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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Zumthor

傳統與創新，過去多被視為是對立的兩端，然而隨著科技不斷推陳出新，

世人對新舊融合的接受度普遍提升，傳統和創新的界線也不再那麼壁壘分明、

漸漸發展出獨特的合作之道，以回應快速變遷的全球發展潮流。

提到鐘錶技術，「瑞士」兩個字一定立刻浮現心中，自十六世紀以來，這

項傳統精緻工藝就在日內瓦扎了根，成為高階鐘錶品牌的代名詞，然而今年三

月瑞士巴塞爾舉辦的全球最大鐘錶和飾品展示活動「 Baselworld  2015 」中，

多家品牌紛紛宣布加入智慧手錶的戰局，刮起一場傳統機械美學與多功能智慧

科技攜手合作的旋風，是危機還是轉機，大大考驗著這個舉世聞名的鐘錶王國。

智慧科技近幾年來在消費性產品上屢創話題，而這股旋風也即將吹向建築

產業，過去，在國內外建築設計作品的帶動之下，您或許對綠建築已不感到陌

生，現在，新的生力軍 - 智慧建築預計也將帶起一波新風潮，本期人物特寫就

邀請致力於推動智慧建築標章的黃國書教授先為我們指路、與趨勢接軌。

而在享受高科技新穎產品所帶來的驚喜和便利之餘，也別忘了惜物愛物、

守護地球的任務，新產品不斷問世，被汰換掉的產品在捨棄時，多關心一下其

被回收利用的可能性以及回收管道，讓物命延長，也讓我們與環境的關係得以

延續，是本期綠色之心希望帶給讀者的一點反思，讓綠色思維一點一滴注入我

們的生活。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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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 張正岳
瑞助 3.0

新北市板橋國民運動中心興建統包工程

工程概要

業主：新北市政府

設計單位：萬邦建築師事務所

工程地點：新北市

建物構造：RCSRC 鋼骨 + 鋼筋混凝土

總樓地板面積 ( 平方公尺 )：20,256 M2

樓層數：B3/6F

2

領先卓越，驚豔四方

台灣第二季的經濟成長率「跌」破眾人眼鏡，

截至 8 月底，景氣仍然不見起色，對投資環境的

信心和意願皆快速反應在建築工程上，以營造廠

而言，受到台灣公共工程預算每年 10% -15% 的

遞減幅度、政府打房政策，以及大陸紅色供應鏈

的影響之下，案量大幅減少，在在考驗著營造廠

的危機應變能力。

當眾產業都面臨到勞力短缺、成本上漲、產

品和服務生命周期縮短，以及需求快速變化的難

題時，政府也循著德國第四次工業革命 -「工業

4.0」的轉型升級模式，推動智慧生產、創造台

灣工業生機，期望能帶動產業發展，進行一場革新運動。

瑞助營造成立以來的 24 年間，也逐步推動系統整合的變革，在營造

業界運用資訊科技尚未普及之際，便開始發展差異化競爭力；公司成立

初期尚未編制資訊部門，資訊設備和系統委由龍邦集團管理，當時為第

一代系統。進入公司第一個十年時，資訊部已然成立，並導入第二代系

統：從工程預算、採購發包、工程進度 / 日報、到完成結算，按步就班

地協助公司落實工程管理、爭取案源，提供重要貢獻。此外，更領先同

業，導入涵蓋「工程進度」、「品質」、「安全」、「採發送審」、「成

本」、「財務」六大構面的預防管理系統，以紅綠燈提出異常警訊，協

助公司採取立即行動，確保如期如質完成業主託付。

未來配合公司第二個黃金十年政策，資訊部掌握自主開發能力，朝

著雲端化、自動化、系統化的目標提升基層效率，協助中階管理，提供

高層決策分析，建構出領先同業的第三代系統 - 此即「瑞助 3.0」，目前

已經完成建置部分有：

1. 工地雲端硬碟：確保工地資料存取的安全性與即時性。 

      2. 客服修繕系統：客戶報修馬上立案，修繕過程完全資訊化  

          追蹤，確保二天勘驗、七天完成，並將統計結果回饋至品   

          質中心，建立施工標準、確保施工品質。   

      3. 雲端專案管理系統：可以記錄施工品質、施工過程、安全 

          監控 ... 等等，讓業主監造透過雲端即時監視施工品質和 

          掌握進度。

營造業以工程管理為主軸，需要依靠穩定、完備的資訊系統架構做

後盾，確保業務在前方衝鋒陷陣時有足夠的子彈和糧倉，能夠一路披荊

斬棘，完成公司每個階段的重要任務，從建築工程到統包工程，再邁入

智慧建築的領域，鞏固瑞助營造無可取代的三大關鍵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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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理 詹益全
如何提升職場競爭力 ( 下 )

泓記精密股份有限公司廠辦新建工程

工程概要

業主：泓記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設計單位：陳旻彬建築師事務所

工程地點：台中市

建物構造：RC 鋼筋混凝土

總樓地板面積 ( 平方公尺 )：11,868 M2

樓層數：5F

4

精益求精，登峰造極

參、提升職場競爭力的核心價值：

一、目標管理：

    彼得 ‧ 杜拉克 (Peter F. Drucker)：「目標並

非命運，而是方向。目標並非命令，而是承諾」。

目標需量化、數據化、訂定目標時應注意底下四

個原則：

       (1) 目標需明確    (2) 目標需透徹

       (3) 目標需追蹤    (4) 目標之達成應做賞罰

二、賞罰分明：

    1、同仁有正面的績效應懂得「人性的激勵」：

       (1) 信任他們       (2) 尊重他們  

       (3) 關懷他們       (4) 讚賞他們                     

       (5) 肯定他們 

    2、同仁有負面的績效，應適度的導正：

       (1) 批評對事不對人                (2) 具體地告訴對方什麼地方錯了

       (3) 不要在公開場合責備他     (4) 讓對方知道你對這項過錯的感受

    3、賞罰應做到底下四原則：

       (1) 要分明                             (2) 要有依據標準  

       (3) 要公平                              (4) 要越快越好 

三、共同參與：

Lawrence M. Miller( 勞倫斯 ‧ 米勒 ) 說：21 世紀是共同參與的時代，發

號施令在危機四伏的古代戰場上自有其價值。...... 未來企業並不需要如此。

未來的職場是要與同仁共同分享感受與榮辱。

四、 走動式管理：

 Thomas J Peters 曾明確地指出走動式管理的 6 個要訣：

       (1) 放張卡片在口袋裡，隨時記憶 

       (2) 記下你所答應的事，並立即處理 

       (3) 保護提供資訊的同仁 

       (4) 要有恆心的走下去 

       (5) 聆聽，並藉機表達自己的理念 

       (6) 想盡辦法使自己和同事走出辦公室

五、有效的溝通：

人們間的衝突，其導火線往往是發生在溝通上的不良。因為人在清醒的時

候，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溝通上，所以似乎可以明確的下結論說，團體績

效最大的絆腳石，就是缺乏有效的「溝通」。單單只有傳達意思還是不夠，

必須意思能被別人瞭解。在一個團體當中，假如只有一個成員會講德語，

而其他人都不懂德語，此時不管這個人的德語講得多棒，別人還是鴨子聽

雷。因此，溝通必須同時包括意思的傳達與瞭解。

肆、結語：

     營建工程是一項統合多項領域的工作，目前工程有日漸大型化及多樣化

的趨勢，因此在職場中，不得不需具備一定之專業技術，同時亦需具有相

當程度之協調管理能力。現在的社會多半在自由、放任的環境中長大，自

我意識特別強，能聽進多少忠告很難說。誠如西哲所說的：「忠告很少受

人歡迎，而且，最需要聽忠告的人，最不喜歡聽忠告」。但是，我們也不

能因此而消極悲觀，站在「世代交替」的立場，所有過來人都應該貢獻出

自己寶貴的經驗和心得。這樣做，至少可讓那些有上進心的職場人，更上

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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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聖彼得大教堂內部構造 ( 上圖 )
聖彼得大教堂內部 ( 下圖 ) 

瑞士第二大城：日內瓦 (Geneva)，

是許多國際組織的所在地，因而成為世

界著名的國際都市，曾在 2006 年獲選

為世界最佳居住城市的第二名，除了山

水交融的自然環境與雪景外，優渥的社

會福利與公民享有權利，及以第三級產

業為主的經濟現況等，都是促使日內瓦

城市高度發展、蒸蒸日上的主因之一。

日內瓦的地理位置座落於瑞士西南部；

由山脈環抱，雖然面積不大、人口不多 

(2013 年的人口統計數約 19 萬 5 千人 )，

但由於是國際紅十字會的發源地，而有

著秉承博愛主義傳統的「和平之都」之

美稱。

日內瓦城內悠久的文化和歷史、美

麗的自然風光。使其成為各國遊客遊覽

瑞士必定拜訪的首選城市，除了能夠於

此眺望經瑞、法兩國流入地中海的羅納

河自蔥郁的森林順流而下，還能在高處

遙望白朗峰、阿爾卑斯山等自然美景。

集藝術、歷史、文化、購物、美食、各

種活動於一身，日內瓦雖然不是瑞士最

大城市，但不論是新城區的購物街、新

興建築，或是舊城區的聖彼得大教堂、

大大小小的主題博物館，以及宗教性

色彩濃厚的古典建築等，各個都獨具特

色、令人神往不已。本期封面故事將藉

由文字的概覽，剖析這座優雅、迷人的

世界都市，並且透過不同的景點介紹，

帶領讀者們從歷史典故與建築脈落，細

讀這座魅力之都獨樹一格的建築語彙。

俯瞰歷史，仰望未來：
聖彼得大教堂
St.  Pierre  Cathedral

始建於十二世紀、耗時百餘年才終

得完工，高聳於日內瓦城內的舊街之

中，兼併不同建築風格的聖彼得大教

堂，擁有羅馬帝國時期的豐富歷史。原

隸屬於羅馬天主教會，在十六世紀宗教

改革時改為新教教堂，聖彼得大教堂除

了是幾世紀來市民們的信仰支柱，更

是宗教改革三十年間極為重要的首府基

地，因此只要入內參觀，即可感受到濃

厚的肅穆氣息和莊嚴，在教堂內左側佈

教堂外壯麗的景觀 

文／林穎宣 宣揚博愛與和平的世界都市 
瑞士 日內瓦

道壇旁，更陳設了當時主持歐洲宗教改

革運動的加爾文所坐過的木椅，上頭還

刻有「加爾文總部」的字樣，無聲紀念

著當時運動起造的狂熱，也讓後代世人

們得以藉此緬懷先烈，與之致意。

由於當時的建築風格主要講究簡樸

典雅，在宗教改革後的改建工程，除

了彩繪玻璃窗外的種種建築細節，都經

過了大番的改造，如所有目之所及的裝

飾、雕刻，皆粉刷為統一的純潔白色，

教堂的正面外觀，則呈現了十八世紀新

古典建築時期的壯麗面貌；有如希臘神

殿般的白色圓柱則在教堂入口莊嚴豎

立，與羅馬風格的教堂主體建築，以及

兩側高聳入雲的尖塔、拱門的歌德式建

築風格相互映襯。

聖彼得大教堂有著兩座互通的塔

樓，參觀遊客只要沿著旋轉直上的石梯

登上塔頂，便可將日內瓦的古城景致盡

收眼底，而位在教堂西南方的禮拜堂，

建築主體興建於十四世紀，從原始的倉

庫建築到作為宗教改革時期的演講堂，

可以透過先後的不同風格，意會新舊交

織的建築氛圍與文化渲染力。在聖彼得

大教堂的下方，則保有大片的珍貴考古

遺址，鑑於 1976 年至今在教堂下方多

處挖掘點不斷進行中的考古挖掘工作，

相關文物在經梳理彙整之後，亦另闢建

了小型的考古博物館對外開放參觀，因

此不論是置身在古世紀的洗禮堂之中，

亦或是走過歷經百年風霜的古牆、馬

賽克畫作，教堂建築中各種枝微末節的

舖設與設計，皆在無形中為後人開啟了

一個溫故知新、領略宗教力量的全新角

度，而這亦為宗教建築最為迷人的地方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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綻放永恆璀璨：
花鐘 L'horloge f leur ie

