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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德州現場採訪頁岩氣的開發實況，用引人醒目的標題、流暢易讀
的文字敘述及精心製作的圖表說明，剖析美國天然氣開採的重要意
涵，及其所掀起的世界能源市場之競爭和巨變。報導主題具國際性及
前瞻性，事件資料的蒐集和整合均用心且效果明顯，表現可圈可點。

即時新聞攝影獎

得獎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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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第一家採訪團隊深入美國德州，
直擊頁岩氣爭奪戰現場。
160年歷史的挖井深油，
轉變為打破石頭逼出天氣、洗出原油，
1.4億年前的化石讓美國變身超級油田，
製造成本只有亞洲的一半，
日本靠它廢核、中國也想翻身能源大國，
台灣競爭力面臨重大衝擊。

【2013-06／商業周刊／1333期／封面故事】

一顆石頭改變全世界
衣服、可樂瓶、787飛機機身、自行車、電腦、手機外殼…
這些你生活中的東西，過去要仰賴中東石油製造，
現在，改用頁岩氣生產，成本省30％～75％，
美國甚至靠它重返製造業大國、打敗不景氣，股市大漲。
第二十七屆吳舜文新聞獎得獎作品專集

如果一百年，你只需要了解一個趨勢，
這個趨勢就是：頁岩氣。
它，比金磚四國崛起，影響更深遠；
它，正在改變人類穿衣服、駕駛汽車、開飛
機的歷史。為了探索這項改變，《商業周
刊》團隊飛越一萬多公里，在美國德克薩斯
州（Texas，簡稱德州）展開長達四千公里的
搜尋。
一顆距今超過一．四億年、距離台灣一
萬多公里遠的石頭，正在改變世界。它讓美
國工業告別一百六十年的石油歷史，是日本
廢除核電的解方；它能造飛機、手機，還能
變身成可樂瓶子與衣服，經濟成長與生活少
不了它。

它終結石油獨大的時代
讓美股創新高、台商每天賺一億
中東石油影響力，因它快速消退，宣告
美國、中國新兩大能源強權時代來臨；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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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知的是，台灣人光是靠它，現在一天賺
超過新台幣一億元，是台商的超級印鈔機；
台灣人要廢除核電，它是我們不能少的解
方；甚至連落入敗部的國光石化，都因為它
而出現了復活的曙光。
這裡，更吸引蘋果、摩托羅拉、三星等
大廠蜂擁而至，美國企業獲利能力大增，成
了美國股市頻創歷史新高的秘密。
近一年，標準普爾五百指數大漲二
四％，其中原油天然氣精煉類股更飆升一．
二倍，可見這顆石頭的威力。
四年後，美國不僅將奪回世界工業強
權，亞洲市場基礎工業原料價格，也是美國
說了算；七年後，石油第一大國變美國，中
東、俄羅斯石油退場。這個改變，迫使日
本、韓國與中國此刻都要跨海去搶天然氣，
卡位戰打到二○一七年；不管台灣參不參
與，你的主要競爭對手正在搶，未來競爭力
與財富都已被這顆石頭緊緊繫在一起。

公 共 服 務 獎
新聞即時報導獎

這裡湧進55萬人潮採礦，是全美最大頁岩氣開採淘金地；是全球未來
4年工業原料增長最快的地區，將成為世界工業重鎮；是台塑集團賺
大錢的秘密基地；中、日、韓還有台灣的頁岩氣卡位戰，都以這裡當
出發點。

新聞深度報導獎

最大頁岩氣採礦基地
頁岩面積比台灣大，地下管線比地上公路多，
吸引55萬人來開採，連中國、日本都來搶

花五十萬美元，鑽出鸚鵡螺化石

電親新聞報導獎

四月二十四日，我們在德州聖安東尼奧
市（San Antonio），獨立鑽探公司Black Brush
共同執行長暨營運長梅齊（Phil Mezey）拿出
了一塊石頭，是從地底二千四百多公尺取出
來的石頭。
就是它改變了世界，直徑約十五公分、
高度三十公分的石頭，竟然要花費五十萬美
元才能取出來。這是最標準的頁岩，因為深
藏地底，受到高壓影響，它的硬度跟花崗石

一樣，仔細看，石頭上竟然有貝殼化石。
原來，這是奧陶紀到白堊紀時期留下來
的，當時鸚鵡螺這類貝殼類生物大量繁殖，
死亡之後成了地底的化石，現在它竟然成為
你我生活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石頭跟生活有什麼關係？四月二十
六日，我們到了德州墨西哥灣畔的舒適角
（Point Comfort）找答案。
經營之神台塑創辦人王永慶在這個地
方，利用德州的石油，建構了石化上、中游
的垂直體系，這是王永慶成為塑膠大王的秘
密基地。

即時新聞攝影獎

在聖安東尼奧，看到本尊

專題新聞攝影獎

第一站 》》》美國•德國•聖安東尼奧市

國際暨大陸新聞報導獎

↑採礦工人在地表作業，就能操控地底
1,800~4,500公尺的洗油採氣工作(左
圖)，30天後撤走，交給電腦遠端操
作。德州遍地仙人掌的草原，處處可
見頁岩氣探勘支架(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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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塑美國「近水樓台」
做衣服的纖維、賣洗澡用的瓦斯

第二十七屆吳舜文新聞獎得獎作品專集

起步是靠石油，然而我們在台塑美國德
州廠，卻看到不同的景象。地下埋了一條又
一條的管路，延伸到距離工廠約三十公里一
處叫鷹灘（Eagle Ford）的地質板塊，這裡
已探知藏有頁岩的面積比三萬六千平方公里
的台灣還要大，這裡的頁岩被開採成為頁岩
氣，輸送到台塑美國廠。
地面上，則蓋了全新頁岩氣分流工廠，
將頁岩氣細分成為甲、乙、丙、丁烷；接著
乙烷又進入裂解廠變成乙烯，丙烷脫氫則成
了丙烯，丁烷送到碼頭準備出口。
用簡單的白話說，甲烷就是你我家中
的天然瓦斯，可以發電也可以洗熱水澡、煮
飯；乙烯是衣服、寢具、玩具的原料；丙烯
則成為汽車、手機、電腦的外殼，還能再加
工成為飛機、自行車的碳纖維；丁烷就是桶
裝瓦斯。
化石不僅變成氣，還在德州變成生活常
見必需品，甚至現在美國生產鋼鐵，都用頁
岩氣做為原料，食衣住行樣樣少不了它。
去年一整年，台塑美國賺了十億美元
（約合新台幣三百億元），是台塑集團最賺
錢的子公司，就是因為它用頁岩氣為原料，

