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

好事會花森 聆聽花開的聲音

森情相應 羅布森獻給臺灣的心意愛

烏日溪尾農夫們會在休耕時種植油菜花【綠肥】美不勝收

書待址︱戶外書棚

羅布森書蟲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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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宛如神秘三角洲的地理位置

書蟲房旁 春櫻花見 細雪般飛揚

一元傳愛 延伸自由延伸愛

呈現給每位有緣聚首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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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揭開面紗

為��升

羅布森的情懷 獨立書店的堅持

獨�書����� ���尾人���
感受無限驚喜與溫暖

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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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夢想與友善泛起層層美好漣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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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運動 無障礙旅遊

串連土地與文化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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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野阡陌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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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讀自然與人文調和的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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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溪岸路旁的停車場，只見老建築與僅容一輛汽車通行的蜿蜒小

徑，轉個彎別有洞天，先是優雅日式庭園前院，火樹、流蘇、風

鈴木，樹上鳥兒正啁啾，主建築左側有一木造書棚名為「書待
址」，一個 24 小時開放取閱歸還的漂書據點。

羅布森書蟲房︱前院一隅

二樓戶外空間︱象徵圓滿的採光設計

我們期許經由推動
社 區 閱 讀 風 氣， 逐
漸形成偏鄉文化綠
洲 與 知 識 平 臺， 為
養成台灣整體社會
文化底蘊盡心力。

書牆︱樓梯升降椅方便行動不便者上下樓

脫鞋入內踩踏的是溫潤木地板，腳踏大地沐浴陽光，共享書香，
木香，咖啡香。一樓前半部是沙發閱讀區、大面積圖書館藏區、

咖啡輕食座位、新書販售室。沿著裝上樓梯升降椅供體驗的迴
旋梯通往二樓，行經象徵圓滿的天井露台之後即是日式風格的
四十三疏木軒，名字取四維羅、十巾布、三木森的意象而成。以

舉辦活動為主，如新書發表、小型講座，也提供每個月台積電志
工為溪尾國小辦的為愛朗讀活動使用，是羅布森為推廣偏鄉閱讀
四十三疏木軒

羅布森書蟲房︱創辦人 汪世旭

風氣的重要場地。

封面故事

�尾國� �中�平�����色學�

從烏日越過烏溪大橋沿著堤防緩行，會先經過溪尾國小，是溪尾當地唯一的文教機構，被四周
農田包圍，像是種在田裡的綠色城堡。附近的警犬隊會向學校借用被孩子們戲稱「工廠」的美

術桌球多功能教室做嗅聞與體能訓練，未來計畫將校門口的古早衛生所空間整理，作為社區長
輩的樂齡學習空間，學校與社區緊密連結並共享資源，是一間慷慨而熱情的學校。

有了書蟲房，孫子學會
愛惜書本、安靜在圖書
館裡閱讀，環境也變得
美麗整潔，很驕傲庄腳
有一家這麼棒的書店。

羅布森書蟲房︱新書區

店內擺設雷雕的植栽石器皿刻上「任重道遠」，傳達
羅布森書蟲房超越一家獨立書店的使命感。除了推廣

臺灣文化的美好，堅持十年不計代價的經營，以成為

全球最美書店為目標；而今，推動社區的閱讀風氣，
為當地提供一個文化與知識傳遞的平台。由羅布森書

蟲房經營的初衷與在地關懷為起點，散步烏溪河畔，
緩緩感受鄉間田野的靜謐，聽見這片土地與河流訴說
羅布森書蟲房︱鄰居友人

故事，這一切，要從烏溪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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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在這裡，溪尾國小是公家的文
化中心，羅布森書蟲房是民間
的文化中心，我們攜手用教育
與文化讓溪尾更美好！

溪尾國小︱學生上課情景

小而美的溪尾國小，目前全校 22 名學
生，全校會如同大家庭般一起在兼具視

訊、禮堂、食堂 all in one 空間共度午
餐時光。每個月台積電為愛朗讀活動
的志工遠道而來，帶著小朋友到當地唯

一的民間文教機構 - 羅布森書蟲房說故
事，在飄散木香書香如同私墊講堂的
溪尾國小︱校長 沈翠蓮

四十三疏木軒進行，實在很幸福。

台中市警犬隊

���一�一人駐�� ( 現�犬� )

