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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健築
給我10秒鐘 讓你健康一輩子

產業新知

BIM智慧綠建築

藝術家專訪 米蟲丸原畫
綠活概念

創造生活愉悅的境教空間

在地文化之旅

西湖渡假村

美食小吃 信大電視台台灣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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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仕德科技自成立以來，始終稟持初衷，一路默默
耕耘「Greener.Safer.Living」的品牌精神，

今 年 綠 色 貿 易 專 案 辦 公 室（GTPO- Green Trade Project Offic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提名華仕德科技參賽，在全球百
名綠色企業中脫穎而出，於今年 11 月獲得 2015 GCCA 潔淨科技
擴充成熟企業獎全球最佳前 10 名企業，是亞洲唯一獲獎企業。
在推廣綠「健」築的路上我們並不孤單，本期精彩內容有生產力
建設張芳民總經理的智慧綠建築專文；同樣也是營建業的產業新
知來自於瑞助營造分享的建築資訊模型（BIM）應用。
生活資訊部分，本期特別介紹苗栗的西湖渡假村，近年來西湖渡
假村致力於轉型為「生態環教最佳體驗園區」，積極推廣生態、
環境教育，寓教於樂。
而位於雲林的信大電視台除了在電視節目中傳遞純樸鄉土情，默
默關心廣大的銀髮族群，今年更遵循古法生產台灣香腸、清蒸肉
圓、碗粿等道地台灣小吃，製作過程中使用華仕德商業型 10 秒
機清潔、抑菌，讓消費者吃得安心、健康。
本期另特別介紹插畫新秀 - 米蟲丸，米蟲丸的畫風活潑、可愛，
保有赤子之心，米蟲丸期望藉由插畫作品傳達夢想與勇氣。
時值歲末年終，讓我們僅以本期刊與米蟲丸的畫作，獻上我們真
誠的祝福，祝福每位讀者仍保有追尋與實踐夢想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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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BIM 在營建產業上之應用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黃隆茂協理

近

幾年建築資訊模型 (BIM,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的技術與應用在全世界的建築業
如火如荼的發展，台灣在這股建築資訊整合的洪流中，自然無法置身於事外，加上台灣

政府在公共工程上大力要求採用 BIM 技術，BIM 的應用已經是時勢所趨。

國內最早採用 BIM 技術之建築工程案例－ THE ONE (1998 年 )

國內最早採用 BIM 技術之大型公共工程案例－高鐵台中站 (2002 年 )

1

自 2011 年開始，國內公共工程合約陸續要求必須導入 BIM 技術，目前已經有許多使用 BIM 經驗，
公共工程委員會也成立 BIM 推動平台，希望國內工程主辦機關及產業界能儘速熟悉 BIM 技術，達成降
低成本、工期縮短及品質提升的目標，以符合國際工程潮流。
在執行 BIM 近 20 年經驗歸納的結果，BIM 帶來的好處是：直覺式及視覺化的決策、非專業人員與
專業人員間的良好溝通媒介、提高設計和施工可靠度、節省設計和施工階段的製圖成本、確保工期的
精準度及提供營建產業的改革機會。
由於台灣建築產業的業主或是投資者，大多不是建築或是工程背景出身，對於一個專業且複雜的
設計，傳統的方法往往是建築師或設計師透過二維圖紙的解說，加上建材樣板讓業主或投資者用有限
的資訊自己去想像未來建築物會長怎樣再進行決策。這種表達方式，業主或投資者採用了一種隱含不
確定因素的決策。
使得決策過程不是冗長，就是一改再改，或是施工完成後跟決策者當初想像的完全不同。
在建築物整個生命週期中，通常依其發展階段 (LOD, Level of Development ) 歸納為 5 個階段：規
劃提案階段 (LOD100)、初步設計階段 (LOD200)、細部設計階段 (LOD300)、施工階段 (LOD400) 及營運
階段 (LOD500)，導入 BIM 時，在這些發展階段的應用與沒有導入 BIM 時，設計觀念都是一致的，採用
BIM 的作法是將原來二維圖紙的傳統作法，直接在三維的平台上製圖、溝通及整合其他設計，在一個共
同的三維模型上一起作業。這種方法有別於傳統的作法，是在同一個模型上作業，因此以往二維圖紙
作業時，結構圖看不到機電設計，不清楚設備位置，在 BIM 作業平台上，就可以一清二楚的整合所有
資訊在共同的平台上。
建築師在視覺檢討上，經常擷取人眼不常看到的視角，例如：從空中的鳥瞰圖，或是遠距平視圖等，
不管是室內空間或是建築外觀上，建議從日後該建物的人眼視覺範圍中，去檢討建築物的造型，才不
會建物蓋好之後發現是在狹窄巷道裡，造成視覺檢討時明顯失真，以人的視覺來檢討建築造型
營造業雖然在民間工程上較早導入 BIM 技術的族群，但是政府沒有大力推動前，大多企業主不願
意投入資源研發，許多營造商則是因為公共工程要求導入 BIM 技術而不得不投入人力物力成立 BIM 部
門或是 BIM 中心，可見政府在 BIM 產業推動發展上，具有成敗決定性因素。
政府在推動 BIM 技術已經慢慢累積相當多的案例與經驗，但是在整個產業供應鏈上，發揮的影響
力仍嫌不足，每家營造廠商在執行 BIM 時，都必須針對一些設備重複性建模，不但建模方式不一，而
這些模型因為所費不貲，各家營造廠都視為自己的資產，不願無償提供給其他家廠商使用，政府可以
透過公會來建立模型統一標準和提供共通的免費模型，供大眾使用，這樣不但統一模型標準，也能避
免資源重複浪費。
國內 BIM 人員的普遍工程經驗不足，人才培育尚待時日才能彌補這項不足，而且 BIM 工程師大多
屬於支援人員，對於工程沒有主導性，工地主管普遍不知道 BIM 是什麼，只是把它當成對業主交差工
作而不重視，營造公司應該把眼光放遠，不應急功近利，BIM 工程師需要時間慢慢培養，BIM 才能為公
司提供較高的效益。
國內在土木工程及地理資訊系統 (GIS) 與 BIM 技術結合的推動仍然緩慢，土木工程是不可能靠民間
力量去建構 BIM 模型資訊的，政府應適時推動新建和既有建築物三維資訊化的工作，這樣才不致像高
雄氣爆後，無法立即知道地下管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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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專訪