瑞士一向以手藝精湛的鐘錶工業舉

世聞名，位在日內瓦英國花園（Jardin 

Anglais）西部邊緣的花鐘，即是在工

匠巧手和無限的創意之下誕生的一項傑

作。由瑞士政府打造；直徑長達 5 公尺、

圓周長 15.7 公尺，花鐘每秒具體移動

27 公分，不僅是視覺效果驚人的大型花

園造景，更是名符其實的一座巨鐘。

日內瓦的花鐘誕生於 1955 年，曾

經是世界第一大的花鐘，直到 2005 年

被出現在伊朗德黑蘭，直徑長達 15 米

的花鐘取代。花鐘的設計同時結合了日

內瓦城市高雅的氣質，與國家興盛的鐘

錶產業，將精細的鐘錶機械裝置設於地

下，這座靜臥在英國花園內的巨型花

鐘，超過半世紀以來不分晝夜、陰晴地

運行著，時時刻刻精確對時。鐘面的廣

大面積以平整的草皮打底，顯示時刻的

阿拉伯數字則由鮮豔的各種花簇排列

顯示，整座花鐘估計至少有 6,500 朵的

花朵造景，並且會隨著生長週期與季節

變換花種，顯現四季不同的自然風貌。

此項工藝與自然的完美結合，除了象徵

瑞士對於精密鐘錶產業的自信與驕傲，

也如實表現了城市中生生不息的正面能

量，一如花的姿態始終向榮，恆久綻放。

集多國薈萃之大成：

聯合國歐洲總部  萬國宮

Palais  des  Nat ions

腹地廣大、綠地環繞；堪與法國凡

爾賽宮媲美的聯合國歐洲總部－萬國

宮，始建於 1929 年間，將該土地贈給

日內瓦市政府的是 Revilliod de Rive 家

族，雖然瑞士直到 2002 年才正式加入

聯合國組織，但是早在 1950 年代，萬

國宮就已作為聯合國歐洲總部的所在

地。在當年的建築競圖過程中，有多達

377 個方案設計，由此可見萬國宮這座

( 下）日內瓦的花鐘全貌

指標建築的國際地位與重要性，建築最

終定案由五位不同國家的代表建築師共

同設計而成，分別為是義大利的 Carlo 

Broggi，瑞士的 Julien Flegenheimer，

法 國 的 Camille Lefévre 和 Henri-Paul 

Nénot，以及匈牙利的 Joseph Vago。

萬國宮的地理位置座落於日內瓦東

北郊的萊蒙湖畔，與雄偉的阿爾卑斯山

兩相對望，整體建築有 600 米長，由

4 座建築群組成：位在中央的大會廳、

北側圖書館與新樓建築 (1973 年增建，

與主要大會廳有地道和天橋連接 )，以

及位在南側的理事會廳等。在這些建築

群之中，設置了多達 34 間的會議廳、

2800 間辦公室，亦為一般民眾在總部

內規劃了圖書館、美術館與公園等公共

建設，以及須經專人帶隊參觀的聯合國

代表開會場地等。

萬國宮的總部建築本身為偏向現代

建築的藝術風格，位在側門外聯合國廣

場，紀念地雷受害者、地雷議定書正式

生效的「斷腿椅子」雕塑，即是象徵之

一，這項巨型雕塑作品誕生於 1997 年，

出自瑞士著名雕塑家 Daniel Berset 之

手，高 12 米重達 5 噸，以三枝椅腳支

撐站立，暗喻了堅定不移的生存意志，

作者亦另外為這項作品下了一個標題：

「有尊嚴的活著」，只要凝望片刻便可

深刻體會其中的紀念涵意。在萬國宮裡

藏有多達上萬件的各國藝術珍品，其中

樹立在花園內，以鈦金屬打造而成、高

28 米的紀念碑和加加林塑像等雕塑，皆

十分壯觀。

作為日內瓦觀光景點的一大地標，

萬國宮在建築和文化上的重要意義在於

其記載了人類追求世界和平、致力與各

國外交的可貴精神、當行經萬國宮入口

處高掛的各國國旗，尤其可以深刻感受

封面故事

萬國宮內全景

( 上）位在萬國宮內的多功能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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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鼓勵民族自覺、尊重各國國家主

權的宗旨，即使我國至今仍未能加入成

為聯合國成員國之一，但是隨著日益鮮

明的民族意識，相信亦能同感聯合國組

織嚮往世界大同的意義與宗旨。

紅十字新月博物館
M u s e e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d e  l a  
C r o i x - R o u g e  e t  d u  C r o i s s a n t -
Rouge

除了聯合國的歐洲總部，日內瓦另

有多達兩百多個國際組織將總部設立

於此，如國際勞工組織、世界衛生組織

(WHO)、世界貿易組織 (WTO)、國際

移民組織、無國界醫生、紅十字會與紅

新月會國際聯合會等。

國際紅十字會由出生於日內瓦的

Henry P. Davidson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

結束後成立，當時的歐洲正陷入前所未

有的混亂，災民流離失所、民不聊生，

因此在 1919 年聯合各國力量所成立的

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其宗

旨即在於增進人類健康、預防疾病發生

和減輕痛苦等全球性的救助工作，由日

內瓦公約國分支產生的紅十字國際委員

會、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三

大組織，在成立之後每四年便會於此召

開大型的重要會議，為世界各國的受苦

災民們盡心盡力。

建於 1988 年底的國際紅十字會總

部與紅新月博物館，是日內瓦城內繼萬

國宮後的一大重要景點，為了呈現重要

的人道精神與發展歷程，在博物館內由

三位享譽國際的設計師設計了獨立的展

區：分別為巴西設計師 Gringo Cardia

設計的《維護人類尊嚴展區》、布吉納

法索籍設計師 Diebedo Francis Kere 設

計的《重建家庭紐帶展區》，以及來自

日本的設計大師�茂所設計的《減輕自

然風險展區》。作為世界上唯一一座的

紅十字會博物館，除上述不同主題的展

區外，亦展示了國際紅十字會成立以來

的各項歷史文物，以及以音像設備配套

解說的完整組織精神和發展脈落。

典藏藝術之美：
日內瓦博物館巡禮

位在日內瓦老城區東部，被喻為瑞

士最美的博物館之一，同時是日內瓦所

有博物館中規模最大，佔地約 7000 平

方米的藝術歷史博物館 (Musee d’art et 

d’histoire de Geneve)，自 1910 年起對

外開放，展出的無數展品之中，含蓋了

史前出土的文物與現代繪畫等，另外亦

有規劃獨立展區展出拜占庭藝術、宗教

繪畫、樂器和紡織工具等藝術品，館內

多元而豐富的藏品涉及了考古、陶瓷、

繪畫與應用藝術，並集合了人類文明及

西方文化自古至今的根源與見證，從建

築到藝術，歷史到人文。

除了兼併考古與美術的藝術歷史博

物館外，在日內瓦城內另有歐洲最大

的自然歷史博物館，展出關於地質、

礦物史與人類歷史的發展沿革；位在萬

國宮後方，還有一座建於十九世紀的阿

里亞納博物館 (Músee Ariana)，展出自

中世紀以來的陶瓷、石器與玻璃製品，

就藏品數量而言該館亦是歐洲第一。

除了國家設立的幾座博物館外，相當具

有可看性；由鐘錶品牌百達翡麗 (Patek 

Philippe) 於二十世紀初所打造的鐘錶博

物館，亦是到訪日內瓦所不可遺漏的參

觀行程之一，這座被喻為「製錶藝術的

聖殿」，由品牌創辦人 Philip Stern 於

2001 年打造的同名博物館，華麗壯觀

地令人望之屏息。館內展出內容除了有

該品牌對於鐘錶製作的精湛工藝與無限

熱情，亦珍藏了逾半世紀以來的各種製

錶技術之傑作，藉由欣賞展出的所有逸

品，不僅使參觀民眾得以瞭解鐘錶的製

作及其內部複雜費工的構造，亦再次地

藉此藏館的設立，證驗了瑞士鐘錶工藝

不可取代的崇高地位。

封面故事

即使是全球最小的國際都會，日內

瓦之美仍然超越我們目之所及。看過

了市中心繁華的酒店、餐廳，舊城區

廣場的教堂建築與四處滿載的綠意；閱

覽了各個不同的博物館與展館各具特色

的迷人之處，日內瓦這座城市就觀光角

度而言，確實不如其他熱門城市那般驚

豔，但是在各個建築之中，都有著那多

一分值得我們反覆咀嚼與深思的典故與

奧義，這或許也是其被稱之為「和平之

都」的最大主因。在其眾多的建築群象

裡，我們可以看見許多新舊完美相融、

集合各方大師經驗所誕生的美麗結晶，

而「和平」與「博愛」，無疑就是此大

同精神之終極，相信在往後的時空裡，

日內瓦這座集合全球目光的世界都市，

仍會持續地為人類文明與互助激發出更

多的善思，啟蒙更多人心中的良性與大

愛，透過互通有無的國際交流，為你我

共創出更好的未來世界。

( 右）博物館獨到的建築風格引人入勝

( 左）藝術歷史博物館的風格建築外觀

紅十字新月博物館入口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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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助人談瑞助 文／林穎宣 李正壽 副所長 專訪 

