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漢文化影響下之越南傳統民居的
類型研究
A Typological Study of 
Vietnan Traditional Houses Influenced by Han Culture

文／王韡儒 摘要

本研究前往越南北部與中部地區進行實地踏勘，測繪並記

錄越南中北部之傳統民居建築，在類型基因結構分析的理論之

下，分析不同文化間類型的融合與變異,並依此分析類型基因內

蘊的潛力,以及社會文化的深層結構。

此研究中，以越南看似漢化之民居類型為基礎，分別與

a.中國東南漢民居、b.越南境內少數民族之類型、c.鄰近東南亞

之馬來半島民居之相關類型進行結構性比對後發現：

1. 在非移民式的類型傳播中,趨向於空間性的圖式較不易

傳遞

2. 相對則以趨向於物質性的圖式較容易傳遞產生變異

3. 類型的基因具有內蘊的潛力

關鍵字：類型研究、傳統越南民居、漢文化、類型基因結

構分析、演化

一、研究背景 
在歷史上，隨著漢民族對外大量而持續的文化傳播或移民

遷徙活動，造成在其周遭許多地區之傳統民居形式上具有相當

程度的漢民居特徵，在此稱之為“漢文化影響圈”。

當類型隨著傳播至另一地區之後，因著自然環境、本地及

其相鄰近文化、以及營造系統支援等種種條件的差異影響下，

類型才有啟動演化機制的觸媒。本研究藉由『類型基因結構』

理論，探尋這些差異究竟屬於深層的空間佈局，抑或是表層的

形式技法。

中國閩粵一帶之居民在逃避政治動亂、經濟匱乏的需求

下，或避難南方、或渡海經商，這些移民除遷移至台灣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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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部分遷徙往印尼、婆羅洲、沙勞越、越南、南

美洲、古巴、夏威夷⋯等地。其中明末海禁的解

除，以及日本朱印船的貿易，使得越南成為明末

遺民貿易的重要據點。在越南的佛寺建築中，其

空間配置上多半存在漢文化的特徵。這些佛寺建

築的興建年代遠自西元十世紀始（圖4）；而在

常民建築，亦可見以“內工外”的中文字形描述

之（NGUY N BÁ DANG, 2010），其興建年代多

半在十七世紀前後，明末清初時期(圖5)。由此顯

見漢文化往越南傳播的軌跡。然事實上，越南居

於印度與中國兩大文化的交界，以其本土文化而

言，共有54族，其中有許多為南島語系民族。因

此，在越南本土文化、漢文化與占婆文化，甚至

不排除還有其他更多文化的影響下，文化與建築

類型間的融合與更迭，使得越南成為民居類型演

化研究的豐富資料庫。

二、類型基因結構分析

1.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主要以越南漢化之傳統民

居為主，旁及會所建築(communal house)，為了解

其類型基因之來源，同時也將分析目前少數留存

的傳統居住類型，及其相鄰近之南島民族住居類

型,以供接續之比較分析研究。

2. 類型基因結構分析—越南傳統民居

「基礎圖式」(base schema)：一般供純粹居住

使用的越南傳統民居規模都很小，多數以單棟建

築為主，或增加1~2棟附屬建築物為限。在附屋與

主屋的配置關係上，我們看到了幾乎所有幾何的

可能性，顯示兩者間並未有特定的配置關係，因

此，這些民居類型的基礎圖式分別有《單體》建

築，以及具有主從關係的《簇群》。

「操作圖式」(operation schema)：其次，前述

圖2 越南Communal house(NGUY N BÁ DANG, 2010)圖1  靈姥寺(Hue)  

圖3 越南少數民族住宅 (Nguy n Van Huy, 2011) 圖4 占婆建築 (Nguy n Van Ku,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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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單體》建築，在此稱之為主屋。依據目前的

