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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應強化傳統技藝傳承

陳書毅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學系講師

金門在近代因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以及國際情勢的對峙趨緩下，悄然地

蛻下戰地前線角色，保存了豐富的歷史與動人的文化景觀，政策正引導著

金門朝向文化觀光島嶼和世界遺產的目標邁進。

眾多的閩南傳統合院建築群當是金門聚落風貌中重要的文化資產。目

前其保存工作是運用保存區的建築管制手段，雖要求新的單體建築外觀上

呼應聚落風貌外，但仍欠缺針對整體聚落地景保存的細部計畫的擬定與更

新、舊合院建築個體內適居性的規範性之設計討論。相較於向城區集中的

販厝、集村農舍、高容積住宅等，均擁有較便利的住屋格局和現代設備，

也因此，金門的閩南傳統合院經常視為落後的象徵。

一、短期異地觀光體驗，落後的居住象徵

自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成立於1995年後，十餘年來的傳統建築以修繕

與再利用導引下，許多所有權人難以維持的民居逐漸被改造為古厝民宿、

賣店和展示館，在更新後的舊殼內置入現代設施，以電器設備提升生活舒

適所需，這些場所逐漸地成為吸引外地遊客短期體驗聚落文化的新景點。

重要的是，在如此以「原貌修復」為目標的獎勵修繕政策下，傳統民

居的尺度、通風和採光等條件仍然易被忽略，加上未有實際從生活去思索

和修正設計的可能，故修繕後的外觀雖顯嶄新，維持了舊建築與聚落的外

殼形貌，但面臨社會結構性的流動，農村人口與經濟模式的改變，特別是

年輕一代的住民以軍公教之核心家庭為多，修繕後的民居卻依舊顯得不宜

居。世代間遂選擇離開聚落，轉而大量興建新式農舍或現代鋼筋混凝土建

築，導致立意良善的獎勵修繕機制其實與居住意願大相逕庭，默默地助長

了金門自然村的風貌急速消失。

二、保存修繕制度中的省思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和金門縣建設處經過十多年來的協力運作，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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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聚落內大量的合院式建築、洋樓

