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夏以來的東南亞地區，似乎顯得特別動盪不安，越南及泰國先後爆發排華衝

突和無預警戒嚴，而我們所生活的台灣這片土地，也因為接踵而至的太陽花學運、

反核行動乃至探討 22K 的一朵小花等事件紛紛攘攘了好些時日，突顯出台灣在民主、

環境、薪資等面向都出現了危機，其中，薪資問題又直接衝擊到台灣人才流失、動

搖國本的嚴肅議題，著實令人憂心；反觀昔日並列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在瑞士洛

桑國際管理學院 (IMD) 近期公佈的 2014 年全球競爭力排名中，已再度超越香港，

僅次於美國及瑞士，一躍成為亞洲地區最具競爭力的國家，本期季刊就以這個模範

鄰居作封面，不僅期望台灣經濟發展能再與之並駕齊驅，也要學習新加坡半個世紀

以來推動環境綠化的驚人成果、搭上永續發展的列車。

教育為立國之本，此次人物特寫採訪到台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的林耀煌教

授，言談之間，不時可以感受到林教授對教育的熱忱與期待，一如他給予營造產業

莘莘學子的四字箴言：「莫忘初衷」，擔任教職近 40 年的林教授依然懷抱著初任教

職時的滿腔熱血，試圖改善產業環境、為營造業人才爭取更美好的未來。    

高齡化時代已經來臨，老年住宅將是迫切且大量的需求，您是否想過什麼樣的

居住空間對於老年人來說才真正合適呢 ? 日籍建築師荒川修作推翻傳統認為友善、

舒適的老年住宅設計思維，在日本分別創作出顛覆想像的「三鷹天命反轉住宅」和

「養老公園」，既是藝術家、也是建築師的荒川修作，帶給世人的驚喜將在漫訪建

築中反轉您的大腦。

站上國際舞台發光發熱，相信是許多運動員共同的夢想，或許在台灣，體育環

境的規劃未盡周延，但集結民間的力量還是有機會推這些體育戰將一把、挑戰國際

賽事，2013 年瑞助營造以薪資一日捐的方式贊助南投高中拔河隊籌措出國比賽經

費，希望能讓拔河隊順利參加今年初的愛爾蘭世界盃室內拔河錦標賽，這是一場意

義非凡的比賽，隊員們果真不負眾望，以長期累積的實力和努力勇奪金牌，非常榮

幸在這群年輕人圓夢的道路上，我們得以擔任他們的後盾，南投高中拔河隊的故事

分享給本期讀者，讓夢想和支持的力量繼續滋長、溫暖我們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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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至上，勤墾深耕

建築，是人們探索對過往生活想像的最佳途徑之一，它無聲地述說

著每個年代的城市歷史，並同時留下當代的文化風貌，而深植於社會

大眾共同記憶中的建築，往往非公共建設莫屬；台灣的重大公共建設從

1960 年代「十大建設」開始蓬勃發展，而民間營造廠卻直到 1990 年代

的「六年國建」才開始有機會活絡參與，時至今日，公共工程已極力擺

脫低價搶標、品質低劣的陰霾，朝向兼顧精緻技術與永續發展的願景邁

進，對於投身國家建設已數十寒暑的前輩們，瑞助營造深表感佩，並且

也藉此時時警惕自己要做好技術與經驗的傳承，替這塊土地未來的建設

發展也盡一份心力。    

近年來，台灣公共工程規模日趨龐大、工期也動輒長達數年，旨在

提升工程效率、縮短工期的統包制度應運而生，瑞助營造過去雖然有

多次承攬公共工程的經驗，但為求跟上政府的發展腳步，在前年也成立

統包企劃部門，整合業務投標、規劃設計、採購發包等作業，保持與時

俱進的競爭力，並從 2013 年漸漸看見成效，先後得到了「林口國宅暨

2017 臺北世大運選手村統包工程」、「臺北市和平國小暨籃球運動館

新建工程」及「安康市場基地新建公營住宅統包工程」的承作機會，得

標的肯定令人喜悅，但公共工程背負著社會大眾高度的期待，卻也提醒

著瑞助要更嚴格地自我鞭策，無論是專業技術上的準確細緻、施工過程

的環境維護以及最重要的施工安全，我們都要上緊發條、馬虎不得。

國內公共工程的格局已逐漸邁向國際化與國際接軌，對此，瑞助十

分慶幸今年初甫成立的「廈門瑞助建築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已承接廈門

國貿金融大廈的 BIM 項目，正式與中國大陸的施工團隊合作，希望透過

不同文化的視野和刺激，帶領瑞助團隊跨出台灣這塊營造環境，在對內

提升技術力的同時，也對外擴展競爭力，用更堅強的實力來為業主提供

服務。 

過去的二十幾年，瑞助營造誠懇深耕，以穩紮穩打的腳步終於在業

界闖出一片天，現在的瑞助正處於從「中小型營造廠」擠身「大型營造

廠」的轉型階段，必須更加嚴格把關承攬的案件，並盡力爭取到指標性

的公共工程，繼續挑戰金質獎的最高榮譽 - 特優獎，而在企業成長的同

時，瑞助營造也會秉持同等的熱情和責任，持續回饋社會，善盡企業社

會責任，為營造業注入嶄新的產業形象與價值。

董事長 張淵全
蛻變中的瑞助

│董事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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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極限，創造經典

翔譽雙子星新建工程

工程概要

業主：翔譽國際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設計單位：呂建勳建築師事務所

工程地點：新北市

建物構造：RC 鋼筋混凝土

總樓地板面積 ( 平方公尺 )：22,583M2

樓層數：B4/22F

產業動態

過去十年，瑞助營造非常認真地向前衝刺，在全體同仁齊心努力之下，

確實也締造出連年營收成長的好成績，但也許是精神緊繃太久了、發條難

免會鬆懈，我發現部分同仁對於工作的熱情不若以往那般高昂，導致對目

標漸漸失去清晰的輪廓而停留在原地踏步，這樣的狀況如果發生在工地主

管身上，勢必會對團隊的士氣和效率大打折扣。

瑞助營造將人才分為一至四軍，適才適能地進行專業培訓，並且完成

過許多不可能的任務、為公司贏得掌聲，一步步累積起來的實力絕對不容

小覷，千萬不要因為時間久了、流程熟悉了，就對自己的工作失去熱情，

因為熱情是一股強大的驅動力，會驅使我們努力追求卓越，不斷發掘人生

的新價值。    

某日前往拜訪送子鳥的賴院長，其提到台灣目前之亂象與企業之處事

態度似乎都欠缺了所謂企業之魂，因此推薦我去看這部講述野球之魂的電

影《KANO》，其中有兩個片段深深觸動著我：其一是球員們步入球場前

必先向球場敬禮問好，那份對土地以及工作的尊重和執著，是我們都應該

要學習的敬業態度，各工地從開工到完工，皆投入無數心力、悉心灌溉，

才得以享受拆架展現成果的感動，不妨反問一下自己 - 對於這片土地、這

份專業，是否懷抱足夠的尊重與感恩之心 ?

其二是近藤教練舉用在木瓜根部釘入鐵釘以刺激求生意志、反而結出

豐美的果實之例，激勵球員即便身處逆境，也要努力奮戰不懈；「樂觀的

人從困難中看到機會、悲觀的人從機會中看到困難」，積極正面的態度才

是通往成功的不二法門。

電影中貫穿整個故事精神的一句話：「不要想著贏，要想不能輸」，

我想引用來勉勵大家，「贏」是為了超越對手、「不能輸」則是為了超越

自己。在營造業打拼了二十幾個年頭，深深了解到這是一個講求功夫紮

實、而且永遠不會停止進步的行業，要想在營造業占有一席之地，便不能

把公司當成只會打仗的機器、僅追求眼前的勝利，反之，必須多花點時間

在技術的培訓和經驗的累積，一次又一次地要求自己有所突破，再將之轉

化為核心競爭優勢，待嶄露鋒芒的時機出現，一切自然水到渠成。

時時想著「不能輸」才會保有危機感，有危機感才會燃燒鬥志，人生

也才因此有了目標；此次分享這部電影的精神，勉勵各位同仁：唯有不斷

地精進自己，才能面對更多挑戰，而這樣的精神態度，才能為自己帶來更

美好的明天。

總經理 張正岳
不要想著贏，要想不能輸

│總經理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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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自然與科技的纏綿倫巴

－新加坡 文 林穎宣

新加坡的迷人夜景

國土面積僅 710 平方公里，相當於台北市兩

倍大的彈丸小國新加坡，乃全球最國際化的國家之

一，不僅有排名全球最低的失業率，多元種族移民

的特殊人口組成，與其風情萬種的美食、生活與文

化，亦為國家增添了幾分獨特的傳奇性色彩。新加

坡的國土範圍除了本島之外，還包括了周圍總數高

達 63 座如聖淘沙、德光島等零星島嶼，雖然國土

面積分散，但由於地理位置特殊，即使建國時間並

不長，國家發展仍然與時俱進、蓬勃發展出日益堅

強的國家經濟地位與實力，使其在短時間內，便迅

速成為東南亞地區唯一的已開發國家。

新加坡地理位置

│封面故事│

躋身亞洲四小龍行列的新加坡，在過去曾經受到大英帝國和

日本等殖民文化洗禮，核心的地理位置，扼守著麻六甲海峽咽

喉，宛若「東方明珠」的星國，將東西文化兼融合併，發展出能

屈能伸的獨特國情，並體現於生活文化與建築群象之中，充分展

現來自各個殖民國家的特色、開創出富滿新意的奇特景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新加坡便一直被大英帝國做為東南

亞的核心戰略據點，而後由日本佔領約三年半的留跡，也在其謹

慎有序的國情中可見一斑。在 1965 年，新加坡正式脫離了馬來

西亞的統馭、獨立建國，並且不到五十年內，旋即竄升為東南亞

堪稱龍頭的富裕強國。

經過東、西兩強國的統馭，新加坡的人口組成也相對多元。

在新加坡有四成居民為永久居民，以及拿工作簽證的外勞，和拿

學生簽證的學生；在外籍勞工的比例中，兩大主業：建築業與服

務業，各別有半數以上的佔比。在學制系統上，星國則是依循英

式的升學制度，且公定的教授語言幾乎以英語為主，但是由於移

民人口組成複雜多元，新加坡通用的語言仍是以新加坡式華語為

最大宗，而英式英語、新式英語則為七零年代後的主要使用語

言，另外地方方言如馬來語、印度的坦米爾語，亦仍有通用的族

群。

因為地形處在熱帶地區，長年受到赤道低壓帶控制，新加坡

屬於赤道多雨型氣候，一年四季如夏，且由於幾十年來迅速的城

市發展，使全國皆受到了熱島效應影響，平均溫度相較鄰近熱帶

城市明顯更高，但也由於地形之優勢，沒有地震和颱風等天災的

隱憂，於城市填海發展計劃中，已具有非常優異的先天條件。但

因為國土面積有限，新加坡並無清楚的省市之分，而是按都市規

劃之功能，將全國分為五個不同的行政區，但是各別發展的局勢

底下，星國仍然發展出具代表性的幾項地標設施，不僅為國家觀

光帶來亮點與人潮，也讓人對這袖珍小國更加好奇。近年來，新

加坡更致力於建構「熱帶居住美學」，強調城市景觀綠化的提升

與重要性，並予以實踐。期許能夠在高度發展的大都會之中，透

過自然與技術交織共構，使氣候宜人的新加坡，成為名符其實的

「花園城市」。

都市新綠洲－皇家公園酒店

PARKROYAL on Pickering

位於新加坡市中心的皇家花園酒店，面積達 15,000 平方米，

由當地以倡導「綠色城市」聞名的建築事務所 WOHA 所承攬設計，

不僅在設計之中引入許多自然的元素，更在酒店外部種植了大量

的棕櫚樹、開花植物，以及灌木叢，甚至將熱帶花木與棕櫚樹蔓

延至空中花園，呼應周遭公園景致的綠意盎然，讓自然熱帶景觀

在城市高聳的建物間，依然能夠流暢串連、一氣呵成，彷彿在高

度都市化的汲汲營營中，仍能在紛雜忙亂的生活角落，闢得一片

蓊鬱自在。

酒店內外大量的花草樹木，不僅有助於降溫，成功地阻隔日

鳥瞰獅城風光景致
皇家公園酒店綠化│照片提供│ http://www.thierry-crignon.fr/quel-concept-pour-votre-
hotel-ou-coment-sortir-de-lordi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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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公園酒店一景│照片提供│ http://www.adaymag.com/2013/09/11/wohas-parkroyal-hotel-features-curved-high-rise-gardens.html

