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聲的抗議

建築師 Herzog & de Meuron 完成的無數建築

中最具爭議性的案子，大概就屬於近期開幕，被

喻為德國漢堡最耀眼的玻璃皇冠－易北愛樂音樂

廳 Elbphilharmonie。完工時間比預定期限晚了6

年，預算又爆增10倍後，終於最近在眾人的期盼

下隆重開幕且大獲好評。回顧施工過程中因為營

造廠倒閉和隨之而來的法律問題，使得工程幾度

被擱置。當時建築師備受媒體輿論的攻擊，嘲笑

易北愛樂廳是美夢也是惡夢。建築師選擇在 2012 

年威尼斯雙年展中無聲的抗議，在音樂廳建築模

型展覽空間的牆面上，佈滿不加修飾且未被篩選

過、充滿負面和攻擊性的媒體報導作為展示背景

(註1)。對比日前音樂廳風光開幕當天，德國總理

梅克爾表示：「這場開幕具有歷史意義，有朝一

日，我們會因為某棟建築物在我們這一生落成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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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北藝術中心施工照片 © OMA by Chris St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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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豪，50或100年後人們仍會說『看,那是 2017 

年1月11日發生的事情』。」(註2)而建築師 Jacques 

Herzog 在開幕致詞時提到  「建築是場馬拉松

（Architektur ist wie ein Marathon）」，想必其內心

感慨一言難盡。

 

建築的動態

Rem Koolhaas 在美國建築師協會(AIA) 2016 

年大會上與哈佛研究生設計學院 (GSD)的院長 

Mohsen Mostafavi 進行了一場對談中指出了 「建築

業會為過慢的節奏付出代價」(註3)。 這個訪談中

提到 「建築行業往往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一座

建築最短也需要4到5年的努力，這種速度對目前

的變革來說實在是太慢了⋯建築業好像是一條腿

站在3000年前的世界，另一條腿站在21世紀⋯這

種如同芭蕾舞 『劈叉』動作的方式讓我們的行業

具有了深度，甚至是當下唯一一個可以追溯3000

2.臺北藝術中心施工照片© OMA by Chris Stowers   

年歷史的行業。」筆者認為這個描述精確的說明

了建築業如何困在自身的脈絡，在當代科技快速

變化的社會慢慢萎靡，像一個龐大的巨獸困在流

沙中，動彈不得。訪談中，Rem也提到 ：「現在

建築界的問題在於缺乏溝通⋯我們生活在一個充

滿不同文化的世界，每個文化都有自己的價值體

系⋯建築師應該要對無數價值體系保持開放的態

度⋯並嘗試做一個『相對主義者』。」

反應在OMA內部的建築實踐－公司就是個

實驗室，Rem摒棄以指導的態度面對他的員工,同

時拒絕被外界指認為一個明星建築師－他認為這

是對他的夥伴或是其它形式作出貢獻的工程師們

的否定。「最好的作品應該是一半工程，一半建

築，兩者的貢獻是不可分離的。」這可從OMA在

多數國際項目中，設計團隊的主力成員延續到監

造階段繼續處理施工現場設計疑議，以確保兩個

階段知識的連續，將設計概念最大化落實到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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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Rem本人則經常出現工地現場，一面傾聽施

