好平台，共同參與論壇與

工作坊有助於務實創新。國際視野的開拓與外

國學生交流互動，真正影響學生的是生活態

度、對事件的看法、對解決問題的思考途徑，

這些更會刺激學生們對宏觀世界的觀察、體驗

與省思。

　　本系對於畢業生亦有基本技能要求，大學

部畢業前須通過AutoCAD檢定，研究生則須通

過GIS檢定。此項要求係充分了解設計者除了

在科學、社會、人文、美學等知識必須有一定

水平外，因應現代化、智能化快速發展需求，

如何掌握新科技並與空間規劃整合為一體，實

為必要之專業素養。

海岸復育應兼顧沙丘保護與離岸防護／郭瓊瑩 攝

傳統材質與工法仍是最具風土美學／郭瓊瑩 攝

步道棧橋設計應與環境融合／郭瓊瑩 攝

No.115│July, 2017

動手操作是設計師的必要訓練／郭瓊瑩 攝



日本
問：以主任多年來對環境設計教育的推動

與關注，您期盼公共工程建設在國際

環境規劃的新趨勢願景？

答：我們作為一個工程師、設計師都必須對「公

共工程」係服務「眾生」之信念有責任、有理想。

　　不論是2,500年前柏拉圖提倡的《理想

國》理念，或是1975年歐內斯特．卡倫巴哈

（Ernest Callenbach）出版的《生態烏托邦：威

廉．韋斯頓的筆記本與報告》（Ecotopia: The 

Notebooks and Reports of William Weston），

國際間不斷倡議對環境友善的能源、住宅與交

通技術，追求環境之自然平衡、秩序，同時也

期望以更細緻的措施，帶動人與環境間的多樣

性互動，建立以人為本、農地生產自給自足、

鼓勵步行而降低汽車運輸的世界，追求優質簡

輕軌候車亭設計應兼顧樹木保護／郭瓊瑩 攝

輕軌設計應兼顧地景藝術之融入／郭瓊瑩 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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樸的生活，善用廢水回收、廢材再利用、帶動

循環經濟。

　　近代荷蘭的退陸還海建構綠色網絡、丹麥

哥本哈根的步行城市、美國西雅圖的街道雨水

花園網絡、新加坡3.0的「城市中的花園」，

甚至香港的空中人行網絡、巴西的BRT系統，

很多並未有高不可攀的科技，但每一個政策都

有一個人民有感的願景藍圖，說服民眾支持這

些政策得以讓生活美好、讓經濟更活化、讓生

態更健康。

　　現今臺灣的公共工程在政策上仍顯落後，

重視工程的量而忽略質的重要性，且制度上較

欠缺彈性。反之民間工程較能夠展現工程品質

優勢。而資訊數位化、社會高齡化等現象亦影

響空間規模需求，空間量體必須因應調整，擺

脫傳統的設計思維。

　　如果說「生態烏托邦」是以國家生態系

健全為願景的一幅想像畫，它絕對超脫「桃

花源」的遺世獨立，而更激勵執政者進行有溫

度、有同理心的入世建設。理想中的「生態烏

托邦」鳥語花香，有自然乾淨的河川、海岸，

而軌道建設、水環境建設、數位科技建設、綠

能建設與城鄉建設都只是手段。2,500年前哲

人對國家的想像並不落後於今日的我們，如何

讓有影響力的公共基礎建設得以出發？有前瞻

性、綠色思惟、重視人民福祉的國家基礎建

設，必能引導到「美麗國土」的新境界！

　　總而言之，「環境」、「美學」可以分

立，卻更應融合加成為一體，環境中自有大自

然運行之法則，道法自然為宗旨，而美學亦非

只是個人感官上之印象與體驗而已，它是一種

對「大地秩序平衡」之有機運作，「美」在道



公路選線定線應考慮地形地貌之美學／郭瓊瑩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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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自然，「美」在完善，而「美」就是生活。

為此無論小至家居生活中之空間品質、都市中

之街道家具、指標、廣告牌示，乃至擴大到社

區、城鄉、國土，在此思惟與信念下，「環境

美學」是與我們的生活、生命、生產乃至生計

環環相扣的，而如果不同崗位之專業者也都能

恪守「美」的基本價值觀，則透過「美學」之

引導，我們應有能力也有責任為「國土美學」

再造新的當代普世價值。

後記

　　公共工程是國家建設的基礎，而美學更是

環境品質的關鍵，感謝郭主任在百忙之餘撥冗

接受專訪，分享多年來對於推動景觀專業與環

境美學之理想與熱忱、創意與實踐，以及對公

共工程的建言和期待，期盼藉由這樣的對談機

會，激發工程師建立工程設計應與美學相輔相

成的價值觀與使命感。 1
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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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1)孟曉蘭副理   (左2)郭瓊瑩主任   (中)廖學瑞副總經理   (右2)蕭勝雄經理   (右1)黃崇義正工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