駐在所廳舍在去年 3 月正式成立台中市警犬隊，這支外表很萌卻身負打

擊犯罪重任的菁英部隊，其中 4 隻拉布拉多犬 (1 歲半 )，以市府警察局
英文縮寫 TCPB 命名，分別是 Tiny、Candy、Pinky 及 Bobby。目前
主要勤務是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的反恐維安治安維護工作，其他

如出勤夜店緝毒臨檢、銀行防搶演練、重大大型活動與重要人士安全維
護、宣導反毒活動裡都可以看到他們認真帥氣的身影。

溪尾國小︱學生作品

溪尾國小 all in one 空間︱午餐時光

溪尾國小長期耕耘藝術人文領域，以烏溪學發展出長達一年半的特色課程：

「自立造筏，擺渡烏溪」，重新思考人類與河流的關係。溪尾國小以城市觀

點來說資源缺乏，卻在校長與老師們的用心之下，從校園走入社區，更透過
國際志工視訊教學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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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警犬隊隊長 陳玉梅 ( 右 ) 與副隊長 盧志明 ( 左 )

Pinky

Ti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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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共遊

合�一曲���揚���
我散步來到青青河畔

粉嫩垂櫻隨風輕搖曳

輕輕柔柔地

曼妙舞姿迎接著

讓我猶如身在古平安京

這般的美如夢似幻

讓人沉醉不願清醒

發現原來妳一直都在

懷念櫻花樹下的幸福呢喃

那就手牽手

一起擁抱春櫻的熱情邀約吧

書蟲��
���見 ���飛揚

距離羅布森書蟲房約 1 公里的櫻花園區是近年來著名賞櫻秘境。

園區主人張洲府致力於果樹花卉的種苗改良，設計高低溫冷藏庫，
利用春化處理，讓園區全年種苗供應不虞匱乏。榮獲神農獎肯定
園區最具特色的「洲府枝垂櫻」，枝條自然下垂而優雅，是台灣
原生種山櫻與白色日本染井吉野櫻配種栽培而成，可在平地耐熱

40 度。另外，由他發現而命名的「福爾摩沙櫻」，在夜間花瓣會
八重櫻

河津櫻

帶著螢光點點的神秘魅力，這兩個花種多次吸引日本 NHK 與相
關產業來園區內交流參訪。

不論是一個人或攜伴相約，這個春櫻輪番綻放，深淺繽紛的粉紅
夢幻園區，等待與您相遇的時刻。

洲府枝垂櫻

染井櫻

十月櫻

福爾摩沙櫻

人文共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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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樂永康

留既有道路、軍營及老樹群，后里馬場以尊重馬場歷史建築及文
化景觀為主，置入豐富多彩的項目打造繽紛樂園。除了各國展區

外，以無限迴圈展現如蘭花般優雅的花舞館，和以森林生態與石
虎保育為核心價值的發現館與遊客中心，順應原生生態、保留現

�是一��������故事

地樹種、重視再生循環成為打造原則，尊重自然而與大地共生。

一位紀錄片編導在歷經高齡外婆跌倒行動不便申

2

請復康巴士不易之後，驚覺臺灣環境對於行動不
便者的不友善，自許以雞婆精神投身無障礙接送

�埔��

以農業休閒體驗及自然環境教育為主，共享為核心價值，演繹臺灣
以農立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想像，展示生產的綠能技術，呈現花
果原鄉的風貌。悠遊其中除了可以學習到「農」、「食」文化外，
並從研發育種、生產加工到包裝銷售等方面體驗新農業價值鏈。

3

�������

透過既有葫蘆墩公園及軟埤仔溪河岸空間進行景觀營造，希望藉由
自然景觀設計手法塑造出「水岸花都」為主題的生態環境，展現生
活、人文、親水、綠色等特色。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官網 https://2018ﬂoraexpo.tw/

