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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造宗旨

99%的酒店修建都以赢利为目的。这诠释了为什么所有新建酒店均应设定一个目标。
仅作睡觉之用的酒店已不再受人追捧。有时，尽管目标很重要，但并不一定要改变人
们生活。甚或可以极尽简约，恰似在客房展示隔壁小学学生的美术作品。酒店设计师、
经营者及业主应具有前卫思维，超越传统功能束缚，打造具有目的性和深远意义的酒
店。

奢侈已经过时。仅为睡眠设计奢华酒店已然毫无意义—每项酒店工程均应拥有各自的目标和社会
贡献。作为酒店业人士—设计师、业主或经营者—具有接触成千上万宾客的超能力。在教育、清洁水
使用、替代能源、能源消耗、食品废物、野生动物保护及保育领域，应该肩负更多责任。大型酒店企业
系自然界和社会的组成部分，不应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在此，特给出几条务实的建议……

接下来怎么办？ 

有目标的酒店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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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造宗旨

拥抱新 塑造社区意识 经经

旅途中的“回馈” 意识是未来酒店业的主要概念。做正确的事便是金科玉律。

其中一种方式是捐赠。例如，将5%的营收与宾客捐赠赠与附属基金会、或非政府组织伙伴及慈善团
体。在此，略举一二，例如，柬埔寨圣塔玛尼酒店案例亲证了积水成渊的道理，可为寻求创意的酒店
借鉴学习……

• 教育
• 捐赠可用于为中小学学生提供日常用品，帮助他们释放全部潜能。
• 向学生提供无息贷款，资助其获得学位或完成教育项目。
• 资助研究生项目，向年轻人/成人教授酒店经营之道。包括提供薪水以维持其家庭开支、食宿，提

供在柬埔寨连锁酒店，包括在暹粒酒店或康杜玛帐篷度假营的工作机会。这是一项众多酒店均
可参与的倡议：自2004年起，已有超过270多名学生从该项目毕业。目前，他们正服务于当地或
柬埔寨的其它地区。

• 提供更多工作机会：
• 康杜玛帐篷度假营聘用120名员工，70%来自于当地村庄。过去，由于当地基础设施极其匮乏，工

作机会极少，多数人都是偷猎者和伐木工人：故此，这确实是一个长期的聘用良机。
• 如果愿意，员工们可通过其它连锁酒店及酒店管理学院，在暹粒接受教育或培训，成为高收入酒

店专业人士。
• 帐篷度假营开办社区外联和环境教育项目，不断灌输环保理念，使其深入人心：开展环保教育的

社区必定能在环境中得到持续繁荣。
• 通过与野生动物保护联盟合作，度假营配备110名武装民兵，对掠夺雨林资源行为进行严肃认

真的日常管理。

• 医疗援助:
• 医疗费用是柬埔寨家庭最沉重的家庭负担：很多人未得到应有的医疗服务。大力促进预防性健

康措施，帮助有紧急医疗问题的人们，对确保社区长期福祉与发展尤为必要。 

• 基金会资助访问医疗专家们在农村地区开展医疗与牙科检查。迄今为止，体检人数已超9000
人。 

• 开展正确健康习惯教育，例如健康饮食、适当锻炼、刷牙及卫生常识等。 
• 饱含诚意，绝非施舍，给予受赠者尊严与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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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造宗旨

• 直接援助
• 在那些资源匮乏，民生遭受恶劣气候影晌的小村庄，常常急需基本必需品：基金会已资助

修建了110所房屋和厕所，并提供了600多辆自行车。

• 贷款与小额贷款:
• 向当地企业家提供无息、小企业贷款，帮助他们创业。受助人并不是直接从基金会获得金

钱资助，而是获取能够有助于成功创业的所需物资和基本商务课程，以利管理和壮大其
企业。 

• 贷款偿还金用于资助今后的借款人。如此一来，以在社区搭建微型企业网络为目标，打造
造一个发展周期。这些人以可持续方式成为自立的个体。 

• 

• 清洁用水
• 在柬埔寨，大约有四百万人不能饮用清洁水。近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这意味着清洁饮用

水和必要的卫生设施已成为一个日常难题。  
• 携手科勒，捐赠了1453台滤水器，开凿了1500口水井。大多数都捐赠给农村家庭和学校。 
• 一台滤水器每天可提供40升水：足够满足一户小家庭用水需求。一台滤水器总计成本约为80美

