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誰主興造：開放建築介紹—主體與開放

一、開放建築在臺灣

「Open Building」一直沒有恰當的中文翻譯。目前常見的翻譯有

「開放建築」或「開放式建築」、「開放營建」或「開放式營建」、

「開放式系統營建」等等。「Open」一詞翻譯為「開放」較有共識，

「Building」一詞翻譯為「建築」或「營建」都無法具體表現出此理論與

方法所秉持「住宅是持續不斷的營建行為」的主張。在更適當的翻譯尚

未出現之前，本期內容暫時將「Open Building」以「開放建築」一詞代

表。

在本期會刊中，對於開放建築的基本觀點，我們邀請了林政達老師

撰寫了「開放建築的觀念起源及其演變」一文，以多元豐富的觀點來說

明開放建築的觀念。提供社會大眾及專業者嘗試理解並更進一步探討開

放建築在臺灣的推動經驗與願景。

二、開放建築在臺灣房屋工業的推動經驗

多年前昇陽建設公司曾以「高性能住宅」為訴求在台北市推出「昇

陽麗石」計畫案（陳麗珍建築師設計），採用SI觀念（Skeleton-Infill），

以「盒中盒」的觀念，在建築結構體中置入室內系統，並自日本引進給

排水管線系統。該公司曾在規劃過程中邀請擔任美國教授Steve Kndall來

台諮詢有關開放建築方面的技術。該案推出之後，臺灣的房地產市場便

未再聽聞有關以開放建築為訴求的推案。

開放建築要進入臺灣的房屋市場，仍有很多面向需要努力，針對不

同面向應有不同作為。其中一個面向在消費端。必須喚起住宅消費者的

居住權利，讓消費者瞭解自己有權利選擇住宅產品與其中的空間格局與

配備，有權利不要被開發商強迫推銷不必要的隔間與配備，讓開發商推

出有選擇性的住宅產品。有選擇的住宅商品並不等同於大陸所謂的「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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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屋」。毛胚屋雖然也提供使用者添加隔間牆、設