服務，成立臺灣第一家民營復康巴士品牌「多扶
后里森林園區︱聆聽花開的聲音

后里馬場森林園區︱友達微美館

接送」，用心經營 7 年之後，從「多扶接送」滿
足「行」的生活需求，發展到滿足生活品質的提

升，「多扶假期」無障礙旅遊服務應蘊而生，始

圖片出處︱多扶假期提供

終貫徹「有愛無礙，身心自在」的初衷。

「多扶接送」的服務對象是孕婦、幼兒、長者、輪

椅乘坐者等行動不便的朋友，滿足對於安排行動

的需求，舉凡就醫、就學、就業、探親、訪友、
聚餐、出遊、洽公，盡可能提供便捷且舒適的無

障礙交通服務，特點是「無身份限制」、「無提

前預約限制」、「無區域限制」、「無用途限制」，
秉持「只以健康人為中心的社會，絕不是個健康

的社會」、「只有障礙的環境，沒有障礙的人」
這兩個信念堅持服務品質。

圖片出處︱多扶假期提供

圖片出處︱多扶假期提供

有多久沒有和親愛家人一同出遊了呢

分為馬場園區 ( 花馬樂園 ) 及森林園區 ( 森林花園 )，森林園區保

是因為時間

后里馬場�林��

因為交通

1

因為行動不便

因為︙︙

羅布森書蟲房

沒有什麼可以阻止美好生活方式的體驗

5

無論身體狀況如何

羅布森冊惦

30min

�專���行���� �扶假期
只要有心

4

聽

豐原葫蘆墩公園

25min

那是花開的聲音

3

人文與土地滋養出的花朵盛開

5

敞開心

羅布森書蟲房

羅布森冊惦

牽著手

4

帶著最心愛的家人

3

豐原區

邁開步

1

后里區

慢慢走

共遊花季心花朵朵

2

外埔區

�開�� ��共����

�生活�動
�����

就可以展開更多的可能性

�事會��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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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為本

以家為本

一元傳�
�伸自由�伸�

����溫�力量
傳��更��角�
善念

可以成就夢想

夢想

可以創造無限可能

無限

可以傳遞幸福微光

讓一切純粹而真摯

一元傳愛

一個家庭

一道暖光

一世人ㄟ保固

Hsin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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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aoli

以公開、公平、公正的方式抽籤，提供給全台灣和離島地區，有
樓梯升降椅需求的非營利公共空間和弱勢家庭，且終身免費維修

更換電池零件；其中，與台中市政府社會局合作，捐贈三台給台
中市長者使用需求性高的公共空間，或是符合受贈資格的家庭，
象徵性地收取一元希望讓受贈者沒有負擔，歡喜接受羅布森企業

的祝福，期待幫助每個受贈家庭或單位，透過樓梯升降椅這項工
具，真正體驗到上下樓梯的安心與便利。

其中一台安裝在一個溫暖但物質不富裕的家庭裡，上天給了早產

的小欣一副需要細心呵護無法行走的身體，雖然從小和阿嬤住在

Nantou

二樓，在房間裡和弟妹快樂玩耍，全家人共度睡前的愉快時光。
或差點摔下樓，慢慢地，上二樓，成了小欣與家人的夢想。羅

布森到小欣家裡測量樓梯規格時，媽媽的熱情迎接與小欣從內心

散發出來的開心泡泡裡，好似看見她的夢想正在發酵，正式安裝
日由小欣爸爸試乘，因為接觸過「爬梯機」這項需要人力拉著操

作上下樓的設備，對於升降椅的安靜與平穩印象深刻，還配備移
動光源可以照亮樓梯空間，人性化的設計不只安全更感安心，當
日小欣下課回家乘坐著她的夢想成真機，喜歡到一時不想離開座
椅呢！

一台樓梯升降椅，完成了一個女孩與家人的夢想，同時擴大女孩
的生活空間與行動自主能力，往日全家人團聚嬉戲的每個溫暖夜
晚再度回到她的生命裡，讓一項友善生活的行動輔助工具得以發

揮最大的功能：延伸自由，延伸愛，也落實了羅布森想要回饋給
台灣社會的吉祥、平安與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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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lien

Chiayi

Tainan

隨著成年，爸媽體力大不如前，曾經為了抱小欣上樓而閃過腰

在 105 年 7 月至 106 年 6 月，羅布森企業捐出 12 台樓梯升降椅，

Taipei

6

10

Yunlin

灣自有品牌，價格更親民之外也客製化，讓這項友善的行動輔助
利地重拾行動自主，不再被限制生活圈，更加強了家庭凝聚力。

Taichung

Changhua

一樓方便生活起居，其他家人住在二樓，但爸媽常常抱著她上

工具更普及化，服務更多行動不便的朋友或是老人家，能安全便

Yilan

5

2016 年，對羅布森企業體而言是感恩與轉化的一年，樓梯升降椅
事業邁向第 12 年，從代理國外知名品牌到與工研院研發轉型成台

1
Taoyuan

11

Kaohsiung
Pingtung

13

Taitung
12 個安裝案例
1 台北士林

3 台中神岡

7 台中西屯

11 高雄三民

2 苗栗公館

4 台中沙鹿

8 台中西屯

12 花蓮瑞穗

5 台中北屯

9 台中大里

6 台中北區

10 南投埔里
羅布森升降椅

弘道爺爺

受贈家庭合照

14

為愛而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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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年�手札書
對母親台灣的深情