元，且每年仅需更换一次过滤网—80美元即可改变一户家庭的生活。 
• 对于许多人来说，缺乏清洁水将导致儿童放弃学业，步行几英里前往最近的清洁水源取水—从

而丧失让他们打破贫穷怪圈的受教育机会。 
• 柬埔寨频繁的气候变幻意味着农村水源常常会干涸：开凿的1500口水井与捐赠的水泵可让人

们生活得到改观。每口水井上均标注捐赠家庭的名字。一切都得益于一小部分订房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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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宾客和员工进行宣讲教育

宾客一旦在酒店学习到新鲜事物，便会记住这些难忘经历。给客人留下美好印象是最基本
的：事实上，适合每一位宾客的酒店必定毫无特色可言。那么，何不讲述一个故事呢。无论虚

构、历史或是彻头彻尾的玄幻，人们只要喜欢，便会记住。酒店雇员更是乐于娓娓道来。 

重回19世纪时期的巴厘岛，一艘残存的荷兰船
只被改装成度假营。隐身神圣的巴厘岛丛林之
间，帐篷度假营挂满了古老的蜡染布，以及独特
的物件和手工雕刻的大门。

这座位于沙巴的酒店灵感来自于1914年夏季。
彼时，河内的法国民事部门将办事处搬迁至沙
巴。酒店讲述了法国人与山区部落居民相依共存
的故事：法国高级时装与山区部落时尚之间的缕
缕联系。

时光倒流，回到一座12世纪的修道院。重现一位
为了找寻草药，隐居延土山的僧人的传说。采用
古老技艺打造，酒店以手工物件和材料见长。

一处闹市中心的清悠之地，灵感来自于高棉国王
阇耶跋摩。精工雕刻的三维立体壁画，突显阇耶
跋摩王袍裥褶的浪漫，完美呼应别墅私家游泳池
和苍翠的屋顶平台。

前往拉玛克大学重温美好的学生时代—大学名
称取自达尔文的前辈拉玛克—这里呈现出一所
完整的大学，共设有27个系，包括一个化学吧！

接下来的项目将介绍鲜为人知的巴厘岛居民所
信奉的万物有灵论—1000多年前人们对大自然
的认知与崇拜。不再修建有着成排别墅的酒店。
反之，JW万豪酒店转向地下发展，从悬崖峭壁上
向外探身而出！

讲几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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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造宗旨

支持环保事业
 

兼顾接待与保护目的的酒店定能收获无上荣耀—堪称其它酒店之学习典范。1 

野生动物保护

泰国清莱四季大象度假营正是第一家帐篷度假营。同时，酒店肩负着动物保育与保护的责任。这种
低影晌高产出的度假营讲述了泰国北方部落历史。此外，这里还是从曼谷街头营救的37头大象安
全的快乐家园。每天，大象需要消耗大量食物，所以它们必须有所贡献。在度假营里，大象们自由自
在地散步，游客们恭敬地与之保持距离与互动，并照顾它们。

在柬埔寨康杜玛热带雨林里，圣塔玛尼野奢帐篷度假营为野生动物保护联盟提供资金支持，保护东
南亚最后一片完整的雨林。这里是50多种濒危动物的家园，也是该地区最重要的分水岭和气候调
节器。除了地面保护（捕获偷猎者、走私者和盗伐者，拯救野生动物或清除林中陷阱），野生动物保护
联盟还致力于雨林保护，阻止野生动物非法交易，野生动物营救与照护，以及环保教育。每一个项目
都至关重要：过去十多年里，他们已经营救了超过72000头动物，截获了4吨用于制作“传统医药”的
动物残体，抓获3000多名贩卖者。野生动物保护联盟保护区已然成为云豹、野生大象、灵猫、豺、长
臂猿、犀鸟以及更多物种的庇护所。这些动物又渐渐回到了曾经逃离的地方。 帐篷度假营资助修建
了一座保护站，承诺将一定比例营收用作终身援助，使保护站能够持续运作。事实上，相当于每年拯
救了2000公顷森林和500头野生动物—尤其重要的是，即便发起者离开后，这种可持续模式仍然可
以传承下去。

保育

保育是必须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森林在防止地球变暖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助于降低大气
污染，让我们自由呼吸！

在柬埔寨，绝大多数旅游收入来自暹粒。从而形成了一种观念，即本国其它地区旅游业都不值一提。
因而，这些地区大肆乱采滥伐森林，对降雨产生直接影晌。栖息地丧失与偷猎导致老挝与越南森
林中野生动物绝迹。柬埔寨从对中国和越南的野生动物肉类交易中获利颇丰：穿山甲肉售价可达
$200/磅。对于一个几乎相当于几个月工资的国家，在贫困偏远地区很多人冒险偷猎也就不足为怪
了。
 