第二站 》》》阿靈頓市

天然氣比礦泉水便宜
價格僅亞洲14，賣不掉只好燒掉
頁岩氣有多便宜？我們到了鷹灘上的小
鎮卡尼迪（Kenedy），草原的夜空竟然出現
了一盞盞火炬，原來這裡的天然氣比礦泉水
還便宜，因為美國目前只批准向簽署自由貿
易協定（FTA）國家及日本出口天然氣，所以
有兩萬口頁岩氣井的鷹灘，產出來的天然氣
不僅價格只有亞洲的四分之一，而且還多到
賣不掉，多餘的只好就地燒掉。
鷹灘還只是全美的一部分，十年前，
美國天然氣不僅貴，還嚴重不足，在沿海蓋
滿接收站，要從中東進口；現在整個大逆轉
了，本來擁有進口執照的人，全部去關說華
府，希望能改為出口執照。

新技術在這問世

全美1/3土地都能產油氣，地租出去，10億美元支票送上門，
一夜致富奇蹟發生，採礦成了全民運動
在阿靈頓，遇見「田僑仔」
準備養牛的地，探勘公司高價承租
天然氣多到白白燒掉，誇張到衛星照
到美國竟是一片發亮，特別是德州與北達可
達州。問題是，這樣便宜的天然氣是怎麼來
的？我們前往德州的阿靈頓（Arlington）一
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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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了高價的石油。一樣賺錢的還有過去
從沒接受過訪問的前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女
婿、華美化學（Westlake）董事長趙元修。
跟台塑一樣，華美也是用頁岩氣做為原
料。為什麼用石油跟用石頭差這麼多？台商
亞洲化學董事長兼執行長楊朝諄說，用頁岩
氣生產乙烯，成本只有亞洲的一半，再生產
成為工業原料或半成品賣到亞洲，幾乎是一
噸賺一噸。

在德州阿靈頓，我們見到了來自台灣的
電力學專家—— 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電機
系教授及能源系統研究中心主任李偉仁，他
買了一塊十五英畝的農場，退休後要養美國
牛。
他做夢都沒想到，農場地下竟然有頁
岩氣，探勘公司上門租了他的土地，讓他賺
回買土地的錢，而且每個月可以收到兩張支

公 共 服 務 獎
新聞即時報導獎
即時新聞攝影獎
電親新聞報導獎

趙元修說：「探油行業在美國有百年以
上的歷史，有部老電影叫《巨人》(Giant)，
我小時候看的，以前是打油井成功時，石油
像噴水一樣，但現在是不可能的。」
原來是石油快沒了，「現在是從一粒粒
的黑點，把油吸出來，是一種採礦技術。洗
出沾黏在石頭上的一點點石油，接著打破石
頭，逼出天然氣，」趙元修說，這麼大的改
變，取決於兩大技術：水平式鑽井(horizontal
drilling)與水力壓裂(fracking)。
水平式鑽井讓鑽頭可以轉彎，因此，鑽

專題新聞攝影獎

鑽頭轉彎，地底像八爪魚裂開
洗出油和氣，不用再向中東進口

一個井，下面像個八爪魚，可蒐集四面八方
的石油或天然氣；水力壓裂則是用水壓加特
殊的化學液體爆破石頭。
正確來說，這個技術叫非傳統性能源，
是一種採礦技術，不管是頁岩，或含石油的
油頁岩、砂，甚至其他化石，都可用這兩個
技術提煉出天然氣與石油，因此美國現在同
時增加了石油與天然氣產能。
萊斯大學能源研究中心教授梅德洛克
（Kenneth B. Medlock Ⅲ）說，其實美國很早
就知道頁岩資源的存在，而且這兩個技術從
一九六○年代就有研究，過去每次發生石油
危機，美國總是會有人討論要發展這兩種技
術開發頁岩氣與頁岩油的資源。
但為什麼當初美國不開採？因為半世紀
來，人們總是很幸運的在危機後發現巨大的
油田，例如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中東沙烏地
阿拉伯發現石油，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
產油國。
二○○八年金融海嘯後，美國總統歐巴
馬（Barack Obama）全力發展頁岩氣這個非
傳統性能源，開啟了點石成金的傳奇，也同
時想拆下了中東這顆「炸彈」。

國際暨大陸新聞報導獎

票，第一是按比例分配開採頁岩氣銷售的利
潤，第二是頁岩氣管路通過他的土地，必須
付給他租金。
這樣的傳奇在美國處處都有，趙元修
說，在墨西哥和德州邊境，還有養牛的農夫
碰到銀行家主動上門，給他一張十億美元支
票，他一夜致富。開採頁岩氣，成了德州全
民運動，甚至蔓延到全美，「美國三分之一
的土地下都有頁岩資源。」
有這樣好的事嗎？美國竟搖身變成一個
超級天然氣與油田。石頭怎麼能變出天然氣
來？

新聞深度報導獎

↑德州大學教授李偉仁(右圖)，在德州
買了一塊農場打算退休養牛，竟因地
下有頁岩氣，探勘公司(左圖)上門租
地，讓他賺回買地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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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站 》》》休士頓市

掀起最大投資潮

我們看到巴菲特的火車呼嘯而過，
載著石油到世界最大石化工業區，4年後，美國將拿回工業霸權

在休士頓，發現便宜公式
鑽井三十天能用三十年，兩年就回本

第二十七屆吳舜文新聞獎得獎作品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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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油田從深海、中東，變回到美國
人的腳底下，水平式鑽井與水力壓裂技術
更突飛猛進。在休士頓（Houston），我們
拜訪了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桑切斯能
源（Sanchez Energy）執行長桑切斯（Tony
Sanchez Ⅲ），他說，原本鑽井要九十天，現
在只要三十天，每口井的成本介於一千萬至
一千五百萬美元，大約兩年就可回本，平均
每一口井生產期高達三十年。
令人好奇的是，要租土地、鑽井，還
要打破石頭才能產氣，成本似乎非常高，
那麼要怎樣的價格才能賺錢？他說，只要
油價在每桶四十至六十美元，每百萬英熱
（MMBtu）的天然氣價格在四．五美元，開

