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德仁
宗邁建築師事務所設計總監．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兼任助理教授

宏觀視野，
美好生活
The Bigger Picture, 
The Better Life
文／陳德仁

大學建築工程教育 「⋯當代建築的使命應是如何運用輕盈而明

確的智能科技與新材料的嘗試來面對地球日益脆弱

的生存環境，提供居住者最佳健康與舒適度外，進

而建構下一個世代更美好的生活與宜居環境（The 

better living/A good life）⋯」

前言

任何一個可持續的建築案都是一種探索，是

一埸與基地週邊環境的對話。建築物除了是供人們

在其間活動使用的構造物，本身亦是實質環境的構

成元素，承載著人們的生活記憶，見證著文明的發

展歷史。從前，劃時代的建築技術突破，是被當時

社會、經濟條件下人文思想的變革所驅動，到了現

代建築運動之後，建築技術的進步，引領建築空間

及造型發展。在當代，建築產業分工極細，在實務

工作中，從建築計畫、規劃設計、發包施工到最終

完工啟用等各個階段，是一個把最初抽象的設計構

想，透過工程技術及營建管理，逐步落實到具體的

建築形體的過程。業主(起造人)、建築師(設計監造

人)及營造廠(承造人)三方相關工作從業人員，集合

不同領域專業人員，分別扮演不同的角色，一起為

同一個目標邁進。2012年引燃各界熱烈迴響，由國

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吳光庭教授(時任淡江大學建築

學系副教授)負責策展的「實構築ing」展的基本構

想，即在表達「建築師+營造廠+業主」的三方「合

作」，是推動整體建築環境品質提昇並形成社會優

質環境的基礎。透過本文，希望分享宗邁建築師事

務所過去20年作品實務執業與未來發展，期盼能夠

提供未來大學建築工程教育的省思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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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邁近年作品vs.當代建築工程技術
以下以宗邁建築師物所近年設計或監造之清