Michongwan
米蟲丸原畫
■創作或接案經驗：
自我介紹
在米堆努力向上的米蟲，等待著那天可以發光飛翔。
之所以叫做米蟲丸，是因為回國後有一段時間沒有工作，那時候都自喻是家中的『米蟲』，然後朋友們都稱我
為丸子，所以才有了『米蟲丸』這個名字，
因為這個名字而開始拾起了插畫家之路。
從小就很喜歡畫畫，讀書也不是怎麼的出色，好友回憶我的童年，也只記得美術很好 ( 笑 )，這樣快樂塗鴉生
活到高中升學壓力下就慢慢放棄了。
一直到留學回來後，為了和還在日本唸書的友人連繫感情而畫了自己的大頭照放在網上給她看，沒想到大受好
評，也覺得好玩所以才開了粉絲專頁，幫家人朋友畫 Q 版像畫。
畫了一陣子的電腦繪圖後，我發現自己還是喜歡在紙上自由創作的感覺，於是決定改變畫風學習水彩，也覺得
如果要學習那麼就要有些成績出來，不知不覺認真的去上了不同老師教
的水彩課，甚至還每星期北上台北上插畫課，
每天都過著練習的忙碌生活，但現在想想也是那些學習的日子找
回了我對插畫的熱愛。
記得接到的第一次案子是繪製醫院海報，雖然是友人介紹但當時
還是很緊張，也不太懂的應對，但有了一次經驗後，自己學習到了很多，
看到成品後也相對有自信許多，是一次很棒的機會。

終於找到你了 , 只屬於我的那一顆星星。
在還沒有人發現前 , 我要將你放進書裡面。
照耀那每一頁我走過的故事。

小狐狸之夏

藝術家資訊
本名 / 暱稱：米蟲丸
網站 / 部落格網址：
粉絲團網址：http://www.facebook.com/Michongwan
518 工作室網址：http://case.518.com.tw/profile-casedata.html
經歷與代表作品：
2014 綠光計劃市集 / CASHIDO 駐廠插畫師 / 草悟道商城駐廠插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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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專訪」問答集：
Q1. 請簡單介紹自己的代表作品，與插畫風格？
如果說到我的代表作品，應該就是小狐狸系列了，小狐狸系列由四張春夏秋冬所組成，講的是『原來繞了
一大圈，到最後我們都會回到原來的地方』來表現兩隻小狐狸的冒險。
我的插畫風格比較類似兒童繪本的感覺，大多數的插畫主題則是與旅途和勇氣有關，期望的是希望藉由插
畫去傳達給每個人夢想以及勇氣。
總以森林動物或花草為創作來源的我認為，這些都是離我們生活最近的東西。
生活中總離不開花草樹木，這些看起來平常的事物，總是能在他們花開花謝中帶給我許多意義。
因此我將他們化成一幅幅的插畫，願能帶給你們相同的感動。
Q2. 分享一下你平時創作的工具與環境。
創作的時候不喜歡太吵雜的環境，心會靜不下來，所以大多數創作都是在房間裡完成的。
繪圖的工具主要是新韓水彩和色鉛筆，但最近也在認真學習電腦繪圖。
Q3. 米蟲丸推薦讀者幾張自己特別喜歡的幾張作品？
( 可以簡單分享原因或作品理念 )