新北市板橋國民運動中心統包工程

初訪於今年二月中完工；四月正式

啟用的新北市板橋國民運動中心，鵝蛋

型的外型與挑高樓層的獨特設計首先吸

引了我們的目光。看著進出民眾臉上的

笑容和一身的朝氣，不由地對於這座運

動中心的內部細節和工程興起了更強烈

的好奇。本期《瑞助人談瑞助》的專訪

主角，為負責該案的副所長李正壽，採

訪當天正值運動中心的最後正驗日，對

營造團隊而言，在經過第三方的正式檢

驗和業主新北市政府的複驗之後，工程

才會正式竣工、進入保固期，由於新北

市政府的結案流程為先營運再驗收，在

使用者進入實際操作後才依問題步步改

善、檢核，對營造方而言，不但提高難

度也相對增加了維修的成本，面對眾多

施作過程中顧慮不及的問題，要如何滿

足業主、廠商、符合規定，同時又能達

到團隊要求；監造、工程 、裝管批件成

本等細節，除了開不完的檢討會議外，

公部門冗長的文書往返更是挑戰著李副

所長的管理哲學，透過本次的專訪，我

們將藉由李副所長的分享一同回顧板橋

國民運動中心從無到有的艱鉅過程。

在營造產業服務已經邁入第二十

年，李副所長在瑞助團隊也參與了九年

餘，經手過的重點建案包括有位在內

湖、汐止、林口等地區的集合式住宅等，

加上自己過往經手過的百貨、醫院等不

同用途的建案，此次挑戰屬於統包工程

的運動中心大型公家建案，可說是李副

所長挑戰自己專業的一個里程碑。

工安、品質、進度－
一個都不能少的管理哲學

基地坪數六千餘坪，板橋國民運動

中心為新北市內第七座完工的運動中

心，由於地基廣大、內部空間、格局規

劃繁雜，為期兩年餘的施工期間，李副

所長每周都必須召集各部門進行例行的

介面整合的研討會議，所幸有 BIM 的

技術引入，能夠在施作前將管線套匯、

施作技術以模擬的 3D 繪圖呈現，但相

對地也會拉長施工前的討論，影響到實

際施作的工期時間。為了如實、如期地

完成該建案一半 RC、一半鋼構的獨特

設計，在工班進場的順序和施工安全、

品質上，李副所長尤其格外地要求其準

確性，並且由於主體建築樓高挑高，造

成施工時間無法同時進行灌漿，除了在

RC 和鋼構各別完成後的銜接工程， 施

工的危險度更是隨之增高。在高峰期曾

經多達近兩百人進場施工，為讓每一個

工人都能夠安心做事，李副所長特別在

工班的簽到簽退、進出管控、主管巡視；

及搭建鷹架的事前討論、試驗等都一再

地要求絕對落實，一句「工人就是營造

的本錢」，這份照顧同仁的苦心，我們

彷彿能夠感同身受，而板橋國民運動中

心在完工後果然也不負眾望，拿下了該

年度的工程金安獎。

除了勞安保障的兼顧，該案的外牆

流線的鵝蛋型挑高斜面設計，在施作

時也讓李副所長煞費苦心，這項艱鉅的

工程也讓李副所長尤其體會到抗壓性與

態度之重要，並且要在與建築師、監造

與業主間能夠以專業的角度做多方面的

協調與溝通，才能夠如實地推動工程進

度。同樣為團隊帶來巨大挑戰的，還有

結構體部份的施工，由於整體建築屬於

一半的鋼構吊裝，後設的防護網只能循

序漸進的鋪設，不像傳統模版只要做好

就可以直接鋪下去，在這銜結接合的工

序上，可說是該案的設計重點與營造工

程進度上最耗時耗工的環節。

挑戰自我，超越過去的自己

為了因應新北市先營運後檢驗的原

則，在正式啟用前，李副所長也時常

親身體驗館內各場域的舒適性與巡視細

節，例如在羽球場和室內籃球場的大面

積浮木地板，由於使用的是進口的木材；

以離地 7 公分的方式以六片為一單元逐

一嵌入，要做到支撐度完美、止滑度足

夠，不只要由專業的工班來施作，身為

主管更是一定要親自下場去跑、甚至去

摔上一跤、流點汗，才能真正感受使用

者未來在空間裡是否舒適，如此身體力

行的實踐力，亦可為業主與負責保固

的公司雙方節省在後續維修保養上的成

本。

如今終得完工的板橋國民運動中

心，李副所長為自己和團隊打了八十分

的佳績，訪談後熟門熟路地帶著採訪小

組一行人一路參觀，李副所長兩年多來

努力的成果如何，相信民眾們此起彼落

的笑聲和運動聲中，已經得到了最高的

評價。已經操作過幾乎各種工程類別，

對李副所長來說，接下來想要挑戰的是

對營造而言，施作彈性上更為受限的都

市更新案，但不管是什麼類型的營造工

程，李副所長認為只要團隊目標一致，

就能夠共同完成各個的挑戰，這也是李

副所長從事營造產業二十餘年的最大成

就感－從無到有；從平面到高樓的過程，

完成了新北市板橋國民運動中心，可說

是送給自己的一項代表作，當然李副所

長也特別感激公司的訓練和信任，才讓

這項不可能的任務，在各方人才的集思

廣義之下落實。

對於營造產業的未來期許，李副所

長有感而發地說，希望能鼓勵所有的社

會新鮮人，不管是從事什麼產業、擁有

什麼樣的專業，惟有用心、用對的態度

做事情，才能達到長官業主的要求；甚

至是對自己的要求。要學習放大獨立思

考的格局，組織能夠互信、互助的團隊，

就算任務艱難，也能夠順利達成，讓自

己為自己喝采。

 

新北市板橋國民運動中心

新北市板橋國民運動中心統包工程副所長 李正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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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訪建築

 建築哲人 Peter Zumthor
│照片來源│ www.zumthor.tumblr.com

文／林穎宣 瑞士建築鬼才：Peter Zumthor

建築哲人，極簡詩學

 克勞斯弟兄田中教堂前步道
│照片來源│ flickr.com/photos/karaian

曾風光拿下 2009 年普立茲克大獎

的瑞士籍建築大師－ Peter Zumthor，

在 2011 出刊的第 27 期瑞助季刊《漫

訪建築》單元，我們曾為讀者做過一番

詳盡的介紹與解析，經過了四年時光洗

禮，讓我們再次藉著深入淺出的專欄報

導，從不同的角度與建築作品，認識這

位以極簡豐富建築的國際級大師。

1943 年出生於瑞士第三大城巴塞爾

(Basel)，從一名年輕的木匠學徒到揚名

國際的建築巨擘，Peter Zumthor 對於建

築細節的邏輯與結構，有著極具風格、

與眾不同的精闢解讀，也因而造就了他

自成一派的建築手法。尤其強調「觀察」

與「自然美感」之重要，Peter Zumthor

其深入格局、以縝密而全面的極簡主義

所發展出的「思考建築」，不僅如實地

反應出了人類對於建築物基本元素如

位置、材料、空間與光線等深切感受，

也藉由整體結構的清晰脈絡，讓世人得

以意會之中簡約而洗湅的建築哲學。 

Peter Zumthor 早期的作品大多座

落在瑞士東部一座名為 Granbüunden 的

小鎮，由於有長達十年的時間，他都

在當地的州政府紀念建築維護部門進行

修復工作，因此對於在地的地形、文化

多樣性和城鎮的歷史特性等，有著相當

深厚的瞭解與良好掌握，甚至在任職期

間投身舊建築物的修建維護工作之際，

Peter Zumthor 也進一步地學習了材料、

動線配置與氣候因應等知識，並培養了

絕佳的自然觀察力，與透過建築將地景、

人文融會貫通的敏銳直覺。本期《漫訪

建築》單元，除了介紹象徵傳承意義的

兩座教堂、美術館建築外，將特別著眼

於介紹 Peter Zumthor 在獲得普立茲克

獎後所完成的幾項建築作品，除了細究

Peter Zumthor 謙卑而優雅的大師風範，

也藉而引領讀者們理解在極簡主義中的

建築樣態與思維。

傳 承 與 新 生： 克 勞 斯 弟 兄 田
中 教 堂 B rothe r  Klaus F ie ld 
C h a p el ( 2 0 0 7 )

「 簡 潔、 獨 特、 精 緻 」， 是 Pe-Pe-

ter Zumthor 的 建 築 作 品 中 所 最 鮮 明

易見的三大特色，而位在德國科隆近

郊 mechernich， 於 2007 年 3 月 完 工

的作品－克勞斯弟兄田中教堂，則

是 Peter Zumthor 的 系 列 作 品 中 風 格

較為不同的一座建築。這座為了紀念

瑞 士 隱 士 Niklaus von Flü e 克 勞 斯 弟

兄所設立的教堂，為地方農民捐贈而

建。 由 於 Peter Zumthor 為 建 造 此 教

堂而發明了「夯固混凝土」(rammed 

concrete) 特 殊 工 法， 教 堂 另 有「 混

凝土澆灌與火燒出來的聖殿」美稱。 

聳立在望不著邊際的田園裡頭，環

繞克勞斯弟兄田中教堂周邊步行 30 分

鐘的距離，全面禁止車輛通行， Peter 

Zumthor 的這項設計為的就是強調「觀

察」與「自然」在人類與建築間關係

的重要性，並且也藉由這樣的作法，

實際提高了民眾與大地接觸、傾聽週

遭、沉澱心靈的素質和機會。在這座

教堂所始用的特殊工法細節上，Peter 

Zumthor 首先以長型原木堆出螺旋圓錐

狀的教堂內空間，並由主動參與建造的

當地農民每日澆灌 30 公分厚的混凝土

外牆，在 24 日內成功完成 7 米高的建

築實體。最後像是舉行神聖儀式一般，

將空間內的原木燒成灰燼，而黑色的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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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位因為巫師身份被定罪的女性在此被