酒店穿堂│照片提供│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3c8b9e0101kiub.html 現代前衛的設計風格│照片提供│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3c8b9e0101kiub.html

曬，也吸引著雀鳥昆蟲前來棲息，孕育生生不息的自然生態，甚

至為酒店內部營造出流動的自然光線，達到節能減碳的環保功

能，置換出更多的氧氣，助於空氣淨度的提升。

為了能夠在不犧牲設計風格和酒店功能的前提之下，做到自

然生態的最大化，WOHA 設計團隊以混凝土模塊捏塑出如岩層、

梯田的造型，使原本垂直的大樓有了流動的外牆，成功打造出具

有強烈視覺衝擊感的特殊「半都會半自然」式的建築。而在酒店

的底層與空中花園的外圍，栽種的大面積植物造景，修剪也極富

巧思，至於酒店的核心內部，大量木材、鵝卵石等天然素材，與

整體自然綠化的風格兩相呼應，在裝潢的妝點上，捨棄了富麗堂

皇的豪奢風格，選擇以現代、前衛、極簡、極富設計感的風格呈現；

鳥籠座椅、流動水池、人造瀑布等極富創意的景觀設計，不但大大

優化了入住賓客的居住體驗，更形成了周遭環境的一大亮點，讓酒

店成為雙贏的環境友好型建築，帶動地方觀光人氣與商機。

除了空中花園主題之外，被大面積植物包圍的皇家公園酒店，

為了實踐節能低碳的理念，特別在酒店內部啟用了能夠有效避免電

力浪費的自動感應光照功能，以及雨水收集、水資源回收的節水機

制，和太陽能供電等高效節能的設備與措施，節水機制所收集到的

水資源，將自行滋潤灌溉外部綠化，而游泳池和花園陽台所形成的

景觀瀑布，也能直接的滋養周遭樹木和藤蔓，形成一個完全零耗能

封面故事

的空中花園，達到環保低耗能的效果。在城市高層大量保留了綠化元

素，皇家公園酒店透過建築體本身，展示著豐富的層次變化，和綠化

平衡的決心，在這個充滿鋼鐵水泥的環境中，藉由水景和綠蔭大道的

錯落，緩和了城市樞紐地段的擁擠與緊張，讓這棟綠色高樓大廈，儼

然成為繁忙市中心的沙漠綠洲。

俯瞰獅城的東方美人－萊佛士酒店 Raffles Hotel

創立於 1887 年，以萊佛士爵士 1 之名命名，由新加坡當地萊佛士

國際酒店集團經營的萊佛士酒店，風格以豪華套房、高級餐廳，以及

濃郁的歷史風情出名，酒店內設有壯觀的熱帶花園，自然景致讓人大

飽眼福；另外在萊佛士長廊更設有高級品牌群集的購物中心與餐廳，

滿足住客享用美食和購物的需求。除了酒店基礎建設，位在萊佛士酒

店三樓的 Jubilee 大堂，充滿異國情調的設計與風格、專屬的博物館

與維多利亞風格的劇院，也是酒店內的一大亮點，為建築整體挹注浪

漫典雅的文藝氣息。

極具風格、設備完全的萊佛士酒店，自開業以來便在新加坡奠定

不可取代的地位，創辦人是來自中東亞美尼亞籍的三兄弟，維多利亞

式建築充滿濃濃殖民風，他們的遠見使得萊佛士酒店成為新加坡的頂

尖飯店，不但多次獲選為當地最佳觀光飯店、最知名旅館地標、亞洲

最受歡迎酒店等，更擁有『東方美人』稱號，成為各國領袖、政商至

│封面故事│

新加坡拜訪時的首選入住飯店，舉足輕重的地位有如半島酒店

之於香港。除了建築外觀，在萊佛士酒店裡的餐廳與酒吧，也

是酒店的特色之一，你可以在英式風情的 Tiffin Room，享

受悠閒的下午茶，或是前往以創造出著名新加坡司令 2 著稱的

Long Bar，喝杯招牌調酒，享受慵懶的英式休閒，宛如化身為

19 世紀的優雅貴族，在古典建築裡漫步。

超過一世紀的歷史，萊佛士酒店除了飯店主樓的殖民時期

式建築，也擴建了邊翼的周邊建設，不僅將主樓裝修得更加完

善，也加設了康樂室和撞球室等娛樂系統，在 1915 年，開啟

了前所未有的全盛時期，但在 1929 年，當星國面臨國家經濟

大恐慌，也為萊佛士酒店帶來了衝擊，甚至在最後被迫接受破

產保護，直到四年後才度過衝擊所帶來的財務危機。除了經濟

上的重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萊佛士酒店也隨著戰勢的

發展在戰期與國家共體時艱，在戰爭結束前，更一度被當作集

中營使用，與星國一同興衰，挺度風霜，矗立至今。

1987 年，新加坡政府宣告萊佛士酒店成為國家級古蹟，

嘉許這位俯瞰獅城的東方美人，紀念她走過百年歷史、幾經擺

渡之後，終於重返輝煌的燦爛鋒芒。

萊佛士酒店外觀│照片提供│ www.mangopr.com

萊佛士酒店走廊│照片提供│ www.travellermade.com

註 1：英國殖民時期重要的政治家。新加坡海港城市的創建者，英國遠東殖民帝國的奠基人之一。主要貢獻

     包括把新加坡建立為歐洲與亞洲之間的國際港口。

註 2：在 1910 年由一位華裔調酒師嚴崇文（Ngiam Tong Boon），在萊佛士酒店改良琴湯尼雞

     尾酒，所創造出來的新加坡特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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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海藝術中心夜景│照片提供│ en.wikipedia.org 濱海藝術中心音樂廳│照片提供│ www.johngracefancubit.com

千眼流連的巨型舞台—濱海藝術中心 Esplanad

坐落於濱海灣，靠近新加坡河出海口，造型搶眼的濱海藝

術中心，是島國新加坡重要的表演藝術中心。成立於 2002 年，

花費六億新幣 ( 相當於台幣 150 億 ) 打造，以鄰近的海灣

Esplanade 命名，這個佔地 6 公頃的水岸建築，外形別樹一格，

雙貝殼形狀的表面外觀，由 7000 多片鋁製三角形遮光罩組成，

放眼望去就像是一個剖開的巨型榴槤，因此也被當地居民暱稱為

「榴槤」或「蒼蠅眼」。

濱 海 藝 術 中 心 由 倫 敦 的 Michael Wilford & Partners

（MWP）與新加坡的 DP Architects（DPA）兩方建築師事務所共

同合作設計，在 1994 年所公開的原始設計圖面，是沒有特別裝

飾的玻璃帷幕劇院，但由於考量到新加坡的熱帶型氣候，為了避

免建物形成地方的溫室效應，在最後的設計增加了上千片的鋁遮

陽板，也因此成就了濱海藝術中心獨一無二的特殊造型。

濱海藝術中心內包含了可容納 1,600 個座位的音樂廳，以及

可容納 2,000 個座位的劇院，世界級的表演空間，加上結合完善

的專業支援與設施。除了提供作為表演場地，濱海藝術中心也承

攬大型會議、國際盛會，如 2005 年舉辦的第 117 屆國際奧委會

大會開幕式，就在濱海藝術中心舉行，以長達 30 分鐘的表演型

態，對國際觀眾展示新加坡的多元文化。

相互集結於迴廊的音樂廳與劇院，由世界著名的美國 ARTEC 

Consultants 公司聲學家 Russell Johnson 打造，不論空間和設

備，都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展演空間，不僅可完美表現世界級的

聲樂表演，亦可作音樂會、吟唱，或其它表演項目使用，加上內

部壯觀的馬蹄形排列座位，不論功能或者外觀，都讓這座世界級

的劇院，成為濱海藝術中心最璀璨奪目的焦點，而除了兩大展演

場地，濱海藝術中心位在三樓的表演藝術圖書館，和內部購物中

心的零售店、餐廳，以及四樓開放的戶外空間，都是一般民眾可

使用的公共場域，幾乎網羅了所有娛樂休閒的項目，濱海藝術中

心從建築本身，就是一個巨型的華麗舞台，作為星國最搶眼的地

標，當之無愧。

白色波浪環繞的島上島－－ Vivo City 怡豐城

由日本建築師伊東豊雄設計，位於新加坡港灣區的 Vivo 

City 怡豐城，總樓面面積達 150 萬平方英尺，原址為新加坡世界

貿易中心的展覽館，後由產業公司出資重建，並於 2006 年 12 月

1 日正式開放，成為新加坡最大的購物中心。

擔任商場設計的日本當代設計大師伊東豊雄，設計理念啟發

自四周海水的波浪，擅長有機建築的伊東豊雄，為了希望將怡豐

城打造為親子、友善的公共空間，選用白色作為基礎的色調，將

每一區的商店錯落分佈在港灣周邊不同的位置，就像散佈海灣的

│封面故事│

怡豐城正門│照片提供│ www.panoramio.com

怡豐城內一景│照片提供│ tieba.baidu.com 怡豐城外牆│照片提供│ www.panoramio.com

島嶼一般，呼應著島內與海上的兩種風情。而怡豐城的外牆設計，

就如海灣的波浪，一塊塊彎曲的白色遮陽鋁板，將商場不規則地包

圍，前衛的造型，加上能夠遠眺聖淘沙的絕佳觀景角度，讓怡豐城

除了是遊客購物行程的首選，也成為著名的觀光勝地。

除了搶眼的外觀，怡豐城內部也設計了許多的遮陽迴廊與露台，

除了因應新加坡的熱帶氣候，也提供遊客在購物之後，能夠在此聚

集、欣賞海灣的美景，並且享受在這如藝術品般不規則、極富創意

的怡豐城中，放眼望去的獅城風光。

東方明珠，微觀天下

在都市化和城市的綠化之間尋求平衡，新加坡作為一個高度

開發的國家，其科技發展的無遠弗屆足以想像，但是為了不讓過

度的開發破壞國家自然生態，這座被譽為東方明珠的萬象獅城，

在兩者間不斷擺渡的平衡機制與嘗試，就如婀娜的倫巴舞步，熱

情款擺，步步踏實；而新加坡對於異國文化的海納與兼容，也展

現在豐富多元的國家面貌之中，能屈能伸的東西文化交融，就如

星國的國家象徵：魚尾獅，從海裡一躍頂尖，微觀天下、展現這

座東南亞島國的王者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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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助人談瑞助