Summer love

歸途

Summer love
每一個夏天都有一段專屬的回憶，對你而言今年最棒的回憶又會是什麼呢 ?
有的時候，我也會被自己的插畫療癒，每每心情低落時看到這幅圖時就會想起夏天的味道和關於夏天的美好回
憶，不知不覺心情也會跟得好起來。

歸途
那些一起生活的日子已經到了終點，我們各自說著再見並踏上回家的路。
但再見並不是結束只得要我們再次去回憶它，那就不會被消去。
有的時候你會不會想去一個沒有人認識你的地方。
去一個沒有人在意你的地方。
勇敢的只做自己想做的事。
忘記那些在背後的，流言蜚語。
就讓我們一起去旅行吧，期待著下一個路口與陌生
人的相遇。
翻過這一頁英雄即將起身。願我們都能朝著自己的
夢想前進。
星空下旅人畫的是，我畢業後獨自一人踏上環島的寫照。
從一開始的膽小害怕到自在的跟青年宿的外國人聊天。旅途上認識不同的人，每個人都給予了我滿滿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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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米蟲丸你認為插畫是什麼 ?
插畫能滿足自己天馬行空思想，並且讓觀看者能舒壓表達情蓄的出口。
Q5. 主要是透過何種方式獲得創作靈感 ?
我每天會寫下 1-2 句的感想言，然後從這些句子裡去發想自己的創作。
或是上網瀏覽大師們的創作也很有幫助。
Q6. 當你當遇到創作瓶頸時該怎麼做 ?
如果真的遇到時我會放下畫筆，給自己 1-2 小時時間去喝杯茶閒晃一下，或是去溜狗，最近
真的看到自己家的狗狗就會碰出靈感，總之就是不要硬要待在畫桌前。
Q7. 請問米蟲丸有喜歡或想推薦的插畫家嗎 ?
有的，很喜歡 Nuo-mi 's 和 AnimaToey 這兩位插畫家。Nuo-mi 's 是位台灣插畫家，雖然畫都是
以黑白來表現，但是筆下的貓老闆和黑熊都很可愛而且旅遊的背景都是我們熟悉的台灣。
第一次見到 AnimaToey 的作品真得很驚艷，覺得怎麼會有人將水彩畫的那麼清爽又細緻，也
很嚮往能向他一樣到處去寫生，也很希望他能來台灣展出。
Q8. 有什麼特別的接案經驗可以與我們分享嗎？
因為本來的工作就是設計，也接過大大小小的案子，最特別的應該是一次繪製音樂會目錄
封面的案子，案子完成後，很意外的也被邀請我與家人一同前往欣賞音樂會，是一次很特別的經
驗。
Q9. 米蟲丸分享一下你對未來的想望 ?
目前初步計畫能出一本繪本，以及展覽，同時也想努力的充實自己再學習更多的技法和插畫
相關的知識，然後持續的創作。
如果有機會也想到歐洲旅遊看看不同的風景，將不同的風景融入插畫中帶給大家。
Q10. 最後，送給 518 外包網的會員與喜愛你的讀者們一句話及一張圖。

朝著你的目標前進吧，大膽作夢，努力實踐，會有更好的事在前方等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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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t Interview
Michongwan
■ Creation/Freelance Experience:
Self-introduction
I expect to be noticed among crowds, waiting to fly up high and sparkle.
The reason why I am called “Mi-Chong-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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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because I didn’t find a job after coming back

from Japan. So I called myself “Mi-Chong” friends usually call me “Wan” so that’s how I get the
nickname “Mi-Chong-Wan” and started my life on illustration.
I like drawing since I was little, but I didn’t care for school work. When it comes to my childhood,
all my friends can recall is that I was good at art. However, this kind of happy life didn’t last very
long when I entered senior high school. To keep contact with my friends in Japan, I started to draw
my own profile pictures and posted them online. Surprisingly, the pictures became popular, and then
I opened a Facebook Fan Page and drew some pictures for my friends and family for fun.
Learning computer graphics for a while, I found that I still prefer the feeling of drawing on paper.
Later on, I decided to change my drawing style, and learned watercolor instead. In my opinion, no
matter what you learn, you must try your utmost. Therefore, I went to different watercolor classes,
and even went to Taipei each week for illustration class. Every single day was a busy day. Those
busy days seemed to bring back my enthusiasm for illustration.
I remember my first case was to draw posters for a hospital. I was very nervous, and didn’t
know how to interact with others. However, it was a valuable experience; I learned a lot and built
confidence in myself.

I’m happy to meet you while I was taking a walk, I’m also
happy you found me. Maybe that’s why I like to take walks.
You never know what you’ll encounter just around the next
corner.