焚燒至死，當時審判的文件至今仍有部

份留存完好，甚至在 2010 年曾被歷史

學家彙整後出版。

「我有我自己的一個概念，然後我

將其傳遞給她，她非常喜歡我的這個

概念，同時她也有著自己獨特的構思，

之後我提出放棄我的提案；採用她的，

但她卻堅持不能這樣做，要兩個都保

留。所以就有了現在這個紀念館－這條

線狀建築是我的想法，突出表現受害者

對人生的一個感悟情感的變化，而那個

點狀建築則是她的傑作，更加表現受害

 挪威女巫審判受害者紀念館
│照片來源│ flickr.com/photos/eik_andre/

 挪威女巫審判受害者紀念館細部結構
│照片來源│ flickr.com/photos/101688426@N02/

漫訪建築

灰在凝結之後，便會自然地依附在波浪

狀粗糙的內牆，往屋頂的開口看上去，

所產生的天然痕跡有如上帝悲憫的垂淚

般，十足地顯脫了建築與宗教間的詩意

之美。除建造工法外，教堂內牆上的圓

形孔隙也鑲嵌有透明的玻璃圓球，光線

經過投射後會產射奇幻的微弱光點，

放眼綜觀有如星空漫漫，美不勝收。 

克勞斯弟兄田中教堂的另一設計亮

點，即為教堂入口處以軸轉開合的三角

形鉛門，由於特別的形狀壓縮了入口處

的高度與空間，入內的民眾都必須彎

腰、低頭才能小心翼翼地進入教堂，同

時這也是虔敬之心的一種潛意識表現。

沿著螺旋傾斜的牆面；一路到教堂內部

神祕而幽靜的空間，不管是建築材料、

結構方法或是整體氛圍，該教堂可說是

全然地超越了我們在日常生活之中，對

於建築量體感知理解能力的極限，而這

也是 Peter Zumthor 認為田中的教堂所

希冀傳達的肅穆之意。

挪威女巫審判受害者紀念館
T h e  S t e i l n e s e t  M e m o r i a l  f o r  
the  v i c t ims  o f  the  wi t ch  t r i a l s  
in  Vardo,  Norway(2011)

完工於 2011 年的挪威女屋審判受

害者紀念館 ，是 Peter Zumthor 較少被

提及的建築作品，這座紀念館為 Peter 

Zumthor 和藝術家 Louise Bourgeois 的

合作作品，座落在北歐挪威的這座名為

Vardo；曾以漁業發展聞名的小鎮。在

1600 至 1692 年間，由於民風保守，有

者當時的一種悲憤情緒」－以沉重的

歷史悲劇為建築主題， Peter Zumthor

曾在訪談中如此解釋和藝術家 Louise 

Bourgeois 的 合 作 關 係， 正 如 Peter 

Zumthor 所言，這座紀念館整體分為兩

大部份，一邊是由松木所築構起來的

線狀屋舍，內部鋪設了 400 英尺長的

橡木地板，沿途有 91 個窗口，意即象

徵 91 位被定罪燒毀的受難者，在每個

窗口旁，則另外放置了一張講述各受難

者生平故事的立牌，聊表對於眾受難者

之敬意。這座線狀屋舍的結構為 120 米

長的木構架，內部展覽空間則有 100 米

長；1.5 米寬的木板走廊，參觀者得以

行走其上，從建築閱讀歷史。在一旁的

金屬屋子則是藝術家 Louise Bourgeois

的設計，內部容納有 7 面橢圓形的鏡

子，由煙燻玻璃包圍而成，映射著藝術

家的裝置藝術創作：《燃燒的椅子》。

這座實驗性、藝術性極高的建築作品，

在紀念館形式的建築中實屬罕見，Peter 

Zumthor 以相當抽象卻又具體的概念揉

合，以建築向世界無聲地訴說著歷史，

我們可以透過建築的線條和韻律，感受

到濃厚的肅穆氣息，以及這座北歐之城

已不復見的盎然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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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Zumthor 在 2011 年，並沒有因而

感到壓力或改變其設計手法，而是延續

其極簡與靜穆的獨特魅力，以木料包裹

一座大型的正方黑盒子作為建築主體，

臥躺在公園的綠地之上尤其醒目。與其

說是畫廊，Peter Zumthor 所打造的這

項黑色建築更像是比例獨特的一座農

棚，Peter Zumthor 將出入口與花園的

石道完美結合，開放而明確的設計與格

局，以黑色的邊線將屋頂上方的藍天巧

妙勾勒。選用具有質樸、極簡和機動性

的松木建材，再以深度的黑均勻上色，

由於建築視覺主體就是由四面正方的色

塊拼成，而色塊或說圖像 (image) 亦是

Peter Zumthor 在設計這座臨時藝廊所再

三強調的概念，因此 Peter Zumthor 特別

要求項目建築師與團隊漆上「真正的」、

具有深度和陰影，甚至帶有厚度和詩

意；能夠與觀者的記憶產生連結 (finish 

with a memory) 的黑色，為了達到 Peter 

Zumthor 的要求，團隊從屋面油氈開始

嘗試塗料，卻因耐久性差而宣告失敗，

並且作為內牆基底亦會面臨防火的現實

問題。第二個提出的方案則是將木材碳化

後始用黑色橡膠，但成果並未能讓 Peter 

Zumthor 滿意，最後終得勝出的解決方

案，是一種由通常用於管道防潮塗料的

聚合物乳液 (Idenden)，加上另一種麻質

網格布卷材，兩相結合之下才終於達到

Peter Zumthor 設計藍圖中所指定的色塊

質地。這項組合方案的作法，為將乳液

和網格布一起覆蓋整體建築，以一層塗

料一層網格麻布的方式，層層上加、蓋

過屋面，最後再多次塗刷直到理想中的

黑色出現為止。除了黑色正方體的畫廊

建築之外，環繞花園的木凳所漆上的普

魯士藍色，也是這項計劃中的另一亮點，

同樣地，為了符合 Peter Zumthor 對於色

塊的高度標準，木凳上的松木板也是經

過反覆的刷色後，才終於呈現出內斂、

明亮又飽合的普魯士藍。

 蛇型藝廊出入口與花園的石道完美結合
│照片來源│ flickr.com/photos/11402203@N06/

 蛇型藝廊以黑色的邊線將屋頂上方的藍天巧妙勾勒
│照片來源│ serpentinegalleries.org

2011 倫敦蛇型藝廊計劃
(Serpent ine Gal lery Pavi l ion,  
London,  U.K.)  

位在倫敦肯辛頓公園 (Kensington 

Garden) 內的蛇型藝廊 (Serpentine Gal-內的蛇型藝廊 (Serpentine Gal-(Serpentine Gal-

lery)，從 2000 年開始，每年夏天都會

邀請一位國際建築大師，操刀設計座落

在藝廊旁綠地的臨時建築，作為夏季

的特別展館或聚會場所，並會在啟用

三個月後旋即拆除。這項實驗建築計

劃 迄 今 已 邀 請 了 Zaha Hadid、Daniel 

Libeskind、伊東豊雄、Frank O. Gehry

等王牌級建築大師合作。繼 2010 年法

國建築師 Jean Nouvel 將蛇型藝廊打造

為該年全球最受遊客歡迎建築排行的

第四名，接手第 11 座蛇型藝廊設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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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哲人 Peter Zumthor (1992)
│照片來源│ zumthor.tumblr.com

漫訪建築

行事低調內斂的 Peter Zumthor，在

國際間時常被譬喻為是隱身在修道院的

「建築修行者」，沒有巨星的架勢，也不

因獲獎的光環而改變作風，Peter Zumthor

執業幾十年來，就連設計的建案規模都

相對較小，操刀的作品除了在第 27 期季

刊單元中所介紹的幾項較為知名作品：

瓦爾斯溫泉浴場 (Thermal Baths Vals)、

波堅思美術館 (Bregenz Art Museum)、

德國柯隆藝術博物館 (Art Museum of the 

Archbishopric Cologne) 外，上述所介紹的

教堂、紀念館、藝術博物館等，都是對國

際級的建築師而言，再普通不過的小型

建案，但是在 Peter Zumthor 的思考建

築系統、同一時期只接任一個建築項目

的堅持底下，這些規模、預算、發展空

間都被受限的小規模建案，反而激盪出

他在設計方法與自然間的相對思考，也

開啟他更宏觀的觀察角度，去實踐建築

的真正價值，而非只是一味地為建築而

建築。除了 Peter Zumthor 之外，在瑞

士的建築群象和無數大師作品中，我們

亦不難察覺其中相似的簡約、質樸的風

格，這同時也是瑞士的國情與文化、傳

統宗教與農耕文明的歷史基礎，為建築

設計產業建立的一種簡潔、洗鍊的極簡

指標：極度講究「美的內核」(the hard 

core of beauty) －這已然是一種超脫表

象並且絕對簡潔的建築哲學直觀。以工

法的變換與應用，將土地與心靈兩極完

美結合，並將理性與感性合二為一、落

實於建築，這正是 Peter Zumthor 在其

著作《思考建築》(Thinking Architec-Thinking Architec-

ture) 中所言「建築創造的工作必須超越

歷史和技術上的知識範疇，它的重點在

於時間上的對話。 我們所處的時代不允

許我們有太複雜的姿態，我們必須小心

觀察矯正不必要的干擾，重新創造缺乏

的事物」－誠如其言，要創造出簡單中

 將理性與感性合二為一、落實於建築
│照片來源│ zumthor.tumblr.com

Peter Zumthor 的設計，不僅大大突

破了蛇型畫廊歷年來的設計風格，也讓

搶眼的建築本身為周遭地景帶來一股神

祕的禪意。雖然該藝廊在開放三個月後

就被拆除，但是誠如 Peter Zumthor 所期

望的，每個人心中必定都藏有一個神祕

的黑盒子，裡頭存放著不為人知的記憶

與往事，透過藝術或者人生中的際遇，

我們總會不期地開啟記憶之門，在那已

不復在的時空裡頭暫時停留，這樣的詩

意與浪漫，即是 Peter Zumthor 的建築風

格中最不可取代的氣蘊，同時也切合他

被喻為隱士般的行事風格，以及系列作

品中所共同散發出的大器典範。

「他為他的每一件作品仔細地思量，

尋找到了獨特的建造方式。他發展了建

築偉大的整體性和永恆性－不為一時的

潮流和狂熱所侵蝕。只有當他感到和這

個建築物之間有著某種契合，他才會接

受這個項目，這種使命感在當今的建築

界正在逐漸消逝。而一但產生了這種使

命感，他將全心投入，徹底檢視在施工

過程中的每一個細節，以確保呈現出最

完滿的效果」－當 2009 年普立茲克獎宣

佈得主時，評審委員會對 Peter Zumthor

發表了如此誠摯而真切的高度評價。

的「不簡單」，就是 Peter Zumthor 之

所以貴為大師的關鍵所在。相信在極簡

主義之下，在建築界所發展出的各種設

計新語，將會在未來的新興產業之中，

為環境帶來取用之間更理想的平衡狀

態，也將為世界各地的建築美學趨勢，

帶來一番洗練且鮮明的清新詩意，如同

清明的人生哲學，為眾人們帶來無上的

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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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特寫 文／林穎宣 黃國書 顧問專訪