建築進行指定登錄和修復維護的計

畫、設定地上權和使用權轉移，已

揭示地區對於歷史文化保存維護的

決心。如發展出獎勵民居修繕的

《金門國家公園維護傳統建築風貌

獎勵補助實施要點》，以及《設定

地上權》和《金門縣特色民宿審查

作業要點》的活化方式與「古厝民

宿」的運作；金門縣政府建設處方

面則有《金門縣維護傳統建築風貌獎

助自治條例》等，共同協力維護傳統建築修

繕、管制與活化的課題。

金門的傳統聚落保存制度在管理和操作思維

上，歷經從區域保存到建築物、發展權轉移的三

個時期，其代表著社會制度變革下的操作省思，

已呈現了一個動態的公私協力的執行平台，重要

的建築物受到管理單位關切與協調，積極協助其

保存修繕。但這樣運作其實是一種階級化的分類

操作，長期來看，會有大多數的民居遭到淘汰和

廢棄。古厝民宿、賣店或展示館，僅僅屬於一種

老建築機能的替換，於居住行為的沒落受觀光行

為而替換，意即血緣親族替換成一個新時代的消

費空間，也代表著分房後許多中生代族群得到的

祖厝地過於狹小，遂黯然地遷出。

長期觀察下，固然舊建築在制度操作上並

非一定得維持“居住型態”，但群體上仍主要是

提供居住使用，因故在上位的保存區規範需定期

審視之外，傳統建築要如何呼應舒適生活的調

整、更新的目標討論，至為關鍵！也因此可以體

會到，中生代居民對於要回到傳統民居內的居住

方式仍是存疑的，如珠山薛姓理事長說過：「珠

山是我自小成長的村落，我萬萬想不到，如今祖

厝地不足，我一家子卻被迫遷出，變成了觀光

客！」這句話猶如一記警鐘。即不應忽略的是：

建築物的形成應該是生活滲透的結果，無法注入

新的使用生命（週期），將使其徒留歷史的外

殼。

三、自宅「里院」的設計過程

對金門的在地性而言，一系列針對民居內的

動態整合，將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可說是傳統

保存在實務面的考驗。傳統合院民居要以何種方

式留存，並實現其現代化生活呢？除必須呼應歷

史環境的質感和控制聚落景觀，在融入現代的傳

統工法的支持下，其實已有能力在合院民居的格

局上做出改良，用來回應首要的空間缺乏彈性使

用課題。透過舊合院常見的增建行為（依據有無

周邊腹地的條件下做水平、垂直增建）以給予一

廳二房格居之下，有著更大的可能性，不失為當

前可行的辦法。

筆者夫婦自2004年從台北遷居金門後，選擇

租賃在聚落老屋內，逐漸開始思考在聚落內的新

圖1 金門傳統合院建築的增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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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修正設計的六種項目

圖3 「里院」縱向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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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居、舊屋增改建上，要如何融入現代宜居生活