調查，主屋多以三間間做為基本架構，並在左右

增加一開間，作為居住使用，因此其主屋單體建

築的操作圖式主要為〔延展〕。而在完成上述簇

群關係的操作圖式則包含〔緊接〕以及〔增築〕

兩種，其中所謂之〔緊接〕的案例中，承上述，

確實存在各種平行或垂直，左右或前後的各種幾

何可能性，唯有此附屋絕不會放置於中軸線上；

而在〔增築〕的操作上，則特指增加的附屋與主

屋脫離配置的案例。

「形式技法」(Form Tactic)：形成前述單體建

築的空間，由類似漢文化的“開間”所構成，在

此空間中多數具有如同漢文化中的奇數開間布局

以及中軸的觀念，附屋則不具有這樣的觀念。依

據調查，主屋多為三或五開間，也會發現2開間的

極小規模，奇數開間之主屋，主入口會開設於中

軸上之開間，中軸上為主要動線以及祭祀，兩側

則為睡臥起居之空間，廚房等服務性空間則會設

圖5 越南傳統民居案例

越南順化-陽光葉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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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6 類型基因結構分析-越南傳統民居

越南順化-安軒 越南順化-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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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越南傳統會所民居案例

於屋外或附屋。

「營建技法」(Building Tactic)：除都市中現

代化之住宅之外，多數越南傳統民居以木構架為

主要構造材料，屋頂之形式類似漢文化中的“歇

山”頂，在木構架的技術上以角樑方式支撐，鮮

少使用斗拱。附屋的屋脊與主屋無論平行或是垂

直，屋面都不相互重疊。

3. 類型基因結構分析 -越南傳統會所民居

(communal house)

「基礎圖式」(base schema)：依據調查，越南

傳統的Communal House使用機能上以祭祀與集會

為主。由於祭祀的神衹多樣，並於中軸排列，因

此在空間上呈現依中軸向度延展的基礎圖式。

「操作圖式」(operation schema)：在中軸上

向後延展的的操作圖式與一般傳統民居一樣，以

attach的操作完成，附屋與主屋的向度可以平行或

垂直。與一般傳統民居所部不同的是，communal 

house中緊接的附屋皆沿著中軸線對稱排列。

「形式技法」(Form Tactic)： communal house 

的主屋或附屋皆由類似漢文化的“開間”所構成,

在此空間中多數具有如同漢文化中的奇數開間布

局以及中軸的觀念。依據調查，主屋多為九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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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順化-陽弩村 越南順化-樂靜園

越南清化-榜門亭

越南北江-土河瑞明寺

越南北寧-亭榜

越南北江-云師亭

43 ARCHITECTURAL INSTITUTE OF TAIWAN MAGAZINE

P002-072-16TA183.indd   43 2017/2/16   下午11:11



間，主屋主入口會開設於中軸上之開間，中軸上

為主要動線以及祭祀，兩側則會抬高約60~75cm，

並為垂直向度上之祭祀空間，附屋在空間上延續

中軸上之動線及祭祀。規模較大之寺廟建築，則

會出現如漢文化中的“護龍”於中軸建築群之兩

側，作為僧侶之睡臥空間。

「營建技法」(Building Tactic)：越南傳統的

communal house以木構架為主要構造材料，屋頂之

形式多類似漢文化中的“歇山”頂，在木構架的

技術上以角樑方式支撐，鮮少使用斗拱。相對於

一般民居， communal house的尺度較大，普遍使用

“梭柱”的技法，附屋的屋脊若與主屋垂直，屋

面會重疊，構架上會使用角樑，若為平行，則構

架上相互會脫離。

4. 類型基因結構分析-越南現存原住民族住宅

研究中所收集關於越南現存少數民族的住

宅案例，多為單棟建築，也因此無所謂之操作圖

式； 在形式技法的分析上，入口由山牆面側進

入，空間則分為左右兩側，中央為動線，左右分

別為睡臥區及廚房起居區域。在營建技法上,則為

木或竹構架，基座抬升，,屋頂則於構架上覆草。

5. 類型基因結構分析-南島語系民族住宅

由於越南原住民族現存的住宅規模都僅為單

棟建築，因此以鄰近馬來半島民居為參考案例，

藉以了解南島民族民居類型的發展。

以馬來半島的部分民居為例，其base 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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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8 類型基因結構分析-越南傳統會所民居

圖9 越南現存原住民族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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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垂直主屋屋脊方向延展為主，並多數設置一露

