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事長程東和

南向冷鏈國家隊之組織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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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冷鏈協會理事長 程東和

重要事蹟

⚫ 前統昶行銷公司(冷鏈物流)總經理：建
立16個低溫及鮮食物流中心！首創離島
物流，獲得台灣最高榮譽經營品質獎項
第23屆國家品質獎企業獎第一名！

⚫ 創立統冠物流：於2014年獲得大陸冷鏈
5顆星最高企業獎。

⚫ 台灣冷鏈協會理事長
–南向推廣
–農業冷鏈
–人才培育
–食品安全
–綠色節能

⚫ 行政院農委會顧問

⚫ 新創冷鏈國際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一.台灣冷鏈發展

二.台灣冷鏈協會發展

三.越南 東協明日之星

四.冷鏈國家隊的組織與推動

五.台灣冷鏈越南推廣

六.冷鏈南向1.0邁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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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精緻化物流經驗-便利商店

統昶行銷在臺灣、花東甚至離島等，營運9
座低溫物流中心、8座鮮食物流中心、1座三
溫層物流中心，建構最具規模與完備的物流
網路，以貼近客戶，提供最適化、最即時的
物流服務，提升客戶物流效率。



台灣冷鏈30年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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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冷鏈發展經驗，經歷世界
級(歐美日)成熟產業完整流通
和物流癹展過程/內容，包含
各業態實體通路、虛擬通路及
B2B，B2C，C2C物流等

⚫冷鏈技術與國際同步，服務靈
活、ＣＰ值高、重誠信與品質

⚫擁有與中國城市冷鏈對接實務
與成功經驗

⚫提供從無到有、客製化、量身
打造的全方位解決方案，亦可
提供一條龍冷鏈服務

5
2020/11/22 TCCA台灣冷鏈協會



代表台灣冷鏈專業的台灣冷鏈協會

⚫ 程東和理事長曾帶領團隊獲得臺灣國家品質獎企業獎
第一名！大陸首家冷鏈5顆星最高企業獎

⚫ 兩岸冷鏈企業多年經營管理成功實績、具備製冷與物
流系統設備的生產製造與規劃設計建造能力

⚫ 協會顧問團隊擁有30年冷鏈實務經驗，從實體門店經
營、餐飲業經營、生產製造工廠管理、互聯網科技、
醫藥生產流通管理與冷鏈物流運營

2020/11/22

• 食品製造業
• 餐飲業
• 貿易業
• 農漁牧業
• 醫藥行業

國家級資源-工研院，台灣冷鏈團隊、媒體、專家顧問…
• 產業園區開發
• 冷鏈規劃諮詢
• 冷鏈物流服務
• 園區招商引資
• 供應鏈金融服務

• 科研單位與學校
• 媒體
• 金融機構
• 地產
• 其他

• 冷鏈車廂與冷庫
• 制冷與保溫設備
• 央廚與截切工廠
• 自動化系統設備
• 蓄冷系統與設備

• 智慧冷鏈倉儲
• 智慧物流中心
• 智慧工廠
• 物流資訊管理
• 車載系統管理

6TCCA台灣冷鏈協會



台灣冷鏈協會

五大價值

2020/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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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亞第一高峰 玉山-臺灣最高山3952公尺
由交通部觀光局提供 攝影: 楊俊生

TCCA台灣冷鏈協會
7

誠信
品質
專業
創新
合作



⚫ 提升會員冷鏈產業專業與價值，帶領產業與國際接軌

⚫ 配合達成食品與藥品安全政策，民眾便利安心和健康

⚫ 結合冷鏈專業，促進社會進步、經濟繁榮與環境永續

台灣冷鏈協會使命

2020/11/22 TCCA台灣冷鏈協會 8



2020/11/22 TCCA台灣冷鏈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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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安心的城市 讓生活更幸福

提升台灣冷鏈產業國際競爭力
成為亞太一流的冷鏈組織



專業冷鏈交流合作與創新平台

102020/11/22 TCCA台灣冷鏈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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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東協明日之星



越南冷鏈發展機會

12

2016-2021年越南冷鏈產業，
預估10.4%年複合增長率( CAGR)

✓蔬果的冷鏈儲存與運送需求

✓肉類與海鮮的冷鏈儲存與運用需
求

✓零售通路因快速成長的冷鏈儲存
與運送需求

✓物流中心的冷鏈儲存與運送需求

✓其他陸續增加的冷鏈需求

1. 經濟成長快速、內需市場成長

2. 2025物流政策加速開放物流
建設與冷鏈發展

3. 農漁產損耗及零售市場(電商)
起飛，冷鏈需求高

4. 內陸之專業物流與冷鏈非常缺
乏(第三方物流業者及物流人
才皆缺)