突破難點，創造機會—

廈門瑞助建築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宋秉大
文 林穎宣

談 BIM 建築資訊模型技術的引用
與未來

立基廈門，用心展望

在今年初成立於廈門的瑞助營造海外子公司，不僅象徵著

其深耕三十二年來階段性的突破，也表現了企業擴展業務的蓬

勃野心。面對不同地區市場和產業間的種種挑戰，我們思考差

異化競爭的機會在哪裡。在歐美建築行業已普遍應用 BIM 建築

數位資訊模型技術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提升

生產效率，總公司看到這一趨勢，可提高自身營建管理能力及

客戶滿意度的有效方式，廈門瑞助 BIM 部門應運而生。BIM 的

成果透過雲端儲存、電子化管理等系統規劃、SOP 程序書編寫

等，致力於公司內部效率提升；以未雨綢繆大陸市場快速擴增

需求，並以知識管理 (Knowledge Management) 累積公司能力。BIM 作為工程管理的新興工具，有著相對高的技術基點，其成果為所有

工程參與方溝通、檢視、修改、確認之平台，並可供客戶視覺體驗效果；這也是台灣營造產業跨向海外市場的重要服務項目。總公司期

許 BIM 部門以「台灣精神」的服務招牌對客戶執行 BIM 設計專案，與大陸現今設計行業所習慣的員工承包方式做區分。

MIT x BIM：品質服務的加乘保證

從基層出身的宋總監是位資深的機電工程師，經歷過工程顧問公司與大集團的工程經驗，曾投入台灣核電廠機電工程領域二十餘年；

自 2002 年起，擔任中國大陸的海外項目市場開發與公司管理之責，在行業內人脈累積及大陸市場經驗均有其獨到之處。甫加入瑞助營

造的大家庭，宋總監已融入我集團精細化管理制度，以及對員工人性化管理與關懷；倘能將自身專業與瑞助在高品質施工技術相結合，

應用在大陸工程管理領域，必定可在海峽對岸開創另一番事業。

由於中國大陸在 BIM 領域的實施稍微滯後，在 2009 年的世博會場館建設開始採用，到 2011 年由國家制定計畫，並落實成為政府

施政目標，相對於歐美國家晚了五年時間。但是在近兩年中國大陸各地方政府推行的政策力度極強，利用網路普及 BIM 技術，相關 BIM

團隊或公司的大量興起；BIM 已成為建築工程行業的顯學。在中國大陸 BIM 市場潛力尚待開發，其專業公司與技術水平而言，我方企業

廈門瑞助總監宋秉大 

│瑞助人談瑞助│

廈門國貿金融大廈

BIM 大師論壇

擁有很大的業務發展空間。由於中國大陸地區幅員廣大，廈門瑞助

除了繼承總公司在客戶服務理念上的企業文化，亦重視專業人才庫

和 BIM 技術應用，作為搶占大陸市場制高點。藉由台灣母公司對於

BIM 技術的應用實務經驗，廈門瑞助趁此市場發展契機進入中國大

陸市場，預計能在未來與母公司合作獲取 BIM 項目，成為台商在中

國大陸市場中，最具有特色的 BIM 專業公司。

今年三月份，宋總監出席了設於北京的 BIM 高峰論壇，當天參

與人數逾八百人，對於網路行銷之威力強大，尤其感受至深。據主

辦方稱在 BIM 論壇開展後是場場爆滿，可見其於市場不可忽視的發

展氣勢。因為參與者眾多，BIM 業者水準參差不齊，引發了各類型

討論，但總歸而言，有兩大趨勢為從業者所不可大意；一是開發商

對於 BIM 的估值，二則為同業間的削價競爭愈發激烈。長遠來看，

惟以台灣精緻化管理，加上重視設計品質和服務理念，將 BIM 技術

廣泛應用，才能期使企業品牌升級成為建築產業。

組織黃金陣容，打造優質團隊

為了避免重蹈覆轍，造成台商進軍大陸營造業市場不成功案

例，總公司利用 BIM 技術做為施工管理 (PCM) 的核心工具。有鑑

於瑞助在國內的統包成功案例不勝枚舉，宋總監利用台灣工程管理

人才和成熟管理制度，希望讓中國大陸的施工隊參與瑞助的施工管

理工作。透過慎選團隊，再加上 BIM 為工具輔助應用，方可展現瑞

助在大陸全新的格局。

值得慶幸的是，瑞助在廈門子公司成立初期，即承接了集團轉

投資之廈門國貿金融大廈的 BIM 項目，對此新興團隊而言，將承攬

項目做到盡善盡美，即為團隊的短期首要目標。展望未來，宋總監

認為，加入瑞助團隊可貢獻所長，發揮技術與管理專長，期許能夠

帶領團隊進步，注意操作細節、控管品質，成為專業 BIM 公司，創

造公司與客戶雙贏局面。

隨著科技發達，建築業也邁入了眼球革命時代，現有工程師的

2D 表現方式已不能滿足客戶需求，新興 3D 技術表現則是這一世代

年輕人的特長。在 2D 與 3D 之間存在 3D 技巧學習易，但工程經驗

累積慢的現象；這對現有大部分的 BIM 公司都存在很大瓶頸，但這

也是廈門瑞助團隊可能勝出的機會所在；宋總監組織團隊除了有很

好的 BIM 技術團隊，他也整合了豐富經驗的機電設計團隊，希望與

瑞助的專案施工組織共同協作。宋總監懷抱信心，相信兩岸工程

團隊密切交流，能夠為大陸或台灣施工項目帶來良性循環；透過

廈門子公司的成立，在海外打造瑞助品牌成為台灣第一的施工企

業，並傳承瑞助企業文化良好傳統。雖然時值創業初期；萬事起

頭難，在蔣董事長與黃總經理的領導下，團隊齊心的努力所展現

的高度凝聚力，已為廈門瑞助奠定堅實一步。相信只要持續精進

管理與專業，開創市場有利條件，瑞助營造必定能夠在海外版圖

大放異彩，開創另一個事業巔峰。

開幕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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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轉天命，童心不老—

永遠的異鄉人：荒川修作 Shusaku Arakawa

反傳統、反天命、反轉一切建築慣性思維的日籍建築師－荒川

修作，1936 年生於日本名古屋，2010 年辭世於美國紐約，享年 73

歲。荒川修作早期於日本東京大學修習數理和醫藥；武藏野美術大

學修習美術專業，並在當時加入東京的新達達藝術組織，以打破現

有價值體系的藝術創作為重心。作為推動新達達藝術運動的先驅。

荒川修作早期的創作，只在極具爭議的日本讀賣新聞 1 獨家曝光，

不僅在保守的藝文界掀起討論，也為他在前衛創作的藝術領域掀露

頭角。

或許是對於日本當時的藝術環境限制感到拘束，1961 年，年

僅二十五歲的荒川修作，帶著法國藝術家馬塞爾．杜象 (Marcel 

Duchamp) 的電話號碼，身無分文、孓然一身地來到了美國紐約，

潛心投入現代藝術與新達達藝術的鑽研，渴望能夠發展出屬於自

己的藝術哲學思維。被譽為「現代藝術的守護神」的二十世紀法

國藝術家：馬塞爾．杜象，是達達主義與超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

之一，他對荒山修作的賞識與後續長期、密切的交流關係，為荒

山修作的創作帶來很大的啟蒙，也是從那時候開始，荒山修作的

創作多了哲學式的命題背景。有感於身在與東方保守日本文化截

然不同的紐約大城，荒山修作自詡為「永遠的異鄉人 (eternal 

outsider)」，在藝術創作的範疇中，更自喻為「來自遙遠未來的

抽象主義派 (abstractionist of the distant future)」，超

現實的前衛畫作，不僅深受杜象的青睞，也被法國後現代主義哲

荒
川
修
作│

照
片
提
供│

a
rta

sia
p

a
cific.co

m

文 林穎宣

│漫訪建築│

學家尚 - 弗朗索瓦．利奧塔 (Jean-Francois Lyotard)，高

度評價為能夠讓人透過「視覺」，解構思考的一種突破；而美

國舉足輕重的藝術批評家－亞瑟．丹圖 (Arthur Danto)，亦

予以「最富有哲思的當代藝術家」的高度肯定。荒川修作以繪

畫作為基礎，為自己的藝術哲學打底，實力深厚而堅實，但是

對他而言，繪畫不過是一種練習 (exercise)，或說一種創作

行為前置的鍛鍊，在他的藝術藍圖中，所謂「真正的」創作，

直到他於 1963 年與美國藝術家瑪德琳金 (Madeline Gins) 結

婚之後，才正式地全面展開。

在婚後旋即與有著東方哲學背景的妻子共同投入「意義機

制研究計劃 (The Mechanism of Meaning)」的探討，兩人與

生俱來的藝術天賦，並沒有辜負荒川修作的野心，這個創作概

念養成的黃金十年，開啟了兩人此生共同創作的第一個巔峰。

為期十年的「意義機制研究計劃」，後於 1973 年在美國紐約

蘇活區的古根漢美術館展出，主題設定為「反轉天命；我們決

定不要死」。此計劃主要探討的是形而上的意義本質，講究整

體觀的詮釋與意涵，不論是從星座的觀點廣義探討人性，或從

事物的整體觀點內容去探討其意義，這個抽象的十年研究計

畫，雖然由許多瑣碎的元素拼貼而成，但是在意識上的建立卻

是相當堅實且完整，不但延伸出了兩人往後三十年的建築作品

雛形，也讓藝術界為此二人加乘的創作能量嘆為觀止。

註 1：日本一家全國性報紙。具有相當的影響力。1874 年 11 月 2 日在東京創刊。1924 年時合

     併《九州日報》、《山陰新聞》等九家中小型報紙，自此由原來的地方性晚報一躍成為全

     國性大報紙。立場中間偏右的保守派。

荒川修作與妻子瑪德琳金 (Madeline Gins) │照片提供│
http://with.aimiy.chu.jp/?month=201401 三鷹天命反轉住宅│照片提供│ www.ibukimagazine.com

在這十年期間，荒山修作與妻子兩人也於 1987 年創辦了為

後期實踐計劃所預備的「天命反轉基金會 (Reversible Destiny 

Foundation)」，並開始在歐美各地進行實地的創作和展出作品，如

1995 年的養老公園 (Yoro Park) 就是其中之一。以反傳統、對抗天

命的哲學為基底，該基金會積極向各領域的專業收攏，包括有實驗生

物學、神經科學、量子物理、實驗現象學和醫學等領域，其建築項目

包括根據海倫凱勒的記憶為創作發想的「三鷹天命反轉住宅」，與位

在養老國家公園內的天命反轉地，以及後期規劃在小社區和街道間，

注入反轉傳統的元素…等，為平順無奇的地方發展帶來驚喜，也為主流

保守的建築思考帶來衝擊。跳脫舊式保守思維的建築風格，促使荒川

夫婦兩人成功享有國際性高知名度的藝術家、建築師雙重地位。德國

哲學家伽達默爾 (Hans-Georg Gadamer)，便曾引用法國猶太詩人保羅

策蘭 (Paul Celan) 的詩句，大力嘉賞兩人的作品：「猶如一個『不

斷推翻思維的遊戲』，成功地將固有的價值主流與趨勢，轉化為一種

奇異、誘人的新興藝術」。

「用建築對抗死亡」（Architecture Against Death），是荒川

修作的座右銘，不同於一般老年住宅設計的自然、和諧、舒適，身兼

藝術家與建築師雙重身份的荒川修作，設計作品充滿與妻子反覆辯證

的哲學思維，和令人不安、心跳加快的不確定性因子，身為單一卻又

各自獨立的創作個體，他們共同認為，人不應該處於鬆弛的狀態直至

衰老，應時刻保持警覺，才能助於提高人的敏捷性，維持生存本能，

成功的對抗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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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讓你死亡的建築－

