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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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 Topics of Typological Studies on Stilts House in Thailand, 
Malaysia, Indonesia and East Timor

文／陳耀如  2005年起筆者開始進行東南亞干闌式民居類型研究，十三次田野

調查訪查了馬來半島、泰國南部與中北部、印尼蘇門答臘島中北部與

西部、巴里島、松巴島、帝汶島、婆羅洲沙巴與沙勞越、與蘇拉威西

島南端。研究目的在探查東南亞各地不同種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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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的研究過程整理

了東南亞數十種民居類型的空間與構造規則系統，發現東南亞民居體

系背後潛藏數種構造基型與空間基型，而跨越國界跨越島嶼的不同種

族民居類型更呈現「區域次體系」的現象，此為下一個研究里程碑。

既有的研究成果如下：

一、印尼蘇門答臘Batak Karo、Batak Toba與 Minangkabau
之民居構造調適力初探

    東南亞干闌式民居在現代化衝擊之下，出現不同的興衰面

貌，印尼蘇門答臘島山岳地區的三個種族（Batak Karo, Batak Toba, 

Minangkabau）當中，Batak Toba與Minangkabau仍保有相當數量的干闌

式民居，Batak Karo的傳統民居數量卻迅速減少中。推論民居類型的興

衰起因於其各自不同的調適能力，除了社會、經濟、文化等無形因素

之外，調適能力也來自建築內在因子，部份為空間形制，部份為構造

系統。研究剖析蘇門答臘的三種民居類型的構築行為，藉由重建其構

築流程並與空間形制對照，以探討構造調適能力之所在。發現構造層

級、構造迴路、與因空間形制引發的構件尺寸限制是主導民居類型構

造調適能力的三個重要因子。圖1舉例為Batak Toba民居的構築流程。

二、馬來民居類型之衍生分析

    民居類型呈現一致卻又多樣的面貌，歸因於民居類型具備衍生

特質。研究以編碼系統為工具，進行馬來民居類型的衍生分析，以發

現馬來民居衍生的規則系統。編碼系統是衍生分析的工具，在空間、

開放建築與類型論．貳．重返現場

陳耀如
建築師
成功大學建築博士
正修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副教授

54 臺灣建築學會會刊雜誌   201701

P002-072-16TA183.indd   54 2017/2/16   下午11:11



屋群組合與構造三個面向，釐清其構成元素與構

成關係，建立嚴謹的描述語言，以便於衍生的書

寫或運算。

    以編碼系統描述馬來民居案例並由此分析

與歸納，建立馬來民居類型規則系統。規則系統

有四個主規則：1.「空間規則」下轄Serambi-house

空間規則與Jemuran-house空間規則，2.「主屋形成

規則」由單屋附加、多屋鄰接、單屋轉折三個子

規則組成，3.「屋群組合規則」由主次屋相離、主

次屋相鄰、主屋附加次屋三個子規則組成，4.「構

造規則」由單屋構造與附加體構造規則組成。類

型規則系統可以完整描述分佈在馬來半島十一個

州、200多個馬來民居案例（圖2）。

三、馬來民居類型之傳播與混合

    田野調查深入泰國南部七省與印尼蘇門答

臘島的西部，證實馬來民居類型的分佈包括泰國

南部與印尼蘇門答臘西部。馬來西亞東北部的民

居有著來自泰國南部民居類型的影響，與馬來半

島中部民居有明顯的差異。馬來民居亦對泰國南

部民居造成影響，馬來民居類型進入泰國南部亦

為事實。印尼蘇門答臘西部長久以來一直是馬來

人的居住區域，是馬來民居的南界分佈範圍（圖

3）。不同於馬來半島中心地帶的馬來民居，邊界

地帶的部分馬來民居顯示馬來民居類型與其他民

居類型的混血情況，顯示不同外在環境下的民居

調適機制。跨國界民居研究有助於「民居類型地

圖」的繪製，釐清不同種族與民居類型的界限，

與政治疆界大為不同。

四、馬來民居與漢民居融合的類型研究

15世紀起，中國明朝的福建、廣東陸續有人

民往東南亞移民。面對東北季風，馬來半島像一

彎海上長堤，攔住南下的華人船隻，無數華人在

馬來半島落地生根。有的民居類型原封不動從中

國帶來，有的如同峇峇娘惹是由華人與馬來人結

婚所生，在馬來西亞的吉蘭丹省(Kelantan)發現

馬來民居與漢民居融合而成的混血民居，有數百

棟。

馬來民居與漢民居的融合可以三個層級作觀

圖1 Batak Toba 民居的構築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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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erlis州 
2 Kedah州
3 Perak州
4 Selangor州
5 Negeri Sembilan州
6 Melaka州
7 Johor州
8 Terengganu州
9 Kelantan州