源遠流長

陪伴羅布森的成長與創新

爾後

羅布森陪伴青年學子

一同成長

讓愛循環不息

一如宇宙萬物

運行不墜

��相�
�布��������

為愛而升

地理、人文等紋理爬梳台灣動人的生命力，以及帶給台灣人的珍
貴禮物，再度溫暖心靈。

重視人文精神高度，同時也兼顧實際功能，理性與感性的平衡在

手札書的精心設計裡感受到滿滿心意。「台灣土地公」附上手感
細緻的手札書棉布設計款書套，「台灣老書店」則是送上棉質老

書包，「台灣的水庫」設計了耐高溫可機洗的折疊環保杯 --- 喜樂
健康杯，今年第 17 輯「台灣的公路」搭配優美弧度的木質調折疊

式水果籃「蘋平安安」，採用天然環保材質，無一不表達出對這

個世界的祝福與珍愛，希望分享給收到的朋友驚喜、貼心與溫暖。

���� 20 年 �布�年�手札書

在事業上踏實經營之外，每年羅布森的年度大事，是製作期長達
8 個月，自行編輯、撰寫的年度手札書，作為企業贈送的年節禮

品，更是獻給臺灣的心意，從福崧手札到台灣文化森情系列，源
遠流長邁入第 24 年，無論哪個主題內容都緊扣著對台灣的愛與關

懷，以感恩而溫暖的不同角度凝視這塊孕育豐富人文的土地，細

細爬梳並提煉出時代的意義與情感，像是長大後的孩子，與母親
那條隱形的臍帶未曾消失。

從「台灣文化森情系列」年度手札書，感受羅布森關心台灣的幾
個視角，真心分享給讀者們的寶島之美。有細膩撫觸在地生活痕

跡的地方誌、呼應當年度台灣時事焦點的主題：「水稻吔故鄉」，
以及「台灣的水庫」，適逢旱象而談起台灣水庫的歷史與故事，

關心土地環境；還有「台灣的宗教文化」、「台灣布袋戲」、「台
灣歌仔戲」、「台灣土地公」等，談常民文化的價值觀與台灣文
化的演變。凝縮台灣精神的主題 :「台灣好棒球」、「台灣古早環

保」、「台灣古早幸福の滋味」；「台灣讀冊人」、「台灣老書店」
談論書香文化的時代軌跡，紙本書的不可取代性。試圖從時代、

「台灣文化森情系列」年度手札書商品 販售相關資訊請洽羅布森書蟲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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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布森由善念出發運轉經營，企業的成長宛如樹木生息循環，取
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成長創新同時為社會環境盡心，和學校一
起培育新一代，攜手澆灌百年樹人。和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創意商
品設計系進行為期 10 個月的「羅布森陶瓷杯研發設計專案」產學

合作，與三位設計師同學互相討論琢磨，期待開發出能展現羅布
森精神的系列陶瓷杯伴手禮。

三盛三飲︱設計師 許容萱、黃于容、黃月彤與羅布森創辦人 汪世旭

從繪製設計圖、打樣、製模、燒製，一直到成品包裝設計，均由
三位同學設計，羅布森則提供企業相關需求資訊及討論，同學們

根據羅布森的核心精神 : 吉祥、平安、喜樂，轉換成現代符號化
的詮釋，並融入羅布森書蟲房裡七柱牆上特殊鐵件元素；把手的
造型與顏色、釉藥質感，與羅布森幾番討論後再進行調整，前前
後後做了近 50 個草模杯，把手塗裝選擇保留自然瓷土觸感的化妝

土上色，為了讓色系更接近企業體標準色，調配燒製了許多化妝

土試片，成品包裝材料選用布材，與企業提倡環保的理念相呼應。
這段美麗陪伴的過程，產學合作間感受到同學們的熱情與創造力，
以及越來越強壯的自信，希望互相協作的過程能夠為台灣設計人
三盛三飲︱製作過程

才在企業合作的實務經驗上盡心力，讓善的循環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