5. 缺零售業金流、資訊流、物流
整合專業

6. 越南台商對於轉型、投資與升
級需求高

2020/11/22



Copyright 2019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冷鏈物流發展比較–台灣成熟,越南躍起

2

台灣環境 越南環境

冷鏈使用率 >95%
鮮乳為33%、肉類為12%、蔬菜為7%、

水果為6%（ABA, 2018）

腐損率 <5%
25-30％

水產和蔬菜損失可達45％海產品損失35％

物流成本占比 9%
21% 

(其中運輸占總物流費用之60%，兩倍於已
開發國家)

食品成長率 7% 10%

冷鏈市場成長率 _
10.4% (from 2016 to 2021 to be 

valued at US$1.8 billion)

物流成長率 5% 15-20％

整體概況 冷鏈運輸率與先進國家相當
冷鏈常斷鏈、基礎設施嚴重不足、冷鏈
技術落後、法規和標準不健全、協力廠
商物流發展滯後

發展狀況
系統管理與科技應用發展完善，
具備小而美的服務經驗；市場
平穩。

開始重視食品安全與保存，零售物流，
急待建立妥善整體解決方案

全球冷鏈市場 : 13.9%年複合成長率 (2018) 資料來源 : 工業技術研究院ITRI 

30



台灣冷鏈越南發展SWOT

14

O機會 T 威脅

1. 經濟起飛與政策支持，冷鏈供不應求

2. 農產與食品品質要求的冷鏈商機

3. 觀光零售興起，航空、海運與城市物流
對於冷鏈不斷鏈建設與服務的需求商機

4. 冷鏈斷鏈與冷鏈效率急需提升商機

5. 冷鏈專業不足缺專業人才與一條龍服務

1. 外商市佔率高且積極擴展

2. 日韓同供應鏈長期布局，並以財力
優勢購併入股在地業者

3. 希望帶資金與技術投資與合資

4. 交通建設與陸運物流配套尚未健全

5. 當地人才素質不齊、培育弱化

2020/11/22

S優勢 W弱勢

1. 台越文化、生活、氣候相似，且關係友
好，對台灣農業技術與經驗信賴

2. 擁有30年冷鏈發展完整經驗，與國際同
步技術，提供一條龍服務

3. 台灣冷鏈ＣＰ值高、重誠信

4. 擁有與中國城市冷鏈對接實務經驗

5. 當地台商具語言與人脈優勢

1. 較晚推動南向，知名與指名度較低

2. 台灣前進南向資源未整合運用

3. 台灣冷鏈專業知名度與認知度尚低

4. 企業國際化能力，人才與資金不足

5. 台灣商品出口至東南亞關稅高

6. 缺乏於東南亞冷鏈有力的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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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雁

比單雁多飛71%距離

2020/11/22

抱團共創新未來

IFPC 雁行理論 Geese Theory.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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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向發展委員會
冷鏈國家隊的組織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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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冷鏈商物流結盟越南台商前進越南

三會簽訂「策略合作意向書」商物流合作前進越南

結合越南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在地智慧、台灣連鎖加盟促進協會南進需求及台灣冷
鏈協會冷鏈專業與實力，三會凝聚市場+商流+冷鏈物流的合作共識，在經濟部
商業司副司長陳秘順見證下簽訂策略合作意向書，未來將整合相關資源並提供協
助，促進越南投資合作成功機率，為共創商機及提升台商在越南整體競爭力之目
標而努力，而此合作將更能展現台灣實力，帶起抱團共創越南越好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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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向冷鏈國家隊



19

108.1台灣冷鏈協會成立南向發展委員會
• 主 任委員 : 理事長程東和
• 副主任委員 : 旻立董事長謝明輝(越南台商總會榮譽總會長)
• 顧 問 : 信海陳董、美嘉國際趙總
• 指 導 : 工研院服務系統科技中心陳慧娟總監
• 執 行 長: 潘曉蘭