三鷹天命反轉住宅 Reversible Destiny Lofts

在東京三鷹市，矗立著一棟令人嘩然的建築：「三鷹天命反轉

住宅」，由一幢幢五彩繽紛，充滿動感幾何風格的建築群組成，猛

然一看不禁以為是街頭裝置的藝術品，但這其實這是荒川夫婦突破

建築規則、顛覆視覺的代表作品。在這個毫無規則的住屋當中，沒

有一個地方與水平線平行，不規則的室內空間，更是打破了現代人

生活的秩序、挑戰慣有知覺、生活習性。天命反轉住宅的外觀色彩

繽紛，由圓形、正方形等幾何結構併合而成，充滿著突破性的趣味，

以及前衛的建築風格。住屋內部地板設計凹凸不平，走在其中的每

一步都必須格外小心；廚房的設計甚至向下凹陷，所以除了煮飯時

要先走下數級的樓梯之外；使用者還必須側身爬行才能通過隔間的

拉門；完全不講求「動線」、「便利性」這些基本設計的考量元素，

荒川夫婦強調，這棟住宅，之所以是一棟「不會讓你死亡」的建築，

就是因為它的設計奇異、獨特，不管是格局規劃的隨興、毫無規律，

或是安裝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須靠觸覺摸索、極不明顯的電源開關…

等等，所有令人費解的設計都徹底打破了人與住宅的關係，以及人

的所有生活習慣。在這棟反轉住宅，你會經常性地失去平衡，且就

算找到平衡了之後，也不知什麼時候又會被出奇不意的隔間設計所

絆倒；這裡也沒有櫥櫃空間，居住者要自己找到生存下去的方法，

而這就是反轉住宅最核心的設計理念。想要居住其中就必須要反轉

觀念、推翻舊思維，才能「好好生活」。

雖然整個居所看起來令人疑惑、不解，但是「三鷹天命反轉住

宅」其實是一棟「老人住宅」。其主要的功能為出租給年長者，以

及作為發揚教育、文化活動的場地，也因此在當地仍然經常性的被

使用。荒川修作曾針對天命反轉住宅解釋：「成年人都有既定的生

活習性，對生活上的一切都有既定的概念，例如家一定要有房間，

電源開關一定要在顯眼位置；甚至公園裡的設施和路徑都要清楚說

明，沒有路標便不懂靠自己找出路…」－荒川認為，成年人的生

活都被設計成過於方便，要什麼有什麼，幾乎安坐在沙發便擁有

一切，人們愈來愈少活動，甚少運用腦筋思考，這種危險的「舒

適感」，會加速人類機能的老化，因此荒川的公寓設計，使人經

常保持警惕、能夠時刻喚醒本能，在如此高度專心的精神狀態

中，荒川堅信，人一定會活得更好、更健康、更長壽。荒川修作

的設計，涵蓋了他看待人類功能進退的趣味，與面對死亡的無

懼，並且貫徹如是的哲學，自然地將藝術、科學和哲學相結合，

表現出他對現行簡約、現代設計的一種反抗，和對自然、空間定

律的挑戰。

迂迴神秘的反轉迷宮－

養老公園 Yoro Park

除了「三鷹天命反轉住宅」，荒川夫婦也在累積了三十年的

創作底蘊之後，於 1995 年，在日本的岐阜縣養老町，設計了位

在養老國家公園內的「養老天命反轉地」。1970 年成立的養老

國家公園，整體總面積約有 79 萬平方公尺，除了國家公園的綠

地面積，另外還包含了一個兒童廣場、一個高爾夫球場，與這座

出於大師之手的實驗藝術創作空間：「養老天命反轉地」。

令人看得膽戰心驚的非水平設計，總佔地面積約 18100 平方

公尺，「養老天命反轉地」的整體設計，是由一棟名為「極限相

似之家」的建築，與另一橢圓缽形的庭園所組成，沒有山澗水池、

草坪，也沒有路牌指引方向，只有起伏不平的地面、不規則的建

築物，並且集迷宮、險坡、森林於一身，放眼望去，沒有一處平

整的空地，奇異詭譎的建築風格，令人感到天旋地轉，猶如一座

大型遊樂場。「極限相似之家」的外形三尖八角，其不規則的程

度彷彿是迷你版的霍爾移動城堡，屋頂特別設計成岐阜縣的地形

形狀，立面則是迂迴曲折的迷宮，地面、地底、天花板更放置許

三鷹天命反轉住宅內一景│照片提供│ http://thefunambulist.net/2012/10/29/
arakawagins-domesticity-in-the-reversible-destinys-architectural-terrains/ 養老公園的天命反轉地│照片提供│ thefunambulist.net

漫訪建築

養老公園的天命反轉地│照片提供│ thefunambulist.net 天命反轉地內風格獨具的建築│照片提供│ www.entzinger.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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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具如浴缸、電話、床、梳妝台等，置身其中有如錯置時空，

加上令人失去重心的起伏地面，讓人彷彿掉進外太空的恍惚宇

宙之中。 

走出令人天旋地轉的極限相似之家，低頭延著岐阜縣的地

圖往前走，在不遠處就是橢圓缽形庭園。站在庭園的邊緣向外

望，隨著季節更迭，一大片的櫻海或楓林令人流連駐足，在陽

光映照下，那些花海就像是宇宙中的的銀河波浪，美不勝收。 

在養老國家公園裡頭，除了本身的綠地，和賞櫻、賞楓的

自然景致，這個突兀、不自然的「養老天命反轉地」，同樣也

是荒川夫婦針對老年人所做的特殊設計，期待藉由不同以往的

建築形式，讓散步其中的長輩能夠覺知甦醒，喚起老年人新鮮、

久藏的身體記憶，要讓長輩們不再習以為「常」，不再順服於

「老」。走在沒有水平線的養老天命反轉地，這樣的顛覆，不

僅打破傳統休憩的設計邏輯，如此毫不造作地創作形式，將藝

術與大自然完美地相融結合，無疑又為荒川夫婦此生重要的代

表作品之一。 

1995 年，當養老公園的天命反轉地開幕，荒川修作到場參

觀卻大發雷霆，原因就是有工作人員竟在公園內加上指示牌，

讓使用空間的民眾失去靠自己雙手尋找出路的樂趣，這些古怪

的要求、特異的設計，大大反映著荒川反傳統、反天命思維，

也讓人能夠在遊走空間的同時，充分受盡感官刺激。荒川認為：

「打造挖掘人體潛力的建築物，才能給人們的生命帶來希望」，

也因為如此，荒川將所有根據「對抗死亡」這個哲學的建築體，

統一命名為反轉天命的系列，或許也隱含著只要遊遍庭院、居

住其中，就能悟出生命真理，改變命運的暗喻。

無懼死亡將臨－反轉建築阡陌

荒川修作與妻子瑪德琳金 (Madeline Gins)，兩人結褵幾十

年的光陰，積累了他們各別獨樹一格卻又相互交融的創作耕耘。60

年代繼承達達主義所衍生出的「新達達主義」，啟蒙了他們跳躍式

思考、打破規則式的創作思維，選擇從日常生活之中、最尋常的人

類生老病死裡汲取主題，荒川夫婦從基底的哲學思考開始構築，由

抽象進入具象的實際創作，每一項獨立的建築，都是他們對自己藝

術哲學的一種佐證。

在荒川修作於 2010 年辭世之後，妻子瑪德琳金仍持續天命反

轉基金會的創作計劃，直到今年年初因為癌症而告別人世。作為國

際知名的建築拍檔，荒川夫婦其實更像是一對配合無間的藝術大

家，一生致力於反抗傳統意識的傳達與構築，在抽象的哲學思維沉

潛幾十年的光景，幾乎是以即興揮灑的方式，將設計理念訴諸建築

體本身，並且在每一項作品之中，都能讓觀者感受到飽滿的生命能

量，與其生動的藝術形式。為了紀念這位反轉傳統思維的藝術家，

日本的紀錄片導演山岡信貴，也在荒川修作逝世同年年底，推出了

紀錄片《不死的孩子：荒川修作》，影片中除了聚焦住在三鷹市反

轉天命住宅的住戶，以及出生在當地的孩子們，也穿插引用了宇宙

物理學家佐治晴夫的訪談，為荒川修作生前融合藝術、科學、哲學

的都市構想，作詳實的分析與背書。

荒川修作終其一生，都在追尋一個超乎想像的虛無世界，從日

本到紐約；繪畫到建築，不論如何翻轉、僭越，他的身分就一如他

所自陳：「一個永遠的異鄉人」，而在每次的遙想和創作之中，都

能看見荒川修作仔細地刻劃著，他對生命的禮讚與謙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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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耀煌教授傾囊相授，分享著在日本學習的種種

林耀煌教授的著作經典

人物特寫

創造營造產業新價值的教育改革家—

台科大教授 林耀煌
文 林穎宣

走進台科大的營建工程系館，來來往往的學生們各個抱著原

文書籍；眼中閃動著學習的熱忱，置身在培育未來棟樑的高等學

府，周圍洋溢著久違的青春朝氣，和蓄勢待發的滿滿動力，彷彿

也為即將開啟的這場大師對談，添加了幾分未知的期待。

專業養成，沉潛學習

此行我們要拜訪、求教的營造專家，是在台灣科技大學營建

工程系任教近四十年的林耀煌教授。由於自小深受從事營造業的

父親影響，林教授在大學時期，便立下要至日本精英學府：早稻

田大學攻讀碩士的志願，留日求學期間，林教授主要專攻大地工

程的專業研究，而在完成碩士學位之後，憑著優異的表現，旋即

進入了日本最大建設公司：鹿島建設，任職於國際事業部，從事

營建管理的業務。

回首在日本任職的兩年光景，林教授回味地與我們分享，那段

自己收穫最多、成長最快的時光，日本人講究標準程序、注重流

程、要求一致、尊重專長的嚴謹態度，讓林教授甚至被要求從學

「寫字」開始建立基礎。當 45 度角的工程字逐漸上手，接續而來

的工作內容，也讓林教授開始觸類旁通的學習，善用企業連結出

版社的資源，大量的閱讀與吸收。當時正值事業起步階段、滿腔

熱血的林教授，除了在白天工作、中午休息時間蒐集需要的資料，

下班後更積極參與各個部門的教育訓練、吸收各項營建工程中的

專業知識和管理方法，返家後甚至還花大量時間仔細整理筆記，

把企業文化中無形的寶貴資產，實實在在地變成自己的知識儲藏，

從來不錯過絲毫接受新知的機會。而林教授在日本的五年精進，

也為他在民國 65 年返台後的教職生涯，埋下了一顆等待茁壯的種

子。

學成歸國，從零開始

帶著理想與夢想回到了台灣，身為家中長子，林耀煌教授並

沒有接下父親在南部經營有聲有色的營造廠，從日本到台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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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於國內營造產業在社會上的地位不高，林教授認為，自己在

日本所接受到的營建與完善管理教育，應該要透過自己回國後

的努力，實質地引入台灣，帶著這份油然而生的責任感，林教

授心念一轉，在民國 65 年選擇接下國立台灣工業技術學院 ( 現

今台灣科技大學)的教職聘書，意外的開啟了自己的教學生涯，

但這樣的決定卻讓望子成龍、返家繼承家業的父親無法諒解，

於是毅然地離家，林教授開始在台北獨自拼搏，孓然一身、從

零開始，他告訴自己一定要堅持信念，不論多苦都要熬過，而

在幾十年的努力之下，於教育學界的地位終於逐漸攀升、開花

結果，同時並出版了具代表性的建築開挖聖經《高層建築基礎

開挖施工法與設計實例》，和數部營建管理相關的經典。帶著

輝煌的戰果與成功，林教授在個人成就的顛峰期間，也終於衣

錦還鄉、得到父親的諒解與肯定。

林教授的著作《營建工程施工規劃與管理控制》，曾在民

國 71 年榮獲了教育部首屆「大學自然及應用科學改進教學資

料優良獎」，並且由於對國內工程實務與教育有顯著貢獻，在

民國八十五年，更拿下了中國工程師學會頒予的「傑出工程教

授獎」。民國八十二年主持「營造業工地主任訓練班」，不但

是全台首創，績效表現更是亮眼，鑑於國內工程品質管理的不

足，林教授後續又創設了「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班」、「危

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施工安全評估訓練班」，幾十年來的

耕耘，終於讓他在民國 98 年，榮獲第三屆國家工安獎－個人

特殊貢獻獎的殊榮，近年來也擔任台北市政府的市政顧問，並

參與內政部建築技術審議委員會，以及兼任經濟部、行政院環

保署在公共工程、水患治理與空氣汙染防制技術的重要委員。

寓教於樂，為永續成功打底立基

任教將近四十個年頭，林耀煌教授認為現今學生最大的優

點與缺點，就是「經驗不足」；因為欠缺經驗，所以有高度的

吸收力，也因為如此，身為教育學子的領航者，更應該傾囊相

授，順其本性、多元發展。

放眼當今，營造業在社會上的地位普遍偏低，原因即在於

產業風氣的陋習，如搶標工程、只看結果的惡性循環，而營造

工程骯髒、辛苦、危險 (3K) 的工作環境；更是讓後起之輩無

心投入，形成產業的人才斷層。為了提高營造工程產業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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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林教授認為，日本尊重專長、聘用高學歷者作為主事者的

管理體制，能夠讓企業在穩定運作中，習得實用經驗與流程，並

將成功的案例方法文件化，作為傳承與教育訓練之用，進而刺激

思考、創新思維，而日本企業管理的這項優勢，也是國內營造產

業中，不管是在教育訓練或職員管理上最欠缺的部分。由於台灣

建築法規規定須「按圖施工」而限制了產業的創新發展。林教授

特別強調，建立基礎點的統一，並且關心產業變遷，企業才有可

能創新、提升品牌價值。

在日本的營造體制裡，排除「不合理的」、「浪費的」和

「不均勻的」三大行為，是執行工程的首要步驟，緊接著要在規

定期限內、不影響周遭環境且安全施作的條件下，完成符合業主

要求及使用者需求的建物，並且遵循 TQM( 全面品質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的哲理，秉持「七分規劃、三分執行」的

