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放建築的關鍵技術及應用
The Key Techniques and Implementation of Open Building

文／林麗珠 一、何謂開放建築？

本文所簡稱的「開放建築」在國際組織正式採用的英文名稱是

Open Building，中文譯名目前略顯混亂。「開放」之義在台灣易讓人

誤解與「開放空間」類似，實際上open是指工業化的「開放系統」，

building也不是單純的建築物，在歐洲泛稱的building較接近美加的

construction。因此，較明確的譯名為「開放系統營建」。

Open Building的定義有三層含意，說明如下：

(一)屬開放系統(open system)

奠基於工業化大量生產的知識與技術，但相對於封閉系統(closed 

system)，構件具市場相容性，即可互換、可替代。

(二)是open-ended (無止盡的)營建行為，涵蓋planning, design, 

construction及maintenance整個生命週期。

人與建成環境的關係，本質上，就是不斷互動與改變的，永不停

止。但在建築或營建的專業上，目標是一次作出永久性的或耐久不變

的空間與形式，工作便結束了。這樣的專業思維其實是忽略了使用者

的實際行為，也就是只能滿足業主或使用者一時的需求。

(三)具有可持續調適(adaptation)的彈性(�exibility)

為滿足使用者隨著時間不斷改變的需求，並減少因此而產生的營

建行為的環境負荷， 大量客製化(mass customization)，亦即多樣而少量

的工業化生產，才是符合人性的做法。換言之，提供可持續調適的彈

性才能真正彰顯人在實質環境中的「主體性」，不被專業挾持。而當

使用者進行調適時，作法應愈簡易方便愈好，環境衝擊與廢棄物應愈

少愈好。

Open Building的核心觀點乃「需求會改變」；人的需求會隨著時間

改變。因為人的年齡、職業、婚姻家庭、經濟條件、教育程度等會隨

著時間改變，因此身心狀態、品味嗜好、生活方式、家庭成員等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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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之改變，再加上科技進步對人類文明的時代影

響，open building要提供的是滿足「改變」(change)

的「容量」(capacity)。

Open Building的理論源自對人造建成環境的

深入觀察，發現其中本質的或常態的環境結構(the 

structure of the ordinary)。此理論涵蓋形式、空間

與文化三大面向。在實體的「形式」(form)部分，

「環境層級」(level)是最主要的理論概念，層級間

有「轄制關係」(dominance)，分屬不同的環境主權

與責任範圍(distribution of control & responsibility)。

在虛體的「空間或場所」(place)部分，「領域深

度」(territorial depth)區分出環境的公共性與私密

性，是組織空間的基本要素。在結合實體與虛體

的「文化」(culture)部分，「共識」(understanding)

是關鍵的社會機制，能經由「主題系統」(thematic 

system)的衍異，展現在建築的「類型」(type)與

「模式」(pattern)上，並形成管制規範。因此，

Open Building理論之應用自室內設計、建築設計至

都市設計，甚至建材設計皆有影響，且有方法可

循。

二、開放建築的關鍵技術

開放建築自1960年代發展至今，從理論、方

法到技術已依序具有相當完整的架構。在技術

方面，「開放式界面之建築構造」自2000年後在

荷蘭與台灣不約而同作出了系統性的發展。隨著

全球暖化與環境汙染等問題浮上檯面，永續營建

成為現今最受關注的焦點。然而，永續營建在台

灣已化約為節能減碳的環保議題，其實在國際上

有明確的定義，除了「環境」並涵蓋「經濟」與

「社會」層面，三者是互相牽制與衝突的，必須

三者平衡發展才能達到永續的狀態。此時，開放

建築正是能夠取得三者動態平衡的有效途徑，而

「開放式界面之建築構造」可謂為其關鍵技術。

「開放式界面之建築構造」的主要觀點是：

（一）構造具可逆性；構造材料可回收，但不是

以再生的方式。（二）構造具開放性；構造設計

是為改變，不是為永恆。其構造設計的原則為：

（一）組件形式及特性

1. 構造材料或元素之「構成化」

2. 元素或構件之形狀與機能單純化

3. 界面物系統化

4. 界面物之可拆解性

（二）組合關係

1. 元素與構件依環境層級與物質層級組合。

2. 接著方式以「點接」較「面接」為佳。

3. 構造內部相關位置及工序依材料及使用的

壽命而定。

4. 接合方向「外接」較「內接」為佳，但視

情況而定。

三、開放建築應用的嘗試

開放建築理論在形式、空間與文化三大面向

的應用，針對現今台灣及兩岸面臨的環境問題，

本人在過去十年有下列幾項研究與作品：

1. 在實體的形式方面，探討類開放式界面之

開放式界面構造之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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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層級與構造層級之關係