*1 “Mi-Chong” in Chinese sounds like “freeloader.”
*2 “Wan” in Chinese refers to a round-shaped 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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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A

Q1.Briefly introduce your work and drawing styles.
When it comes to my representative work, it should be the small fox series, which consists
of the four seasons. It is about the adventures of two foxes, expressing the idea of “No
matter where we go, we will return to the origin.”
I like the style of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most of the topics are related to travel and
courage, expecting to convey dreams and courage to everyone.
Forests, animals, trees and flowers are always the main sources of my creation because
they are really a part of our lives.
These normal things are very meaningful to me, so I turn them into a part of my pictures,
wishing they touch your heart as they do mine.
Finally I got you, the star that only belongs to me.
Before someone finds you, I’ll put you in a book.
Shine over every page that I’ve been through.
Q2.Tell us what tools you use for drawing and your working environment.
I would like to stay in a quite space to create my own works that would settle down my mind.
So I spent most of the time in my room.
Drawing tools are mainly watercolor and colored pencil, but recently I also focus on
computer graphics.
Q3.W hat are some of your favorite works and your inspiration?
It’s “Summer love.”
Every summer, there are some extraordinary memories. What is your best memory of this
year? Sometimes, I am healed by my own illustration. Whenever I feel depressed, I see this
picture which brings me back to the tastes and great memories of summer, and I’ll feel much
better.
Way Home
Those days that we live together has come to an end, we waved goodbye and are on our
way home.
Leaving doesn’t mean an end, as long as we can recall the days again and again.
Traveler Under the Starry Night
Would you like to visit a place where no one knows you?
A place where no one cares about you?
Just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Forget that gossip
Let’s go on a travel, expecting to meet a new friend the next corner.
Turn over this page, wish to move forward in our dreams.
“Traveler Under the Starry Night” is the reflection that I took a circle-island trip after
graduation.
At the very beginning, I was scared to speak English, but later had a chat with some of the
foreigners staying at the hostel. Every single person in this trip gave me a lot of courage.
Q4.What do you think illustration is?
It can fulfill my imagination and it is a way for the readers to express their feelings.
Q5.How do you gain in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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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 day I'll write down 1-2 sentences, and try to get some inspirations from them.
Browsing the works of some great artists is also helpful.
Q5.How do you gain inspiration?
Every day I'll write down 1-2 sentences, and try to get some inspirations from them.
Browsing the works of some great artists is also helpful.
Q6.What will you do when you encounter a bottleneck?
I’ll give myself 1-2 hours to hang around for a cup of tea, or walk the dog. My dog recently
inspires me a lot. In short, do not insist on staying in front of your table.
I am very pleased to know you during my walk and also thank you for finding me.
Perhaps this is why I like going for a walk and going on a trip because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a new chapter of my life.
Q7.Any preferred or recommendable illustrator?
Yes, Nuo-mi 's and AnimaToey. Nuo-mi 's is a Taiwanese artist. The drawings are in black
and white. The characters—Cat Boss and Black Bear are very cute and the background is
based in Taiwan. I was very impressed when I first saw AnimaToey’s works, which are so
refreshing and delicate. I really long for going to different places to sketch like him. Hope
he can come to exhibit in Taiwan
Q8.Do you have any special experiences to share with us?
I work as a designer, so I took big and small cases before. The most special experience
may be that I drew a catalog cover for a concert. When it was done, I was invited to go
with my family to enjoy the concert.
Q9.Tell us your prospect for the future.
I am planning to publish a picture book, and prepare for an exhibition. Meanwhile, I am
trying to gain more knowledge and techniques related illustration, and keep on creating.
If possible, I expect to have a European tour to see different scenery, and bring various
styles for everyone.
Q10.Finally, how about giving your readers some words?
Move ahead and dare to dream. Work hard to carry it out; something better is just waiting
fo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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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活概念

Gre en Building
Crystal House 創造生活愉悅的境教空間
兼談結合 I.C.T 產業創造智慧綠建築
生產力建設 張芳民總經理
前言：
生產力建設團隊建構未來的居住者及台中市民的新城市美學景觀；充滿著對建築的創新與熱
情。追求完美決心的態度，提供給使用者永遠最高、最創新的服務；我們做到了…

一棟可以居住的美術館
增進生活舒適的健康住宅
最時尚的綠能永續住宅
全球首棟七顆星的智慧住宅

有

人說“建築是在創新生活”那生產力建築團隊創造什麼樣的生活 ? 引領時代又是什麼 ? 我
們邀約了來自工研院、建築專業、ICT 產業、藝術家…等領域的菁英共同尋找住宅設計的

新方向，生活質化的新方案；美學文創的深層建構；這群新住宅革命的領航員正追隨現代主義建
築巨擘密斯 (Luding Mies Vander Rohe) 的主張 ; 除了服膺最膾炙人口的“少即是多”之外，也努
力做到 “細部是神”的堅持，我們的團隊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確實在裡裡外外、方方面面、
枚枚角角做到“專注完美、幾近苛求”的地步，讓我們在實踐中猶如水晶研磨的過程，在每一道
不容失誤的菱角讓原石、素材光芒四射。讓生活在這裡的人們因環境的孕育，教化成水晶般璀璨
亮麗的人生。