採頁岩氣和頁岩油就能賺錢。
所以世界原油的價格變了，趙元修說，
過去是美國自產的西德州輕原油（WTI）比
北海布蘭特（Brent）貴；現在倒過來，兩者
之間一度還差了二十美元。
特別便宜的是天然氣，楊朝諄說，假設
要得到一樣的產出，目前美國天然氣的價格
相當於油價每桶三十到四十美元。因此美國
工業告別石油，大量用天然氣做為原料，也
告別了中東。

巴菲特發運輸財
火車拉百個原油槽車往沿海跑
在德州的草原上，我們看到股神巴菲特
（Warren Buffett）如何掌握趨勢，賺這一波
石頭財。

公 共 服 務 獎
新聞即時報導獎
國際暨大陸新聞報導獎

們，天然氣發電是未來成長最快的能源，核
能停止擴張；太陽能、風力等再生能源放緩
腳步。
世界的經濟版圖、甚至主導世界能源的
霸權，也因此改變了。國際能源署（IEA）預
估，美國到二○二○年將超越沙烏地阿拉伯
和俄羅斯，成為全球最大石油生產國。

新聞深度報導獎

本來美國要的石油，得從中東裝上油
輪，運往美國沿岸的煉油廠。能源運輸公司
NuStar執行長安納斯塔西奧（Curt Anastasio）
說，現在完全相反，德州和美國北部不斷生
產出原油，完全改變了美國的石油地圖，他
們以火車運輸石油，從德州、從內陸到沿海
煉油廠，每天達一百萬桶的運量。
他說，從沒見過這麼大的火車運量需
求，全是為了將頁岩開採出的石油運出產
地，到美國沿岸。因此巴菲特的伯靈頓北方
聖達菲公司（BNSF）發了運輸財，到處可見
到BNSF拉著上百個原油槽車往沿海跑。
接著巴菲特宣布，BNSF全面使用天然
氣取代柴油，成本足足可以省八成。除了火
車，公用交通系統、公車也在改變，德州石
油大亨皮肯斯（T. Boone Pickens），正在默
默推動的美國新替代交通燃料方案，沿著高
速公路蓋天然氣加氣站，讓美國運輸業改用
天然氣。
我們到了聖安東尼奧的天然氣公車VIA
城市運轉公司，見證了這個趨勢。公車改用
天然氣；還有發電廠，電力公司CPS告訴我

專題新聞攝影獎
即時新聞攝影獎

←墨西哥灣沿岸煉油廠林立，美國從石油天然氣進口
國，變成天然氣出口國。

電親新聞報導獎

↑巴菲特旗下公司的火車載原油到沿海，每天達100萬
桶(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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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站 》》》奧斯汀市

製造業回流重鎮

這裡免州稅還省電費，三星、摩托羅拉在此生產晶片和手機

在奧斯汀，目睹製造業回流
過去沒人投資，現在是問誰還沒來

第二十七屆吳舜文新聞獎得獎作品專集

在美國，我們看到的不是能源霸權，影
響最大的是美國製造業復興與經濟，世界製
造業 重心正從中國往美國移。「這是一九七
九年石油危機以來，最大的投資熱潮。」趙
元修說。過去從沒有人說要到德州投資，現
在反而是問，誰還沒來。
Energy Capital執行長平克頓（John W.
Pinkerton）說，此刻有十三家頁岩氣的分流
廠正在德州擴廠，每家約投資三億美元。此
外，還有八家類似六輕的投資案也宣布擴
廠。
簡單的解釋，美國最快將在四年內成為
全世界基礎工業原料的最大生產國，也是增
長最快的地方，預計到二○一七年，增加八
百萬噸，相當於目前中國一半的產能。成本
只有中國一半，美國製造復興有了堅強的基
礎。
對於台灣來說，美國快成為亞洲工業原
料市場的決定者，「一旦亞洲產能過剩，可
能面臨一場美國屠殺亞洲業者的殘酷戰爭，
連中國也逃不了，」楊朝諄相當擔憂這樣的
事情發生。因此一個現象出現了——美國石
化廠各個成了超級印鈔機，亞洲石化業卻在
損益之間掙扎。

州政府招商講中文
祭出免稅牌，歡迎國光石化移民
在德州還出現了一種景象，美國官員
比中國官員會招商，二十年前招商的中國官
員都會學一點台語，拉近跟台商的關係；
德州博爾郡經濟發展局局長馬奎斯（David
Marquez）則是用中文名片，還要我們要用中
文稱呼他「馬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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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汀因產出頁岩氣而翻身，蘋果在這裡蓋
新園區，還宣布Mac回德州製造。

這個馬局長已經招了日商、韓商、台
商東元、中國企業到德州投資，德州州政
府經濟發展及旅遊部總監戴默森（Aaron
Demerson）更直接用中文告訴我們：「歡迎
國光石化到德州投資。」
戴默森說，靠著德州產石油、天然氣的
財政優勢，可以不收州稅，等於比別的州少
一○％左右的成本，而且德州有機會就會減
稅，他說，最近德州議會正在討論一項十億
美元的減稅方案。
免稅、減稅跟當年中國一樣，再加上原
料與能源又便宜，五月二十二日，蘋果執行
長庫克（Tim Cook）首度透露，Mac電腦也將
移回德州生產組裝。接著摩托羅拉宣布也要
在德州設廠，生產首部在美國裝嵌的智慧型
手機。
韓國三星靠剛剛才投產的德州奧斯汀
（Austin）廠，一舉在二十八奈米製程產能超
越台積電，而且還準備再加碼投資，繼續挑
戰台積電的晶圓代工霸主地位。一個遠在一
萬公里外的石頭革命，竟赤裸裸上演著一場
三星與台積電的跨國大廝殺。

新聞深度報導獎
國際暨大陸新聞報導獎

龐大經濟效益背後是環保爭議，耗水、
污染，是這顆石頭能不能蓬勃發展的障礙。
梅德洛克說，當注入岩層、使用過的水被抽
取回來之後，卻沒有足夠的設施來淨化，或
者排掉這些水，水污染疑慮從沒停止過。
其次是地震問題。地震並不是來自於水
力壓裂，而是當水力壓裂使用過的水取出之
後，注入到另一個廢水井，不幸的是，有些
廢水井裡頭有斷層，當水注進去時，造成兩
塊斷層滑動，結果產生地震。