永續智慧建築，打造優化生活

瑞助營造跨界產學、研發創新顧問 黃國書

擔任瑞助營造跨界產學、研發創新

之重要顧問近五年，現任國立臺北科技

大學助理教授、任教於華夏科技大學電

機系的黃國書，同時也身兼了經濟部標

檢局、行政院環保署技術委員等身份，

對營造建築產業尤其重要是台灣的智慧

建築標章，黃顧問則為智慧建築標章中

之《系統整合指標》執筆委員。本期《人

物特寫》專欄，特別邀請了黃顧問就產

業界與學界兩大層面，與我們深入探討

智慧建築的當前發展性與未來趨勢。

出身電機工程背景的黃顧問，執業以來

不斷嘗試跨領域的多方位發展，以電機

工程專業為基底，以自動控制為基礎，

延伸到建築、資通訊、機電、空調、消

防、給排水、產品開發、系統整合等領

域。經過超高層建築工程實務後才擔任

內政部制定智慧建築標章執筆，後來才

一腳踩入學界，黃顧問雖然初為人師，

但是由於工程實務經驗充足，不論在創

新設計或是電機工程的領域，皆能以實

際的案例分享，讓學子們能夠以不同

的角度，更加深入地瞭解產業與問題。 

淺談智慧建築  

所謂的「智慧建築」標章認證，為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推動的一項重要建築

政策目標，也通動其他包括開放建築、

數位建築、綠建築、住宅性能認證等，

皆是為了改善建築環境品質、延長建築

生命週期，擴大經濟。細究智慧建築標

章中所檢視的標準，幾乎高達九成五皆

是與機電和 ICT 系統設備相關的設計，

其中智慧建築的最重要關鍵技術則在

於系統整合，若以建築師或業主、設備

商以個別角度設計發展，易產生設計落

差，甚至因為誤解智慧化之定義，而造

成過度、不當甚至反而帶來高成本的設

計。對於智慧建築的觀念，黃顧問特別

強調，建築物要智慧化跟要取得智慧建

築標章是兩回事，建築物要以自我智慧

化需求為出發，再去檢討智慧建築標章

的要求，建築物智慧化不一定與智慧建

築標章有相符，標章標準是會改版的，

內容就會改變，內政部智慧建築標章是

台灣的標章，當有人想取得其他國家的

標章，那就不一樣了。另外一個觀念是

智慧建築標章等級也不等同建築物智慧

化之預算，這樣的觀念黃顧問認為只要

是在工程界應該都懂。

始於 2003 年，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同時訂定了綠建築與智慧建築的兩大

標章，從鼓勵性質到強制執行，在在說

明國內建築之趨勢，－如今已要求到

建築物室內裝修材料、樓地板面材料及

窗，其綠建材使用率應達總面積百分之

四十五以上，因此，黃顧問協助瑞助營

造所成立的「綠色聯盟」(Green Part-Green Part-

ner)，其目的除了互取所需，同時也藉

而更加確實地掌握成本預算和品質，並

達成各展所長的多贏局面。但是在智慧

建築的標準上，因牽涉範圍甚廣，最初

僅以鼓勵執行的形式推廣，直到智慧建

築逐漸成為潮流，自 2011 年起凡造價

兩億以上的公共建築建案就必須通過智

慧建築標章認證，但是執行端與設計端

的思考邏輯與做法大不相同，營造廠商

讓建築內部各設備與系統運用系統整合，發揮最大的功效，才能創造安全、健康、舒適、便利、節能的最佳環境

也需改變，針對如此現象黃顧問特別建

議，瑞助營造應該可將綠色聯盟 (Green 

Partner) 增加智慧化夥伴，打造「綠色

智慧聯盟」(Smart Green Partner)，集

聚更多的專才與廠商，提升在智慧綠建

築工程之競爭力。

參與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自 2003 年

起草智慧建築標章訂定；至 2011 年版

到 2016 版的改版，黃顧問告訴我們，

每一次的編修調整都是因應內政部建研

所的需求，黃顧問與執筆委員團隊，都

會因應政府政策要求與新科技來重新檢

視「智慧建築」對於使用者和建築體本

身所帶來的適切性。其中仍以「系統整

合指標」佔最大比重，讓建築內部各設

備與系統運用系統整合，發揮最大的功

效，才能創造安全、健康、舒適、便利、

節能的最佳環境，而尤其至關重要是提

升產業經濟活絡，因此智慧建築在近年

來，無疑已成為相關產業的一大重要議

題與趨勢，隨著政策的推行之後，公有

建築的智慧化帶動民間的參與、形成業

界的跟風，進而成為產業未來發展的必

備訴求之一，綜觀所有智慧科技產業，

惟有台灣建築產業智慧化才擁有台灣

國家政府的官方標準和認證，分為合格

級、銅級、銀級、黃金級、鑽石級。 

談及智慧建築的未來性，黃顧問認

為智慧建築是服務人的設計，技術的

傳承、培養通才跨領域型的技師都是非

常重要的，智慧建築涉及相當多專業領

域，在建築物中相關之技師、設備商、

系統商都要思考智慧化的作為，因為是

跨領域，甚至需要智慧建築顧問來協助

統合，不管設計者或執行者均應以工程

實務為依歸，對建築物智慧化，學建築

的人會講故事，落實還是需要機電背景

與自動控制、ICT 的人才，相互搭配才

能創造雙贏，才能共同打造出符合真正

需求的智慧建築，解決使用者生活上的

問題，營造出一個節能、舒適 同時實質

改善、優化生活的多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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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特寫

智慧化建築的政策與標章系統，一路從鼓勵走向強制，影響了所有建築類型等，無形中也帶動了智慧產業的產生

產學互助，創新未來

和瑞助營造近五年的合作，起源於一

次智慧建築中部演講後瑞助張董事長的

邀約，擔任研創會議顧問，長久以來已

成為瑞助營造的夥伴，常協助有關智慧

建築相關事宜，因智慧建築標章認證乃

逐漸成為統包案常態的要求，但營建業

常將智慧建築設計任由弱電系統廠商來

主導設計，凌駕相關技師作為，除擾亂

了工程倫理、延宕進度，無法掌握標章

認證進度進行又設計非需求項目造成成

本增加，因此，黃顧問認為，營造公司

要管控成本的首要法則，就是除了要組

織專業的設計團隊外，另建立善意的第

三方顧問團隊，協助在設計階段與在施

工階段之監察建議，對智慧建築尤其重

要，可避免過度設計與廠商任意追加之

手段，打造經濟實惠之理想建築。

智慧化建築的政策與標章系統，一

路從鼓勵走向強制，影響了所有建築

類型等，無形中也帶動了智慧產業的

產生，尤其在都市更新獎勵的政策下，

效應更為顯著，其中以新北市政府先起

頭，並從建築推及城市，放眼全台灣，

每個縣市政府都以「智慧城市」為前進

的努力目標，舉凡交通、市政、旅遊、

教育、安防、家庭，當所有的生活機能

都在「智慧轉型」，現實需求與使用

者習慣模式所造成的問題，將會是這股

「智慧風潮」所帶來的後患之一。

舉例綠建築與智慧建築相比，綠建

築所訴求的是節能、減碳、健康、降低

負擔，簡言之是以「減法設計」的思考

邏輯在操作設計，但是反觀智慧建築，

為了提高便利性反而需要以「加法設

計」去增添附加的控制、操作系統，但

「永續建築、智慧永續」的趨勢，將繼續為建築產業帶來改變

兩者是相輔相成的，智慧建築更將綠建

築提升了效益，但系統的導入容易造成

後續在相容性、使用維護問題等，如此

即可理解為何智慧化建築自推行以來，

時常出現正反褒貶不一的討論，然不管

綠建築與智慧建築均以建築物公共區

域為訴求對象，以家庭為單位的住屋族

群，因為是私領域，以建築生態而言，

對於其硬體的功能優化和提升，有賴於

住戶自己的需求與預算，因此如要以智

慧建築作為節能、健康、便利、舒適、

永續的一項策略，讓住戶自己感受產生

需求而進一步要求，將會是設計方與營

造業主需要面對的未來挑戰。

橫跨學界，熱情永續

雖然自嘲在學界資歷淺，但是身兼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助理教授，同時任教

華夏科技大學電機系的黃顧問，對於產

業與學界間的相互提升也有一番獨到的

見解。隨著科技大學的升格轉型，學習

風氣的下降所導致的人才斷層，是當前

學界與產業界將面臨的一大考驗，學界

善用資源進行研究、調查與分析，為產

業提出可行性且有價值的參考方案，協

助營造廠商執行工程作業，如此雙向的

互助與合作才能夠將產學間的溝通橋樑

紮實建立。

對於所有營造建築產業的後進甚至

學子們，黃顧問特別強調「跨領域」發

展學習的重要，但最重要的是首先建立

自己的專業基礎，再以最為擅長的領域

和技能為中心慢慢向外拓展，培養出全

方位的競爭力，即便已經進入產業，也

要懂得把握機會在工作中學習、才能在

產業職場中更寬廣。

訪談最後，我們也請教黃顧問從業

多年來的心情；與最大成就感為何，黃

顧問笑說，只要自己的付出有所回饋、

並實質地為業主解決問題，就是他最大

的成就感，尤其在從產業跨學界之後開

始從事教學與顧問職，也為他開啟了不

同面向和新挑戰。至於台灣未來的營造

產業發展，黃顧問亦坦言，「永續建築、

智慧永續」的趨勢，將繼續為建築產業

帶來改變。期許隨著時代的演進、科技

發展，人類的居住品質、性能都能夠獲

得更實質改善，如實打造出以「減」(簡 )

為「加」( 佳 ) 的優質設計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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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人都有獨特的基因，但是若