委員會成員 冷鏈專業領域 越南發展

廣運機械工程 全方位自動化 河內分公司

研華科技 全程冷鏈不斷鏈解決方案 越南分公司

邰利公司 專業車廂/航勤設備/冷凍工程 大發冷庫案+將設分公司

世倉國際 亞洲知名專業貨架-密集貨架 主管長期派駐

科菱空調 日本技術同步之專業冷凍空調 Mishubishi空調越南市占高

立興投資 專業地產投資-規劃蓋廠 專案業務

金財通商務科技 全方位物流管理 專案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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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類國家隊 抱團前進越南

20

台灣冷鏈協會整合臺灣軟硬體優勢會員，台灣智庫工研院指導，

優先以越南為南向標的國家，進行解決方案整合行銷。

協助海外臺商企業塑造產品/服務品牌，支援全球布局

建立越南
集散冷庫

建立海外
保鮮運輸方案

建立全程追蹤
與管理系統

科菱世倉

工研院
<AI & IOT & 自動化>
智慧倉儲與運輸解決方案

自動化
倉儲

低溫
貨架

冷凍
設備

WMS
系統

建立越南
加工中心

優化
作業系統

邰利

低溫材料
與載具

監控
系統

協助建置冷鏈儲運基盤

金財通研華廣運

產業
園區

物流
地產

立興 臺
灣
企
業

臺
商
企
業

台灣冷
鏈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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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冷鏈越南推廣



南向發展相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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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相關單位交流

• 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

• 經濟部商業司

• 經濟部國貿局

• 經濟部工業局(SIPA)

•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 農委會國際處

• 僑委會

• 外貿協會

• 工業技術研究院

• 資策會

越南當地

• 駐越南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 駐胡志明市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南向國家相關單位交流

• 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

• 越南物流協會VLA

• 胡志明市工貿廳

• 林同省省政府

• 印尼冷鏈協會

亞洲台商
• 亞洲台商總會
• 越南台商總會
• 印尼台商總會



108-109年冷鏈南向推廣活動

109年推廣活動

1. 台灣冷鏈科技交流會(胡志明)

2. 2020臺灣冷鏈高峰研習(台北)

3. 臺灣印尼冷鏈研習分享會(貿協)

4. 臺灣越南冷鏈研習分享會(貿協)

5. 南向商機媒合會(貿協)

6. 南向冷鏈國家隊之組織與推動演講

7. 台灣國際智慧農業週-冷鏈展

108-109年2月組團赴越南交流累積28天
1. 108年3月16-22日(南中北越)

2. 108年6月12-19日(南越-北越)

3. 108年8月06-14日 (北中南越) 

4. 109年2月12-18日(胡志明+林同)

108 年推廣活動
1. 泰國經濟環境分享(台北)

2. 冷鏈工程與貨架分享(越南)

3. 2019台灣形象展-冷鏈專區(河內/貿協)

4. 台灣冷鏈創新科技研討會(河內/貿協)

5. 林同省農業台商-台灣冷鏈發展分享

6. 越南發展及冷鏈商機分享會

7. 台灣智慧農業週-冷鏈展(高雄)

8. 智慧冷鏈系統整合海外推廣媒合交流會

9. 農業冷鏈經理人養成班(農科院)

10.中華採購協會年會演講

11.冷鏈南向新商機研討交流會(貿協)

12.新南向冷冷鏈買家參訪觀摩(貿協)



拜訪相關政府單位/社團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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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越南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駐胡志明市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農委會國際處

越南駐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越南物流商業協會 越南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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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越南相關組織/財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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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分享與研討多方推廣台灣冷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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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越南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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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胡志明市/河內市冷庫

108.8. 河內安龍物流 VIETSTAR                           109.2TRANSIMIX

108.6 SATRA 胡志明市郊海鮮肉品冷庫 108.6. 果蔬市場旁冷庫



108.7胡志明市政團隊於研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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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COLD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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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COLD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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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林同省台商並向省政府提農業冷鏈物流園區



2019 智慧農業週-冷鏈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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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2.10-11新南向冷鏈買家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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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15 胡志明市台灣冷鏈科技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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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世界看到台灣冷鏈
109.8.18  2020 臺灣冷鏈南向高峰研習

• 確立臺灣冷鏈累積的實力與能量對臺灣冷
鏈發展與南向推動上的重要性

• TCCA以類國家隊的真實力與團隊合作奠定
越南推動的知名度與形象

相關單位的更重要支持
• 農委會/農試所/農糧署/國際處
• 經貿談判辦公室
• 國貿局/貿協
• 僑委會
• 亞洲台商總會
• 蘭花產銷協會/臺灣農業經營管理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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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9-12 臺印越冷鏈研習/商機研討與對接會