新聞即時報導獎

代價是污染和地震
若公開化學配方，技術會被學走

雖然不是每個井都有斷層問題或造成地
震，但李偉仁說，以往沒有地震的德州、奧
克拉荷馬州，現在也有了。這是石頭革命所
必須付出的代價。
另外一個聲音出來了，要求探勘公司公
布化學配方，以解除環境污染的疑慮。問題
是，化學配方一公開，中國、俄羅斯等國家
就可以取得美國研究多年的秘方，俄羅斯、
歐盟、阿根廷也都有頁岩氣，而中國才是蘊
藏最多的國家，屆時最便宜的頁岩氣不再
只屬於美國，超級油田與能源大國可能變中
國，也讓製造霸權之爭變成未知數。
一場石頭帶來的世界大改變才剛上演，
世界的財富、經濟版圖，甚至霸權都會因此
而改變。不僅生活中的必需品或未來的電力
來源都被牽動，財富也因此改變，頁岩氣已
經帶來了全球化的成本與製造大革命，沒有
人能避得開。

公 共 服 務 獎

現在連中國的紡織廠都來了，「馬局
長」說，中國海陽市一家紡織廠也前來投
資，名字是Shantex，來德州做成衣外套。

專題新聞攝影獎
即時新聞攝影獎
電親新聞報導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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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共 服 務 獎

新聞即時報導獎

新聞深度報導獎
國際暨大陸新聞報導獎

專題新聞攝影獎

即時新聞攝影獎

電親新聞報導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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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休士頓現場

兩大美國台商 成本減半賺翻天
30年前大膽布局，此刻迎來頁岩氣商機，
台商現在不僅在美國基礎工業占有一席之地，
甚至是石化市場價格，重要的影響者！

→台塑美國德州廠靠頁
岩氣去年大賺新台幣
300億元，還投資500
億擴建。
第二十七屆吳舜文新聞獎得獎作品專集
↑台塑美國把頁岩氣善加利用，並在舒適角工業港趕工興建丁烷(桶裝瓦斯)出口
設施，賣回亞洲與中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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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超級印鈔機

乙烷大廠華美，股價五年漲五倍

管子拉到門口，天然氣成本超低

電親新聞報導獎

另一個人是王永慶，當初選址看了美國
許多的州與德州許多地區，最後落腳的地方
是Point Comfort（舒適角），竟然距離今天
開採頁岩氣最多的Eagle Ford頁岩只有三十
公里，而這個地方產出來的頁岩氣也是以乙
烷、丙烷與丁烷居多，而且「管子一拉就到
了台塑美國的家門口。」
四月二十七日，商周團隊到了舒適角
（Point Comfort）的台塑美國德州廠，看到了

即時新聞攝影獎

台塑靠地利省大錢

專題新聞攝影獎

除了台塑，踏上休士頓，才知道台灣
勝過中、日、韓，正在美國土地大賺頁岩氣
財，而且台商善用頁岩氣，讓台灣人在美國
基礎工業更具影響力。中油董事長林聖忠接
受《商業周刊》獨家專訪，他證實因為頁岩
氣大量開發，美國賓州、德州已表態歡迎國
光石化去投資。
林聖忠更親自到德州參訪埃克森美孚
（Exxon Mobil）及頁岩氣探勘公司，他透露
中油將投資頁岩氣探勘公司礦權，且中油是
美國能源部剛批准取得出口資格的美國自由
港（Freeport）合作對象，二○一七年台灣有
機會從這裡買到美國便宜頁岩氣。
美國開採頁岩氣，為何台灣人能大賺，
親自到了美國才發現五十九年前一起創辦台
塑的兩個人，現在在美國都建立了龐大事
業，一個是台塑集團創辦人王永慶、一個是
華美化學創辦人趙廷箴，他是台塑創立時的
第一任總經理，後來創辦了華夏海灣塑膠與
亞聚，跟王永慶從夥伴變成對手。
他們三十多年前大膽布局美國，此刻竟
然迎來頁岩氣的商機。有趣的是，今天全美
國最大的兩家塑膠管公司也這兩個人的，還
一起賺頁岩氣的錢。

國際暨大陸新聞報導獎

辜振甫女婿賺很大

二○一二年，台塑美國賺了十億美元
（約合新台幣三百億元）、華美化學賺了三
億八千六百萬美元（約合新台幣一百一十五
億元），美國上市的華美股價更是從二○○
九年起漲，最高漲幅超過八倍，目前為止也
有近五倍漲幅，是最受華爾街矚目的頁岩氣
概念股之一。
我們在休士頓見到趙廷箴長子、前海基
會董事長辜振甫的女婿華美化學董事長趙元
修。他沒我們想像中興奮，態度平和的說：
「這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讓美國化工業有
了第二春。」原來頁岩氣開採有許多意料外
的事，有的採出來是純天然氣，有的含乙
烷、丙烷，有的還跑出石油，偏偏德州附近
產的有四成是乙烷。趙元修說，於是華美成
為全美使用乙烷最大的公司。
所以本來頁岩氣最大用途是為發電、家
庭、公車，出口到日本、韓國甚至巴菲特的
火車都要的甲烷。沒料到它產生了不同的東
西，例如乙烷，本來乏人問津。因此，華美
大量採用乙烷做為原料。這個別人用最少的
東西，在供大於求的狀況下，價格不斷的往
下探，趙元修說：「現在賣方看到乙烷的價
格是要流眼淚的。」

新聞深度報導獎

這一個現場最有價值。《商業周刊》是
台灣第一個深入王永慶美國秘密基地的採訪
團隊，雖然面積與營業額不比麥寮六輕，但
台塑美國德州廠比六輕還早完成垂直整合，
等到正在進行的十七億美元（約合新台幣五
百億元）投資完成後，德州廠將變成足以媲
美麥寮六輕的新台塑重鎮。最重要的是，成
本只有亞洲一半，台塑美國是怎麼賣怎麼賺
錢。