全世界范围大肆乱采滥伐森林有着无穷无尽的影晌—水土流失、地貌荒芜，以及大量自然与动物遗
产消失—森林是成千上万动物、鸟类及昆虫物种的家园。纵观近期澳大利亚另人心碎的丛林大火，
造成超十亿种珍贵动物物种消亡；以及几个月前亚马逊肆虐的大火，人们便能意识到采取行动的紧
迫性。灭绝—或真正的灭绝危机—对于那些以森林为家的动物们来讲，竟是如此真切与另人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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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新经验

无 论 酒 店 位 于 纽 约 闹 市 区 抑 或 外 蒙 古，旅 行 者 都 是 在 追 寻 一 种 新 奇 体 验 。在 现 今
Instagram（照片墙）流行的社会，信息分享前所未有。无须说远—即使本地人眼里那些见惯

不惊的事物－荒野、城市、村庄、或是街区，对宾客来说都是一种全新体验。

成功的体验关键在于真实感与记忆性。希望难得的体验能够成为宾客珍藏几个月甚至几年的美好
记忆，并与朋友至爱分享。在此，呈上一些好创意……

探险者之旅……
• 从瀑布上方乘坐高空滑索直达大厅，再品尝一杯金汤力鸡尾酒； 
• 乘坐大划艇沿湄公河一路而上，入住泰国北部帐篷度假营。右侧是老挝，左侧为泰国，远处可见

缅甸的山峦。 
• 在越南北部，乘坐缆车可直接从酒店抵达中南半岛顶端。  

 学习新鲜事物……
• 在曼谷老城酒店中心尝试泰式搏击，小试身手。
• 在泰国北部与园艺师一起，亲自体验栽种稻米，酒店自养的水牛悠然伴随一旁。所穿戴的传统园

艺师长袍，可带回家留作纪念。
• 在酒店自营的泰式烹饪学校，学习制作清迈知名泰式咖喱鸡面－包括在花园里采摘新鲜的有机

食材。

 行善事……
• 在暹粒柬埔寨连锁酒店逗留，使用水井和饮用水过滤器，为最需要的人们提供清洁用水—或是

参与涉及教育、医疗及农业领域的其它倡议活动。
• 在密林深处的帐篷度假营，与被拯救的大象共同生活，帮助它们恢复健康。

远离一切纷扰……
• 远离喧嚣的人群，跟随对当地了如指掌的私人导游，探索吴哥隐秘庙宇。
• 隐身泰国南部丛林绿洲。度假村里，高耸的椰树掩映着私家露台、游泳池甚至起居室—该项目已

拯救当地全部857棵椰树。
• 踏上酒店特别定制的缆车，从山顶直接滑行至越南海滨。 
• 入住越南海滨酒店，体验重返大学校园的纯真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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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杜玛帐篷度假营系按照政府公售的部分林业用地进行采购，以避免沦为钛矿。这里有着875000
棵树木，4.5公里磅礴的原生态河流以及3条瀑布。为了保护相当于中央公园大小的雨林走廊—现为
东南亚最后一片广袤的森林—特意打造了这种高产出低影晌的度假营。度假营的主要使命是通过
野生动物保护联盟，以可持续方式来资助整治森林。野生动物保护联盟拥有执法权。更重要的是，联
盟可起诉违法者。目前，凭借14座奢侈帐篷的收益资助，以及野生动物保护联盟英勇无畏的不懈努
力，已收缴了2700把链锯，保护了数百公顷柬埔寨康杜玛雨林。 

 在建造帐篷度假营的七年里，时常与当地村民领导开会，宣讲
保育而非攫取的必要性。事实证明，唤醒人们意识极其困难，却
依然另人振奋。下一步，将开创森林整治有偿社区服务，类似尼
克·马克思在芝柏与野生动物保护联盟的合作模式。合作相当

成功，必将有助于制止对康杜玛森林的乱采滥伐现象—康杜玛森林为柬埔寨稻米栽种区提供了必
需的降水。过去30年里，柬埔寨有超过80%的森林消失。  

中国野生世界是另外一个异曲同工的新项目。在广州北部，开辟了700公顷野生动物保护区，对中
国成千上万的参观者进行大自然知识宣讲教育。该项目从当地几个动物园领养了大约250种动物。
保护区85%土地将专门用于动物生活，以及打造自然原生态的野生环境—只有15%供人类使用，修
建7家酒店和2500个房间。此外，保护区设有通宵火车，行驶在长达17公里的轨道之上，通讯畅通。
另外，设有8个令人称道的教育站，旨在改变残忍戕害濒危动物，用于制作传统中药的需求。通过教
育来改变世界：对大自然一无所知何以谈保护？  