I.C.T 產業啟動 智慧建築革命
台灣 ICT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產業領先全球，唯創新整合應用施展較慢，
多年前國科會計劃全面推動將 ICT 產業的生活應用化，以提升國民生活品質；內政部建築研 究
所則依據相關方案，策劃建築空間的智慧化推廣，並成立智慧化空間產業聯盟，結合產、 官、學
等單位，協力推動建築智慧化、生活智慧化、安全健康智慧化、綠能智慧化等。建築業 界則感受
時代的需求，並參照先進國家現狀，全力投入智慧化空間的建立；Crystal House 為 國內最完整、
最具代表性的智慧化空間建築體，並榮獲國際十五項獎章，已建立台灣未來智慧化住宅新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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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空間建築的新趨勢
筆者因公經常帶團出國見學，對於落實智慧化生活空間不遺餘力，並期許自我成為新趨勢的領航
者， 常 與 產 官 學 研 探 討 智 慧 化 生 活 空 間 的 話 題， 並 受 到 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何 明 錦 所 長 的 鼓 勵， 於 是
「Crystal House」個案決定整合各方的資源，創新未來智慧化生活空間。
從一部汽車的思維開始，倘若一部賓士 350 可以內建 77 顆微型電腦，為何一棟建築辦不到？如
同國科會前副主委吳政忠先生所言：「台灣 ICT 產業，即資通訊電子產業，是我們發展智慧化居住空
間最大的優勢」，建築與汽車空間一樣，都是一個平台載具，皆為火車頭工業，更應掌握此優勢，突
破新局。

台灣首棟七星級智慧建築標章誕生
經過時間的淬鍊，Crystal House 由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智慧建築標章審查會，集結產、官、學
各方精英，計十八位委員，針對 Crystal House 個案進行智慧建築標章審查，並通過七大評 估指標，即
資訊通信、安全防災、健康舒適、設備節能、綜合佈線、系統整合和設施管理，為全國首棟住宅型七
大指標全數取得的優選個案，尤其 ICT 應用在智慧化空間的完整性領先業界。
Crystal House 從建築設計、施工、運作乃至維護上，皆積極讓建築物能更具人性化與智慧化，其深
耕於智慧化居住空間設計的用心與努力有目共睹，也是一棟具智慧型．永續．健康．綠建築特色的建
築物。2010 年 1 月完成時，評審委員一致認為，民間企業能如此用心，建構主動感知及滿足使用者需
求之建築空間，創造一個安全、健康、舒適、節能與永續的生活環境，相當不易。尤其在 ICT 整合應
用及光纖建置，皆獲得國家 FTTH 金質獎章。

智慧型永續健康綠建築的完整建置
七大評估指標項目其中以綜合佈線及系統整合為建築智慧化的核心，宛如汽車便利操作的微電腦
控制平台，為營造智慧生活的中樞，整整建置達兩年才完成。審核單位－台灣建築中心要求建構整套
智慧生活系統，工研院則藉由輔導來建置建築知識應用平台，舉凡太陽能發電、熱泵、中水系統回收等，
符合「綠建築」推廣的環保及節能理念，都應用在 Crystal House 社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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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愛地球 善盡建築人責任
完美落成的 Crystal House 社區，為名符其實的環保節能永續健康建築。當 Crystal House 主
人下班開車回家，一進地下室就有車牌辨識系統，以燈光引導車輛到停車位置，並透過虹膜辨識
系統保障人身安全。地下室還可監測空氣品質，並設置未來油電混合車的充電設備。在一樓大廳
入口處可發現結合建築外觀的德國太陽能板（BIPV），為再生能源可與台電併聯使用，剩餘電力
還可轉售台電。全棟大樓二百多件藝術品，這些名家真品有感測保全設備戒護，並以恆溫及適當
濕度保存。進入電梯，使用變頻器的電梯系統可節能，整棟建築物採變頻式空調系統，讓人呼吸
間更覺清涼，還可以遠端監控。而 LED 燈具、中水回收、 Low-E 節能玻璃、環境氣流分析設計、
飲用水瞬間加熱系統，全是綠色生活的應用。

建築運用科技，創造優質生活
在居家生活部分，住戶可以透過手機或晶片，一指神功掌握生活細節。包括預約電梯、宴會
場所、泳池健身房等社區公設，甚至在家和金融機構對話來直接轉帳，還有遠端醫療照護，關心
家人的健康。家中的燈具也可進行時控、明亮度管制，並接收到世界各國的衛星資訊。
室內還有十八組情境燈光、音樂等設計，包括宴客、家人聚餐、生日 Party 都有不同的氛圍；
有朋友來訪也可透過手機聯絡，進行門禁管制，訪客甚至可在視訊上留言，可說是相當貼心的服
務。
依據工研院研究報告顯示， Crystal House 單就變頻式空調系統每年即可減碳 251,508 公斤，減
少電量 394,213 千瓦，節能效果等於種了 203 棵樹；若是綜合環保照明、再生能源、設備節能
和綠色生活等成效，減碳成果每年可達 359,261 公斤，省電 566,234 千瓦，等於每年為國土多種
了 280 棵樹，對於保護地球助益很大。