新聞即時報導獎

我們在這裡發現，台灣人在角落裡賺大錢的秘密，
進料成本砍一半，每天賺超過新台幣1億元

公 共 服 務 獎

第五站 》》》舒適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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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從去年開始大量將頁岩氣變成乙烷、丙
烷再製成乙烯與丙烯，接著把頁岩氣製成各
種塑膠原料，出口亞洲或運往美國的路易斯
安納州、南卡羅萊納州與德拉瓦州，製成塑
膠加工品、紡織原料等。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商務組
組長黃立正說，把台塑美國與華美化學的產
能加起來，台灣人在美國基礎工業原料擁有
一席之地，甚至是市場價格的重要的影響
者。
台塑美國業務發展部副總經理吳堯明
帶著我們參訪舒適角的工業港。這裡正加緊
趕工擴建台塑碼頭與丁烷出口設施，過去王
永慶利用這港口將半成品送回台灣加工成
為PVC（聚氯乙烯），建立全球最大PVC王
國，現在這裡要將頁岩氣加工後的塑膠原料
賣到亞洲，跟六輕成為互補。
同時，蒐集多餘的丁烷之後，也可以
出口到亞洲地區或中南美洲，把頁岩氣的每
一個成分都用到極致。甚至台塑美國還有自
己的天然氣發電廠，可以用當地多到燒掉的
甲烷來發電。反應快以及善用頁岩氣資源是
台灣人在美國賺大錢的原因。
不過，這樣的獲利大爆發即將迎來超
級擴建潮，競爭對手要進場了，除了台塑美
國、華美都要擴建，雪佛龍菲利普（Chevron
Phillips）、陶氏化學（Dow）、殼牌
（Shell）、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利
安德巴塞爾（LyondellBasell），還有美國當
地私募股權基金也都準備擴廠。所以趙元修
說：「（頁岩氣）這麼便宜不會持久，因為
所有大宗物資的價格都是久漲必跌，久跌必
漲。」

如果沒有頁岩氣
台灣很難走向非核家園與節能減碳
然而真正對你我影響最大的是台灣核
四公投之後，一旦核四決定不商轉，核一、
二、三廠陸續除役，台灣的解方在哪裡？
本來，經濟部預估到二○三○年，台灣
一年進口天然氣的數量是兩千萬噸。但隨著
核四公投議題出爐，環保署在今年三月做了
一個統計，在核四不商轉、核一、二、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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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役下、同時必須兼顧節能減碳目標，到了
二○三○年，台灣天然氣的一年進口量將達
到三千八百七十一萬噸。
換言之，台灣現在一年約進口一千二
百萬噸，未來要變三倍以上，沒有美國頁岩
氣，台灣很難走向非核家園與節能減碳。
原因一是，台灣必須靠美國頁岩氣打破
賣方壟斷市場，掌握多元化的能源來源，林
聖忠說，中油正積極參與加拿大與美國的頁
岩氣開發案。至於同樣擁有豐富頁岩資源的
中國，他說，恐怕還要等十年，開採技術才
會成熟。
此刻國際天然氣市場的狀況正在發生賣
方說漲價就漲價，今年五月印尼就片面宣布
賣給中國中海油的天然氣要翻倍上漲，理由
是合約簽得太便宜了，印尼以幾乎片面毀約
方式，逼中海油最後同意任它宰割。
連中國都無法抗拒了，台灣恐怕也會遭
遇同樣下場。因此，林聖忠證實，正與德州
達拉斯的頁岩氣探勘公司洽談中，不僅要爭
取美國頁岩氣出口到台灣，還要有自己的天
然氣礦權，等於台灣在美國有自己的頁岩氣
田，運回自己產的天然氣。

如果不急起直追
沒能源就沒強權，台灣將任人宰割

新聞深度報導獎

》》》搶！自由港現場

天然氣價格跳水 中日韓瘋狂掃貨

即時新聞攝影獎

彩，但真正精彩是看到了美國土地上打得火
熱的中日韓頁岩氣爭奪大戰；韓國私下動作
頻頻、日本正瘋狂掃貨，中國被嘲笑為冤大
頭卻是後勁十足，最可怕的是我們的三個競
爭對手已經砸下新台幣破兆元打這一場頁岩
氣戰爭。亞洲國家的三強鼎立正式成形。

專題新聞攝影獎

中國再貴都買、日本搶光貨源、韓國動作頻頻，
台灣鄰近國家的瘋狂，說明能源競爭激烈，
但既然美國頁岩氣很便宜，他們在搶什麼呢？

國際暨大陸新聞報導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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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跑出第一
挾FTA優勢私下運作，速度敏捷
又是韓國，在競賽中拿下第一。去年
跟英國、印度、西班牙一起取得位於路易斯
安那州與德州邊界的Sabine Pass液化天然氣
（LNG）長期出口許可。表面上，韓國能跑

電親新聞報導獎

中國炒家進場，土地飆漲二十倍……。
在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帶領下，日本爭取
到進口美國頁岩氣，未來取代核能發電將會
有解……。
便宜再便宜，你可能沒有想到，美國的
天然氣價格居然只有台灣的四分之一……。
與我們經濟競爭最貼近的韓國，取得了
美國的出口許可，生產成本大幅下降……。
一件件大事正在發生。如果我們沒有在
現場震撼感受，不會體會當整個台灣還深陷
毒澱粉事件時，其他亞洲國家正在為扭轉整
個經濟版圖而深入美國頁岩氣現場。
台灣，人在哪裡？
深入美國看到了頁岩氣開採熱潮很精

新聞即時報導獎

不過，比起日本、中國與韓國已經在美
國取得礦權與出口，台灣進度是遠遠落後，
必須要盡快加緊腳步，否則台灣將成為這一
波頁岩氣大戰的受害者，民生與製造成本都
比不上東亞的主要競爭對手。
屆時美國工業原料成本僅亞洲一半的現
象，恐怕會複製成中、日、韓成本都比台灣
低，屆時我們的對手賺大錢，台灣卻眼睜睜
看著自己什麼都比別人貴的窘境。