界面類型之開放性

框組式構造。

上述開放式界面之構造技術，若能輔以

DIY(自己動手做)施工技術，將更可提高環境調適

的自主性。然當今建築物多以鋼筋混凝土或鋼構

之構架(柱樑)系統為主，須大型機具與專業團隊施

工，營建體系的專業分工讓使用者DIY幾乎完全不

可能。唯有北美盛行的框組式構造(Two-bys系統)在

性質上還有機會。

框組式木構造(Two-bys系統)自美國發展已有

160多年歷史，它有重量輕、施工便捷等好處，但

在環境調適上，其構造界面雖具開放性，看似容

易變更，實因結構系統類承重牆，在空間的變動

上有諸多結構上的限制，且變更過程是否環保永

續則是另一挑戰。

既有的結構模矩，即間柱的距離，有40公分

與60公分二種。現今則多採2吋X6吋的間柱，60

公分為間距者。因其類承重牆之結構系統使得建

築層級與室內層級不易分離，而其模矩屬建築層

級，相對於室內層級與家具層級，45公分將更能

配合構件之接合，方便定位，並減少材料浪費。

因此，以45公分為間距的新的尺寸系統值得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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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開發，以增進框組式木構造的調適性。此外，

水平與垂直管線槽的集中設置亦有助於減少結構

穿孔與調適之變動。

2. 在虛體的空間方面，探討都市集合住宅傳

染病防制之因應作法。

2003年爆發的SARS社區感染敲響了現代高密

度都市住宅公共衛生的警鐘。香港淘大花園社區

的例子成為這項討論的起點，調查發現該案例之

環境因素扮演重要的角色；包括社區規劃、建築

設計及設施管理。從開放建築的環境結構理論觀

之，可有相應的解決方法，如下：

一是在都市紋理之街廓層級及大型建築物

中創造領域深度，以動線層次來分隔日常活動路

徑，減少非必要之接觸。二是在建築層級的外周

區開口應用流體力學來防止鄰棟及上下樓層間之

氣體傳播感染。三是在建築層級與室內層級間以

開放式界面構造建置，以方便因應社區感染之臨

時隔離措施。四是依環境層級分隔管線，並將維

修口設置在公共區，以避免非必要的戶間穿越。

本研究於2004年法國巴黎之開放建築實踐國

際會議上發表，受到多國與會學者肯定，並受邀

登於OHI國際期刊。 

3 .  在結合形式與空間所呈現的建築文化方

面，探討台灣集合住宅立面的都市景觀問題。

陽台式住宅立面在台灣的都市街景中可謂

為一活躍的居住文化現象。其特徵包括鐵窗、鋁

窗、冷氣機、遮陽板等，而陽台空間則容納了複

雜的機能；除了採光、遮陽、避雨、換氣等基本

功能外，普遍在後陽台會放置洗衣機、烘乾機、

熱水器、水槽、冷氣機、曬衣架、清掃具、置物

櫃、逃生機具等，前陽台則有冷氣機、盆栽。若

陽台空間有限，則難有前後之分，混亂現象叢

生。此乃生活自然現象，非取締違章可解決。

因此，若能將之歸納整理重新設計，以開放

式構件提供市場產品，使每個住宅單元立面在規

律中有變化，既能滿足個別的需求，又能呈現出

集體的秩序，或可改善目前雜亂景觀，形塑在地

都市文化景觀特色，如印度或中東地區的傳統花

格窗，可資借鏡。因此，從美學的角度言之，開

放建築所呈現的不是現代主義的「極簡美學」，

而是集體秩序的「複雜美學」。

4. 建置南台灣低碳示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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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活