能將基因以電腦改良、修正，破解動植

物的生命密碼，甚至是設計出全新物

種，未來世界將會如何翻轉？美國新創

公司 Cambrian Genomics，提供這項前

所未見的「基因列印」服務，正是抱著

以基因改造生活的雄壯野心，年僅 31

歲的執行長 Austen Heinz 曾在訪談中表

示，「無論富有與否，任何人都能製造

新生物，這項科技所帶來的革新不但改

變了整個遊戲規則，甚至能夠創造一個

全新的世界」－這個抽象的願景看似瘋

狂不可行，但卻已在他旗下的實驗室中

開始發酵，透過為大型醫藥公司以雷射

製造出「特製基因」，目標是期望創造

生物的這項技術能夠變得「民主化」，

甚至取消規管、在未來為所有生物「設

計」與「改良」新生的基因。

文／陳信延 創造未知與新生
基因改造零極限

甚麼是「基因」？

基因是指生物體內帶有遺傳訊息的

DNA 序列，是控制性狀的的基本遺傳

單位且由染色體攜帶，每條染色體上都

帶有一定數量的基因。基因又稱為「遺

傳密碼」，其透過各段具有功能性的

DNA序列生成蛋白質以達到表達性狀、

控制生理反應等作用。基因的一切至今

仍是大自然中科學家們無法完全理解的

謎題之一，生物體內基因的數量不直接

決定物種的複雜性，如人類有４６條染

色體，由兩萬至兩萬五千個基因組成；

與人類相近的靈長類則有４８條染色

體；果蠅有８條染色體，但印度赤麂則

只有６到７條染色體，而紅兔鼠最多則

可能有１０２條染色體。 

認識基因改造

與「基因改造」有關的議題在近來

的科學研究和集資活動中實為常見，如

市面上能見的不斷變色的花、非來自乳

牛產出的牛奶、沒有動物成份的肉、不

怕碰撞的番茄、不怕蟲害的稻米等等，

科學家透過生物技術將某個基因從生

物中分離出來，然後植入另一種生物體

內，從而改變該生物的性狀表現，這個

概念可說是基因改造的根本，進一步說

到，透過「現代生物技術」，也可稱作

「基因科技」、「基因轉殖技術」、

「基因重組技術」、「轉基因技術」或

「基因工程」，生物的遺傳物質被以人

工的方式改變，這樣的生物就稱為「基

因 改 造 生 物 」( Genetically Modified 

orangism , GMO）。以番茄為例，目前

已知的即是在番茄原本的基因序列中植

入蜘蛛、蜈蚣、蠍子等的基因，藉此以

達到番茄抗碰撞、抗蟲害的目標。目前

市面上大部分的基因改造案例都是針對

農作物以抗蟲害、抗殺草劑等為目的進

行改良的，然而，這些將外來基因植入

的農作物在推出市場前並沒有經過長遠

的安全評估，人類長期食用安全與否科

學界對此目前為止依然沒有共識；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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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隱憂，則是在基因改造的過程中往往

要將耐抗生素附帶植入用以標示基因，

科學家及醫學界擔心食用這些基因改造

食物可能導致某些抗生素失效。那麼究

竟為什麼科學界依然一窩蜂的投入這樣

的技術研發之中？除了基因改造作物對

於農業帶來的便利性與產值之外，基因

改造最令人期待的，是在醫學上的前瞻

性。異種器官移植與家畜醫藥工廠這兩

個概念，是目前台灣在基因改造這項技

術中認為相當值得期待的。所謂「異種

器官移植」，即使用他種生物的器官取

代人類器官，移植到有器官移植需求的

人體內，目前行政院農委會及國科會

委託台灣養豬科學研究所與台灣大學

合作進行「豬乳鐵蛋白基因轉殖豬」的

產製計畫已獲得初步的成功；「家畜醫

藥工廠」則是試圖以基因改造技術將一

般昂貴難生產的生技藥品利用動物來做

生產，其優點是產值高且價格低，目前

台灣在這方面，豬研所與台大畜牧系教

授鄭登貴、台北榮總醫研部研究員朱廣

邦合作的「人類凝血第九因子基因轉殖

豬」已經成功。

改寫人類新歷史

科學家與醫療組織幾十年來致力於

基因改造研究，從基因改造食品開始，

一步一步正邁向研發改造人體基因的技

術，已經帶領人類向複製人的可能性

又邁前一步。自我再造或新生改造、創

造的利與弊根據不同的論點產生不同結

果，使我們不得不思考天然與非天然的

優劣之處，和大自然間無形力量的潛能

和違逆性究竟為何？基因改造是否意味

微趨勢大改變

著人類試圖扮演上帝？抑或我們只是在

追求正當的科學進步與探索未知的生命

奧秘？若有一天「訂製基因」成為可能

性，人類社會將成為甚麼樣的面貌？地

球的生態環境又會邁向怎樣的境界？

科技與人性

科技與人性間的平衡與否，一直是

基因改造議題中備受爭議、舉足輕重

的討論之一，當「科技始終來自人性」

的口號反覆向大眾再三強調這些研發的

必要性與實惠性的同時，我們該如何拿

捏人性的道德標準，在取用科技時根據

合理需求去設定界線？基因改造技術從

飲食、起居開始滲入你我的生活之中，

最廣為人知的個案即為速食業者為求速

成，注射生長激素在大量雞隻體內而出

現的「怪物雞」，在其他的農畜產品之

中，也不時出現以商業為考量而研發出

的基因改造產品，諸多種種非天然的人

工改造行為，不僅大大改變了「食物」

的本質，也帶來了更為複雜的食安問題

與難以防範、程度不一的副作用，在這

些未解之謎獲得解決之前，科學界同時

卻因基因改造對於人類種族存續的前瞻

性，而對這項技術存有高度的期待。

人類的歷史隨著文明的進化越趨複雜詭

奇，許多因科技技術、在文明之下所產

生的問題，迫使我們必須研發將之克服

的解套技術，卻往往隨著問題的多變和

歧異，我們只得一再地「聰明反被聰明

誤」，甚至在一些失敗的案例之中親嚐

到過度研發的苦果、付出代價，但基因

改造作為一項能夠造福人類醫療和健康

維護的技術，無非是有如神助的未來趨

勢，而其伴隨的相對問題與技術品質穩

定與否，也挾帶著人類所承擔不起的可

怕後患，接踵而來的不只是基因浩劫的

生態問題，可能會更深一層的牽扯到社

會階層、貧富差距等複雜的人性問題，

如此一體兩面的新興技術將會如何改變

我們的下一代，值得我們藉由不同專家

的觀點深入思考、為未來的自己也為下

一代，衡量科技所帶來的未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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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起高漲的物價除了帶來經濟上的

發展消長，也促使各地「舊物換新」的

回收環保概念形成，無論在台灣或是國

外，從回收站的設立到不定期的二手市

集，甚至是專門收購保值商品的二手交

流店家、網路商店的紛起等，都提供消

費者更多樣也相對低價的不同選擇，讓

需求者能夠更理想地控制預算，同時也

購得需要的商品。這份「回收」的概念，

甚至可推及電子電器及資訊物品的回收

處理技術，進而延伸至特殊化學物、污

水、有毒物質的排放處理方法等。藉由

本期《綠色之心》的視角，我們將從台

灣的回收站與相關團體談起，接著將放

大鏡轉向世界，從不同國情與角度去瞭

解「物命延長」、「回收再利用」的觀

念是如何在國外普及發生並為環境資源

永續帶來實際的改善，亦能夠從中學習

和改良，透過生活中的實踐減少浪費

與堆積，不僅為大家創造更好的生活品

質，也能夠打造一個趨近較為均富、共

生共有的新興社會。

回收站在台灣

在我們的寶島台灣，由於環保意識

高漲，許多相關產業與團體都發展了健

全的回收體系，如創立於 2001 年：全

台最大的「大豐環保科技」，首開先例

地開設了專門回收資源的便利商店，民

眾只要拿著可再利用的回收物品，即可

在店內兌換現金或點數，而收集的所有

回收物品則會經過專業的物流、處理廠

和分類整合，由專業的研發技術再製

造、循環資源延長物命。這個兼顧資源

循環、提供社會就業機會、有益生態的

「理想產業」，不僅同時促進經濟發展，

也顧及了「零廢棄」的環保大夢。

除了北部地區徹底落實的分類政

策，由於資源回收的項目類別紛雜，我

們得以從物品包裝材料上的標示判斷，

文／林穎宣 物命延長，舊換新
回收環保新觀

亦可從自身落實回收環保的概念，帶動

社區分類垃圾、集中廢棄物品如電池、

電器、科技產品等，給下一端的處理者

方便，是為節能的另一種實踐。若是對

於棄置物品有所疑問，可透過網路搜尋

「台灣資源回收地點價格查詢網」(tw-

recycle.org) 查詢相關的回收資訊，網

內列出了所有經環保署立案、有合格登

記編號的資源回收廠，回收項目五花八

門，包含了有燈泡、廢電腦、報廢汽車、

廢輪胎、泡水車、保特瓶、廢乾電池、

光碟、廢紙、貴金屬黃金飾等，另外也

有免費到府收件的服務配合，即便獲取

金額不大，但是想到只要「正確地」丟

棄物品就能為環境盡份小小心力，甚至

獲取些許酬勞，相信這份舉手之勞是人

皆可為之的。

跳蚤市集 X 二手拍賣  面面觀

拜社群網站的四通八達所賜，線上

綠色之心

二手買賣的管道已日益多元、便利甚至

多不可數，透過不同的平台與機制，這

種新型的「交流」趨勢，無非大大提高

了買賣效率和物命延長的環保觀念，但

不可忽視的消費糾紛與連帶問題，則是

其中所避免不了的一大障礙，為因應此

現象也開始出現許多專業團隊管理、具

有保障的二手拍賣網站，為買賣雙方做

第三方的把關。

拋開對於跳蚤市場髒亂、來路不明

等既定負面印象，隨著時代的演進，在

台灣北、中、南各地的定期二手市集活

動，不僅有年輕化、多樣化的趨勢，也

由於不同的主辦單位與主題、族群，為

消費經濟帶來一番前所未有的新意與反

向思考。舊物市集在歐洲國家早行之有

年，民眾對於古董、二手商品的熱愛，

甚至多是出於喜好、收藏而非考量價

格，在歐洲各大都市，極具規模的跳蚤

市場早已成為了觀光客和地方居民挖寶

的首選地點，例如座落在阿姆斯特丹的

廢棄造船廠內，堪稱歐洲最大的跳蚤市

場 IJ-HALLEN，每月只開放一個週末，

上百個攤位任君選擇，到訪過的遊客無

一不流連忘返。由於此廠區廣達 84000

平方公尺，平日時間作為藝術家的工作

室、展演使用，如此規劃不僅成功地開

啟了廢棄建築與藝術的新型結合，也透

過定期的跳蚤市場創造了無限的連帶商

機。

在台灣北中南定期舉辦二手市集，

尤其以北部為多，當規模和知名度日益

擴張，甚至需要預約、申請經由篩選才

能設置攤位，部份市集也開展了環台式

的巡迴擺攤，不僅讓這份物命延長、藉

舊雨引新知惜物精神更加壯大，也讓許

多同好能夠藉此機會相識、齊聚，分享

生活。除了上述的幾項類別外，充滿懷

舊風格的古著風潮也一直是二手市集不

可忽視的主要市場之一，舉凡傢俱、飾

品等老物件，曾經被棄置角落的老東西

都能是消費者眼中的新玩意，這些看似

賠本生意、幾乎沒有定價規則可言的二

手拍賣、跳蚤市集，在無形之中所積累

的目標族群與影響力可說是非同小可，

相信日後還會有更大規模的市集串連共

生，為資源永續、延長物命的理想而生

生不息，甚至展開想像之外的連結，舉

凡與藝術、街頭藝人表演、文創新商機

等，只要善用科技工具與人潮趨勢，絕

對締造可觀商機。

環保回收的根本意義，在於盡可能

地分化垃圾、減少環境之負擔，而跳蚤

市場、二手市集的買賣原則，則另外打

造了一種「舊物換新意」的多贏局面。

「參與」和「給予」，所帶給人們內心

極大程度的正面力量不容小覷，再加上

囊中之物所代表的實際獲得；不論在情

感層面上的支持抑或其他，這種永續不

斷的循環不但附加了所有物命的價值；

增添了每件物品所有者作為買方與賣方

的雙重樂趣，同時間也為社會的新一代

年輕人建立了惜物、惜緣的正確觀念。

相信隨著這股水漲船高的舊物熱潮，將

為未來的台灣催生更多的「綠色市集」，

集中所有惜物、愛物的人們，續寫更多

物品在得失、易主之間，那無價珍貴的

美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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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助書廊