公 共 服 務 獎

第二是效益是，改變天然氣買賣的計價
方式，之前美國天然氣價格大跌，台灣家用
的天然氣卻創下歷史新高，明明美國大量產
生頁岩氣了，為何麼沒辦法影響到天然氣的
價格？
原因是美國市場計價方式跟國際不同，
台灣採用的國際天然氣價格是跟原油連動，
原油價格越高，買的天然氣也越貴。所以林
聖忠說，希望能夠改變目前的計價方式，不
要跟原油掛鉤這麼緊密，讓價格更貼近市
場，採購價格才能夠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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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因為它是東亞國家中第一個跟美國簽
署自由貿易協定（FTA）的國家。
有趣的是，這個Sabine Pass天然氣接收站
從進口改出口項目時，美國尚未批准出口頁
岩氣資源，天然氣專業公司AWR Lloyd資深
合夥人騰芝洲說，這個項目就突然通過了，
沒有人知道理由是什麼，成為十多個項目中
的唯一一個。偷偷跑出第一，韓國私下運作
的實力是亞洲第一。
影響是，韓國搶先一步取得廉價能源，
用電與製造成本就能低於台灣四至五成！
即使我們在台塑美國的大本營舒適角
（Point Comfort）現場，看到台塑新的競爭優
勢，韓國也沒有停下來，悄悄收購了停止運
轉的發電廠，準備改裝成為新的天然氣發電
機組，就地利用便宜的頁岩氣發電進入美國
電力市場，私下布局動作比日本與中國都還
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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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購美國頁岩氣最可怕的是日本。二
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親自出動訪問美國搶
買美國的頁岩氣。五月一日，《商業周刊》
採訪團隊前往休士頓南方六十英里的自由港
（Freeport），兩個巨大的天然氣儲槽出現在
墨西哥灣畔，這是美國自由港公司，儲槽與
設備幾乎快完工，是美國進度最快的出口項
目之一。
就在我們抵達的十六天之後，美國能
源部正式批准了美國自由港公司可以將美國
本土的頁岩氣，在這裡液化成為攝氏零下一
百六十二度的液化天然氣出口到日本，預計
二○一七年可以開始出口，一年出口量是四
百四十萬噸，相當於全台灣三分之一的使用
量。

公 共 服 務 獎
新聞即時報導獎
新聞深度報導獎

第六站 》》》自由港

美國天然氣出口第一站

日本，撒錢狂買
瘋狂行動讓亞洲天然氣比美貴四倍

即時新聞攝影獎
電親新聞報導獎

這只是日本要的頁岩氣極小部分，自
三一一大地震之後，日本一度關閉所有核電
廠，改用天然氣為主的火力發電廠，大量增
加液化天然氣的進口，讓日本進口量創下歷
史新高，而且價格也跟著不斷攀升，前年漲
了三五％、去年又漲了一二％。天然氣量大
又價增，使得日本出現了貿易逆差，發電成
本也居高不下，最後不得不重啟核電應急。
但核災的陰影依然存在，日本要走廢核
電這一條路，天然氣不能少，台灣卻因此成
為受害者，因為你我家中的瓦斯費、電費都
因為日本瘋狂行動而被拉高了，例如台灣家
用天然瓦斯創下歷史新高，整個亞洲的天然
氣價格更是美國的四倍。

當然，說美國天然氣價格只有亞洲四分
之一並不完全公平，因為美國價格是所謂的
管道天然氣價格，沒有做過特殊降溫處理，
成本自然較低。
包括台灣在內周遭國家要買美國的天
然氣，一是要經過零下一百六十二度的超低
溫液化過程，其二是天然氣運輸船隊運費也
高，第三是必須花三、五百億元，甚至更高
的金額蓋天然氣接收站，這也是成本。
但不管怎麼攤入成本，假設能買到美國
目前市價的天然氣，扣除液化、船運、蓋接
收站成本，還是可能低於亞洲的三到四成，
因此買美國頁岩氣，是韓國製造成本之爭、
日本走廢除核電之路必須要的解方。
所以真正可怕的是，我們在的自由港到
墨西哥灣到美國東海岸，十年來美國沿岸蓋
了超過十個類似美國自由港公司的接收站，
這些全都想要改成出口，美國政府預計最高

專題新聞攝影獎

中日韓在這裡大搶資源，
日本剛搶到出口許可，能源爭奪戰一即發！

國際暨大陸新聞報導獎

↑休士頓南方自由港天然氣進口站，5月17日正式取得美國能源部批准，改為出
口頁岩氣專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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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量是一年四千萬到九千萬噸之
間，相當於台灣一年用量的七倍
半，總金額超過新台幣兩兆元。
但日本已喊出，美國能批准多
少頁岩氣出口，有多少就買多少，
一年最少採購六千萬噸，換言之，
日本幾乎吃下美國能夠出口的頁岩
氣資源。在看似平靜的墨西哥灣，
我們目睹了亞洲國家瘋狂搶頁岩氣
↑頁岩氣鑽井24小時全天候運作，30天可挖好一
的戰爭。
口井，產油氣期長達30年。
只是，在自由市場的美國，批
准出口是第一張門票，能不能買到
頁岩氣又是另一回事，當市場供應
這時候，租了一堆礦區、擁有豐沛頁岩
緊俏時，沒人賣頁岩氣給你，你空有出口執
氣探勘公司發生了現金流問題，要倒閉了。
照也沒用。
在德州最有名的投資案就是中海油收購探勘
戰爭還要往上延伸搶頁岩氣的開採與礦
公司切薩皮克能源公司（Chesapeake Energy）
權，日本竟然已經有五家貿易商在美國、加
在鷹灘（Eagle Ford）頁岩區三三％的權益。
拿大投入超過一百三十億美元（約合新台幣
中海油竟然投入十億八千萬美元（約
四千億元）購買頁岩氣的礦權。
合新台幣三百二十億元）的天價買頁岩氣的
這場戰爭，一路從美國德州、墨西哥灣
分配權，還必須負擔這家公司已經投入的探
到美國內陸州，接著一路打到了加拿大，誰
勘經費與成本，而且還被要求不能擁有經營
有頁岩氣礦權，日、韓與中國二話不說拿錢
權，只能當一個純投資者。簡單的說，只是
砸下去毫不手軟。
花錢進場解決別人的財務問題。
中國有所謂的「三中」，中石化、中石
中國，乘虛而入
油與中海油，既然中海油進場了，規模更大
重金支援破產美企，蠶食能源產業
的中石化也不能落後，隔一年以更高的金額
二十五億美元（約合新台幣七百五十億元）
這場頁岩氣戰爭最精彩的戲碼是中國投
取得德文能源（Devon Energy）三分之一的頁
資戰，它被定義為這一次頁岩氣戰爭最大冤
岩氣礦權。接著，中化集團又投資十七億美
大頭。它不是美國的FTA夥伴、也不像日本跟
元（約合新台幣五百億元）取得先鋒自然資
美國的關係良好，所以中國企業投資海外的
源公司（Pioneer）在德州頁岩油氣田四○％
石油、探勘公司屢屢碰壁，在美國，就根本
礦權。
就不允許中國收購美國頁岩氣探勘公司。
大膽進場還不只是中國的國企，就連山
但中國的投資卻大膽到令人害怕的地
東的蠟燭工廠老闆都跑到科羅拉多州買頁岩
步，不給我投資，我等，等到飆了天價也照
氣的礦權，不管是中石化或是中海油，當時
買，終於等到了美國探勘公司自己上門的時
這些土地都是從每英畝約一千美元飆到一萬
候。在德州，我們訪問了桑切斯能源（San美元、甚至一度喊到兩萬美元。有了中國進
chez Energy）、阿帕契（Apache）、Black來炒，土地飆漲二十倍！
Brush等探勘公司。
因此德州人都說，這些來自中國的公司
他們告訴我們，中國中石化、中石油、
都是閉著眼睛進場不管盈虧瘋狂掃貨。
中海油曾多次探詢要投資頁岩氣，都遭拒
但當我們到了德州開採頁岩氣的重鎮
絕，一直等到了美國天然氣價格從每百萬英
聖安東尼奧市時，更讓我們訝異的事情發生
熱（MMBTU）十幾美元崩跌到兩塊多美元，
了，專業勘探公司BlackBrush共同執行長暨
頁岩氣多且便宜到直接放火燒掉。
營運長梅齊（Phil Mezey）證實，Black Brush