各國推崇的未來住宅新典範
從創新思維出發、成功融合高科技技 術與建築元素的 Crystal House ，讓我們從它身上看到
了未來智慧建築所能創造的最佳生活情境，為台灣國內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發展提供一個典範，
也積極為住戶創造一個智慧綠建築的生活空間。
無 怪 乎 來 自 丹 麥 的 建 築 家 Buika、 日 本 一 条 工 務 店 鈴 木 社 長、 東 京 大 學 安 藤 教 授、 美 國
Parada 設計師 David、德國 Adolf 設計師，一致認為台灣 ICT 產業的成熟必是未來住宅新典範的
供給者，而 Crystal House 則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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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文化之旅

We st Lake R esor topia
寓教於樂的環境教育園區 - 西湖渡假村

印

象中的苗栗西湖渡假村是每年 5 月桐花盛開時的賞花勝地，然而，你也許不知道，西湖渡假村近年來
在鄭順福總經理的帶領下，逐漸轉型，朝向環境教育、生態教育經營，更在 2014 年 11 月獲得環保

署認證的「金級環保旅館」認證。在此基礎下，西湖渡假村目標是成為「生態環教最佳體驗園區」。
位處苗栗縣三義鄉的西湖渡假村本身即坐擁苗栗的好山好水等大自然美景，十分適合親子家庭共同出遊，
尤其在桐花盛開、五月雪紛飛的五月更是遊客如織。
但鄭總經理希望西湖渡假村能寓教於樂，自民國 99 年環境教育法通過之後，鄭總經理即開始帶領西湖渡假
村轉型，首要目標是將西湖渡假村打造成「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如此一來，西湖渡假村即可成為全國公務
人員與國小、國中、高中學生上環境教育課程時的上課地點。（註：因為環境教育法規定，公務員和高中小
下學生每年都必須上 4 小時的環境教育課程。）
藉由轉型為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不僅可以為西湖渡假村帶進團體客的人潮，更可以與其他大型遊樂區做
出差異化區隔。
鄭總經理認為「環境教育」是一件需要長期耕耘的事業，且是對社會、對環境都十分有意義的事，因此，
在轉型的過程中，不惜耗費重金，也要達成此目標。像是西湖渡假村自己花錢栽培全職的環境教育教師，這
群教師大都是本科系畢業的學生，例如屏東科技大學自然保育系，他們必須上課並取得環境教育教學人員認
證，平時也會自己準備教材為公務人員、學生上課，就像學校的老師一樣認真；此外，這群環境教育教師的
另一個工作是研究西湖渡假村園區內的生態，包含統計園區物種種類與數量、研究環境變化等，就像一個生
物學家。
在西湖渡假村園區內，西湖渡假村的團隊用心規劃十道環境教育關卡，讓遊客在園區遊玩的時候也能學
習生態教育的知識。這十道關卡的設計融入了苗栗地方人文、環境教育，例如介紹動植物生態等，甚至有些
電子看板的電力都是採用太陽能發電。
此外，進一步響應節能減碳，西湖渡假村是全國第一家導入電子發票的遊樂園，全園共有 24 個點全面
使用電子發票，預估每年可減少 54 萬張紙本發票的使用。而西湖渡假村的同仁更是以身作則，目前已有 6
成員工使用手機載具索取電子發票。
接著，鄭總經理希望西湖渡假村追求的是來訪遊客的「質」而不是遊客數量，他希望來訪遊客在上課乃
至於住宿過夜的過程中，能對西湖渡假村留下更深刻的印象，除了上課學習環境教育知識，更能在園區中
感受萬物生態，甚至在享受美食、客房的住宿上也能感受到西湖渡假村從生活中的小細節體現環境教育的精
神。
在餐廳中，西湖渡假村推行低碳在地美食，鼓勵廚師在苗栗挑選特色食材，一方面的可以減少食材運送
所造成的碳排放量，另一方面也可以照顧在地小農。西湖渡假村餐桌上出現的食材包括三義土雞、三義菜
脯、南庄馬告、公館福菜、公館芋頭、公館紫蘇、苑裡鮮蝦、造橋南瓜、後龍山藥、百茶文化園區的雞角刺
茶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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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使用在地特色食材，西湖渡假村也希望能呼應苗栗客家人、閩南人、原住民的多元文化融合，
因此，要求國宴主廚團隊開發出 1820（註：1820 是指苗栗的面積）原閩客特色餐，截至目前為止已
經開發出八十餘道料理。
為了讓遊客在享受美食的過程中也能認識環境教育，西湖渡假村特別推出「說菜」服務，服務員在
上菜時會詳細解說每一道菜的食材來源搭配美食故事，讓遊客吃在嘴裡也感受在心裡。