然而，并非每一项保育工作都像这些案例一样宏大。甚或可以在酒店所在地，或是在乱采滥伐地区
栽种树木。总之，可以通过任一种方式参与到各项倡议活动中。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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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地制宜

五星级酒店深信，在利雅得五星酒店提供斐济
饮用水是真正的奢侈。但是，这种奢侈观念需

要作出改变。 

当前，正值因地制宜作出改变的好时机。突出
每个地方的最佳特色—而不是直接取自地球另
一端。例如，从农场到餐桌体验，现场栽种农作
物，以及使用本地特色产品均应成为酒店不可

或缺的有机部分

新标准应该包括每座新建酒店均应配置强制
营运设施—防止浪费更多自然资源的基本设
施。饮用水灌装厂、堆肥捣碎机、堆肥系统、可
重复使用的浴室用品，以及整套冰盒，以清洁

供应链上产生的塑料。
    

 接下来怎么办？ 

因地制宜涵盖……

智慧农场与景观
y就地取材
举手之劳

强制营运设施

智慧农庄与景观

本文所探讨的众多设计理念均源自古老的常识：在自给自足小型农庄栽种蔬菜，喂养小型农场动
物。“可持续”最初被视为麻烦事，实属正常。现在，正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时候：为宾客提供真正
从农场到餐桌，现场栽种农作物体验，品尝有机、自产及当地特色食品。这是减少成本、碳足迹，为酒
店体验增添纯真感受之最简原则。

菜地
• 富国岛翡翠湾JW万豪酒店以及清迈、清莱、及苏梅岛的四季酒店均配套了自家蔬菜栽种田。产

品贴上自种、有机、可持续和本地产等炫目标签，供宾客享有。 
• 清莱四季酒店中央便是稻田。园艺师们现场教授宾客如何栽种稻米。 
• 苏梅岛四季酒店微型农庄已经开业待客，包括一个自有农庄，用于教授传统耕种方法  
• 在圣基茨百丽山农场别墅，整个高尔夫球场都可食用—每一根草、灌木和树叶均可食用。绵羊好

似割草机，在球场上自由自在地奔跑、吃草。  

这样，酒店和度假村可为宾客提供新鲜的有机药材、水果和蔬菜。对环境来讲，也是有利的，可以减
少碳足迹及塑料在食品中的使用；此外，为众多热衷此项活动的宾客带来另人痴迷的神奇体验—再
没有比直接从农场到餐桌的佳肴更美味的食物了。若不可行，亦可与附近农民一起劳作；或是向可
持续产品供应商购买食材，支持本地社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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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耕作
• 在柬埔寨，圣塔玛尼基金会通过农业耕种来帮助当地社区居民：与世界蔬菜中心和美国国际开

发署合作，建造一座试验农庄，测试极难栽种的传统高棉农作物。在贫瘠的柬埔寨土壤中，这些
蔬菜可以生长得更好，能够更好的抵抗害虫，且在极端气候条件下生长更良好

• 在未添加杀虫剂和90%无化肥条件下，沿袭古老耕作方式，例如筛选特定种子、轮作以及使用诸
如金盏花，柠檬草或香茅萃取物来防治害虫。

• 模拟可持续轮流耕种方式，向当地人宣讲知识。这一切正在改变着当地的耕种文化，激励人们食
用更健康的可持续产品。

 就地取材

谈及当地产品与风味，多数宾客更热衷于了解当地食物，而非碳足迹高的进口产品。这种现象好比
做SPA一样：进口的法国护肤产品极难胜过传统老挝或泰国护理产品。简言之—保留当地特色，追
求可持续性。

堆肥处理
• 大量酒店并不进行堆肥处理，反之，却将切割物丢弃和购买化肥。这是快乐农庄的至胜法宝—为

何不去物尽所用，停止购买更多对地球有害的物品呢？
• 增添配置表土疏松机和堆肥捣碎机（参见强制设施），用于清理枝桠和其它园林垃圾，便于堆肥

处理。这样，便形成了一个完全可持续、未使用化肥，有机封闭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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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地制宜

举手之劳
供应链应该避免使用一次性塑料用品。现今，全世界每年大约生产三亿吨塑料。一个拥有130个房
间的五星级酒店一年便可消耗１吨塑料—仅限卫生用品……

1. 淘汰品牌包装垃圾—不仅迎合理性游客的喜好，酒店集团亦可减少花费。堪称双赢！ 
2. 使用留言卡（采用再生纸张印刷）申明，本酒店致力减少浪费，节约资源。如有需要，可向前台索