圖2 馬來半島之馬來民居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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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1). 空間上，以神明廳為核心，單一建物呈一

明兩暗的空間型式，引進馬來民居的serambi空間

設在屋前；2). 配置上，運用馬來民居的屋群組

合，盡量保留中軸線與左右對稱的特性，形成合

院建築，但是有的案例已放棄合院；3). 類似漢民

居的穿斗式構造與馬來民居傳統構造均有採用，

為選擇的項目。以上事實說明民居的空間形制為

深層結構，不易更動，即便移民至數千公里以

外；構造系統為表層結構，容易替換。配置則界

於深層與表層結構之間，有著因應空間形制的變

動規則。本研究為不同文化的民居融合做了見證

與詮釋。（圖4）

五、橋與箱：馬來民居構造系統的兩種基本

型

馬來民居構造系統有其一致性，但是也有

眾多的變化形式。構造元素與其構成關係分別以

簡稱與符號代表進行編碼與分析，本研究挑選

95個馬來民居案例進行編碼與分析以了解其構築

流程。研究顯示馬來民居由原屋(house)與附加物

（encroachment）組合而成，原屋包括支撐系統

與屋頂系統。兩種主要的支撐系統為「橋系統」

與「箱系統」，屋頂構造衍生五種次系統。附加

物則分為附加半屋（Es, encroached semi-house）、

附加屋（Eh, encroached house）與附加廊（Esg, 

encroached selang）。在95個研究案例中，總計有15

種附加半屋、3種附加屋與兩種附加廊形式。橋支

撐系統的原屋只能往線性發展並搭配gable roof屋頂

形式，箱支撐系統的原屋可以在縱向與橫向發展

搭配hip roof或pitch roof屋頂形式，由此開始的一連

串描述可以解釋馬來民居構造系統如何建成，以

及其特殊性與限制性。（圖5）

六、東亞傳統民居的兩種構造概念：水平堆

疊與垂直間架

南島民族數千年來建造了各式各樣的民居，

在東南亞可以看到許多精彩的類型。每種民居

類型都是先民以高度的智慧與技能完成，成為

啟發我們好奇與想像的傳統建築。我們探查過的

東南亞民居案例當中，有兩種構造的大系統昭然

若揭，一種稱為「水平堆疊」系統，另一種稱為

「垂直間架」系統（圖6）。大部分的東南亞民居

採用前者，只有Minangkabau族、Bugis族的民居採

用後者。「附加構造」是另一個東南亞民居構造

的重要配備。離東南亞甚遠的日本民居兼具「水

平堆疊」與「附加構造」的構造特色，中國漢民

居則僅應用「垂直間架」系統而無附加構造。

七、泰國南部與中部民居類型研究

泰國民居與馬來民居有一些共通性，沿襲

馬來民居類型研究方法，以空間組織、屋群組

合、構造系統三個面向對民居案例進行編碼，經

圖3 馬來民居類型分布圖(含泰國與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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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分析歸納成類型規則系統。泰國民居類型的空

間規則依空間特性可歸納成基本規則與複合規則

兩類；基本規則中包含前後排列(aln)、左右排列

(jux)、包夾(pbt)與圍繞(sur)四種。複合規則是由基

本規則中所衍生，包含aln(pts) 、jux(aln)與aln(sur) 

。泰國民居最特別的是兩個ruang空間(生活睡寢)包

夾一個chaan空間(起居接待)，後面置一krua空間(廚

房飯廳)，可類比為室內化的小型三合院，由此基

本型發展出大型泰式民居的矩陣空間組織。

屋群規則亦包含基本規則與複合規則，基本

規則包含:附加體附著於屋(attached)、屋與屋相鄰

(adjacent)、屋與屋分離(excluded)三種形式，複合規

則同樣由基本規則中所衍生共有六種組合。構造

系統分為通柱(column)系統與中柱(post)系統，通

柱系統為柱由地面直達屋脊；中柱系統為等高的

柱群在約莫天花板高度形成一水平轉換面，再以

post(中柱)承載屋脊，此系與馬來民居相同。通柱

系統只有一種，中柱系統則有四種不同的構造形

圖4 馬來民居與漢民居融合例: Rumah Wee Mek Nui at Kelantan, Malaysia

圖5 馬來民居兩種構造系統舉例: 橋系統(左)、箱系統(右)