備的機會，但其支架體未必經過謹慎設計，開放給

使用者的彈性未必足夠，而且由使用者增添填充體

之後的住宅集合未必具有整體性，與開放建築之間

還是有段距離。建築支架體的設計必須要能符合開

放建築的原理、原則，包含系統的觀念、模距的處

理，方能真正將填充體的選擇權開放給使用者，並

能確保集合住宅具備整體性。

對於開放建築的系統議題，我們邀請了吳建璋

建築師撰寫了「彈性外牆系統」一文，說明因應環

境及需求的改變而進行居住空間的重新調整在外牆

可做的改變程度，並建立尺寸與構造的系統概念，

以開放建築的理論試圖解決現況建築外牆不易變動

的困境。

另一個值得努力的面向則是在政府端。政府

主觀機關不一定有意瞭解並以政策方式推動開放建

築，但政府不能不理會世界趨勢。倘若政府重視環

境保育，瞭解營建工業必須降低排碳量、減少工程

廢棄物的重要性，對於可以有效減少建材使用、營

建廢棄物的措施或方法便應該加以瞭解與應用，其

中便包含開放建築。開放建築的推動除了給予居住

者主導居住形式的權利以外，應可協助政府主管機

關降低排碳量與營建廢棄物，使政府推動綠建築政

策時，在節能、綠化以外，更能促進減碳、減廢的

全面性作為。

在教育面向方面，學校設計教育如何灌輸開放

建築、系統設計的觀念。當今設計主流教育是將設

計作品當成個人才華表現，對於開放建築嚴謹的設

計方法不一定能接受。每個學生對設計的想法、學

習動機並不一定相同，應根據學生的喜好、背景，

給予適當的引導，使其瞭解開放建築的訴求，開發

學生對於開放建築的興趣，再逐步導入開放建築的

觀念與操作內容，循序漸進教授開放建築。教學或

者觀念的溝通並不一定要刻意標榜「開放建築」，

可以將各種觀念與方法融入在設計教學中，使學生

具備開放建築的觀念。例如謝英俊建築師在四川等

地震災地區協助興建的住宅，雖然不是標榜開放建

築，但卻蘊含濃厚的開放建築思維，十分符合開放

建築的原理，包含尺寸規劃、材料與構造方式的選

用等等，非常適合做為教學案例，引導學生的設計

習作朝向開放建築的方向前進。

三、臺灣推動開放建築的契機

建築思想潮流時時改變，但臺灣房屋工業的改

變卻十分遲緩。大多數住宅開發商不願採用與市場

銷售無關的規劃觀念與新的營建工法。但公部門所

推動的各種住宅計畫卻可允許創新、前瞻作為。例

如公辦都市更新、社會住宅、合宜住宅等有關住宅

的計畫便可能提供開放建築在台灣發展的契機。

開放建築應用在社會住宅的案例甚多，世界

各國均不乏案例。例如英國變便是最早將開放建

築的作法應用到社會住宅規劃的國家。2016年普

立茲克建築獎得主智利建築師亞歷杭德羅·阿拉維

納（Alejandro Aravena）的社會住宅作品Villa Verde 

housing便含有濃厚的開放建築觀念，他刻意保留一

半的住宅空間給住戶自行施作僅給予必要的結構體

與管線，一來各住戶可以根據本身需求自行決定住

居空間數量與種類，二來又可以降低房屋造價。不

僅個別住戶可以滿足各戶所需，而且整體社區仍能

維持應有的一致與和諧。

尤其是台灣預計推動「只租不售」的社會住

宅，正好可以提供開放建築一個運作的機會。開放

建築讓支架體與填充體分離的設計可以讓政府只負

責支架體（如結構體、公用樓梯與管道、外牆門

窗、衛浴設備等），承租戶負擔填充體（如室內隔

間、家具、燈具與空調等偶設備等），一旦住戶遷

離，可以帶走自有的填充體，或是讓部分填充體進

入社區的「物業循環中心」，讓新的承租戶可以用

少數的費用便能獲得基本的居家生活配備，並達到

資源永續循環利用的目的。

因此，從政策的層面，營建署、各市都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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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主管單位應可將開放住宅的觀念或訴求置入社

會住宅、合宜住宅、都市更新計畫等方案的徵件

條件中，使建築師思考社會住宅如何具有使用

者參與的空間、營建系統開放性。從設計規劃的

層面，建築師應可主動提出開放住宅的觀念與作

為，在社會住宅、合宜住宅、都市更新的規劃中

實踐住宅使用者能充分參與、營建系統開放與循

環的理想。

綜整上述的討論，對於開放建築的關鍵議題

與未來發展，我們邀請了林麗珠老師撰寫了「開

放建築的關鍵技術與應用」一文，以他在長期研

究開放建築的心得，從論述到實踐、從學界到業

界、乃至於不同的專業領域，具體說明開放建築

的關鍵技術應用在當代台灣空間專業中的意義。 

四、開放建築的學術發展前景

學界最重要的使命便是教學，開放建築的觀

念與方法要在臺灣建築領域裡札根、傳續，仍必

須要依靠基礎教學工作。在大學部的教學方面，

可在設計課或一般課程加強建築與室內構造、

系統等開放建築的觀念基礎；在碩士班方面，可

進行開放建築在都市設計、建築、室內甚至家具

層級的操作演練，包含以都市更新、在地老化住

宅、極端氣候下防災住宅等為課題導入開放建築

的觀念與方法。而碩士班的研究亦可鼓勵進行室

內層級填充體的產品研發，與房屋營建、裝修市

場進行產學接軌。

對於教育這個議題，我們邀請了黃衍明老師

撰寫了「開放建築在雲林科技大學」一文，以他

在雲林科大長期任教的教學心得，以開放建築的

理論分別在教學、碩士論文研究、科技部專題研

究三方面的成果與心得，來說明開放建築在當代

台灣空間專業教育中的意義與價值。

在教學之外，開放建築提供一個與目前台

灣主流建築教育截然不同的建築見解。除了應用

面向的研發之外，開放建築的環境層級、住居類

型、構造界面、領域深度、尺寸涵容力等觀念均

可繼續以學術研究方法繼續深化。王明蘅教授研

究室師生的確以過去近30年時間針對上述子題進

行多項研究，然而這些子題仍有繼續深入或延展

出研究議題的空間。

在這個段落的結尾，我們藉由王明蘅老師所

撰寫這篇「住居的主體」做為總結。這是大陸將

出版Habraken早年著作"3R for Housing"之中譯本序

文。對瞭解「開放建築」之本意有重要的價值。

「住居的主體」一文，以深入淺出的解釋，說明

了開放建築面對真質環境的議題，讓我們夠看見

從研究出發而能企及的廣闊世界。

貳．重返現場：類型論介紹—尋常與類型

一、類型學的科學議題

類型學最初以「規則系統」對建築類型提

出描述，藉由「模式系統」進行類型「衍生」

（generation）的推論，建立類型群的衍生系譜。

類型學本身是一種科學研究，使用科學方法——

根據事實（田野調查資料）產生假設，並建立推

論邏輯加以驗證，具備重製性（replicability）與檢

驗性（verifiability）。邏輯本身是清晰的，因此具

備程式化、進行電腦運算的潛能。然而以電腦進

行類型衍生運算可以更完整、更可快速地處理衍

生系譜。但目前電腦科學技術尚無法直接由案例

衍生邏輯，仍須仰賴研究者的分析能力。

類型衍生邏輯是建築形式生產的法則。建築

形式生產就是設計行為。建築類型的設計是社會

共同推動的。如John Habraken所說的：「類型是社

會協議」（Type as a social agreement）。當設計成為

專業者的心智活動時，應該觀察通行於社會的建

築案例、辨識並解析出類型，並以類型的衍生邏

輯進行類型的設計。是故，類型的設計必須建立

在類型研究的基礎上。

類型研究本身是科學性的研究，而類型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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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是文化的產物與載體。當文化附加在類型之上，