取物品。通常，人们旅行时都会携带基本用品—举手之劳，何乐而不为呢！ 

一些好点子：
• 竹制牙刷与梳子（可再生木材） 
• 房间钥匙—PVC塑料房卡可采用木材、纸张或生物塑料材质房卡替代，更加环保和经久耐用。 
• 含天然成份和有机萃取物的卫生用品，采用生物可降解/可再生材料包装。 
• 相对于硬塑料瓶，纸质瓶及包装物可以减少92%的废弃物。 
• 若必须使用塑料，至少应该使用可再生的聚脂塑料。 
• 采用可再生、生物降解材料，以及未经漂白处理的厕纸/其它纸制品 
• 总是将真正的玻璃和陶制器具放置于在客房迷你吧中        

行业先驱！
• 很多凯悦度假村在宾客入住时便提供可灌装饮水瓶。饮水瓶可低价购买，或者归还并清洗后，再

提供给下一位宾客使用。3 

• 截止2020年，万豪国际集团将全部采用大瓶抽吸式用品，替代小瓶装洗发香波/护发素/沐浴露。
每年，可在131个国家7000家酒店替代5亿个包装瓶（相当于170万磅塑料）。洲际酒店集团亦效
仿此作法，在843000间客房中使用大瓶洗浴用品。4

• 六善集团已停止使用塑料吸管、一次性食品及饮料容器，转为使用可灌装分液器。此外，咖啡包
也可再回收或重复使用。其中，一些酒店提供纸袋包装的散茶，停止提供袋泡茶。他们正与食品
供应商协作，游说当地卫生部门，找寻塑料容器的替代品。一些酒店提供内里可清洗和再次使用
的非塑料拖鞋。5 

 强制营运设施

 塞上软木塞！—饮用水灌装系统

当酒店业主仍处于“投资模式”时，这是一项需要列入清单的重要事项。继一次性塑料之后，最显而
易见的塑料有害物便是曾经风靡一时的塑料饮水瓶！最简单的解决方案是，开设饮用水灌装厂：投
资回报少于14个月。届时，饮用水灌装厂将帮助酒店避免使用和丢弃无数的塑料瓶。

越南富国岛JW 万豪度假酒店系本斯利最成功设计作品之一。即使仅需32000美元和回报期达14个
月，酒店仍然花了3年时间来建造一个饮用水灌装厂。对于一个2亿美元７年回报期的投资项目，简
直就是小事一桩。而且，减少了对塑料瓶的大量需求。 



 必备捣碎机

正如在耕作与景观部分所提到的，许多酒店并不进行堆肥处理，而是将切割物与最适合用作堆肥材
料的废物丢弃。

只需配置堆肥捣碎机将有助堆肥处理。可轻松处理树枝或其它园艺垃圾。此项工作是无价的，可以
迅速将园艺废物转化为园艺肥料。每个度假村都应该配置这样一个必备设施。堆肥捣碎机推荐选择
维米尔BC1000XL剪枝机

无塑化供应链
优先考虑减少和重复使用，其次回收利用

所有圣塔玛尼酒店均设置相应系统，杜绝塑料在
余下整个供应链中使用。万事开头难，但值得一
试。

• 四个不同颜色代码分别代表肉类、家禽、海鲜
及蔬菜/水果，祥见以下：

绿色＝蔬菜/水果，黄色＝家禽，红色＝肉类，蓝色
＝海鲜
每种颜色配置三套：一套用于厨房，一套用于采
购，一套用于供应商 
• 食材冰冻并用冰块分隔。  
• 任何不遵守无塑化供应链要求的供应商，应该

解除其合约。 • 

简而言之，其优势是：节约资金，让环境更美好和免费使用。另一个备选方案是，当宾客到达时，即
为其提供可重复使用的饮水瓶，以及加水站—并非配备大号塑料桶的类型！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是
使用饮用水过滤器，其中一个推荐品牌是艾肯饮水机。十秒种即可灌满一升容量的水瓶—最出彩的
是，可显示已节约的塑料瓶数量。 

–饮用水灌装系统 
• Pure Eco Thailand 富国岛JW 万豪度假酒店使用)
• Lenntech Water Treatment （莱恩泰科水处理）
• Harbor BD Engineering

• Advanced Equipment and Services （先进设备与服务）
• Aqua Purification Systems Inc （水净化系统公司）
• Cpure Water Treatment Equipment Co. Ltd. （中普瑞水处理设备