圖6 東南亞民居兩種構造觀念: 水平堆疊(左)與垂直間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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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八、帝汶島民居類型研究（東帝汶與印尼西

帝汶） 
    帝汶島地處東南亞邊陲，種族數量眾多，

民居類型相當多樣化。2012年初訪東帝汶，發現

各種族普遍存在一種「雙屋民居」類型，為其他

地方所未見。雙屋之Uma Nulik （神聖屋）內有祖

靈、爐台、長者臥榻等，Uma Tidor （起居屋）供

睡眠、起居、工作用。2014年本研究再度進行包

括東西帝汶的帝汶島田野調查，走訪14個種族之

聚落與民居，測繪61棟民居並進行現場訪談，之

後將27棟民居繪成3D立體構造圖並進行分析。研

究結論：1). 神聖屋與起居屋有四種組合形態；2). 

起居屋之空間、構造與造型有一致性兼具變化形

式；3). 神聖屋各種族不同，可歸納為六種空間基

型（圖7）與兩種構造基型；4). 某些神聖屋類型可

為不同種族共用；5). 同一種族可採用各種不同的

神聖屋類型；6). 身處南島語族與巴布亞語族接壤

圖7 帝汶島民居(神聖屋)的空間基型與衍型譜系

種族名以灰階標示者為巴布亞

語族(Papuan Language)，其
餘為南島語族(Austronesian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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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的帝汶島，不同語族的民居類型對於採用空間

基型與構造基型有特別的傾向，但是並非截然的

分野，不同語族的民居類型之間存在著交流與共

享的情形。

九、島嶼東南亞地區干闌式民居構造基型之

比較研究   
    東南亞民居類型之多樣化令人目不暇給，

歸納民居構造系統的顯著差異，可以發現存在著

各種不同的「構造基型」。干闌式民居的構造系

統有兩個主要任務，一是必須完成遮陽避雨的屋

頂，另一是必須完成提供居住生活的樓板。為了

完成屋頂與樓板，東南亞不同種族都會利用相同

的構造元素：column、beam、oblique beam、post、

purlin、rafter、roofing⋯等來完成干闌式民居。本

研究比較從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至東帝汶的數

十種干闌式民居類型，解析每種民居類型的構造

元素與構造元素之間的關係，以簡明的編碼系統

敘述，發現東南亞的干闌式民居至少存在七種構

造基型。泰國、馬來西亞與印尼西部島嶼共享兩

種構造基型，蘇門答臘島的Minangkabau民居與蘇

拉威西島的Bugis民居共享一種構造基型，爪哇與

部分印尼東部島嶼共享一種構造基型，婆羅洲的

長屋發展出一種構造基型，而偏遠的帝汶島獨自

擁有兩種構造基型。（圖8）

十、島嶼東南亞民居類型之空間涵容性與構

造調適力之比較研究  
    東南亞民居類型眾多，有的瀕臨滅絕，有

的生機盎然仍然提供許多住民居住。民居類型的

存與亡無可避免地受到當代社會經濟變遷的影

響，但是依然有著建築上的成因，導致某些民居

類型永續使用，某些則難續存。本研究挑選二十

種具代表性的東南亞民居類型以三個面向進行分

析: 1). 屋群組合以原屋、增建物、次屋的構成、成

長與數量進行分析；2). 空間格局以滿足多樣性生

活需求、空間使用調整的可能性、空間成長機制

等進行探討，而空間成長機制與屋群組合規則密

切相關；3). 構造系統以構造流程拆解、構造增築

機制、特殊構造等進行分析。歸納出東南亞民居

類型的五種空間基型與不同屋群組合的關聯，單

一型與核心型空間基型會限縮民居的擴充，排列

型與矩陣型空間基型容易促成民居的發展。同樣

的，有的構造系統會促成單體建築的發展，有的

構造系統則會限制單體建築的擴充。從探討空間

涵容性與構造調適力之間的關聯發現東南亞民居

類型存在著會抑制民居成長的終止形式。 

圖8 東南亞民居構造基型(Construction Basic Form)樹狀體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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