水混凝土、鋼骨結構工程，以及與境外建築師合

作之興建中工程為例，探討建築師在建築設計構

想與工程技術之間的實務執行概況。

清水混凝土工程：

「清水混凝土建築之美在於表現其原貌，在

施作過程中所有的準備在卸去模板的一剎那展現

無疑。」

1.台大社科院及圖書館

本案是由日本普立茲克獎建築大師伊東豐雄

與宗邁建築師事務所、大涵學乙設計工程有限公

司合作規劃設計，由互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負責

承造。建築物採用清水混凝土風格，清水模為國

內單棟建築物最大面積(約46,760㎡)且工期短促，

部分區域獨立柱挑高12公尺、最大挑空高度22公

尺，顯見其困難度。因為特級清水模模板要求平

整、精確，必須藉由施工前的模板計畫，創造模

板分割與美學比例。

圖書館棟為了塑造森林空間的體現，建築師

整合了結構與空調工程。其中圖書館樹狀結構呈

現，同步考量柱體自由造型的美學與模矩施工的

重複；而流暢的冠狀造型混凝土柱頭展現出施工

團隊運用鋼筋與模板的純熟技術。同時，圖書館

空間為維持樹狀結構的意象，引進國內首座地板

輻射冷房空調系統，創造出極簡的天花板空間，

也同時降低圖書館挑高空間的空調能源浪費。針

對這個被稱為外來的空調系統，規劃初期建築師

從空調理論與本地物理環境的論述，進而到施工

前實體模型製作的檢驗、到後期竣工的驗證，顯

示建築師對設計的體現不再是紙上的作業。

2.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大樓

本案基地位於中和市中心，在平面配置上以

預鑄混凝土結構結合外牆板組合方式，並由三種

外牆材質：預鑄混凝土劈裂紋、玻璃帷幕、預鑄

混凝土造型板搭配，在方形量體上呈現一種利用

虛實進退方式，刻畫出建築立面的細緻並表現材

料原型的特色。

本案為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

統包之工程，建築團隊為克服預鑄構件現場接合

的力學傳遞及防水等問題，利用特殊箍筋工法，

降低一般箍筋用量，也提升了鋼筋圍束效益，有

效強化工程品質。而建築物外牆採預鑄水泥板，

外牆造型板設計發展與2x4 inc.共同合作，研究

出多種樣式之可能性，最後根據基地環境特色選

取最適合之樹型紋理，做為造型板的基本樣式，

再由潤弘精密工程以最新技術研發製作橡膠造型

模，配合預鑄板施作完成外觀造型。

2鋼骨結構工程：

「⋯外觀呈現出鋼骨、玻璃、鋁料、陶板等

材料的輕、薄、柔與透的質感，並反映出當代建

築趨勢及綠色永續議題。」

1.中國信託金融園區

本案是由宗邁建築師事務所與美國NBBJ合作

規劃設計，設計構想以傳統住家合院建築的層級

秩序、虛實交替及院埕空間等特性，應用於當代

高層建築之上。它是一個多元的城市複合體；是

一個創意交流的平台，提供了靜態實境中創新思

維的開放網絡與城市節點。

本案係由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承造，機電

廠商為亞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為積極落實環境

永續企業理念，興建規劃之初即導入綠建築各項

環保節能設計：辦公樓層採用Chilled Beam System

冷卻樑板空調送風系統；在節能省電上，辦公空

間全面採用LED燈具，讓照明及空調可分小區域開

關，並使用電子式安定器節省電力支出。園區A棟

大樓裙樓及南側空橋屋頂裝設約700平方公尺太陽

能板，落實低碳城市的願景。

2.南港軟體園區

本案第一期工程主要是入口軸線，向東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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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led Beam System冷卻樑板空調送風系統

中國信託金融園區施工實景

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大樓全景

台大社科院及圖書館完工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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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園區內的主要廣場，地面主建物分為五棟及兩

座中廣大廳；西向連接二期工程軸線上的標的性

建物，由抬高5米之水平性之服務空間作為廣廊層

基座，加上三棟不同高度之全鋼構(SSC)辦公大樓

組成。南港軟體園區二期是一極具整合性的設計

案，在往東延伸的台北城市紋理中，扮演一個城

市發展的關鍵性角色。

本案結構體係由中國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

承造，為打造區內如都市梯田的地景構想，建築

基座向上抬高5米，南北長達300米的廣廊平台與

三座高樓交界不設伸縮縫，讓結構受力更穩定傳

遞而不影響室內大跨度空間。南北門廳高12米 27

米，為了更佳的視覺穿透效果，採用國內首例2*3

米模矩之大尺寸膠合Low-E玻璃及H型4點固定爪具

的高拉力結構玻璃幕牆系統。

3.臺灣高鐵臺南站

高鐵台南車站主體建築的設計以由西向東斜

面逐次推昇而上的手法，將車站、月台之屋頂與

周圍環境在視覺上做水平連接，讓新的交通系統

類型建築與地景共生。結構設計以樹枝狀之室內

露明結構柱列，彷彿戶外大自然的室內延伸，產

生內外交融的空間感，提供自然、科技、人文整

合之室內觀。

本案係由日商清水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承

造，鋼構廠商為榮重鋼構股份有限公司，建築的

材料則應用挑簷、複層玻璃及百葉設計元素，呼

應嘉南平原的氣候特色，減少建築外殼耗能，同

時並採用符合環保精神可回收再利用的外殼與結

構建材，以符合當代綠建築設計精神。

興建中工程：

「相信，透過這些前置工作的努力，最終將

迎來甜美的果實。」

1.高雄港埠旅運中心

2010年辦理國際競圖的高雄港埠旅運中心，

最終由宗邁建築師事務所與美國RUR Architecture 

P.C.規劃設計及監造。建築師在本案的提出「與既

立體式的都市涵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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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都市紋理的結合」、「立體式的都市涵構」、

「公共水岸的延續再生」三個設計理念。期望為

港口注入新的生命，讓原本的工業區轉變為娛樂

和公共活動的場域。

設計理念落實在三座無柱挑高大廳空間(或

稱為 lobe)設計，結構系統採用大跨度鋼結構桁

架，形塑具指向性的空間。為塑造這些自由曲面

的大廳空間，建築師於規劃設計過程中，即運用

大量電腦3D建模技術操作，再由本土團隊進行

建築法規、材料及構法、預算等方面的檢討，完

成工程發包。在後續的工程採購契約中，導入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建築資訊模型的

概念，要求營造廠建置屬於施工單位的3D模型，

藉由衝突檢討會議，檢討建築標工程本身及各分

標工程之間的介面衝突，彌補2D施工圖的不足並

減少工程資訊交換界面，從而降低工程變更設計

損失與工期延宕成本。

未來的趨勢與展望

科技趨勢：

1.近年來物聯網 (IOT, Internet of �ings)的運用

層面約來越廣泛，在建築領域中，可以思考透過

整合物聯網的監測、收集、分析等建造階段建立

之大數據(Big Data)，導入工業4.0智慧製造的概念; 

