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家 

除醛高手 撲滅居家隱形殺手 
 

一群對環保有高度使命感的創業團隊，從一般消費者最常接觸的建材為切入點，

只希望提供消費者一個無毒、環保的家，這麼簡單的夢想，讓健康家國際生物科

技公司董事長周育俞及其團隊，在未知的道路上探索逾 10年。隨著環保意識抬

頭，這群默默耕耘的拓荒者，終於熬到開花結果，也讓環保事業找到新的出口。 

 

甲醛難免 除醛學問大 

相信消費者都有相同的經驗：剛耗資不菲裝潢好的家，卻常常有一股刺鼻的油漆

味，讓人感覺眼睛不適或頭暈，大部分的設計師或工班會告訴你說：「新家的味

道都如此，過一陣子就没了」，其實這很可能是健康殺手「甲醛」，而且逸散期

長達 3~15年，成為家居最大的隱形殺手。這時的補救之道，就是進行除甲醛工

程。 

 

原在建材家具行業從事十多年的周育俞表示，甲醛是一種無色的有機氣體，被

WHO與國際癌症研究中心（IARC）列為第一級致癌物。甲醛的主要來源是木製

建材和膠合劑。除甲醛的方式是在木裝潢與木家具表面塗上含甲殼素的專利奈米

配方塗料或蠟，使甲醛氣體一散發出來就產生化學反應，分解成水分子，同時加

速甲醛逸散的速度，最後使甲醛完全消失。」：「除甲醛工程的原理是先吸附再分

解，而且持續有效。裝潢前先幫板材裸木除甲醛，效果最好。」周育俞熟練地指

著裸板材說。 

 

為了解決甲醛超標的問題，國際市場也研發出來包括用玉米、澱粉等研製出來的

環保膠，但其缺點是膠合黏度弱，容易脫膠，同時木板中的澱粉膠,也是蟲類寄

宿與食物來源，甲醛具備膠合黏度強及防腐的優點，常用做膠合劑。 

 

耗資千萬 市場卻慢熟 

周育俞體認到，對於環保無毒建材的需求是未來的大趨勢，而與台灣大學生物環

境系統工程學系暨研究所合作發表「甲殼素塑料去除建材表面甲醛能力」之研究，

並與林家群及林憲宗、林益增等化學與建材專業團隊籌資上千萬元成立公司。在

組織分工上，周育俞及林家群負責行銷企劃及開拓新市場，林憲宗、林益增則負

責研發，從研發到產品推出上市，要花上 1~2年時間，期間必須經過小量測試、

上機測試等過程，最後到產品量產上市，至少要花上 2年的時間。目前健康家所

研發技術成熟的產品，包括建材製造業用的功能性添加劑(除甲醛/防霉抗菌) ，

目前產業類有: 壁紙業、木地板業、皮革業、水泥漆業、塗裝/美耐皿板業等等。 

另外還有裝修中所使用的甲殼素塗料與居家護理用的除醛抗菌噴劑、地板蠟、家



具蠟等約 10個品項。 

 

近 10年來，周育俞團隊前前後後投入上千萬資金，但受到市場發展慢熟影響，

經營得十分辛苦。「曾經幾度出現過發不出薪水的窘境」，回想起創業時的艱辛，

他說，好幾次都有放棄的念頭，然基於不服輸的個性，加上在業內看了十多年，

深信這是一條可行的路。他也相信，低谷已經過去了，堅持下去，終有出頭天的

一日。周育俞意味深長望著身旁的創業夥伴林家群，緩緩地說：「還好我們咬緊

牙根撐了過來。」 

 

現階段健康家的市場分為 B2B（企業對企業）及 B2C（企業對消費者）兩大塊，

其中，目前仍以 B2B為主力市場。而台灣與大陸 家用及工業用市場的比重分別

是 1比 9，換言之，大陸的工業市場，如建材製造廠目前是公司的業務主力，市

場策略是透過知名品牌的上市大廠作新趨勢產品推廣，周育俞指出，在中國大陸，

知名品牌的建材製造業進入門檻不低，恰可藉此拉大競爭門檻與專業技術層面。 

 