原則，如實保留建物的基本設計與功能、節省成本，如此嚴密、

謹慎的興建流程，才是營造工程應具備的功能與價值，因此，要

達到產業的功能與提高其社會價值，從事現場工作的工程師，必

須要有完善的施工管理概念，和對專業領域清楚的定義，才不會

在惡性循環之中積非成是，終致流於形式、依循傳統而不知變通，

淪為短視近利、格局狹小的短命企業。

林耀煌教授表示，真正有未來性、有發展性的企業，不僅要能

永續經營，更要追求永續成功，而建立管理「KNOW HOW」的資料

庫，則為永續成功的不二法門。管理的基本真諦就是 PDCA 的正向

循環：P(計畫，plan)、D(執行，do)、C(查核，check)、A(行動，

act)，此循環能夠針對工作品質與過程，實際提高效率，刺激參

與團隊如業主、監造單位、承包廠商、協力廠商間的互動並且增

長默契，實際達成既有的認知與共識基礎、建立出良好的溝通程

序，並掌握各方利益相關者，創造出多贏的結果。

民國九十八年獲頒國家工安獎－個人特殊貢獻獎，與現任總統馬英九合影。 林耀煌教授個人成就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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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欲則剛，持守正固

把營造工程產業比喻為經營一家百貨公司，舉凡水泥、鋼筋、

模板都像是一個個的專櫃，林耀煌教授笑說，要讓各個專櫃穩定運

作又合作無間，需要的就是成功的管理，對於管理哲學，林教授有

著一套嚴密的方法。強調帶人要帶心；在需求與期望的平均值中建

立要求的合理標準，不論是身為企業領導者，或是教育家，都必須

要時時關心產業變遷、並且準確掌握學生 ( 亦或職員 ) 的興趣與長

才、適才而用，謹守公平賞罰的原則，才能帶出對企業、對社會有

所貢獻的未來開創者，而身為收割者的企業老闆，林教授也不斷提

醒，務必要嘗試開放思想、多元創新，才能實際地改善下一代對營

造工程的看法，並且給下一代的營造人，一個可以期待的明天。

曾任台科大副校長，現任台科大特聘教授並身兼營造業職業災

害防治中心主任，近四十年的教育歷程，林耀煌教授不僅作育英才

無數，也創造出自己卓越、無可取代的價值。雖然年近七十歲的高

齡，但是求知若渴的林教授，仍然持續學習、接收新知，這份嚴謹

的自我要求，在林教授的人生光譜中，已經行之有年。長久以來，

林教授要求自己只看原文書，閱讀完畢後再按自行的邏輯方法彙整

筆記、畫出流程圖表、定義名詞後，整理成冊、作為教材；甚至林

教授所出版的專業學術著作，也堅持要讓文學專長的妻子看過並且

通透理解，確認內文的易讀程度與文學性後，才正式發表出版。對

林教授而言，唯一的人生哲學無他，堅信「努力就有成就」，林教

授總會提醒自己想少一點、做多一點，要讓自己樂在投入的過程，

民國八十五年獲頒中國工程師學會傑出工程教授獎，與李遠哲院長合影。 於林耀煌教授辦公室內，獲獎無數，成就非凡

而不是計較結果，就算偶爾吃點虧、做些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最後收割的所獲，才是關鍵。只要能徹底的了解自己、瞭解在

社會中自己的位置，即使在找尋理想的路途中跌跌撞撞，但只

要熱愛挑戰、勇於創新，一定能夠在失敗裡找到真正的心之所

向。

改革創新，提升產業價值

對於初入社會、懷抱工程師夢想的熱血青年，林教授給出

了四字建言：「莫忘初衷」；千萬不要忘記自己對營造產業的

熱情，因為唯有熱情，才能引領你的努力與堅持，夢想才會成

真；而對於仍處在學習階段的莘莘學子，林教授則特別提醒，

千萬不要排斥你最討厭的科目或專業，因為學習不足的領域，

就會是你未來從事的行業，要嘗試去喜歡困難的科目、學習去

熱愛挑戰，補自己學識上的不足，才能累積自己未來的養分。

回首過往；放眼未來，林耀煌教授謙虛的說道，當年想要

提升營造產業社會地位的夢想，並沒有成功達成，但是能夠透

過教育的功能，培養下一代的營造人，他也期許能在未來的營

造產業中，看見創新多元的產業新價值，和革新過後的新興藍

海。

│人物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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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趨勢大改變

文藝新潮流，團結力量大—

台灣文創 x「微」新運動

文 林穎宣

隨著台灣近年來文創意識的抬頭，最具代表性的即為「群眾

募資 1」（crowd funding）式的新興網路平台崛起，以開創一個

開放提案平台的方式，向一般市民募款集資、開放通路預購設計

商品，在互通有無的資金流通與整合中，不僅孕育出了眾多極富

創意與巧思的設計師，也培育了越來越多的微型創業家。舉凡各

種主題的獨立雜誌、平面刊物，亦或是微電影、短片等，這些選

擇以團隊規模小，限量的發行模式，優勢在於能夠較主流媒體更

深入特定議題進行討論、剖析，讓原本無所不包的雜誌生態，轉

型走向個人命題式的微型文創，透過更有彈性與機動性的發行形

式，讓文化創意產業變得平易近人。除了文化創意產業，近年來

「社會創新」的意識凝結，也在年輕世代間掀起一股新潮，藉由

宏觀的思維解讀趨勢與發展，社會創新的概念不僅供給大眾另一

種關注生活、周遭景物、事件情感的思考方向，也提升了現今數

位社會中，大眾對於社會議題的實際參與程度。

微乎其「唯」，不可取代 － 台灣獨立雜誌

「雜誌」這種紙本出版形態發展到現在，種類雖然包羅萬象，

但隨著科技化、電子化的趨勢，顯然也為平面出版創造了一種新

的形態：「獨立雜誌」。在傳統意義上的經濟立場而言，獨立雜

誌其實更時常被歸入到愛好者雜誌（Fanzine）當中，它們有著不

被商業主流同化的精神，以及與傳統雜誌不同的生產流程和生存

形態，它們通常由個人或小團體所獨立經營、製作、發行、宣傳、

甚至自行尋找流通管道，由少量資金的支持 ( 或沒有資金支持 ) 

運作，大部分僅倚靠一群人的熱情、夢想支撐，也因為如此，更

堅化了獨立雜誌的特異性與獨有風格，自由的觀點與立場，涉及

廣泛、開放的各種主題、進行多面向的討論，不追隨主流雜誌的

內容格式，反以突出個人思想或團隊精神為重，不論銷量、受眾

多寡，持守痴迷、執著於某個單一領域，在其中又多以青春文學、

美術設計、時尚風潮、獨立攝影為表現形式。重視創意、設計感

的獨立刊物，多以電子雜誌型態居多，依附於網絡作為宣傳、曝

光的渠道，除了免除了紙本出版的成本，在修改、調整的機動性

上也相對提高。且因為受限於成本因素，即使是出版實體刊的獨

立雜誌，在發行量也並不多，但其不可取代性、獨有性、神祕性，

使其擁有穩定的讀者族群，並且能夠在相關的平台當中，與其他

方向不同的獨立雜誌展開串聯與集結，分進合擊、共同凝聚台灣

文創的「微」新勢力。

第一屆台灣微電影節│照片提供│ www.8idstudio.tw

│微趨勢 大改變│

微電影拍攝團隊計實│照片提供│ www.hpx-party.com 台灣著名獨立雜誌【小日子】│照片提供│ 69135dbegw1drormj2xzsj.jpg

第一屆台灣微電影節│照片提供│ www.8idstudio.tw

微觀視界，以小窺大 － 微電影 microcinema

「微電影」是台灣這幾年耳熟能詳的名詞，有別於一般 35 厘米

電影長片的格式，微電影的播放時間通常不超過 300 秒，是適合運

用行動裝置收看的影音。

在去年，資策會為了發掘更多富含創意靈感的微電影故事，舉

辦了「第一屆台灣微電影徵獎活動」，以「台灣社會創新」為創作

主題，募集臺灣人民與各行各業運用的新科技、新方法、新思維、

新管理方式，實際深化解決社會問題，創造價值、幸福的精彩故事，

鼓勵民眾即時創作、發揮創意巧思，挖掘出台灣這塊土地的動人之

處。隨著近年來國片起飛，微電影的生態在整個國片市場而言，亦

為一塊節省資金、時間成本的敲門磚，開放給對電影產業懷抱夢想

的民眾，自由揮灑創意、大膽嘗試，透過微觀、以小窺大的視野角

度，在有限的時間裡濃縮來自每個人的無限想像，而隨著行動裝置

的影像記錄功能日新月異，也讓記錄影像不再是攝影工作者的專利，

註 1：透過網路平台展示、宣傳計畫內容、原生設計與創意作品，並與大眾解釋讓此作品量產或實現的計畫。

    有興趣支持、參與及購買的群眾，可藉由「贊助」的方式，讓此計畫、設計或夢想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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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刊物手工 DIY │照片提供│ www.flickr.com

台灣著名獨立雜誌【小日子】│照片提供│ l ifesofun.com 咖啡店內擺放獨立雜誌的一角│照片提供│ l ifesofun.com

在熱門影音網站上，時常能見到由民眾自行拍攝、剪接的記錄短

片，並且自從微電影的趨勢開始產生，「全民導演」的概念更是

隨之而起，不管是生活短片或是主題式的微電影，層出不窮的創

意劇情和拍攝手法，除了讓人見識到台灣新興世代勇於表現、嘗

試的自信，也再一次的奠定台灣在華人文創軟實力上的競爭力與

顯著成果。

青春正盛，改變由己－
社會創新思維 Social Innovation

「社會創新」指的是針對社會需求，例如教育、健康、環境

等所提出的新穎想法、策略，以及由其中所衍生出的組織與制度。

透過創新途徑滿足社會上的需求缺口，足以對個別社群團體，甚

至是整個社會造成深遠影響。

社會創新的源頭可以是國家、非營利組織或企業，但也可以

是對社會問題有使命感、具創意的個人。近代重要的社會創新包

括微型信貸、公平貿易、開放資料等，這些措施從現今社會趨勢

回頭看，都無非是項極大的創舉，但這些社會創新的概念，卻都

始於個人對於生活和社會問題的有感，進而成型、產生。因此，

社會創新的起點，往往都只是個人或團體突發奇想的「小念頭」。

「社會創新」的概念強調，推動世界的不是「專家」，而是

微趨勢大改變

社會創新的概念，從打破慣性思考開始│照片提供│ www.socinnovationlab.org

社會創新巴士團隊活動照│照片提供│ www.gvm.com.tw
台中文青咖啡店│照片提供│
http://2nd-ocean.blogspot.tw/2012/01/blog-post.html

「夢想家」，人人都可以是讓世界更美好的一顆種子，鼓勵個人

面對所關切的社會問題時。能夠發揮創意與想像力，實際傳達「你

的微念頭，帶來社會大創新」的概念，營造社會獨立、創新的思

維與氛圍。「社會創新」根據的是一種「利他」的觀念，經由察

覺身邊周遭事物、議題的發生，透過自己的行動參與，去促成實

際面上的改善或改變。不斷的思考與推翻，是在社會創新過程中

必經的訓練，但是只要保持思想的彈性，在社會創新的路上，絕

對足以發展出利人利己的社會企業型態、多贏局面，成功地在社

會上發揮個別的專業能力，為需要的人服務，也為自己服務。

「微」文創 x 新台灣

台灣的軟實力、文創產業在華人文化間一直是首屈一指的標

竿，在高效率、高效能、數位化的高度發展社會之中，各種形式

的「微」新運動，已經隨著各種發展悄然開始。為了因應縮短時

間、降低成本，簡化核心訴求的主流趨勢，各種的「微式創作」，

讓普羅大眾開始培養新的閱讀習慣和思考模式，而這股「微」趨

勢中的大改變，在台灣文創發展的脈絡底下，也慢慢轉動、逐漸

發酵。

│微趨勢 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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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之心