掌握人際 5力，
職場人人都是貴人！

作者：黑幼龍 / 著 , 謝其濬 / 整理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15/03/25
語言：繁體中文

ISBN：9789863207030

《內容簡介》

掌握人際互動關鍵 5 力，讓你贏得主管信任、同事合作、部屬支持、客戶買單、工作樂趣，貴人無所不在，職場無往不利！

親愛的讀者，你想成為一位快樂的上班族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你就一定要學習處理好職場上的人際關係！

做人，是職場上必修的學分。圓滿的人際關係，才會帶來成功的事業。多數的上班族都要面對主管、同事、部屬、客戶四大人際

關係，因此本書從這四大面向出發，加上和自己相處的第五向度，將卡內基人際關係的金科玉律重新歸納整理。

我們求學的過程中，多在學習「專業知識」，卻很少有家長、老師告訴我們，態度和溝通能力也很重要。進入職場後，我們才發現，

就算專業知識很厲害，因為不知道該怎麼跟他人溝通表達、贏得信任和合作，最後讓自己工作得很不快樂。

和他人處得來，和自己處得好，我們的人際關係才會形成一個完整的圓。當職場上的人際關係圓滿了，不但自己工作起來會非常

快樂，你也將發現，職場上的「貴人」其實無所不在。

面對主管，如果擁有「說服力」，

他就是你的「貴人」，提供你施展身手的舞台。

面對同事，如果擁有「合作力」，

他就是你的「貴人」，幫助你完成不可能的任務。

面對部屬，如果擁有「領導力」，

他就是你的「貴人」，支持你帶領團隊、打造戰功。

面對客戶，如果擁有「銷售力」，

他就是你的「貴人」，讓你成為王牌業務員。

面對自己，如果擁有「快樂力」，

你就是自己的「貴人」，懷抱著自信和熱忱，迎接每一天的工作。

會計部 吳書蟬

媒體企劃室 田佳穎

自高中時期便開始半工半讀，算算踏

入社會也 10 餘年了，期間任職於不同的

公司，也接觸許多不同個性類型的老闆、

主管及同事。一開始，我總是用自己的態

度和情緒在工作，認為只要完成份內的工

作，與同事之間相處的愉不愉快；部門主

管是否認同我的能力，只要能對自己有所

交待，其他事情對我而言都並不重要。可

是長久下來我發現，以這樣的工作態度，

似乎讓我總在工作上孤軍奮戰著，且身體

或心理都已漸漸感到疲累不堪。

隨著年紀的增長，也從許多跌倒中

學習，我開始調整自己的態度，不再輕易

將喜怒哀樂的心情擺在臉上，遇到與自己

意見相左的事情時，會先停下來冷靜思考

原因何在。因為我了解，即使能力再強的

人，都無法勝過一個團隊所帶來的力量

和效能，要懂得站在他人的立場去思考

問題，不再只是怨天尤人的堅持自己的想

法。畢竟在職場上，要能得到主管的認同

及同事之間彼此互信、互助、互愛，如此

才能帶著愉悅的心情，渡過每一天辛勞的

工作。

以往，我也總是站在 " 員工 " 的立場，

總覺得公司老闆喜愛制定許多不平等條

約，也覺得自己付出的辛勞卻得不到相對

的報酬 .... 等。直到某一天，親眼見到朋

友的親身經歷後，我才明白，老闆所考量

的部份，不單只在於�員工工作上的完成

度是否符合要求�。老闆不單單要滿足員

工的需求；顧及股東們的權利；更要努力

維持公司的營利和運作。也因為考量的層

面太多，所以做決策時，往往無法面面俱

到。此時，若員工總是站在反對的立場，

堅持己見，不願配合公司的決策，那麼即

使他的能力再強，都無法繼續為公司所任

用。

記得有人曾對我說了一句話：「在一

間公司裡，不論少了那位有能力的人，公

司都不會倒。除了老闆」。想要在一間公

司裡找到快樂工作的方法，就必須調整自

己的態度，多用正面的想法去理解，才能

擁有寬闊的心境去面對工作上的人事物。

這本書，就如同林副總讀書會上時

所說，是一本很受用的工具書。雖然目前

我們都還是基層員工，但總有一天，我們

也有可能晉升為主管，反覆閱讀這本書，

學習如何運用書上的５力，讓自己受用無

窮。

加入瑞助營造團隊之前，我也只是

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不清楚什麼是卡內

基，直到一同讀了這本書後，才了解到以

前也上過類似的課程，叫做「探索教育引

導員培訓營」，大概有不少的團隊合作課

程都是如此吧，總是運用一些故事、一些

實際的小遊戲，告訴著我們領導人、被領

導者與同儕之間合作、站在彼此的角度思

考等重要性。

這本書首先告訴我們面對主管的「說

服力」，我認為這本書內文寫到最讓我

印象深刻的是「先肯定、讚美，再陳述不

同的意見」，作者說得很直接也很貼近人

心，當我們提出自己的想法，代表我對自

己有著期盼，別說主管對下屬，或下屬對

主管了，任何人面對別人回應你提出的想

法時，是說「嗯但我覺得 ...」此時人心中

會有一種被打擊的感覺，會開始武裝，捍

衛自己的想法，但今天回應的人是說「我

覺得你的想法很好！這是我沒想過的，我

一開始的想法是 ...」這句話就有所不同

了！一種被肯定、被認同的感覺，而又有

別的建議能讓這個方案變得更好。只是一

句話的不同陳述方式，給人的感受完全不

同，會影響出來的結果也就有所不同。

文章提到的一點我也覺得很不錯，就

是當主管面對部屬一些行為不能理解時，

不同主管的處理方式，也會影響著部屬

的回應及行為。我們都不喜歡被誤會的感

覺，文章內得人心的主管，是即使自己心

中對於某些時刻部屬的行為有所不滿，也

會靜下心來先聆聽部屬發生了什麼事，而

不是一昧的認為自己看到的不對就立即指

正，「聆聽」有的時候比領導更困難，我

們都不該因為習慣了聆聽自己的想法而忽

略了別人聲音。

後來又講到「合作力」、「領導力」、

「銷售力」、「快樂力」，無論是什麼力，

我認為最重要的都是能夠站在對方的角度

思考，主管與下屬之間的信任支持、同事

之間的互相合作、面對客戶時你是否真的

能為客戶著想，面對自己時你是否能從工

作中找到樂趣及熱忱，這都是站在對方的

角度想的結果。我認為這本書教人一個很

重要的道理，「別想著自己要怎麼做」，

而該想著「如果我是他，我該怎麼做？」。

說很容易，真的要做起來也不容易，

一點一滴的學習，慢慢改變自己，讓自己

成為一個能夠接受、聆聽他人想法、站在

他人角度想的人或許不是那麼簡單，但漸

漸的改變，會讓我們對於彼此少些誤解，

多些交流。讓工作團隊氣氛越來越好，也

能讓自己的生活變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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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櫥窗

以油畫和壓克力創作聞名，台灣當

代藝術家謝在棋，將自我的生活經驗

與想像世界，透過彩筆呈現於其作品之

中，從寫生的形象模擬描繪，推展到抒

情抽象的畫境。其創作風格多變，擅於

呈現如歲月足跡般的斑駁肌理，時而又

以簡約卻強烈的純粹畫面攫取視覺，其

獨具的藝術視角賦予作品豐富的層次與

溫度。

身為當代傑出客家創作人，謝在棋

1962 年出生於桃園縣新屋鄉，自小受

到叔叔謝孝德的藝術薰陶，耳濡目染之

下，時常運用農村俯拾即是的碎磚碎瓦

當畫筆，在偌大的曬穀場上即興作畫，

潛移默化地體會藝術創作的樂趣。就讀

於武陵高中，學生時期的謝在棋受到沈

秀成老師的栽培與啟蒙，進入文化大學

美術系就讀。退伍後任職於桃園文化中

心，承辦展覽業務之餘，更積極投入創

展期：2015 年 9 月 26 日至 2015 年 11 月 29 日 ( 每週一休館 )

地點 : 國立台灣美術館 203、204、205 展覽室

地址：台中市西區五權西路一段 2 號

相關訊息：www.ntmofa.gov.tw

作。1989 年榮獲文化建設委員會遴選，

應中日交流協會邀請，赴日參訪各大

美術館，考察美術行政，目睹名畫真跡

的深刻感動也成為謝在棋持續創作的動

力。本著這股創作熱情，謝在棋在中壢

成立同名畫室，直至今日仍不遺餘力地

發揚並傳承藝術之美與感動。 

對於謝在棋而言，藝術家並非記錄

者、模仿者，而是觀察者和感受者，以

浪漫的情懷和敏銳的視覺，打破傳統的

具象描繪觀念，自由、大膽地表現潛意

識以及內心世界，建立虛實交錯的審美

空間，使得畫面中不僅存有具體的意象

型態，同時也可以呈現出深邃的精神指

向。謝在棋認為繪畫之於他，更像是一

段自我發掘的過程，亦是對於自身生命

歷程的淬鍊。以繪畫作為載體，謝在棋

將生活中的浮光掠影和創作當下的心情

體悟，交織演繹為一篇篇「心靈圖像」，

抒情意象
2015 謝在棋個展

Lyrical Impression 
 HSIEH Tsai-Chi

 2015 Solo Exhibition

  台灣當代藝術家謝在棋油畫作品
│照片來源│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全球資訊網

在偶然的彩筆痕跡與顏料漫舞之中，揮

灑他獨一無二的生命宣言。 

回顧其創作歷程，謝在棋主要透過

油畫和壓克力兩種媒材，藉著不斷嘗試

新的技法，探索新的創作可能。自其求

學階段至 2004 年，以「照相寫實」為

創作主軸，描繪靜物、人物、風景等題

材；2005 年至 2008 年間則專研斑駁肌

理，創作了表現時間烙痕的《歲月有情》

系列；2009 年至 2012 年間以抒情抽象

的方式創作了《相由心生》系列；2013

年至今則以簡約單純的表現形式、粗獷

厚重的色彩鋪陳、飽和純粹的色調運

用，創造出若隱若現、意猶未盡的視覺

感受。畫面不以唯美為訴求，選擇以較

模糊、不確定的形色，詮釋精神上的經

驗，表達深沉的記憶與想像，藉由瀟灑

流暢的筆法，呈現出豐富的想像力。 

藝術家作品在 2005 年就曾在桃園

市文化局中壢館舉辦個展、嶄露鋒芒。

本次「抒情意象－ 2015 謝在棋個展」

將於九月底在位於台中的國立台灣美術

館登場，並將展出謝在棋自 2013 年至

今共 32 件作品，包含其中著名的「相

由心生」、「隨心而觀」與「冬韻心象」…

等。以壓克力顏料堆疊潑灑，展現厚實

的筆觸與豐富的色彩，期待激發觀賞者

的聯想與共鳴，一同探索、感受藝術家

浩瀚神秘的精神空間。

  台灣當代藝術家謝在棋油畫作品
│照片來源│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全球資訊網

  台灣當代藝術家謝在棋油畫作品
│照片來源│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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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安大樓新建工程開工典禮