有限公司）
• Biosystems Limited （生物系統有限公司）
• H2M Environmental Technologies （H2M环保科技）
• Water Management Technologies （水管理技术）
• Aquad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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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承接开发的土地充满敬意—设身
处地考虑，对于你所提供的产品来讲，
更少花费，更少修建及更高收费是否

更有益？

本章将着重讲述节约能源，例如通过
收集太阳能，或建造智慧性设施来降
低能源消耗。最小干预原则即是关注
所在地自然环境的保护。同时，设计时
需适应环境—包括树木！我们的经验
是，更多设计精妙的建筑正是避免使
用不必要的自然资源；并且，重复使用用

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

接下来怎么办? 
 怀揣敬意去创造指……

低影晌高产出
最小干预
阳光普照
建筑朝向
收集阳光

重复使用 回收利用 升级再造
智慧建造

能耗最小化

低影晌高产出

对所开发土地充满敬意是根本：有时，更少花费，更少修建和更高房费会带来更多利润。

与其让业主和经营者纠结于房间数量这一传统收入来源，不如转向具有更高产出的小型酒店……
例如：

• 乌布嘉佩乐—位于巴厘岛乌布地区的野奢帐篷度假营。修建大型酒店可能损毁当地自然美景；
或许，更重要的是，显得与周围景观格格不如。 

• 说服委托人放弃修建拥有120个客房的酒店；取而代之，建造24顶帐篷，体会脚尖轻柔地踩在地
面的感受。无须改变排水系统。不是高耸于建筑物密集的岛屿之上，而是沉潜下来，远离喧闹的
外部世界。  

• 清莱四季帐篷度假营正是最早的低影晌高产出模式酒店之一  
• 酒店不仅保护了森林，而且为37头大象提供安全的快乐家园，远离它们被营救的城市。迄今，酒

店仍然是最成功的四季酒店之一。  
• 建于康杜玛密林中的圣塔玛尼野奢帐篷度假营是一个重要范例。每66英亩森林才修建一顶帐

篷—整个施工期间，没有砍伐一棵树木。  
• 帐篷度假营的存在，可以让野生动物联盟更好地保护森林。游客在离开时，将更加意识到影晌亚

洲动植物种群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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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怀揣敬意去创造

 最小干预
最小干预意指对所开发的土地怀揣敬意。不要为了建造新事物而去攫取土地上的自然资源。
我们应该明白，大自然所呈现的便是最完美的。通常，在树木繁茂的土地上，树林间极少建筑足迹才
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案。建筑面积减少换来的是洁净的空气与隐秘度。

如果花些时间在现场搭建临时木桩和细线结构上，可对现场有一定的新认知，从而节
约资金和创作出更好作品。

该方案已适用于泰国、巴厘岛和柬埔寨的工程—苏梅岛上，建于树上的70栋别墅隐匿于密林之中：
原封不动地保留了生长于斯的856棵椰树。在巴厘岛，帐篷几乎隐藏于丛林之中，从而保留了岛上
居民眼中的神圣村庄。

避免改变自然风貌：围绕树木来调整建筑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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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树木成为建筑的组成部分

在一些案例中，这意味着削减和调整平面图以适应周围树木—或者，简言之，让树木成为建筑的组
成部分！其结果是，帐篷近乎有机地融合到梯田景观和茂密的树林之间。对自然环境的深刻理解必
定带来更好的作品，保护大自然及节约成本。详尽考查—将会带来更大利润。适合每一位宾客的酒
店必定毫无特色可言。

草裙祥图（右）椰树从露天平台上随意自然地穿出

例如: 

• 苏梅岛上这家五星级酒店，位于海滨一坐小山
上，有着郁郁葱葱的植物及动物群。 

• 在苏梅岛，仅为了修建酒店和开发，一些类似
的小山上树木被砍伐。人们往往忽略其后果：
没有了根茎支撑，无法保持水土，从而导致大
规模滑坡。 

• 在这里，没有砍伐一棵树木：酒店环树而建。树
木从餐厅、别墅露台甚至内部冒出来—让宾客
沉迷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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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普照！

长期以来，甚至在白天，我们都是依赖使用化工燃料和电力来点亮酒店房间。应该强
制规定，酒店房间所有区域均采用自然光，相应地节约能源。

从客房两侧采用自然光来控制自然光线，提高能效。万豪集团全球99%项目都只在房间一面/一侧
设计了自然光。正午时分，房间里就需要开灯。当将房间设计为两边均使用自然光时，日光照射可持
续很久，营造出自然的氛围。不禁让人思考，为何不选择其它方式呢？除了节约能源，还可加装移动
传感器，需要时可自动关闭亮光。