台或有頂蓋之平台作為入口，此附屬建築則為

簇群。其operation schema則包含attach 以及overlap

兩種。Attach的操作可以依循中線，亦可靠邊；

overlap則多數依循中線配置。在Form Tactic上，入

口多由附屬平台上進入，其主屋會有部分隔間，

區隔出睡臥空間。

三、比較分析 
1. 越南傳統民居之基礎圖式多為單一軸向上

之延展

越南傳統民居並未有如同先前研究中所萃取

出的漢文化民居之複雜的base schema，主要是因為

其民居案例的規模並不大，也不會出現具組織性

的圖式概念關係。相對照越南當地的原住民族住

屋，可以發現規模及組織是極為相似的，民居類

型的規模與組織顯示一個文化中對於家族聚居的

關係的社會性觀念，是一種深植的基因，顯然並

不容易被改變。在宗教及公共空間中則較容易發

現大型的規模，但即使是較大規模，也多僅為軸

向上的延展。

2. 越南傳統民居中因不存在中國東南漢民居

中之虛空間而失去組織的複雜度

在前述較大規模的宗教性空間組織中，最

經常使用的operation schema是attach，這在漢文化

中並不屬於正式的空間操作圖式，多只運用在服

圖10  類型基因結構分析-越南現存原住民族住宅

圖11. 類型基因結構分析-南島語系民族住宅 (案例來源:陳耀如,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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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性的附屬空間或臨時性空間上。但在越南的

communal house的案例中，我們發現沿中軸線延

展的〔ATTACH〕，意圖上接近漢文化民居類型

操作圖式的“進”，兩者之間在於屋群間的虛空

間，這看似僅僅是幾何上的距離，但在漢文化民

居案例中顯示出此一虛空間衍生出了另一向度的

動線，及較為複雜的組織。

3. 越南傳統民居在看似與漢民居相近的外觀

下實存原住民族之營建細節

在越南的民居類型中，大量地使用了三開間

的空間形式，並且由長邊中央進入，這與越南本

土或鄰近馬來半島的住居形式皆不相同，顯示這

部分受到漢文化影響的可能性非常高。但在三開

間的架構中，越南的民居類型極少將左右兩側開

間的起居睡臥空間以實牆區隔開來，這與越南原

住民族居住的習慣仍然相似。

在營建形式上，這些民居在外觀上呈現類似

漢文化的歇山頂，但在一些營造的細節上存在差

異。在漢文化中山牆面是完整的實牆，但在越南

絕大部分communal house的山牆是空的，而這與越

南本土的以茅草為頂的原住民住宅形式卻極為相

似。

四、結論

1. 趨向空間性的圖式較不易傳遞,相對的越趨

向於物質性的圖式則較容易改變

越南傳統民居的基礎圖式及操作圖式，顯

示皆少有漢文化的影響，反而相對更為接近其鄰

近民族馬來半島民居。相對的，在“形式技法”

上，類似漢文化類型中“一明兩暗”的奇數開間

圖12 操作圖式之比較分析

圖13 營建形式上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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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軸入口的基因並未於本土的越南少數民族住

居形式中發現，顯示在此一層級上受到了漢文化

的影響。這顯示在非移民式的行船地中，類型基

因中“基礎圖式”與“操作圖式”兩個較為深層

的基因，是較不容易傳遞的，因其為社會文化底

蘊的投射，而難以傳播。

在營建的“營造技法”分析，木構架、屋

瓦的構造材料，以及歇山頂的屋頂形式，使得在

直覺上易於認為其“營造技法”的基因來自漢文

化，而其彎月形的角樑也使得許多研究認為此構

架系統傳自日本。然對照越南本土少數民族住居

形式,其屋頂的形式原本就極為接近漢文化中的歇

山頂，只是材料上之差異。而木構架上，其構築

原理上與其本土木構架極為相近,但在構造的技法

及形式上則接近日本或漢文化中月樑的構法。

2. 越南的民居類型並未如外觀上所表現的受

到大量漢文化影響

越南在接受千年的漢族統治之後，在形似漢

文化民居類型的外觀下，使得初步的觀察極易認

為其受到漢文化影響極大，當然這樣的認為,包含

了強勢文化的本位思考。然在類型基因圖式的分

析理論之下，顯示即使是強勢文化,也不易撼動體

現深層社會文化的空間性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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