類型便獲得衍異（variations）或變異（mutation）的動

力。因此類型學研究既是以科學方法為基礎的文化研

究，也是以文化載體為對象所進行的科學研究。

在本期會刊中，為了釐清類型論的基本觀點，我

們邀請了陳耀如與王韡儒兩位老師共同撰寫了「重返

現場-『類型研究』介紹」一文，以他們在民居類型

的研究心得，來說明類型論的重要意義與價值。 

二、類型學的文化議題

因為類型的衍異與變異動力為文化，以及文化

所代表的一連串社會、經濟、信仰、族群遷徒等眾

多因素，因此類型本身便涵蘊著各種文化意涵。文

化因素交錯複雜、層層疊疊，難以抽絲剝繭、釐清

脈絡。但這些文化體現在類型之上，類型的衍異與

變異卻可藉由分析其邏輯。如同影響語言的因素眾

多龐雜，但語言的語法變化邏輯卻清晰可循，因此

語法研究可以科學方法研究，語法學也可以成為科

學。如同語法學是研究語言的深層結構，類型學則

是洞視常民建築深層結構的觀念與方法，是抿除各

種雜音而看到常民建築最深層的主題與變化。

對於從語言學到類型論的研究歷程，我們邀請

了王韡儒老師撰寫了「漢文化影響下之越南傳統民

居的類型研究」一文，藉由『類型基因結構』的理

論，探尋當類型的傳播，因著種種條件的差異影響

下，類型啟動了演化機制的觸媒。這些差異深入討

論了深層的空間佈局，抑或是表層的形式技法。

當類型學暫時擺脫文化因素的糾纏而建立本身

的方法與知識體系之後，類型研究可以獲得堅實的

基礎並向外出發，與人類學、歷史學、地理學等領

域的知識接觸、合作，進行跨領域研究，解決建築

類型的時空分布、衍異、演替等課題，或是使建築

類型成為其他領域研究分析的證據。

另一方面，類型研究過程中，透過田野調查所

累積的案例資料是重要的基礎資料，可以體現真實

的建築文化，有助於建築文化的發揚與保存。

為了能夠更清楚釐清類型論在民居研究的具體

作法。在本期會刊中，為了深入討論類型研究對於

建築文化的近一步發揚與保存，我們邀請了林郁峰

老師撰寫了「民居類型與空心村」一文，以民居類

型為對象，以類型管制角度重新檢討形式，並試圖

以週全的規劃，延續強化原有形式語言與特色。

張示霖老師所撰寫的「類型管制之兩種形式：

以馬祖地區為例」一文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具

體而關鍵的說明了類型論的具體方向，影響深遠，

在這一期的編輯當中，非常遺憾因為篇幅的關係而

不能納入。

另外一個關鍵的發展則是跨域整合的觀察與嚐

試，陳耀如老師撰寫的「干闌式民居類型研究的幾

個課題—馬來西亞、泰國、印尼、東帝汶」一文，

示範了類型論探查不同民居類型的空間形制與構造

語言，嘗試發掘各種民居類型的規則系統，說明了

跨越國界的不同種族民居類型呈現「區域次體系」

的現象。

三、類型學方法論的發展前景

類型學的研究方法已經從組成規則的分析與描

述拓展出數種研究方法（詳王明蘅教授指導之碩博

士論文）。這些研究方法的共同目標都是嘗試在民

居類型或實質環境的多樣面貌中洞悉類型的構成秩

序。類型學研究可以有各種角度、各種方法。不同

的研究方法有不同的取向，也有不同的解釋能力。

因此，各種類型學研究方法是可以並存、並行，研

究者可以根據面臨的對象、課題選用適合的研究方

法（或發展新的研究方法）。因此類型學研究方法

的開發與使用便是值得繼續投入的研究領域。

最後，我們以王明蘅老師的「研究日常環境的構

成」一文為作總結。「研究日常環境的構成」是王明

蘅老師最近將修訂出版的《形式與規則》一書中的緒

論。對瞭解「類型論」的觀念及方法當有助益。

從研究到設計，我們才剛剛開始，一個開闊的

世界正在漸次地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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