藉由BIM的虛擬模型分析與更大尺度的3D列印技

術，讓建造中的房子變得更「有意識」且善解人

意，從而造出更快、更好的房子。或許是身為建

築人值得進一步去追尋探討的課題。

2.以醫療設計為例，近年個人行動通信技術、

智慧型手機與平版電腦已普及使用。以使用者最

佳舒適與便利性而推廣相關的電子病歷建置，互

動介面軟體app上線，及資訊系統醫療雲的規劃已

逐漸改變傳統醫院功能導向的設計邏輯；未來結

合虛擬與實際動線，將可提供當代醫療公共領域

以設計導向轉型更人性化的可能。

3.2015年年底甫公布的台灣桃園國際機場第

桃園機場T3第三航站全景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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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航空站國際競圖第一名由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

司，英國RHSP建築事務所，英國Ove Arup奧雅

納工程顧問公司，宗邁建築師事務所聯合團隊勝

出。這是台灣公共建築史上單一工程金額最高的

項目，預計2020年前完工。因應繁複的設計需求

與精準的時程管控，本案國內外主要設計團隊與

配合建築、結構、土木及機電顧問群工作計畫，

從概念設計，基本設計，設計發展，施工文件

CDs，施工階段到完工營運將全程導入BIM作業流

程；期能做為公共工程全生命週期資訊整合及管

理的最佳化發展成果典範，並幫助業主未來透過

BIM平台將計劃永續發展。

教育趨勢：

" We are not dealing anymore with the technology 

of construction, but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Paul Virilio

1. 剖面系統研究：

即使當代建築產業溝通已進入BIM建築資訊

模型平台;但建築剖面(Section study)仍是認識結構

系統，空間尺度與構築材料最重要的工程圖面。

大學建築學系一、二年級基礎課程不論手繪或電

腦，應訓練學生習慣以剖面做為設計概念溝通的

工具；進而衍生為工程與科技的創意巧思。

2.構築系統研究：

構築研究（Tectonic study)是真實材質同步考量

功能與設計導向；依據工學，動力學與美學等的

綜合分析下衍生的組合系統。從現代主義倡導的

Less is More原則到當代建築實驗的Piece by Piece邏

輯，都在提昇建築工程由工業 品轉換為當代科技

與工藝結合的作品。大學建築學系三、四年級的

構造課程應同時著重理論與實務，以參加海外競

賽及國際工作營聯展，推廣分享材料轉化及工程

專業經驗，藉以激勵學生創新學習並以自己的雙

手建構。例如：2015年由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邀請臺灣及日本新生代建築師舉辦的都市高層木

構建築台日聯展， 學生親自體驗木構造的輕盈的

特質及魅力，並認識新技術的開發與運用。

3.設備系統研究：

當代建築機能組織日益複雜，過去大學建築

教育較少涉獵的機電系統研究（Utilities study)，

今日往往變成創新設計概念及改變空間型態的驅

動引擎。以宗邁作品為例：南港軟體園區二期在

公共區域工程案率先採用白天供冷，夜間蓄能的

儲冰槽空調系統及更符合物環原理的高架地坪地

下送風佈綫規劃；台大社科院圖書館採用較先進

由地板出風的熱幅射地坪為空調設備主要系統，

以塑造上方無管線遮蔽，低噪音並可完全引入自

然日光的人性 讀環境。中國信託金融園區為國

內採用與結構合而為一的冷卻樑板空調送風系統

（Chiller beam system)為全辦公空間空調系統之首

例，利用輻射擴散效應及冷熱對流達到空氣自然

對流；可提供更佳室內淨高與更好空氣品質外，

每年預計約可減少1,561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整

合了溫控及日控的節能智慧化管理，更讓業者在

建築生命週期運營上可持續性發展。近年，國立

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在四、五年級Design studio已帶

領同學在熱環境議題中，透過模擬軟體，系統化

地透過科學方法，教育學生以實際設計策略對應

氣候變遷及都市高溫化現象，這是令人可喜的發

展！

建築趨勢與展望：

"Representatives of the New Global Era in which 

different realities have to coexist: the visible reality, the 

invisible reality and the virtual man-made reality."