種籽保衛戰—

綠色地球，生生不息
文 林穎宣

台南善化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 AVRDC

成立逾四十年的亞蔬—世界蔬菜中心（原稱為亞洲蔬菜研究發

展中心），是全球最主要從事蔬菜研究發展的國際農業研究機構。

亞蔬中心自 1971 年以來，不斷蒐集與利用全球蔬菜種原，育成與改

良蔬菜品種，開發蔬菜生產與加工技術，提高蔬菜的產量與品質，

並訓練農業研究及推廣人才，以協助改善開發中國家人民的營養狀

況，並實際增加農民收入。作為唯一一個將總部設在台灣的國際組

織，資助亞蔬成立的國家包含有美、日、韓、泰、菲、法、德、澳

洲及亞洲開發銀行等，這個世界最大的蔬菜種原銀行，有將近五萬

筆的蔬菜種原，每年寄出的兩萬多包種籽，更能夠實際解決全球將

近一百八十餘國的糧食危機。亞蔬中心結合了來自二十多個國家的

專家，以及約二百五十位地主國的研究、技術及行政精英，共同投

入蔬菜研究發展任務。亞蔬中心研究人員的辛勤努力、孜孜不懈，

不但造福農業農民，也使得平常百姓皆能以低廉的價格，吃到既甜

美又營養的蔬菜。

台灣寶島，以農立國，在台灣因為氣候等先天條件的優

勢，農業在台灣是非常重要的傳統產業之一。隨著科技的發

展，與土地的開發政策，日漸減少的綠地面積與農作，甚至

讓台灣開始失去了自給自足的能力，必須仰賴進口或者加工，

才能供給大量的蔬菜、水果，有鑑於這樣的趨勢，種籽保衛

的行動與機構開始成立；放眼全球，不管是英國或是挪威，

都有相關積極投入維護瀕臨絕種的珍稀植物物種的組織，透

過本期「綠色之心」的視角，將帶您從一顆種籽，珍愛地球。

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照片提供│ http://www2.nutn.edu.tw/randd/epaper/e_paper_ser.asp?id=462

│綠色之心│

英國千禧年種籽銀行 Millennium Seed Bank

為了挽救和保留世界上許多瀕臨滅絕的珍稀植物物種，英國

於十四年前開始積極投入興建「千禧年種籽銀行」。耗資八千萬

英鎊，選擇座落在英格蘭南部的韋克赫斯特的千禧年種籽銀行，

是最大規模的國際性物種保護項目之一，其目標為在往後的十年

間，能夠成功收集和貯存 24000 多種植物的種籽（佔地球上結種

類植物物種的 10%）。這個種籽庫正式啟用前，便已收集到來自

全球近 5000 個物種的 2.5 億顆種籽，其中包括所有符合長期保留

標準的 1400 種英國植物種籽。「種籽銀行」的設立目的，是將經

過嚴格篩選的珍貴種籽，分罐儲放在零下 20 度低溫且乾燥的環境

內，使其可存放時間延長，以面對未來地球因為人類過度開發，

而日益惡化的生態環境。全球約有 1750 座的種籽庫，雖然準確的

物種數量無以計量，但是種籽庫作為保護物種多樣性的保險庫，

無非就是為了減緩環境惡化的速度，儘可能地保存生態植物物種，

讓自然生態的平衡與多元，不要因為人類的發展而被犧牲。

全球最大種籽銀行－挪威全球種籽庫
Svalbard International Seed Vault

在挪威北部地區範圍內，有一座看似防空洞入口的種籽庫，

儲藏著來自世界各地的 75 萬種植物種籽，這座維持地球物種多樣

性的保險箱，由美國建築師凱里•福勒設計並負責營運。經過 2

年的努力，目前貯存的農作物種籽樣本已經超過 50 萬種，成為世

界上擁有種籽品種最多的地方，此種籽庫位於挪威的斯瓦爾巴群

島，地處北極地區，是在山體深處的永凍土中挖掘隧道建設成儲

藏室，因此也被形容為「植物諾亞方舟」，這個天然冷藏庫，內

部保持零下 18 度的恆溫，結構堅固，足以抵抗氣候變化引起的任

何天候因素影響，隧道入口防導彈的內凹曲面設計，為的是確保

這個植物諾亞方舟，能夠安穩的儲放千年。挪威全球種籽庫，將

每個國家政府與國際機構之前收集的現存農作物品種種籽樣本，

平均每類貯存 500 顆，在位於北極圈地下 160 米的凍土層中，即

便極地的冰開始蓋融化，也能確保種籽不遭水患。目前藏有的種

英國千禧年種籽銀行│照片提供│ nl.wikipedia.org 挪威種籽庫內操作實況│照片提供│ blog.pennliv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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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樸藏種於農官網│照片提供│ http://seeds.tw

種籽的多元性 種籽的永續及重要性│照片提供│ www.agric.wa.gov.au

籽樣本已高達全球現存農作物的三分之二。此外，挪威的種籽庫

也即將開始收集農作物野生原始祖先的種籽，除了保衛生態，也

希望透過儲藏找出物種的源頭。

合樸農學市集；藏種於農

由合樸 • 台灣米部落，與伊聖詩芳療生活館、台大農藝系種

籽研究室與銀川永續農場和豆之味豆腐坊，所共同合作的「藏種

於農」，是一個讓消費者與生產者、企業與農民彼此合作、相互

支持的長期計畫，期望透過「養人也養土」，澈底落實永續的食

物供應體系。從認養兩公頃的有機稻田開始，「藏種於農」的計

畫內容包括有農學的教育推廣，稻米與大豆的輪種、參與式育種、

生態渠圳復育等；以及希望透過轉化豆科植物的根系固氮，成為

土壤所需養份，讓土地能夠在耕種後，回復流失的地力，進而肥

沃土壤。教育推廣的內容，則含括有銀川有機米產地的拜訪、帶

領企業員工實際體驗務農生活，實際了解每日蔬食的源頭與生產

過程，建立起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互信互賴的基礎，並從瞭解的

過程當中，產生堅定的支持力量。所謂的參與式育種，則是將保

種、育種的權利與專業技能回歸於農民，重新培育出適地適種的

品種，不僅保障農民生計，也恢復農產多樣性。

綠色之心
│綠色之心│

「有種籽，就有希望」

自古以來農民的留種自用，事實上就已經是在無形之中，為人

類進行了種籽保育的工作。但農民過去這種習以為常的留種傳統，

不但已逐漸消失，現今更成為全球農業所面對的一大嚴重問題。因

為農民留種自用的傳統與權利已被剝奪，農民必須每年從公家單位

或種苗公司購買種籽來播種，如此的惡性循環，不僅導致作物品種

的多樣性降低，也將耗損農民開發並且存留不同種籽遺傳特性的機

會。

雖然台灣推動對於農民留種育種還在萌芽階段，但事實上，

「農民留種」現在已幾乎成為一種世界性活動。喜好種植傳統種籽、

自行留種者，可以從某些機構取得所需的種籽。從一九七五年即開

始運作的 SSE（Seed Savers Exchange / 種籽留存交換），他們

在單位所擁有的廿三英畝農場內，以有機栽培的方式，永久性保存

已超過兩萬五千種的老品種，其中二十世紀以前的蘋果樹品種，就

有七百種。

農民自行留種的重要性，與國家作物種原庫的建立可以說是

不相上下。種原庫的功能，是將過去農民所累積下來的無數品種

長期保存，讓各種品種所含的基因不會因為環境條件的變遷而有

所改變，且惟有各地農民能夠自行留種、育種，才能夠創造出合

適不同環境條件的在地新品種。「有種籽，就有希望」的深化理

念，在現今氣候與大自然變遷如此劇烈迅速的狀況下，已然是身

為地球一分子的我們，所不可忽視的重要議題，為了守護綠色地

球，讓物種延續、生生不息，除了愛護環境、力行環保，對於相

關議題的重視，更將是影響未來的一大關鍵。透過「綠色之心」

的專題報導，希望不僅能夠為讀者帶來世界環保議題的進一步認

識，也能間接帶來啟蒙，讓同為地球村村民的你我，為環境共盡

一份心力。

一個種籽就是一個希望，需要人類的灌溉耕耘

30 31



圓夢計畫

贊助出征，重返榮耀
文 / 南投高中體育組長 林俊良

整理 / 媒體企劃室 莊思嘉

2012 年初，電影「志氣」罕見地以拔河運動作為題材，經典

台詞：「所有的運動都是往前衝刺、爭取勝利，只有拔河，卻是

要一步步的往後退」，直接點出這項運動以退為進的獨特之處；

在因緣際會之下，瑞助營造得知國立南投高中也有一群繩力男孩，

努力用自己的鮮血與汗水爭取國際級的榮耀，無奈台灣的體育環

境相對缺乏支援，選手們每天辛勤練習之餘，還得擔心出國經費

的籌措。

為了讓這群中華健兒無後顧之憂投入訓練，2013 年，瑞助營

造集結上下員工的力量，捐出一日所得，加入為南投高中拔河隊

打氣加油的行列，今年 2 月，愛爾蘭世界盃室內拔河錦標賽傳回

奪金的消息，瑞助營造著實為選手們感到驕傲，也很欣慰我們的

棉薄之力在南投高中拔河隊身上可以發揮如此驚人的加乘效果，

謝謝選手們的努力付出，為台灣爭光，我們也期待，很快能再次

看到台灣選手站上國際舞台接受榮耀的畫面 !