學技術又有礦脈，可能後來居上

》》》敢！鷹灘現場

投資大師巴菲特、索羅斯都加碼頁岩氣商機，
台灣投資人除可透過基金、台股參與，
也可優先卡位想像題材，等待後續獲利爆發。

即時新聞攝影獎

↑桑切斯能源執行長東尼•桑切斯說，鷹
灘有豐富原油和天然氣，地層的易碎性
讓水力壓裂更易進行。

電親新聞報導獎

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t）、億萬富
翁索羅斯（George Soros），以及油神皮肯斯
（T. Boone Pickens），三位投資大師最近都
不約而同，相中美國當紅明星產業，那就是
「頁岩氣投資熱」。
巴菲特看好天然氣為主的新能源，五月
底以五十六億美元（約合新台幣一千六百七
十五億元）收購了內華達州電力公司NV能
源。由於天然氣便宜，股神旗下全美第二大
鐵路公司伯靈頓北方聖塔菲（BNSF）今年開
始也測試使用天然氣取代柴油驅動引擎。
索羅斯則大舉加碼頁岩氣相關的能源公
司。今年第一季，索羅斯以九千八百四十萬

專題新聞攝影獎

股神放膽壓注 運天然氣像運鈔票

國際暨大陸新聞報導獎

【2013-06／商業周刊／1333期／封面故事】

新聞深度報導獎

原來，連中國主權基金都進來了，它是
投資界的巨人、是中國的代表。Black Brush
則是一家獨特的頁岩氣探勘公司，它研發出
不用傳統的水力壓裂，而是改用液體頁岩氣
取代，提高生產與回收的效率。梅齊說，在
美國，新技術的開發往往是由小公司帶動，
而不是大家所知道的大型石油公司。
也就是說，現在真正會挖頁岩氣不是埃
克森美孚（Exxon）、殼牌（Shell）、雪佛龍
菲利普（Chevron Phillips）這樣的大型跨國公

新聞即時報導獎

中國，別有所圖

司，而是我眼前一輩子都在挖石油、找天然
氣的美國專業石油人，而由於中國花錢不手
軟，他們幕後的大老闆正一個個變成中國。
不管盈虧進場的背後，是要讓這些美國
專業探勘公司有更大的舞台，因為中國才是
頁岩氣的能源大國，已探明的可用頁岩氣高
達二十五兆立方米，大約占世界總量的五分
之一，比美國還要高。
所以別看韓國有FTA、日本是美國忠實
夥伴運走了美國頁岩氣才是贏家，中國雖在
美國土地上投了新台幣一千五百億元連一噸
的天然氣也運不回中國，卻正默默取得了頁
岩氣的探勘與開採技術，讓中國採頁岩氣能
夠逐漸追上美國，因此這場正在德州上演中
日韓大戰，揭開的其實是全球能源霸權之戰
的序幕。

公 共 服 務 獎

的主要投資者是私募基金EIG Global Energy
Partners，在去年二月被中國主權基金中國投
資公司（CIC）收購部分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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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站 》》》鷹灘

開採最活躍的頁岩區塊

打破石頭變出天然氣和石油，新能源財、
新德州礦商雲集鷹灘，讓煉油和石化業股價漲翻天
美元（約合新台幣二十九億元）投資休士頓
的能源企業，其中，投資墨西哥灣最大石油
及天然氣開發商阿帕契（Apache）高達八百
四十萬美元（約合新台幣二億五千萬元）。
為探討頁岩氣投資價值，《商業周刊》
到德州，特別拜訪五家在紐約交易所上市的
頁岩氣企業，包括獲得索羅斯投資的阿帕
契、德州重要採礦商桑切斯能源（Sanchez
Energy）、全球最大獨立煉油廠瓦萊羅
（ Va l e r o ） 、 北 美 第 二 大 獨 立 碼 頭 營 運 商
NuStar，及美國第二大PVC管生產商華美化學
（Westlake），從上游探勘開採、中游管路及
儲運設備到下游煉油及化工廠，探視完整的
產業鏈實況。

不僅盛產天然氣，而且連石油含量也很高。
此外中游業者包括管路及儲運設備等公
司，也受惠於頁岩大量開採的商機。我們採
訪了總部設在德州聖安東尼奧的NuStar，它
的管路系統全長約一萬四千六百多公里，大
多集中在頁岩氣油重鎮，隨著開採量提高，
運輸需求大增，擁有管路系統及碼頭設備的
NuStar成了受惠者。
在美設廠的石化公司，也是這波頁岩氣
革命的最大贏家，原因是從石油腦改為天然
氣進料，成本砍半。其中，在紐約交易所上
市、台灣人創立的華美化學，過去五年股價
漲幅達八倍，遠遠超越同期漲幅一．二七倍
的台積電，行事低調的趙元修家族更被美國
媒體形容為「隱形億萬富翁」。

看美股
下游產業成本低，含金量大勝上游
第二十七屆吳舜文新聞獎得獎作品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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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基金
能源基金未來性，大勝礦業基金