在住宿部分，西湖渡假村盡量將所有房間備品改為非一次性備品（一次性備品係指使用後即可丟棄
或只能使用一次的備品，為大部分飯店最常看到的），不只選用的備品其包裝材料是可分解的，像是
洗髮精、沐浴乳部分，西湖渡假村不惜成本採用了知名的飯店備品義大利 Allegrini 艾格尼系列，因為
它的包裝瓶是可以分解的，且「友善環境」的訴求與西湖渡假村的環保理念相同；為了減少包裝瓶使
用量及避免生菌數問題，每一個房間都是採用大瓶裝，取代一般飯店常見的小瓶裝，整瓶用完之後再
更換。
此外，西湖渡假村也鼓勵遊客盡量不要使用健身房，因為西湖渡假村的園區更值得漫步遊覽、細心
觀察，整個自然園區就是遊客的健身房。
西湖渡假村的園區近 7 年來已經不再使用農藥、除草劑等化學噴藥，因而讓園區內的自然生態一片
欣欣向榮。園區內有兩大零污染的環境生態指標，一個是螢火蟲復育成功；另一個則是蝙蝠，園區內
有一個蝙蝠洞，據統計洞內約有 1500-1600 隻蝙蝠，也因為蝙蝠會吃蚊子，使得西湖渡假村的夜晚蚊
子很少，間接讓西湖渡假村得以減少香茅油的使用量。
西湖渡假村豐富的自然生態除了螢火蟲和蝙蝠，還有很多台灣保育類動物，像是石虎、穿山甲、棕
簑貓、藍腹鷳、深山竹雞、白鼻心等，而且青蛙的種類跨越了地域性，分布含括了台灣大部分種類的
青蛙，像是一般只在台灣北部出現的斯文豪氏赤蛙（俗名鳥蛙）也出現在園區中。
其中，瀕臨絕種的保育類動物 - 石虎（全台總數推估在 500 隻以下）現身西湖渡假村，更是對園區
同仁推廣生態保育的一大鼓舞。先是園區同仁有一天在園區內發現疑似石虎的糞便，送南投集集特有
生物中心化驗後確認是石虎的糞便，特生中心的人隨即來西湖渡假村架設攝影機拍攝一週，結果發現
不僅拍到一對石虎，還拍到其他 6 種保育類生物。
西湖渡假村在鄭順福總經理有計畫的帶領下，全體員工上下一心，步步為營，在企業環境管理、節
能措施、省 / 節水措施、綠色採購、一次用產品減量與廢棄物減量、危害性物質管理、實施垃圾分類∕
資源回收與污染防制等共 51 項指標皆達到卓越績效，因而在 103 年 11 月獲頒行政院環保署「金級環
保旅館」標章。
鄭順福總經理的經營理念奉行老子提出的「道法自然」，鄭總經理解釋道法自然是道家生態環保思
想的經典表述，它要求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時，人必須堅持「順其自然」的態度，即「禁止反自然
的行為」。未來，西湖渡假村計畫將順應此理，打造「接地氣」體驗區，讓遊客可以脫掉鞋襪，赤腳
親近大地、體驗土地的厚實泥土氣息，推行一種明朝時就流行的養生概念 ---「光腳丫 接地氣 壽命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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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小吃

Si nda TV
傳遞純樸鄉土情 --- 信大電視台

信

大電視台位於雲林縣林內鄉，主要製作現場直播歌唱節目，並開放觀眾現場 CALL IN，與
節目主持人互動、聊天，乃至於相互飆歌。節目深受中南部農民及中老年層觀眾喜愛。熱

情的觀眾時常在節目中ＣＡＬＬ IN 與主持人閒話家常、噓寒問暖，熱情互動的情景就像與自己
家人聊天、關心自己的子女一般。
為體貼廣大觀眾與節目主持人的熱情粉絲。信大電視自 2015 年起採多元化經營，另成立台灣
香腸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同時設置台灣小吃館。
信大電視生產的台灣香腸，遵循古法製作，製作過程使用 CASHIDO 商業型 10 秒機清洗食材與
器皿，高效殺菌，讓消費者吃得健康、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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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小吃館位於國道三號斗六交流道 ( 中二高 ) 旁，每天生產、銷售古早味碗粿、清蒸肉圓、
鯖魚黑米飯套餐等傳統台灣小吃。這些台灣小吃不僅延續台灣本土的美味，更發揚台灣傳統小吃
飲食文化。
生產台灣小吃的廚房使用 CASHIDO 商業型 10 秒機清洗食材與器皿，只要 10 秒鐘，便可抑制
99% 細菌與去除 75% 農藥，且可節省清潔劑使用，環保、健康、方便，有信大電視對於健康飲食
的嚴格把關，讓所有消費者都能放心品嚐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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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Life