堅持到底 ，永不放棄

南投高中拔河隊成立於民國 87 年，經過多年的打拚，現在已

成為國內男子拔河界的最強隊伍，98 年開始取得 2010 年世界盃室

內拔河賽的參賽代表權，當時，全校師生雀躍不已，這是我們第

一次站上拔河的國際舞台，教練與選手們充滿鬥志，連夜間及假

日都留校訓練，也就在此時，我們開始密集的與臺中市大里高中、

僑泰高中、臺北市景美女中及彰化縣明道大學等拔河隊進行實戰

演練，彼此互相協助。

要出國比賽，對大都份來自於弱勢家庭的選手來說，經費是

一個巨大的挑戰，選手與教練開始寫計畫，尋求贊助，新聞媒體

也開始報導我們訓練及比賽的窘境，終於，在各方善心人士的資

助下， 2010 年 2 月我們順利踏上世界盃的征途。抵達比賽會場一

看，跟我們同量級的國外選手個個人高體壯，詢問之下才了解這

些隊伍幾乎都是從 640 公斤以上的量級瘋狂減重至 560 公斤的量

級，對我們而言，他們佔有體重上的絕對優勢，最後比賽結果，

我們只獲得第六名。

這是一次特別又寶貴的失敗經驗，雖然結果和預期目標不一

樣，但是大家沒有怨言，因為我們該做的都做了，該拚的都拚了，

我們也都知道：「除了體重，我們的技術與體力不落人後。」

2012 年我們捲土重來，選手平均身高提升到 180 公分，賽前

最後一個月，減重目標 80 公斤，每天除了 6~8 小時的訓練外，還

│圓夢計畫│

要克服飲食的欲望，最後一週連喝水的需求都被限制，此時，大

家已瀕臨身心崩潰的邊緣，終於，我們過磅成功，懸在心中的大

石頭總算落定，接下來，大家小心翼翼的補充飲食與營養，深怕

此時身體負荷不了，出了毛病，幸好，大家身體平安，比賽也一

路過關斬將，不料，就在預賽快結束前，被愛爾蘭籍裁判長判定

台灣男子隊使用白博士清潔鞋底是犯規行為，直接被判定失格，

經過申訴後依然無效，頓時全隊淚灑會場，這種「一切辛苦瞬間

化為烏有」的心情，久久無法平復。

拔河帶給我們的課題就是永不放棄，傷心過後，我們再度振

作，誓言「二年後奪冠，討回公道！」學校方面也更積極的向社

會大眾募款，使教練與選手無後顧之憂，可以全力的向前衝刺。

2014 年我們再度勇闖世界盃室內拔河錦標賽，預賽擊敗蘇格

蘭、英格蘭、北愛爾蘭、西班牙、中國、愛爾蘭等隊伍，以全勝

之姿，一路挺進決賽，決賽時又驚險的擊敗難纏的英格蘭隊，奪

得男子 560 公斤組冠軍，這是台灣參加國際拔河賽首面的男子金

牌，無比振奮人心，我們已向世人證明，台灣男人在室內拔河領

域上是有前途的，只要肯拚，一定會有回報。

這幾年來，我們不怕吃苦，手破了，練腳，腳扭傷了，練腰

背，全身累攤了，練心智，練呼吸，這樣勤奮的練習，最終有了

甜蜜的成果，在此，必須感謝一路上支持我們的校長、學校老師、

邱小姐、曾伯伯、宋姐、以及各界的贊助團體與人士，讓我們能

勇敢做夢，有能力去追夢，最終擁抱夢想，獲得殊榮，未來我們

仍會愈挫愈勇，堅持到底，永不放棄。

贊助合影

南投高中拔河隊 南投高中拔河隊

32 33



瑞助書廊

中捷－吳正發

我們都曾希望回到過去改變一些事情：或許是對現在人生的不滿足，或許是

一個分叉路上的遺憾。如果能夠回到過去，以不一樣的態度面對人生的挑戰與機

會，現在的我肯定是截然不同的風貌。

出社會後，我們的心靈常常老化得比身體還快，因而對生活失去鬥志，對自

己所正在從事的工作失去正面的認同。然而在我們消磨光陰的同時，世界不會因我

們的消極的人生觀而有太大改變，真正的受害者其實是我們自己。我們和自己所創

造出的價值背道而馳，我們不願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將自己最寶貴的資本擱置如一

灘無法孕育生命的死水。

本書洞悉的就是這樣的現象。書中舉了很多新生代年輕人發揮創意的案例：

譬如作為教授的作者，發給每個學生五美元的資金或是一枚平凡無奇的迴紋針，要

求他們以此做為資本創造最大的報酬。多數人會侷限在「迴紋針」、「五美元」的

框架中，絞盡腦汁思考著如何以此為基礎做發揮。然而書中的學生們，不僅僅著眼

於教授所賦予他們的資本，而是發揮想像力跳脫出教授所給予的框架。運用「看不

見的資本」、「想不到的資本」，這樣的資本相較起一枚迴紋針是無限大的，也因

而得以創造出無限的價值。如果我年輕時，不會被自己的出身，被自己所擁有的「有

形資產」給框架住，現在或許就能有更多的可能性。

我們常常為了保險起見，給自己訂下一個較短、較易達成的目標。雖然說我

們可因此滿足於過平平穩穩的日子，但在許多成功的例子中，機會往往與問題成正

比，成功者傾向從問題中發現機會。訂大目標、剖析大問題、否決大前提，才有機

會拓展一個全新而未知的疆界，也是創造截然不同的價值的條件之一。假設我們今

天要抵達一個較遠、較險峻的地方，我們勢必就有更多、更與眾不同的路線選擇，

價值與方法便能在這個過程中磨練出來。我們帶著一個羅盤，往往比帶著一個地圖

更有可能得到更多的經驗。即便會經歷我們所畏懼的失敗，然而失敗又何嘗不是一

種資產呢？

每天一睜開眼，我們就被這個世界不斷地驅趕著，被迫與眼前的狀況一再妥

協，向一個我們不太滿意的方向走去。我們極有可能為此而失去傾聽自己內心的重

要歷程，直到一個回顧一生的時間點，才發現自己在解決的永遠都是「急迫的

事」，而非「重要的事」。我們又何嘗不能放下那些小事，做一點自己真正有

意義的事？

主動掌握機會並非空談，而是可以藉由具體方式來落實。譬如在書中提到，

我們可以先「檢視既有能力與資源」，再將其「重新組合」，便是一種掌握機

會的好方法。書中的案例使我見到創新的妙用與契機，也更加認識到增進自己

既有能力的重要，因為我們在充實自己能力的同時，實際上也是增加重組自己

能力的可能性；若欲掌握機會的主導權，輕易忽略任何一個意見並非明智之舉，

所有意見都應該經過審慎考慮 ( 而非既有偏見 ) 來決定它的價值。任何一個好

點子在提出之時，常常被若干投資者視為餿主意而錯失投資良機。反之，我們

若能夠從現有的「餿主意」中找到值得發展的好點子，實際上也能夠減少許多

成本，而達到創新的目的。在創新的同時，我們時常會面對到挑戰常規的時刻。

於是便面臨了兩難，其實所謂的規則或許是比我們想像中更靈活的字眼，有時

候規則並非強制而是來自於內心的窠臼與旁人的眼光。但是比起創新所帶來的

價值與利益，有時候這種敢於磨擦常規的精神是值得保留與重視的。

幾乎是常識地，敢於摩擦與創新從來是社會進步的兩大動力，在瞬息萬變

的社會中創新與改變是永遠不變的真理。認識到這個起碼的現實，我們才有可

能思考出對策求取生存與適應，甚至是成長與獲利。尤其是在這個社會遭逢遽

變的時間點，強調這個精神顯得更有意義、更有感觸。三十年前我已經錯過人

生唯一一次的二十歲良機，三十年後回頭看，我希望自己的前方能夠更不一樣。

也希望自己的兒女能夠提早認識到這個世界，提早做好準備，不要在這個高度

競爭的全球戰場處於被動的態勢。

資訊部－蘇裕仁

本書的主軸大部分圍繞在於創新、創意的發想，而且一部分概念與公司請

教授演講的「魔鬼藏在細節中」有異曲同工之妙，但當我看完本書時，有一個

大家都耳熟能詳的詞彙卻出現在我的腦海－「早知道」。

「早知道」我當初就該讀那門科系，現在工作才比較有前景；「早知道」

真希望我 20 歲就懂的事
作者： 婷娜．希莉格

出版社：遠流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09/11

語言：繁體中文

ISBN：9789573265177

來自史丹佛大學的創新 × 創意 

× 創業震撼課程

│瑞助書廊│

我當初就該放手去做，那個產品的專利就是我的；「早知道」我當初就該相信自己

的眼光來投資，現在就不用勒緊褲帶過日子了；「早知道」我當初就該 ........ 相

信大家都有這種經驗，都會後悔當初沒有下決心去「執行」想做的事情，隨著年紀

的增長，見識、經驗及智慧也隨著增長，大家通常都會以現在的見識、經驗及智慧

去批判以往的「傻」決定，本書就是如此，如果我 20 歲時，就懂得這些見識、經

驗及智慧，那現在的成就一定會有所不同。

然而，我認為「執行力」在本書中扮演著絕對重要的角色，因為沒有執行力，

再好的創意、發想與行動；再棒的知識與經驗傳承，都將不會被實現。舉個例子：

今年初公司舉辦的基層員工訓練營，主題也是創意、創新，主講教授提了一個例子

剛好就是本書的第一點主題，課程中也做了各種主題的討論及練習，參與的同仁們

也反應熱烈，相信同仁們也學到不少，但是，學習歸學習，有沒有實際將所學運

用在日常生活中或工作上卻是要靠自我的執行力，公司前陣子有發個「小點子大威

力」公告，主要是要讓公司所有同仁能夠利用所學到的創新、創意，來改善、提升

公司新形象、標準化，屆時可以統計一下，到底有多少同仁提出點子，就知道有多

少「執行力」產生。

或許你會認為這跟國人的民族性有關，國人通常比較保守，也比較不敢與眾

不同，俗話說「槍打出頭鳥」就是這個意思，不管你的創新有沒有實質上的幫助、

會不會成功，都會有褒貶的聲音產生，所以往往這些有創意、有獨特思想的人，他

們的「執行力」就大打折扣，這就讓我們誤以為「人才」都流失了。但是，既然我

們接受了西式的創意、創新思想的薰陶，我們的行為也應該跟著改變，才能把我們

的創意、獨到的見解發揚光大，用我們的行動來慢慢感化國人，使得褒的聲音越來

越多，貶的聲音逐漸消失，越來越多的「人才」湧現，這或許會使我們的國際競爭

力慢慢的強大起來。

當然，理想是美好的，現實是殘酷的，最重要的還是本書提到的重點，如何

打破自我設限的牢籠，跳脫人生的框架，解放自己的思想，嘗試不同的觀點、思考

模式與行為，仔細觀察不同的細節，就能發現以往被忽略的事物，這或許是將來創

意發想的來源，再經過不斷的嘗試、測試與改進，持之以恆，或許這就是造就創新

事物的契機；作者鼓勵我們盡量去嘗試任何可能、挑戰傳統假設，千萬不要輕易的

逃避失敗，因為接受失敗，或許就能從中獲得全新的看法及觀點，為往後人生的道

路上埋下成功的種子。

方喜－許陳正

差異性極小的條件環境下，要如何在當今高度競爭的環境中脫穎而出？熟能

生巧、墨守成規及苦幹實幹的保守態度在面對訊息與科技高度發展的今天，恐將面

臨被淘汰的命運。在這全球化的市場中，競爭對手拋出的優勢已經不再是我們熟悉

的低報酬的殺價競爭，或是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吃苦耐勞的苦幹精神。有創意、

高效率並整合所有資源的方式完成目標，是在現今環境裡脫穎而出的不敗法則。消

極的人，是被動的等著命令下達時才向前一步；積極的人則是懂得綜觀全局，在競

爭者眾的環境中，以創新的思維與方式，超前他人一步或甚至更多。要成功就

必須把握每次出手的機會，但任意出手必定招致失敗，要知道，沒有好運這件

事。所以平時就要累積能量、不斷準備，用與眾不同的創新方式，挑戰每次可

以大放異彩的機會！

以下是我閱讀後整理出來的心得感想，以簡短的句子作為分享：

跨越成規藩籬，走出自己的路「規定不是用來遵守，是要突破的！」，讀

這本書的我們離二十歲都不知道有多遠了。講創新何其困難，理由不外乎就是

年紀大了、交付的工作能交差了事、或是身邊環境沒有激盪創意的點子所以想

不出好辦法等。走在已經安排好的道路久了，遵循方向前進確實是最安全的方

法，但是相對的也扼殺深藏在腦海裡天馬行空的創意。仔細想想，年輕時我們

是否對既有的觀念與約束反抗，總覺得自己的方法最好。只要不違背道德，為

何不嘗試看看？

創意無限，實踐夢想，可能必須面對風險的恐懼感，因此就算有再好的想

法也不敢嘗試？那該如何駕馭創意構想可能帶來的風險，讓自己願意接受挑戰，

而不是被迫冒風險？就必須發揮預測力，在執行前先謹慎評估，要懂得解構風

險、要眼光放遠、從結局往回看與能否補救。

每次失敗都是走向成功的階梯，賈伯斯說過：失敗是人生的家常良伴，贏

家亦是如此。成敗的定義由自己作主，更不必以成敗論輸贏，即使今天輸了，

也能為日後的成功鋪路。誰都希望成功，沒人想要失敗，但是人生的道路上沒

有不坎坷崎嶇的，所以要擁有無憂無慮的心靈，並保持謙卑的態度，面對每一

次的挑戰。

突破極限，把握每次表現機會，我們要感謝競爭對手的怠惰讓我們成功。

相對的，我們的懶散也是讓競爭對手擊敗我們的好時機。若是處於順勢狀態，

絕對不要安於現狀，以為已經熟練精通的方式可以面對每次的挑戰，直到哪天

被擊敗時，競爭者的創新手法與行動效率，早已是完全超出我們平常所預期。

所以不要滿足於當下的成功與自豪目前的成就，因為競爭者今天輸了，為了獲

勝，一定會找出盲點，突破瓶頸，在下一次的機會中大放光芒。

在不確定中找尋自己的方向，追求人生的志業，要濺出水花，更期望能夠

激起漣漪。人生很複雜，就算是擬定人生營運計劃書，也是常常遇到變數與充

滿困惑。人會有遺憾，不是因為他的現實人生和預期有落差，就是沒有積極實

踐夢想。在不確定中尋找到屬於自己的方向，過程會遇到許多的挫折，要容許

自己挑戰新想法、容許嘗試、容許失敗。空想不能當飯吃，如果都不肯跨出去，

不就等於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這樣走哪條路都到不了。

這本書不是只給二十歲的人閱讀的，而是閱讀這本書後，讓我們可以再次

擁有二十歲的創意與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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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明的雲朵：一城七街
Cloud of Unknowing
A City with Seven Streets