的命題。而後幸運購得一處聚落中心的頹屋，

即運用在傳統合院的長期生活經驗，針對典型合

院住居的做出回應的一項修正設計，取名為「里

院」。簡要歸納出此修正設計法的六個項目：

1. 可活用的合院格局

保持合院中軸平面和外牆，內部隔間牆可依

家庭型態作彈性組合。在格局設計上則破除大屋

頂下一廳二房的典型平面，達到通風、採光等物

理特性、內部空間通透，並使用現地舊構材（保

留原大門石門框與廳前大石 ）。大廳內增設一組

燃木壁爐，已成為冬季白天、夜間取暖和家庭聚

會的場所。

2. 可調適的現代尺度

由於此基地上傾頹的合院在周邊並無腹地

（建築面積130㎡），需採取垂直上增高以增加樓

地板面積（172㎡）。屋內已統合一層地坪高度，

一改室內多處高層的狀態，室內淨高達2 .5m以

上，便於活動與安置電器設備；特將樓梯露明、

置於大廳最末側，以淨高1.85m以上的半樓空間為

居室（另一側為主臥房），並可通往露台。

3. 具延緩溫溼的牆體構造

砌體是地區性的熟稔工法，下部使用現地餘

留石塊砌作與上部磚砌、外抹灰的傳統作法，牆

厚約達36cm以上，緩溫、吸濕效果良好，冬暖夏

涼。2012年3月遷入至今，除增設遮光窗簾和西晒

面的格柵外，由於傳統厚牆、木構材的使用，其

延遲作用使得室溫、濕度的變化較和緩，至今尚

不需要空調設備支援。

4. 可控制採光、通風的居室

北向天井有著長期納入漫射光的優勢，故廳

堂採大面落地門設計，更達到優於傳統合院的視

覺通透感。加強西南季風入室途徑，減少東北季

風吹撫，因座向朝北北西，故正面設實牆、不開

窗，南向以推窗朝向西南，以導入季風。室內外

空間共同圍塑出一種穿透性的景觀合院，優於傳

統合院的是在於水平向提供了家庭和工作室活動

延伸的可能性，產生一種可遊、可居的新體驗。

5. 可透水與儲水的天井

天井採前半部作草皮與植栽區，藉以涵養水

源。其中設有注入浴室中水的一組灰水淨化及景

觀魚池，可支援日常植栽的澆灌等。若廚房洗手

槽有設油污分離設施，亦可成為中水來源。

6. 具匠意保存的實踐途徑

為求景觀上與村落天際線融合，外觀上以簡

約傳統的磚石砌體、圓脊山牆和閩南紅瓦；刻意

省略耗工的彩繪、泥塑和細木作裝飾，是對於延

續地方匠師擅長的大木作、泥水之匠藝，實積極

反應獎勵補助的外觀和構造材料項目（石砌、磚

牆、木楹、瓦作）之外，務求傳統的延續中富有

圖4 天井環境圖5 半樓起居空間

文
化
資
產
保
存

專
業
與
實
務

學會1029.indd   70 2014/11/4   下午4:27



71 ARCHITECTURAL INSTITUTE OF TAIWAN MAGAZINE

圖4 天井環境

創新。

簡要而言，這些合院空間的修正改造特點，

共同融合出這座改良式的現代合院建築，並試圖

將記憶當成居住與環境的連接，作為金門傳統聚

落中一項適居性的建築嘗試。

四、推廣下的自省與未來

鄉村民居上的建築語境實際上含括了使用

目的、經濟等內力，以及地方性建造技術、結構

和構材等外在因素，這與在「英雄主義」下的現

代建築表現中不可並論，卻與求「原真」的現代

建築之意旨相仿。「里院」的持續推廣，意欲搭

接金門現況與現代設計面的幾處對話，它們分別

是：場域精神的探索、與地區修繕獎勵機制、對

地方匠藝的延續。

1. 當代閩南合院設計的場域探索

歷史場域中的現代設計，應是對其產生地

域性的思辨與再發現，轉為意境醞釀的設計展

現，旨在求真，而非一昧落入傳統形式窠臼。因

此以時間的縱軸來看，一棟民居之格局有著順應

主人家生涯時期的而修正，從結婚、生子、年邁

之時期而變動；一棟閩南合院的存在即是村落的

延伸，它體恤周圍，所以顏色、高度、量體的搭

配採取低調；使用者在設計過程充份參與；居住

和工作者的生活即要安適，也需鄰里和訊息的交

流，所以天井和院門得以長時間開敞；露臺及挑

空乃是可納入四季的光，牆的功能在分別出交誼

與休息；迎接雨水、活用中水的院子，得以滋養

綠意。這些細微特點乃屬日常點滴，卻能豐富這

裡處於歷史聚落中現代生活的「所是」。

2. 與獎勵補助機制的對話

經過2011年2月底審查委員會的現勘，在160

萬的最高補助金額範圍內，建議給予112萬的高額

補助，核可補助比例約70.2％。在持續面對的「生

活發展區」中仍擁有大量傳統民居建築的頹圮情

形，可知公部門和專家學者多數亦認同此設計所

呼應聚落保存之中的現代化生活想像，因此階段

性地給於了相對較高的補助，這也是對金門傳統

合院民居於改良設計操作上的一種突破和肯定。

但在操作過程中，不免也發生了業主（兼設計

者）、承辦課室、聚落居民（鄰居）這三面方對

設計控制的觀念與認知上，有著明顯的差異：比

如承辦單位在先期並不認同此手法，又如民眾只

欲比照本案中主落簷下加高的特徵來修繕自宅。

3.對地方匠藝的延續

透過傳統合院民居的長期居住經驗和觀察，

本案以大厝身和攑頭接合處、外壁、開口部、屋

頂等有許多構造、耐候性上的缺點，經過與傳統

工匠事前規劃與現地對工法施做討論，進而以實

例的設計方式改善調整之。這一系列的作法可以

提供閩南傳統民居在規範下，針對構造材料的耐

候性資料的修正累積，亦可作為傳統建築調查與

再利用建築規劃之實用面研究的參考。

小結：一種歷史場域中的理想生活

「里院」除了是筆者對理想生活詮釋，以及

對於傳統民居的一項現代化實際試驗。與古蹟、

歷史建築等強調原貌保存的文化資產不同之處

是，真實的民居應該隨著生活型態改變，而有形

式上的修正，才是真正的文化思考跟累積；現今

民居的修整定位上雖然做到了工法的改良，提升

了結構強度、大量增設現代設備，但是對生活的

舒適度並未有全盤仔細的考量。當代，就是展現

這一代人在思索的事情，把現代生活模式和傳統

民居空間做適當的融合，讓老的特質能被看見，

使年輕一代的金門人可以提高其居住之意願，傳

統建築的生命就能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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