動場所，也是在地行動的最佳出發點。政府為了宣

導節能減碳，常以公共建築作示範，固然可以引起

民眾的注意，但在實際生活的應用上，不如住宅來

得貼切。民眾是否願意且能夠立即採取行動，恐怕

才是實踐普及與爭取時效的關鍵。在高雄衛武營興

建的低碳示範住宅便是基於這樣的認知，針對南台

灣典型的透天厝，以平價可負擔、技術可行、設計

貼近在地民眾生活為訴求，期以樸實平凡的面貌展

現，達到推廣目的。

全案以開放建築設計為基礎，結合綠建築的

簡單技術；根據建築類型，以「模矩」為空間及構

造之基本尺寸單位，規劃「區帶」、「區段」之組

合，提供建築生命週期內整建、調適之彈性，提高

住戶之環境參與權。綠建築方面則採Passive（誘導

式）系統省能設計；以建築設計手法減輕建築設備

之負荷，達到節能目的。除了外殼隔熱及雙層皮之

處理，並整合遮陽與自然採光之設計，以減輕空調

與照明之負荷。又結合梯間屋頂之動態開合設計及

屋頂太陽能之熱驅動，以煙囪效應強化室內之通風

散熱，降低空調需求。此外，全部採用國內技術、

材料與設備，以期達到最佳的推廣示範效果。

由於經費與時間限制，先蓋一層，日後可往上

加蓋至三層。

5. 參與建置中國汶川地震災後重建社區。

大型天災的災後重建必須快速、安全及

環境衝擊小，同時可藉機振興當地產業。2008

年汶川大地震後台灣組織了一支重建團隊遠赴

災區最偏遠的甘肅山區，協助10個村子建造了

八百五十多戶永居住宅。經費來自台灣的捐

款，經海基會轉交海協會再轉交大陸建設部辦

理。為了達到抗八級地震的標準，並儘快在入

冬前安頓災民，而災區又在高山峻嶺間交通極

為不便，大型施工機具無法到達，大陸官方有

意引進輕鋼構(框組式構造)的新技術來因應這

些挑戰。台灣團隊在提出振興地方經濟方案的

同時，也努力引進生態保育、文化保存及社區

參與的觀念。

由於諸多複雜的因素，整個案子拖了兩年

尚未了結，結果也落差很大。從開放建築的角

度來檢討，有五大問題：(1)建築類型的認知與

文化斷層 (2)快速的經濟發展與政策引導大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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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塞入住宅 (3)新營建技術知識的缺乏影響日後維

護與調適 (4)基地自然人文環境與在地營建技術的

了解有限影響規劃設計，以及(5)快速大量的建造

降低了居民參與進行形式的主題衍異。總之，重

建是一條複雜而漫長的路，非短時間的環境介入

一蹴可幾。

四、未來展望

J. Habraken的Open Building理論猶如生物界

達爾文的物競天擇論，洞悉了人類介入實質環境

的內在規則，在建築領域具劃時代的視野與革

命性的影響。其變革的範圍涉及現代建築各相關

領域，從規劃、設計、施工到維修、報廢的整個

建築生命週期，可謂建立了自文藝復興以降的新

典範。然而，文藝復興至現代主義的影響深植人

心，改變是緩慢而沉默的；就如同節能減碳的真

正困難在價值取向與傳統習慣，不是技術。

教育是轉變的起點。開放建築教育在現今學

術與執業環境裡是很難推動的，尤其是形式主義

當道，流行著無定形建築，台灣更是沒有成熟的

房屋工業化基礎，不了解開放系統的意義。雖然

永續的概念已普遍受到關注，相應的做法也有一

定的發展，但骨子裡基本心態與認知仍追隨著現

代建築的思維，溯自文藝復興的帕拉底歐，並未

改變。本人在台灣推動十多年的經驗，針對土木

營建系或其他領域的師生，遇到的障礙有五個面

向；包括(1)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的衝突 (2)專業體系

的慣性 (3)觀念釐清的困難 (4)使用者需求不明確或

環境權認知不足，以及(5)投資回收期長而誘因不

強等。針對這些問題所採取的策略有三：(1)建立

新的美學典範 (2)針對不同背景的人採取不同的教

學法，並(3)充分利用國際組織的資源。

建築構造之「開放式界面」是可以發展成

新的建材產業的；構造界面包括接頭與接合的構

件，其開放性在於方便設計、更新與維修。當建

築物各個部位具有拆解性、重組性，其系統化而

精細的接頭與單純化而耐久的接合構件在市場上

具有互換性與相容性時，其接頭與構件便能形成

一新的通用的建材體系，進而奠定永續營建產業

實質發展的基礎。

此外，因應台灣即將面對的都更、整建、在

地老化住宅調適等課題，甚至氣候異常的防災構

造，開放建築的理論、方法與技術正可以提供新

的解決問題的方向。當然，政府在法規的調整與

推廣以及產業的扶植是不可或缺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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