開工日：104 年 05 月 15 日

得標日：104 年 05 月 13 日

業主：丁芃、丁祥、丁翎

地點：雲林縣

樓層數：B1 / 7F
工期：660 日曆天

台北市中正區水源路四、五期整宅重建工程
開工典禮

開工日：104 年 07 月 07 日

得標日：104 年 02 月 10 日

業主：台北市中正區水源路四、

          五期整宅都市更新會

地點：台北市

樓層數：B4 / 13F 集合住宅二棟

工期：950 日曆天

隆乙建設台中市大雅區自立段集合住宅
新建工程上樑典禮

上樑日：104 年 05 月 06 日

得標日：102 年 11 月 27 日

業主：隆乙建設有限公司

地點：台中市

樓層數：B2 / 12 F
工期：570 日曆天

高聖精密機電后科廠辦新建工程上樑典禮

上樑日：104 年 07 月 26 日

得標日：103 年 04 月 25 日

業主：高聖精密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地點：台中市

樓層數：A 棟辦公室 6F / B 棟廠房 3F
工期： 420 日曆天

104/05/06 隆乙建設台中市大雅區自立段集合住宅新建工程上樑典禮

104/05/15 太安大樓新建工程開工典禮

104/07/07 台北市中正區水源路四、五期整宅重建工程開工典禮

104/07/26 高聖精密機電后科廠辦新建工程上樑典禮

榮耀慶典
瑞助新脈動

活力學習

104/05/05、05/12、05/19 工程課程

104/06/08、06/22 工程課程104/05/27 機電課程

104/05/15、05/16 管理課程

工程課程

時間：104 年 05 月 05 日 - ( 台中 )1.2 軍

          104 年 05 月 12 日 - ( 台北 )1.2 軍

          104 年 05 月 19 日 - ( 林口 . 冠好 )
地點：台中 35 樓教育訓練室

             北辦大會議室

             世大運工務所

課程名稱：全面品質管理的來臨

講師：詹益全 總經理

管理課程

時間：104 年 05 月 15 日 ~104 年 05 月 16 日

地點：牛耳藝術渡假村

課程名稱：104 年中幹訓營 - 專案管理

講師：楊望遠 老師

機電課程

時間：104 年 05 月 27 日

地點：台中 22 樓大會議室、北辦大會議室

課程名稱：二代 mis 工進表的編列要領

講師：丁宏祈 經理

瑞助新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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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課程

時間：104 年 07 月 06 日 - ( 台北 )
             104 年 07 月 07 日 - ( 台中 )
             104 年 07 月 22 日 - ( 林口 )
地點：北辦大會議室

             台中 35 樓教育訓練室

             世大運工務所

課程名稱：填縫材之認識與施工

講師：王仁士 副理

104/07/21 管理課程

104/07/07 工程課程

104/07/25 管理課程

管理課程

時間：104 年 07 月 21 日

地點：台中 35 樓教育訓練室

課程名稱：104 年度第三次新人訓練

講師：各處部主管

管理課程

時間：104 年 07 月 25 日

地點：A 棟 B1 哈佛一教室

課程名稱：104 年中檢討會

講師：高金成 老師

機電課程

時間：104 年 07 月 28 日

地點：北辦大會議室、台中 35 樓教育訓練室

課程名稱：減少失敗成本及機電常犯缺失

講師：郭芳吉 高專

工程課程

時間：104 年 06 月 08 日

             104 年 06 月 22 日

地點：台中 35 樓教育訓練室

             北辦大會議室

課程名稱：合約管理

講師：劉洋佑

活力學習
瑞助新脈動

公益講座

時間：104 年 07 月 03 日 ( 台北 )
              104 年 07 月 24 日 ( 台中 )
講師：沈芯菱

內容：邀請沈芯菱至瑞助營造演講《改變的 
              力量，從感動到行動》，並廣邀同仁眷屬

              一起聆聽，現場聽眾反應熱烈。

員工旅遊

新加坡 - 馬來西亞

第一梯次：104 年 6 月 02 日 - 104 年 6 月 06 日

第二梯次：104 年 6 月 24 日 - 104 年 6 月 28 日

第三梯次：104 年 7 月 14 日 - 104 年 7 月 18 日

江南

第一梯次：104 年 5 月 28 日 - 104 年 6 月 01 日

第二梯次：104 年 6 月 11 日 - 104 年 6 月 15 日

第三梯次：104 年 6 月 25 日 - 104 年 6 月 29 日

第四梯次：104 年 7 月 09 日 - 104 年 7 月 13 日

第五梯次：104 年 7 月 30 日 - 104 年 8 月 03 日

第六梯次：104 年 8 月 06 日 - 104 年 8 月 10 日

澎湖

第一梯次：104 年 6 月 10 日 - 104 年 6 月 13 日

第二梯次：104 年 7 月 15 日 - 104 年 7 月 18 日

生活新視野

新北市工安獎

時間：104 年 05 月 26 日

內容：
「林口國宅暨 2017 世大運選手村統包工程」榮獲

新北市工安獎優良公共工程 特優 

104/05/26 新北市工安獎

104/07/03、07/24 公益講座

員工旅遊

瑞助新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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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a 伯馬  魔矽   3306TA 陶瓷面磚、板片、石材接著劑

彈性外牆磁磚黏著劑 / 接著劑 Modif ied Si l icone Ti le  Adhesive
3306-TA 磁磚黏著劑，專用於內外牆磁磚及板材的接著，因其彈性體特性，對一般磁磚有優質接著力，也用於相異應力的材質接

著及需耐嚴峻環境、不易接著之板片磚體與各類素材之接著。有別於一般傳統磁磚接著劑，3306-TA 可與彈性水泥類做接著也可

與無孔隙不吸水材質 ( 如鐵、鋁等板片 ) 做接著。可用於一般內外牆磁磚、面磚、板材之接著，也可修補長年失修的掉落磁磚。

產品特色

優於彈性水泥及免釘膠的韌性及接著強度，使面磚不因強烈震動或酸鹼腐蝕而掉落。100% 固成分，固化後膠體不收縮。為有機

化合物，不會如無機物的水泥砂漿會有白華汙染面磚的現象。強韌耐震的同時也因不吐白華而使牆面維持美觀。可與水泥系列材

質做接著外，鐵、鋁、矽膠、塑膠 ( 無法接著 PP、PE 及鐵氟龍 ) 等建築材料也具優越接著力。不含甲醛及 TVOC。 

‧100% 固成分，固化後膠體不收縮，兼具黏著與防水兩項功能。

‧為有機化合物，不會如無機物的水泥砂漿會有吐白華汙染面磚的現象。強韌耐震的同時也因不吐白華而使牆面維持美觀。

‧可在微溼面接著。不含甲醛及 TVOC。可施工於非吸水性基材。

‧降低磁磚掉落風險。因磁磚黏著層為彈性體，因此基材的變位或裂痕會受到緩衝，磁磚的裂痕或剝離將受到緩和。

‧可接著傳統磁磚接著劑無法接著之材質，如鐵、鋁、塑膠等。

‧單液材料。開封即可使用，無需攪拌。省去施工前置作業時間及混和比不均的風險。

‧符合日本 JISA5557 凍融試驗。

磁磚剝離剝落的原因

外在環境的變化會產生動能，此動能會對磁磚，黏合劑，基材調整材及基材造成影響使每一層都須承受肉眼不見的變形。

因此，磁磚接著施工塗抹的每一層材料的動能接合位移應力 (differential movement) 成為磁磚剝離剝落的重要因素。而與磁磚直

接接著的接著劑層更是最重要的一層。

綠色聯盟專欄 磁磚接著劑之深入研究及改良
磁磚掉落的探討

®

「魔矽」源自於對城市建築美觀的渴望，已讓處於地震帶的台灣更有安全的生活空間，伯馬團隊近年來致力於填縫及接著系列產

品的研發。經歷實驗、淬鍊及研究，運用頂級原料及複合因子抗汙耐候原理，從物理及化學性質做分析改善，開發出新一代的填

縫及接著產品「魔矽」。

動能包含 : 

1. 混凝土或牆面水泥砂漿之乾燥、潮溼引發的收縮。

2. 白天日照、晚上輻射冷卻 ( 因熱脹冷縮 ) 現象，而產生內外部不同之應力。

3. 外部溫度與濕度之變化使面磚與貼合用水泥砂漿因不同的膨脹或收縮所產生

   之應力變化。

4. 地震或地面震動導致主體的搖晃，因水泥砂漿屬硬性結構而產生龜裂或剝離

   現象。

為何選擇伯馬 3306TA 有機彈性磁磚接著劑？

伯馬 3306TA 變性有機磁磚石材板片接著劑，優於彈性水泥及免釘膠的韌性及

接著強度，降低面磚因上述條件之動能產生的位移而掉落，也降低白華、酸鹼

腐蝕而產生磁磚掉落的風險。

傳統水泥與伯馬 3306TA 接著劑比較

3306TA 彈性磁磚接著劑

基材發生變形時，接著劑可減輕基材裂痕或變形時所造成

的應力，接著劑層的彈性特性會緩和調適應力，因此可防

止磁磚發生裂痕。

傳統水泥類

基材發生變形時，水泥不會隨著基材產生位移，可能導致

磁磚發生裂痕。此外即使修補裂痕處，也不易隨著移動，

因此再次發生裂痕的可能性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