108-109年越南冷鏈推廣成果

38

1. 獲越南政府與業者重視

2. 食品業台商節能冷庫

3. 農水產加工冷庫需求

4. 跨境零售電商平台

5. 農場到餐桌資訊平台

6. 常溫物流增加冷鏈業務

7. 新南向(台商)農業冷鏈
經理人養成班

8. 成立新創冷鏈國際發展
(股)公司推動冷鏈整合
服務與商機平台

9. 增加與印尼冷鏈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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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鏈南向1.0邁向2.0



台灣冷鏈協會品牌發展三階段

2020/11/22
40

I  品牌塑造
106-107年

II 品牌輸出
108-109年7月

III 品牌延伸
109年8月~

TCCA  in Taiwan From TCCA By TCCA
TCCA

優異專業經驗與實力
冷鏈專業團隊

TCCA
全方位

冷鏈智慧團隊

TCCA
可信賴的

冷鏈發展合作夥伴

• 以台灣發展優先，凝聚
共識與資源，塑造品牌
形象與實力

• 台灣冷鏈專業代表
• 輔助台灣農產品冷鏈、

食安、人才與節能

• 大冷鏈合作與交流平台
• 跨國合作平台

南向準備
• 台灣冷鏈代表
• 同步推兩岸與南向交流
• 越南考察與推動共識

南向1.0 
• 108.1設立南向發展

委員會組一條龍類國
家隊推越南

• 推動台灣冷鏈形象

南向2.0
• 逆風前進–讓世界看到
• 協會+國家隊+新創冷

鏈整合服務平台併行

台灣冷鏈南向推廣



冷鏈南向推廣1.0邁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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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向1.0  
• 組成類國家隊
• 推動台灣冷鏈的國家形象與台灣冷鏈國家隊的實力
知名度與形象

•南向2.0
• 組成以公司型態的冷鏈整合服務與商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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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共創
優質未來

新模式
新商機
新未來

台灣冷鏈
• 專業佳
• 品質優
• C / P高

來自台灣的專業冷鏈顧問與服務平台

結合客製化發展與台越智慧共創新未來



產業技術專家
(農水產/零售/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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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X  越南

冷鏈技術方案專家
(軟硬體/設備/資通訊…)

冷鏈事業發展整合服務
Cold Chain Integrated Service 

冷鏈事業發展顧問

冷鏈園區/地產
開發評估

冷鏈研討/專業訓練冷鏈專案服務

Strategy partners

Innovation x Integration x Intelligence 

4343NEWVALUE COLD CHA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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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慧娟顧問
智慧冷鏈與供應鏈整合

王祥芝顧問
第三方物流經營管理

林希夢顧問
新零售策略規劃

自動化物流中心設計

程東和董事長
冷鏈事業經營

李魁鵬顧問
節能、綠色建築
LEED綠建築認證

游文相顧問
全球運籌與供應鏈管理

冷鏈事業發展顧問

冷鏈事業發展顧問

◼ 冷鏈事業經營

◼ 智慧冷鏈

◼ 供應鏈整合

◼ 全球運籌與供應鏈管理

◼ 3PL,4PL經營管理

◼ 自動化物流中心設計

◼ 績效與品質改善方案

◼ 系統設計與數位化升級

◼ 新零售策略規劃

◼ 節能技術與規劃

◼ LEED Cold Chain

◼ LEED 綠建築認證

44NEWVALUE COLD CHA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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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冷鏈相關事業發展建議

2. 產業園區/物流園區規劃

3. 物流中心規劃/設計

4. 智慧節能冷庫建立

5. 冷凍運輸設備

6. 優化各項作業管理系統

7. 全程不斷鏈管理系統

8. 供應鏈管理

9. LEED認證輔導(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新創冷鏈整合服務
輔助供應鏈整合 塑造創新商業模式提升未來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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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力化/半自動化/自動化

• 低溫貨架與低溫分類機

• 冷藏/冷凍設備與運輸載具

• LED燈具/各項節能減碳設備

• 全程不斷鏈與監控系統

• WMS倉儲管理系統/PICKING理貨系統

• TDS運輸管理系統

• 結合AI & IOT & 自動化的智慧倉儲與運

輸解決方案

• LEED綠建築/冷庫認證專業

冷鏈解決方案專家/團隊/業者冷鏈事業發展顧問 X



Cooperation, co-creation, co-innovation for better future 

共創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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