—Rafael, Carme, Ramon 

1.實體城市（The visible reality）:

當代實體城市全球化的發展趨勢為Hybrid 

programming and Mix use development。從90年代

起，宗邁參與�動台北市南港經貿園區都市設計

規劃，創建在台北市信義計劃開發之後，順應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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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地下化城市軸綫向東延伸的第二副都心區域

（Sub-city center）。千禧年後，經貿園區的�動

項目南港軟體園區(The Nankang software campus)正

式完工啟用；引領全球高層化結合科研，商業及

生活配套主題園區建設的開端。2011年台北流行

音樂中心國際競圖公布：由美國紐約RUR事務所

與宗邁建築師事務所獲選。設計構想在建立一個

以全球流行音樂表演創作為主題的都市標誌性建

築（Urban catalyst）；以橫跨南北二基地之大型

人工平台做為融合公園與建築的流動地景，上方

植入三個幾何形體分別代表音樂名人堂，Live音

樂廳與創意產業園，為全球都市鐵路土地活化轉

型音樂娛樂文創產業之獨特案例。2015年由美國

NBBJ事務所與宗邁合作的南港中國信託金融園區

落成，是長達25年經貿園區建設中最重要一塊拼

圖。設計理念除了建構區域地標，以三座高/中/低

塔樓形成中庭圍繞的當代辦公場域（Contemporary 

workplace）；在綠色建築節能減碳科技運用上，由

中國信託認養原世貿公園並植入720株珍貴喬木，

室內空調全面使用冷卻梁板系統，外幕牆採用複

層Low-E節能玻璃，屋頂鋪設太陽能光電蓄能面

板等，為國內辦公大樓首例獲得 石級綠建築候選

証書，並榮膺2015年最佳規劃設計類國家卓越建

設獎。以上案例平均建設週期都在七年以上，其

中細部設計到施工階段期程佔2/3以上；我們期待

有更好工程教育背景的未來世代積極參與產業進

化，在全面迎來BIM資訊模型管理的未來十年，能

讓台灣的公共建築與私人開發持續與國際接軌，

建構更輕盈的智能城市。

2.虛體城市（The invisible reality）：

如同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Invisible 

City)書中描述：“看不見的城市是不存在的城

市，卻是完美的，存活於腦海中，由所有不完美

的城市的不同優點組合而成的。”實體城市的開

發與傳統建設工程是極端耗能的；近年來人類面

對全球暖化與極端氣候，2014年出版IPCC AR5 更

明確提出氣候變遷的預測及證據，高溫化問題已

被視為是亞洲城市面臨的嚴苛挑戰。“Smart is the 

New Green.”，當代建築的使命應是如何運用輕盈

而明確的智能科技與新材料的嘗試來面對地球日

益脆弱的生存環境，提供居住者最佳健康與舒適

度外，進而建構下一個世代更美好的生活與宜居

環境（�e better living/A good life）。

3. 虛擬實境（The virtual reality）:

當代建築趨勢旨在汲取全球經驗與地方智

慧，創造與國際接軌或領先的優質公共建設。建

築的工程設計須整合發展中虛擬實境(The Virtual 

Reality)科技、物聯網與個人行動通信技術⋯等，

架構在對於未來趨勢、使用者體驗及業主營運需

求的最佳了解；並展現一個高效率、易於建造與

營運的建築品質外，同時能兼具精彩的建築願景

與內涵。以桃園機場T3第三航站工程設計關鍵

課題為例：由機場的屬性從機能導向轉化為旅客

智慧體驗與舒適度；以在地的環境條件做為建築

造型的立基點；確定達到地震及結構安全的關鍵

要素；提昇輕盈建造的效率；因應未來極端氣候

變化；到永續營運的靈活性等目標，透過跨領

域（Interdisciplinary)的PMIS平台管理與所有構件

都3D化的BIM建築資訊模型無縫協調，提供介

面整合最有效益的策略。未來十年，互動裝置

科技(Interactive Technology)、人工智慧發展(Robot 

Technology)、無人駕駛電動車與個人微型運具的量

產與普及將以全球最先進的永續精神貫徹到整體

城市生活⋯我們也期待建築工程教育與工程技術

能順應潮流，與時俱進；為全體人類生活的舒適

及便利性帶來契機與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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