点亮一切

自然光线不仅可以照亮卧室的每一个角落，且
可以彻底改变房间氛围，降低能耗。同样，这也
适用于让自然光照亮盥洗室—没人愿意在黑
暗中穿衣打扮。化妆的人深知，在自然光线下
化妆是最佳选择。

两侧均无自然光照射的传统房间布局

四侧均为自然光线照射的客房布局

从房间一侧射入另一侧的自然光 
与人造光线及一扇窗户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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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阳光 

每一小时，太阳照耀在地球上的能量超过全世界一整年消耗的全部能量。6

为何不利用能量，同时拯救地球呢？在酒店、工作室或家里覆盖安装太阳能板，放弃使用电力：下图
所示太阳能板回报期大约为8年—虽不是很诱人，但要想想今后都是使用的免费能源哦！.7

 

• 采用太阳能可节约酒店高达35%供热、用电和照明。.8 

• 按照当地能源提供商收取的系统安装及费用，酒店在4－12年内可抵消安装成  
• 很多制造商承诺25年保修期，且使用期为40多年。  
• 业主可能会担心启动费用（投资阶段涉及话题）。但是，为了支持环保事业，许多政府还提供资助

金、退税或无息贷款等。  用用

• 在有些国家，甚至可以退回很大一笔启动费用（高达80%）。9 

• 酒店太阳能热水系统非常有效，可节约大量燃气消耗—超过30%。  
• 若无法选择自备太阳能板系统，可直接向绿色能源公司购买太阳能。  
• 将太阳能板整合到酒店建筑之中，每天可发电超过一兆瓦—可提供整个度假村所需能量，剩余

能量可储存起来供阴雨天使用。  

太阳能热水系统：
• Apricus

• Rheem

• AET (Alternate Energy Technologies

• SunEarth

• Kingspan

• Stiebel Eltron

• Heliodyne

• SunMaxx Solar

• Resol

以上制造商可提供收集器，收集
罐，控制器及全套系统。 以上制
造商可提供收集器，收集罐，控制
器及全套系统。

太阳能电力供应商：
• Zenros Solar Touch

• Love Energy Savings

• Solartron

• E.ON

• Swinerton Renewable Energy 

• Black & Veatch 

• DEPCOM Power 

• Hanwha Q CELLS USA 

• Primoris Renewable Energy 

• CS Energy

• McCarthy Building Co

• AUI Partners 

• RES (Renewable Energy Systems)

• Trinity Solar 

• NARENCO

• Electricity Generating Authority of 

Thailand 

• Gunkul Engineering

• Low Carbon Energy

46

3. 怀揣敬意去创造 

建筑朝向

建筑物正确选址，考虑阳光和风力因素，设计出更智慧的建筑，能够储存大量能源。

• 室内阳台
玻璃不应直接暴露于阳光下。室内阳台可遮蔽玻璃，配以更厚实或隔热性更强的墙壁，有利于降低
建筑物温度。此外，可防止玻璃门反射更多热量，降低房间温度和节约能源，避免产生温室效应。

• 建筑朝向
按照阳光照射方向来考虑建筑
物的布局与开口。调整建筑物
角度让自然光照射进来—最好
是穿过位置优越的落叶树木。
按照所在半球改变朝向。在亚
洲，尽量减小西边开口，以降
低白天吸热—再添加外悬的屋
檐，室内阳台或露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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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材料：重复使用 回收利用 升级再造
使用老物件，特别是当你想讲述过去的故事时，定会锦上添花。

就地取材
内饰与建筑材料涵盖广泛，从手工艺建筑材料（例如再生木材用于地板与墙壁；回收橡胶用于制作
艺术品，铁路枕木）到酒店内部装修中使用的古老物件。从本地区吸取灵感对于真实可信地讲述当
地故事是必不可少的。甚至—还常常有利于降低成本和碳足迹。就地取材也是一个打造与周围社区
良好关系的好方法，采用传统技艺，让古老智慧鲜活生动起来，常常也是 希望尽量少地使用资源。

升级再造
另一个方法是，通过升级再造在酒店设计中注入大量个性特色—换言之，重复使用与回收利用。新

建酒店中并非一切都需要是崭新的。
图 54:

• 致力研究自然事物的大学
• 每处都可以学到新东西，比如内饰，包括了5000多升级再造的

古董。
• 被评为东南亚最佳度假村，荣获2019年旅游+休闲世界最佳

大奖第二名

图 52:

• 富于老挝最早自然主义者历史
• 讲述首位法国驻老挝外交官奥古斯特·巴维及其客人们的故

事。
• 从全世界收集来的家具、工艺品，书籍与奇特的物件，使故

事更加栩栩如生。更值得一提的是—获取更多大奖，包括上
榜康泰纳仕旅游者杂志—2019热门榜单，以及旅游+休闲杂
志—2019 畅游榜单

图 51 & 55:

• 该酒店实际上是一座博物馆，保存着酒店业主收集的各种古
董，祥细讲述着拉玛五世国王统治下的曼谷故事，另人神往。

• 连续四年荣登康泰纳仕金榜，曼谷最佳酒店，亚洲最美小型酒
店，以及TTG亚洲大奖，略举一二。

图 53:

• 内饰多采用升级再造的古董，精心挑选，融入房间的故事主
题。甚至是老旧的路虎揽胜亦被改造成移动酒吧！

• 再次证明，大获成功—2020年１月，圣塔玛尼野奢帐篷度假营
被塔特勒、时尚芭莎Harper’s Bazaar Hideaway Report认可，并获得
亚洲和澳大利亚豪华旅游集团大奖—生态环保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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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怀揣敬意去创造 

建筑材料：智慧建造 

为何在建筑材料选择上不更有创意呢？仅是建筑业就造成了23%空气污染，50%气候变化，40%饮
用水污染以及50%填埋垃圾—截止2021年 10 -，单单是万豪集团就计划开设1700家新酒店。这些数
据还不会减少。

其它优势  -  

• 相对于普通建筑，能源使用降低25%，
耗水量减少11%—降低水电费用11

• 维护成本降低19% 11

• 温室气体排放减少34%11

• 降低营运成本—每年大约降低9%，5年
达13%11

• 绿色翻新可提升建筑物价值近4%，大
约七年内即可回收成本11

世界上，水泥居使用最多材料第二位（仅次于水）。按国家来讲，它是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国家第三
位：28亿吨，仅次于中国和美国……以下为可持续、可再生及生态环保建筑材料祥细清单，有时三
者均有。具有众多优势：更持久，改善室内空气质量，热质量更佳且优化使用与维护—从长远来讲减
少成本。是时候作出改变了。

• 采用回收牛仔布保温
• 稻草捆
• 竹子
•  再生塑料
• 比混凝土更强韧，二氧化用Co2排放少，采用

回收材料制成，包括铁渣
• 混凝土+木屑
• 土壤或泥土—包括使用污水处用用用用用用用用

• Ecobrick

• Ecoblock

• 可持续来源木材
• 夯土
• 木材和软木渣（枝丫，锯木，磨砂粉）或植物

纤维（竹子，椰子，等）均可与混凝土混合制
作绝缘层。请参见麻凝土, 混凝土草格

• 黏土
• 软木
• 交错层压木材
• 植物基聚氨酯硬泡体
•  羊毛
• 回收钢材
• 菌丝体
• 翻新门
• 回收玻璃瓷砖
• 麻毯
• 研磨纸浆壁纸
• 废金属椅
• 在报纸上作画，替代壁纸，

 

 设计者—建筑师！
是寻找真正可循环使用与升级再造材料之权威机构。祥情

请登录

https://www.materialconnex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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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怀揣敬意去创造 

能耗最小化
多数酒店中，空调是最大的能源消耗，占32%。 12 最舒适惬意的酒店客房仅有部分使

用空调。在此，特推荐以下几个能源节约方案：

• 对流通风：减少使用空调的一个最直接解决方
案。殖民时期修建的房屋便是按照这些原理修
建，除了风扇几乎不需要其他设施。采用天然降
温方式可节约能源和增强氛围和情趣。哈桑·法
蒂风洞法在空间空气自然流通方面尤为重要。

屏蔽帐篷和床上悬垂的蚊帐，可隔绝臭
虫。同时，与外界保持自然通风，倾听鸟

鸣。

走廊规划：琅勃拉邦围绕梯田而建的
大堂，光线与空气可自由进入，缭绕于

立柱之间。

庭院规划：打造独特入住体验—曼谷唯
一未安装空调系统，体感舒适的大堂

大型露台规划：帐篷营大型室外露台系主要居
住空间，采用风扇降温

屋顶休憩：屋顶躺椅是吹着微风，眺望星星，悠
然入睡的好地方。

凉台—中国某项目卧室，窗户面向花
园打开

曼谷住宅，游廊环绕房屋—几乎从不使用交流电AC。 
花园喷雾系统可降温并让植物快乐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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