展期：2014 年 5 月 10 日

        至 2014 年 8 月 17 日

地點：台北市立美術館三樓

策展人：阮慶岳

參展藝術家：陳其寬、王為河、劉國

滄、李祖原、陳富宇、藤森照信、五十

嵐淳、長谷川豪、日本東北工業大學建

築系、吳燦政、Nick Bonner、Dominic 

Johnson-Hill 與北韓藝術家、李沛峰、

何庭峰、白雙全、李威儀、姚仲涵、歐

寧、張永和、李俊陽、王•、方瑋、建

築繁殖場、邱文傑、上野雄史。

《未明的雲朵：一城七街》，是對於東亞城市及建築的現代性狀態，做出反

思的探索的一個集合展覽。意圖對現代與科技的必然關係提出質疑，同時表達「現

代並不違逆歷史與底層現實」的觀點，在展覽當中，不僅可見參展藝術家對烏托

邦表達想像、以及對台灣的建築前輩陳其寬致敬，也易見其對真實生活的微物與

投注關懷，更藉由福島事件與北韓社會的近期現象，做出謙卑的學習與自省，嘗

試思考山水、園林、宇宙間，與現代城市和建築的關係與連結。

策展人之一阮慶岳表示：「這是一個關於現代城市與現代建築的展覽。現代

城市與現代建築的出現與諸多現象，與現代性發展息息相關」，此次展覽名稱《未

明的雲朵》，引自十四世紀英格蘭佚名者所寫的基督教神學書《The Cloud of 

Unknowing》。書中認為若想要真正的認知神，必須要捨去被告知與預設的答案，

包括被他者建構的自我與知識，方能勇敢進入到「未明」的狀態，得以真正感知

到神的存在性。東亞建築、城市的新神明，究竟是什麼？策展團隊希望拋出對這

些議題的深度思索，並邀請了更多的藝術家共同討論與正視，以尋找出一條介於

前行與迴轉間的自我路徑。副標「一城七街」，則出自北美館空間引發的聯想與

思考，其中格子狀陳列整齊的室內空間，以及四邊形的外在城郭暗示，讓人不禁

聯想到傳統的東亞城市與街道，也藉此對東亞城市的內在文明氣味（譬如十一世

紀清明上河圖的汴京），與在其中穿梭來去、極其豐饒有趣的街道生活，再次投

注瞻顧與思索。

《未明的雲朵：一城七街》，是對於東亞現代都市的直接鑑照，也是對已然

遠古的城郭、街道與生活，做出此刻在虛實範圍、護衛機制與自我認知之下，對

於「都市」更深一層的思量與探究。

《未明的雲朵 : 一城七街》展覽主視覺圖│照片提供│台北市立美術館 提供

│藝文櫥窗│

尋梅啟事
WANTED DEAN-E MEI

 A Retrospective

展期：2014 年 5 月 17 日

        至 2014 年 8 月 17 日

地點：台北市立美術館 1A、1B 展覽廳

策展人：梅丁衍

梅丁衍出生於 1954 年，1977 年文化大學美術系畢業，1985 年獲得紐約普拉

學院研究所碩士。自 1980 年於龍門畫廊舉辦首次個展以來，本次展覽為梅丁衍第

26 次個展，且為採用綜合性媒材的大型回顧展，包括早期少見的油畫、水彩、版

畫作品，到小型現成物、巨型裝置的同時呈現，並整合加入當時文獻資料，藉以

帶出更深刻的歷史意涵。本展也是梅丁衍個人創作四十餘年來，作品首次完整呈

現，展出作品年代從 1976 年至今，包括 1983 年出國前的創作啟蒙期，以平面與

物件為主的作品，以及在版畫媒材的學習背景下，嘗試各種創作媒材之可能，例

如以展櫃形式展出在當時的各種美術文獻與雜誌，藉以呈現當時台灣美術教育環

境的侷限…等。

1983 年至 1992 年的紐約時期，梅丁衍創作自由、浸潤西方藝術的洗滌，同

時面臨東西方文化交流的衝擊，作品多以現成物的挪用體現幽默、反叛的達達精

神，也創造出富涵雙關語的大量作品，其中不乏談論敏感兩岸關係的創作。

在梅丁衍 1992 年至 2005 年返台時期，探討台日中美之間曖昧政治關係的作

品開始展現，如《絲綢之路》、《台日親善 / 日台親善》、《歡樂迷宮》、《哀

敦砥悌》、《給我抱抱》等裝置作品。在 2005 年至今的近期作品，除了原有的創

作技術，更運用電腦繪圖技術虛擬合成古典靜物畫作、重製、改造大量歷史照片，

如《台灣之光》、《台灣西打》、《台灣可樂》都是這時期的重要系列作品。

此次於台北市立美術館展出的《尋梅啟事》個展，除了回顧梅丁衍的創作軌

跡，也讓觀眾有機會回首台灣的政治來時路，進而自省身為一個台灣人，對於可

親可愛的國家，我們所欠缺的究竟是什麼。

《尋梅啟事》展覽主視覺圖│照片提供│台北市立美術館 提供

《哀敦砥悌》複合媒材裝置 1996 │照片提供│台北市立美術館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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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助新動脈

榮耀慶典

103/02/26 新北市板橋國民運動中心興建統包工程上樑典禮

103/03/05 昌祐建設北美館新建工程開工典禮

103/03/26 大日科技精密園區廠辦新建工程上樑典禮

103/04/24 安康市場基地 ( 興隆公營住宅 2 區 ) 新建公營住宅統包工程簽約典禮

103/04/29 松竹五路跨越旱溪橋梁新建工程開工典禮

新北市板橋國民運動中心興建統包
工程上樑典禮
上樑日：103 年 2 月 26 日

得標日：101 年 6 月 4 日

業主：新北市政府

地點：新北市

樓層數：B3/6F

工期：970 日曆天

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
程上樑典禮
上樑日：103 年 2 月 25 日

得標日：100 年 12 月 09 日

業主：台灣電力公司輸變電工程處

北區施工處

地點：臺北市

樓層數：B3/15F

工期：第一期設計 270 日曆天

第二期施工 1160 日曆天

安康市場基地 (興隆公營住宅 2區 )
新建公營住宅統包工程簽約典禮
簽約日：103 年 4 月 24 日

得標日：103 年 4 月 16 日

業主：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地點：臺北市

樓層數：B4/11F 一棟、B4/22F 兩棟

工期：1085 日曆天

昌祐建設北美館新建工程開工典禮
開工日：103 年 3 月 5 日

得標日：103 年 2 月 6 日

業主：昌祐建設有限公司

地點：新竹市

樓層數：B2/14F

工期：720 日曆天

翔譽天心新建工程上樑典禮
上樑日：103 年 2 月 26 日

得標日：101 年 6 月 18 日

業主：詠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地點：新北市

樓層數：B4/18F

工期： 750 日曆天

大日科技精密園區廠辦新建工程上
樑典禮
上樑日：103 年 3 月 26 日

得標日：102 年 6 月 3 日

業主：大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點：臺中市

樓層數：B1/6F

工期：360 日曆天

│瑞助新動脈│

活力學習

103/02/15 管理課程 內部流程改善與創新 ( 台中場 )

103/03/15 管理課程 內部流程改善與創新 ( 台中場 )

103/02/07、103/02/21 工程課程 評鑑 - 真假結製作

工程課程
時間：103 年 02 月 07 日

103 年 02 月 21 日

地點：台中 35 樓教育訓練室

北辦大會議室

課程名稱：評鑑 -真假結製作

講師：吳國年 課長

管理課程
時間：103 年 02 月 15 日

103 年 03 月 15 日

地點：中科管理工商服務大樓

課程名稱：基訓 -內部流程改善

與創新 (台中場 )

講師：周碩倫 老師

管理課程
時間：103 年 02 月 17 日

地點：台中 35 樓教育訓練室

課程名稱：103 年度第一次

新人教育訓練

講師：各部門主管

管理課程
時間：103 年 03 月 08 日

103 年 03 月 22 日

地點：台壽教育訓練教室

課程名稱：基訓 -內部流程改善

與創新 (台北場 )

講師：周碩倫 老師

機電課程
時間：103 年 03 月 04 日

地點：台中 35 樓教育訓練室

(北辦視訊 )

課程名稱：機電工程品質檢討

及改善策略方法

講師：郭芳吉 高專

工程課程
時間： 103 年 02 月 12 日

地點： 恆勝工務所

課程名稱：恆勝現場研討會

(地質改良 )

講師：中村一夫 顧問

潤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辦公室新建
工程上樑典禮
上樑日：103 年 5 月 2 日

得標日：102 年 7 月 5 日

業主：潤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點：臺中市

樓層數：B1/5F

工期：360 日曆天

松竹五路跨越旱溪橋梁新建工程開
工典禮
開工日：103 年 4 月 29 日

得標日：102 年 12 月 31 日

業主：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地點：臺中市

主要建物：鋼構橋梁 110m*30m

自行車橋 110m*4m

工期：360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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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助新動脈

工程課程
時間：103 年 04 月 07 日

103 年 04 月 14 日

地點：北辦大會議室

台中 35 樓教育訓練室

課程名稱：輕隔間研討會

講師：中村一夫 顧問

管理課程
時間：103 年 04 月 25 日

103 年 04 月 26 日

地點：統一馬武督渡假村

課程名稱：基層主管共識營 -

主管領導效能

講師：劉興郁、郭元慶 老師

103/03/08 管理課程 內部流程改善與創新 ( 台北場 )

103/03/22 管理課程 內部流程改善與創新 ( 台北場 )

103/02/17 管理課程 103 年度第一次新人教育訓練

103/04/25、103/04/26 管理課程 基層主管共識營 - 主管領導效能

│瑞助新動脈│

生活新視野

新北市優等工地
時間：103 年 4 月 7 日

內容：
板橋國民運動中心統包工程榮獲 102 年

度新北市環保局建築類優等工地

壘球錦標賽
時間：103 年 4 月 12 日

內容：
第五屆瑞助盃壘球錦標賽

慈善捐助
時間：103 年 4 月 24 日

地點：伊甸潭子庇護工場咖啡廳

內容：庇護工場咖啡廳

重新開幕記者會

捐助項目：咖啡屋修繕、裝潢

水電工程

鑽石級綠建築候選證書
時間：103 年 3 月 11 日

內容：
新泰國民運動中心統包工程獲鑽石級綠

建築候選證書

103/4/12 壘球錦標賽

103/4/7 新北市優等工地

103/4/12 壘球錦標賽

103/4/24 慈善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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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聯盟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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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octorgreen.com.tw

無毒環保，精益求精

水性環保塗料

Dr. Green

致力環境保護的實踐家 新玉實業

水性環保塗料為新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之主要研發項目，於國內業界好評不斷。客製化的高水準研發專業，與其力求環保的綠色精神，為其產品開創新頁。

http://doctorgreen.com.tw/bhome.htm

│綠色聯盟專欄│

塗
料
展
示
│
照
片
提
供
│
新
玉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廠商展示│照片提供│新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塗料繪畫展示│照片提供│新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為研發專業水性塗料的優良團隊，提供客

戶「塗料客製化」的研發與生產，在水性塗料開發應用及協助產業導入

水性系統，具有相當之經驗，於水性木器塗料部分，更曾獲得內政部建

築研究所頒發「環保健康綠建材」之標章認證。開業以來，為多家傢俱

廠與地板廠研發導入水性塗料，亦研發了專利的戶外木器漆，其產品成

為許多公共工程指定之水性塗料，如茂林國家風景管理區、大鵬灣、小

琉球、高美濕地…等，皆可見其產品應用案例，除此之外，新玉實業亦

協助國內大廠成功開發環保防火隔音板；與國內各大上市櫃公司的合作

案，更是不勝枚舉。

新玉實業從公司創立初期，即致力研發生產水性環保塗料，並堅持

優質的企業文化：「絕不生產有毒產品」，因為這樣的企業堅持，於草

創初期也曾面臨困頓與挑戰。在初期的投入階段，由於環保風氣尚未盛

行，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同仁們的辛苦之情可想而知，但基於重視環

境保護、企業所背負的社會責任，這份使命感，促使著團隊不斷研發，

力求產品的突破與創新。

為協助國內民眾及國外廠商瞭解水性塗料應用範圍，新玉實業與經

濟部綠色貿易辦公室合作，在 2014EPIF 國際綠色產品展，以食、衣、

住、行、育、樂為主題，將環保塗料特色產品導入國家形象主題館中，

顛覆參觀者對水性環保塗料的刻板印象，並成功協助合作廠商推廣業

務。

擅長整合資源的新玉實業公司，善用所有客戶在不同產業的特色優

勢加以整合，幫助客戶提高其產品的附加價值，並提供客戶從製程設備

改善計畫，到行銷通路協助，採取「一條龍服務」，此完整的銷售計畫

與創新服務平台，亦為同業首創。

堅信「研發最佳的產品為出發點，企業才得以永續」，因為謹慎的

態度，與「精益求精」的企業文化，讓新玉實業公司能夠出類拔萃、保

持產品的高品質，並且一本初衷之義，在環境保護的實踐道路上，從不

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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