瞬間啟動 | 自動瞬間啟動超氧離子裝置

瞬間生成 | 國際專利蜂巢式超氧離子水
瞬間融合技術
水電分離 | 首創水電分離安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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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rexx Technology BV
www.cashido.com.tw | www.cashidoeurope.com | info@cashidoeurope.com
17

印度 10 秒淨水機產品發表會

華

仕德科技的印度代理商於 9 月 21 日在印度南方的 Kerala 省舉辦 10 秒機以及 10 秒淨水機新
產品發表記者會，現場冠蓋雲集，除了媒體朋友熱烈報導，更邀請到印度當地的政府官員蒞

臨指導。

當天活動花絮，現場熱鬧非凡，印度代理商專業的講解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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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華 仕 德 科 技 董 事 長 特 助 Chirs
Daniel 將產品交由當地團隊銷售，象
徵傳承、永續 經營。

Cashido Corporation (India) 總經理 - I. A. M. Rafy( 左一 )
外貿協會清奈辦事處主任 - 林隆登 ( 左二 )
Cashido Corporation (India) 主席 - Muhammed Basheer( 右一 )
Cashido Corporation 董事長特助 - Chris Daniel( 右二 )
CASHIDO 10 秒淨水機等系列產品登上印度媒體版面，包含：
•JAIHIND TV, “Cashido Launches 10 Second Purifier ”

•THE NEW INDIAN EXPRESS, “10-second Purifier Launched”

隔 天 在 印 度 Manoram 及 Deshabhimani
報紙上，都有報導著發表會的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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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仕德科技董事長陳世昌跟 Dr. Peter Adriaens, KeyStone Compact Group Ltd. 創辦人和執行長

恭

賀 華仕德科技在 11 月 10 日晚間勇奪 2015 GCCA 潔淨科技擴充成熟企業獎全球前 10 名企業，華仕德科
技是台灣唯一獲獎企業。

今年綠色貿易專案辦公室（GTPO Green Trade Project Offic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提名我國優質綠
色企業參賽，華仕德科技在全球參賽的百名綠色企業中，脫穎而出，榮登最佳 10 名優質綠色企業榮銜。
此次華仕德科技得獎的獎盃也別具綠能、環保意涵，象徵再生之美的獎盃，是運用台灣的木頭雕刻而成，代
表著一棵樹的生命過程！
GCCA（Global Cleantech Cluster Association, www.globalcleantech.org）為一涵蓋歐、美、非洲與亞太地區的
潔淨科技推動組織，在 2010 年由瑞士潔淨科技公司、芬蘭潔淨科技產業群聚、美國分水嶺資產管理集團在 2010
年共同創立，目前全球共有 52 個群聚會員，串聯全球 1 萬多個綠色企業；每年透過 Keystone Compact Group 的
模型工具進行分析評估以評選出「潔淨科技擴充成熟企業獎（Later Stage Award）」得主。
Cashido Corporation recieved the 2015 GCCA Cleantech Top 10 Best in Class Award. The focus
of the GCCA is on creating a global cluster collaboration system to drive sustainabl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at is open, larger and more effective than what can be seen as of today.
Cashido was the only one Taiwanese company awarded.
These mid-to-late-stage companies originate from a variety of cleantech industries and have a
proven track record in their home market, with the goal to expand internationally. Using the Keystone
Compact Method, each company was evaluated based on their merits in technological and business
acumen.

Dr. Antti Tahvanainen, Institutes and Research Center
of Economics Departments in Finland( 左一 )
Mr. Christian Häuselmann,GCCA Co-founder 左二 )
Mr. Eric Chen, President of Cashido Corporation ( 左三 )
Dr. Elmer Sum, General Manager of PowerHaus
Network( 左四 )
Ms. Carine Van Hove, The Flemish Institute for
Technological Research, VITO( 右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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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山巒
身為台灣人必做的三件事：「一登玉山， 二單車環島，三勇渡日月潭。」，這是時下流行
的一句話，可見玉山對台灣人的重要性。
玉山海拔3,952M，百岳之首，是台灣第一高峰，也是東北亞的第一高峰。是台灣山友必上
的一座山。日治時期時，因日本人發現玉山比日本本土的富士山還要高，於是被稱為新高
山。在臺灣百岳中，玉山與雪山、秀姑巒山、南湖大山、北大武山合稱「五岳」，為臺灣
最具代表性的五座高山。
位於台灣的中部，橫跨了南投縣、高雄市和嘉義縣，共有八座百岳環繞的玉山主峯，更顯
其尊榮。同時，玉山也是布農族與鄒族共同的聖山，被譽為「心清如玉，義重如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