從產業鏈來看，下游的煉油及化工廠的
表現將優於上游探勘開採，原因是下游業者
受惠於便宜的進料成本；中游的管路及儲運
設備則受惠於頁岩氣和頁岩油的增產而需求
大增。
天達環球能源基金經理人華強思
（Charles Whall）指出，頁岩氣開採的複雜
性較傳統能源來得高，在挑選鑽探公司時，
以具有技術優勢的獨立鑽探公司優於綜合型
能源公司。探勘開採的地點及成本，也是決
定公司能否賺錢的變數，許多探勘公司若以
昂貴租金簽下土地開採權，一旦天然氣價格
下跌，開採越多就虧得越多。挑對頁岩區
塊，將決定探勘公司獲利，而美國當前開採
最活躍的頁岩區塊就是德州的鷹灘（Eagle
Ford）。
索羅斯投資的阿帕契，就是鷹灘頁岩的
前四大探勘及開採公司，是當地擁有最多租
地合約的承租公司之一。阿帕契新投資事業
發展部總監帕爾（James J. Parr）指出，鷹灘

國人熱中投資的礦業和能源基金，就未
來性來說，礦業基金表現將不如受惠於高油
價的能源基金。不過，目前國內未有頁岩氣
相關主題的能源基金，投資人須從個別基金
的操作策略和持股中，找出基金的頁岩氣含
量，而且，大部分頁岩氣概念股已經漲多，
後續應追蹤產業的發展趨勢，避免高檔套牢
風險。

看台股
在美設廠石化業者，最直接受惠
台股之中，被點名的頁岩氣概念股包括
台塑、中鼎、東元、中橡、康舒、高力等，
其中首選是「台商頁岩氣股」，即在美國設
廠，就近利用便宜頁岩氣的廠商，包括台
塑、中橡、李長榮、榮化等。
曾經被《華爾街日報》選為二○一一年

公 共 服 務 獎
新聞即時報導獎

亞洲最佳產業分析師、棣邁產業顧問公
司總經理何耀仁表示，有低成本的乙烷
等當進料的石化業者將勝出，以台塑美
國廠受惠最大。
頁岩氣利多也展現在中橡財報，
中橡集團董事長辜成允表示，由於改用
頁岩氣降低成本，去年中橡美國廠表現
亮眼，不僅轉虧為盈，中橡更派發二．
二元股息，創近年新高。國內最大工程
大廠中鼎也積極參與美國石化廠產能擴
建，但和其他設備供應商一樣，目前仍
屬想像題材階段。
華爾街巨頭高盛集團，在四月十七
日發表報告指出，黃金的十年牛市即將
過去，「一個堪比黃金十年牛市的新時
代即將到來，那就是頁岩氣革命帶動快
速擴張的天然氣產業。」未來十年，頁
岩氣將是投資市場最重要題材之一。

新聞深度報導獎
國際暨大陸新聞報導獎

採訪後記 》》》

幸好2年前 我們拒絕了國光石化

電親新聞報導獎

湖廠，第一眼看到的竟是一群野鹿在奔跑。
其實，它生產的是丙烯腈，應用雖然夢幻，
但有毒且很容易燃燒，會產生致命的氰化
氫，瞬間就能奪去人的生命。
所以這座工廠在約台灣二十倍大的德
州，找遠遠躲在人群之外的地方設廠。去年
四月，我在高雄大社看過一樣是丙烯腈的工
廠，跟居民公寓距離不到三百公尺，台灣人
跟劇毒是雞犬相聞，生活在一起。
當地居民還組成了要五輕與大社石化園
區遷廠的促進會，希望政府兌現五輕關廠承
諾，並一起搬走工廠。我的母校高雄海洋科
技大學老師沈建全是促進會成員，他在電話

即時新聞攝影獎

四月二十八日，完成了台塑美國德州廠
的參訪，台塑美國業務發展部副總經理傑克
（Jack）推薦我們回休士頓之前，繞道到德州
一百八十五號道路旁的翠湖（green lake）看
一座石化廠， 他說，該廠生產全世界最好的
碳纖維原料，給波音七八七夢幻機、頂級自
行車用。
距離約二十英里，周遭盡是小麥、玉
米田及美國牛。這裡，一頭牛約用一英畝的
土地來養，相當於一千二百二十四坪，一路
上入眼的牛隻超過千頭，卻見不到住宅區與
人，可見這地方的空曠與人煙之稀少。
傑克說的就是瑞士英力士集團(INEOS)翠

專題新聞攝影獎

【2013-06／商業周刊／1333期／封面故事】

127

那頭興奮的說，想找奇美集團創辦人許文龍
一起參與新規畫，希望搬走後的土地能變成
文創或綠能園區。
我拿著電話無言，不敢說，致命的丙
烯腈最大客戶就是奇美實業啊，關了五輕、
大社，不就斷了許文龍ABS（丙烯腈—苯乙
烯—丁二烯共聚物）王國的命脈。五輕若搬
遷，牽一髮而動全身，其實，它們的下游還
有光電、半導體業。
原料是可以進口，但關鍵原料怎麼辦？
誰敢把最重要的命脈交到別人手裡？環境與
發展本就是兩難。誰也沒料到，今天大量便
宜的美國原料開始賣到了亞洲，亞洲無一不
遭殃，去年，中國的中石化因為化工產品跌
價，獲利減了一一％，稅後淨利率僅剩二％
多。

台灣沒空間做石化，
美國卻很歡迎

要製造業復興，所以賓州與德州都跟國光石
化招手，但中國以促進兩岸統一為宗旨的海
峽西岸經濟區，也正在拉攏國光石化。
頁岩氣雖便宜，但挑戰是美國市場相對
飽和、成長慢，還要面對國際競爭、花錢和
時間培養自己年輕人成為國際人才，難度非
常高；中國只要承認一個中國，國光、台塑
什麼都好談，而且市場潛力大，但最終結局
就是完全掌握台灣經濟命脈，這恐怕不是多
數台灣人想要的結果。
台灣沒有足夠空間發展石化業了，人
也不能繼續跟石化廠住在一起，五輕與大社
應該關廠拆遷，但新產業也需要原料繼續發
展。三十年前王永慶能前進美國德州，證明
台灣人能在美國開工廠，還運回台灣加工；
三十年後，國光石化應該前進美國，這是台
灣繼續往前，給自己的環境與產業重要的一
步。

這時候一句話在休士頓喊出來了：「幸
好，我們兩年前拒絕了國光石化的投資，不
然下場是一樣的。」而且機會來了，美國需

第二十七屆吳舜文新聞獎得獎作品專集
↑德州地廣人稀，石化廠可以遠離人群，跟野鹿做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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