面臨競爭激烈的家用除甲醛市場，健康家的優勢何在？周育俞強調，除了家用產

品銷售外，健康家還代客施工(除醛工程) ，並包辦到府的甲醛檢測服務，例如，

2014 年 7 月麥德姆颱風來襲前夕，他就帶著施工團隊到客戶家裡進行裝修後的

最後施工檢查，務必將消費者服務做到百分百。 

 

搶進對岸 商機進展速 

周育俞也說，中國的室內空氣治理比台灣快速，產業也走得比較早，主要受到當

地的黑心商品多，消費者安全意識較台灣高所致，而兩岸同文同種，加上產業連

結密切等多重優勢，因而成為優先切入的市場。然而，除了經銷產品外，服務輸

出到大陸有其執行上的困難度。其中，光是建材品牌經銷就有數千個據點，分散

在各地，人員也必須經過專業訓練，專業代工服務輸出到大陸實有困難。現階段，

健康家主要是在上海、廣東、福建、江西及湖南等設點為主要目標。 

 

在大陸，除甲醛工程每平方米約人民幣 20元，但多為水性噴劑，3、5天就失效，

僅能短暫反映除臭效果。健康家的產品售價是大陸同業的 2-6倍，但由於具長期

穩定的成效，深受中國大陸三級以上城市的中上所得家庭的青睞，在所得持續成

長的大陸市場，價格並非大問題，重要的是產品是否有效果、實際使用者使用感

受及產品使用的便利性。 

 

談起與中國大陸知名上市公司的合作過程，周育俞表示，5年前恰好遇上知名地

板商安信木地板的毒地板事件，被查出甲醛嚴重超標，這是健康家向大陸環保建

材市場叩關的好機會；但也面臨業者競爭激烈，要找到差異化的切入點，才能在

競爭激烈的紅海市場找到利基點。現階段健康家採取結合相關行業夥伴方式來經



營，包括生活家、萬科及出貨量全球第二的歐雅裝飾壁紙公司。未來，健康家則

規劃加強開發大陸的智能設備與特用化學材料市場，如居家空氣檢測設備、防火

建材等，目前皆已有合作對象，約 2年內，可望見到業績快速成長。 

 

除醛專家 構築健康夢 

此外，台灣市場也傳來利多消息，經立法院三讀通過，自 2014年 7月正式實施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明定公共場合室內的甲醛濃度若超過標準，可開罰甚

至停業。這項環保法令為業者在台灣市場帶來新契機。 

 

自有資金不足是中小企業的困難點，周育俞指出，創業初期「常跑三點半」已成

為他的噩夢。不過，透過中原大學育成中心及交大等，解決辦公處所問題，期間

上海創投也來接觸過，但他不希望只是資金挹注，希望有更多管理、人才培訓資

源的投入。更重要的是，周育俞認為，政策上應推動所有建材都能將除醛項目納

入基本配備，讓健康家能對台灣的環境健康安全領域作更多貢獻。 

 

 

亮點綠色產品或服務 

健康除甲醛劑、除甲醛塗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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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Green International Bio-Tech Co., Ltd. 

 

Benson Chou has been in the building materials and furniture business for over a 

decade. He points out that formaldehyde, often used in wooden building materials 

and glues, is listed as a Group 1 Carcinogen by the IARC. The substance has an 

emission period of 3 to 15 years. It is the biggest cause of death from household 

materials. 

 

One way of getting rid of formaldehyde is to put a layer of patented paint or wax on 

the outside of wood trimmings or furniture. The chitin inside the patented substance 

creates a chemical reaction that turns formaldehyde into water vapor. It also speeds 

up formaldehyde's rate of emission, ultimately removing it.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 management team has invested millions of NT dollars. 

However, due to slow market development, business was not easy. Today, China 

has more advanced indoor air management. Its industry also had an earlier start. 

The fast pace of development was due to the large quantity of illegal, substandard 

products meaning local consumers have better safety awareness than consumers in 

Taiwan. Taiwan and China share the same roots, and industries are also closely 

linked. This makes the China market a priority. 

 



 

誠心耕耘，打造無毒家園。 

 

Committed to building a 

non-toxic home. 

 

http://homegreen.com.tw/ 

 

董事長 周育俞 

Chairman Benson Chou 

 

 

http://homegreen.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