工發生的狀況，以迅速做出回應；一面觀察著工

地的進展，試圖理解其中運作的潛規則和集合眾

人之力創造出壯觀的動態記錄可見。

制度的崩壞 革新的開始
令人著迷的施工現場動態變化與集合眾人之

力完成的建造過程，使建築轉化為脫離虛擬線條

進入現實脈動的流動場景。然而，過長的施工過

程，使得當代建築物從設計完成到興建結束那一

刻，已注定趕不上社會變化的速度。更甚者，台

灣的公共工程由於採購法的潛規則，即防弊重於

興利的最高指導原則，當公共工程發包出去後，

建築師在施工階段若建議調整設計，通常只能遺

憾的吞下設計疏失的指控。公部門業主不會感謝

建築師在施過程中不斷思考完善設計的方式。營

造廠則會感謝建築師獻身提供了增加工期的理

由。公共工程作為全民的財產，理應作為產業升

級的動力，卻長期受限於採購法制度裡僵化的公

平競爭原則，建築師若是採用稍有特殊性的設計

和對應工法則可能被偏頗解讀成圖利廠商的空間

或是需背負工期延宕的責任，因此，折衷之下產

生的發包文件成了建築師的最低標準，營造廠的

最高標準。在建造過程中，兩方角力、耗盡精

力，最終達成皆不滿意但可接受的結果，竟成為

了台灣公共工程品質進步的枷鎖。本該奠基整體

環境品質的重大公共工程反不如私人企業項目，

業主同意即可進行設計變更，讓建築師和營造廠

較有彈性空間運用最新技術，適時更新並靈活調

整設計及工法，甚至節省工期及造價。

事實上，2017年1月麥肯錫國際研究院發

布的文章《想像建築業數位化未來》(Imagining 

construction's digital future) (註4) 文中提出五大理

論，針對目前大型工程平均面臨工期增加20%和

預算增加80%的事實，提出建築業需要變革，並

認為傳統建築業瓦解的時機已經成熟。麥肯錫的

研究裡提到建築業在應用技術和管理創新上一直

行動遲緩，承包商沒有進行風險分擔和創新，研

發費用的投入更大大低於其它產業－即使長期回

報非常顯著。而績效管理不合適，供應鏈也不精

細，對信息的掌握更是大幅落後當前的科技更新

速度。隨著項目的複雜度和規模日益提高，這一

問題更富挑戰性：「考慮到建築業創新和應用新

技術，新工具和新方法的糟糕記錄，業主和承包

商需要有新的心態。當業主把任務發包出去，他

們往往認為責任就結束了，殊不知他們仍然需要

為工期延誤買單。從承包商角度看，他們往往只

想滿足項目合同的最低要求。」因此, 麥肯錫報告

中建議：「例如倫敦希思羅機場五號航站樓,機場

建設方購買了綜合保險，承擔了所有的風險,並將

不同參與方視為團隊成員，一起來解決複雜問題,

尋找最佳解決方案，而不是傳統的業主承包商合

同關係。」然而，文中提到各種建築業改革轉型

的創新實踐，在台灣的採購法重重的包袱和限制

下，似乎只能流於理想空談。外國公部門做的到

的，台灣卻不可行。也許是政治上長期內耗，公

務人員對「責任」二字避之唯恐不及，公共工程

一路做來只求安全下車，品質自然馬馬虎虎。

筆者於加入OMA前，專業訓練於美國的體

系下養成。自從 2008 年加入臺北藝術中心團隊

處理競圖、合約、設計、預算、審查、招標、監

造等一般建築師會接觸到的工作內容外，也因為

本案為社會大眾高度重視的公共工程，免不了需

要處理政治，法律和財務等議題。參與這場馬拉

松賽跑的過程，筆者時有接觸目前台灣執行公共

工程的同業，聽聞眾多怪象後時，常思考國內外

建築師角色定位不同對建築工程的影響。在國外

營造體系裡，建築師與營造廠是同樣服務於業主

的平行單位，各自就專業部分對業主提供服務。

建築師的監造工作(inspection)是為了確保營造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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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施工符合設計圖說，而品質和工期的控制為施

工廠商之完全責任，施工廠商必須製作施工製作

圖以發包給下游廠商執行施工細節。建築師為維

護業主權益，定期與營造廠開會溝通確保施工執

行無礙，雙方屬合作關係。反觀台灣公共工程，

公部門的施工預算經議會審查時，先被以「節省

公帑」為由打個折扣才通過，再以最低標招標時

經營造廠低價搶標，導致決標工程金額已無利可

圖。因此，營造廠為求生存，營造道德只能先擱

一邊。以至於建築師受委任的監造工作，著重於

監督(supervision)品質，一方面得確保營造廠無偷

工減料之虞，還要負連帶責任，而公部門又為了

防止建築師借職位之便圖利廠商，工程稽核與審

計單位隨時在側，定期抽查監造記錄和對監造記

點罰款象徵積極作為的表現。萬一出了問題，考

慮誰該被究責永遠比先解決問題重要。結果，國

內大部分公共工程環境裡，工地的公部門代表、

PCM、建築師、施工廠商的溝通協調常處於對立

關係，劍拔弩張。

反觀臺北藝術中心一案為例，由於工程特

殊性及市府的大力支持，至今突破非常多台灣公

共工程的潛規則，而設計監造團隊進駐工地和

營造廠密切的溝通，業主團隊願意跳出公務人員

的安全傘，和工地團隊一同思考突破困境的解決

方式，讓技術問題可以跳脫制度的框架，回歸專

業面討論，這是工程推動以來最重要的資源與關

鍵。然而，就算有處理國際團隊施工經驗的業主

代表配合國內外頂尖的設計監造推動工程進展，

日前營造廠卻還是因內部財務管理不善和小包合

約糾紛問題突然宣布倒閉。而在之前工程進度嚴

3.臺北藝術中心施工照片（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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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落後時，筆者也曾被業主相關人員詢問過，為

了彌補台灣營造廠沒有研發和管理的能力，是否

能請設計監造替營造廠把施工製造圖畫好，或期

待建築師能降低品質要求，彌補營造廠技術不足

和工期控管不良等建議。但在營造廠確認終止合

約後，市府高層決策團隊目前盡力消除內部岐

見，並傾向保持原設計案預設之國際級建築規

格，迅速召開決策會議研討工程後續妥善完成的

對策。計劃以最具吸引力的招標方式發包，盡力

消弭接續廠商未知的風險，制定合宜的保固方案以

及確保足夠利潤為原則。基於上述前提下，筆者樂

觀的相信，工程最困難的技術問題都已經完成，當

重新發包的策略擬定明確，應該有希望吸引到體制

健全有技術能力的營造廠參與投標，讓本案盡快回

到正軌。至於目前媒體上流傳眾多出現有關營造廠

倒閉原因的不實報導，筆者也仔細收藏，為了將來

完工那刻佈置紀念特展牆面之用。

 

結論

面對傳統價值的瓦解，及面臨急速轉型的的

建築工業。筆者認為，隨著越來越多超大型項目

和非典型建築的超微型項目浮現，及配合社會快

速變化的新知識新科技，無法轉型的營造業將會

紛紛面臨倒閉的危機。在這個陣痛期的過程，建

築師作為營建產業的核心角色，無法像上個世紀

的建築師，能安於獨居的創意者，憑藉自身渺小

的專業知識，英雄式的決定設計的價值。因此，

作為當代的建築師，尤其是女性建築師較為優勢

的，應該是其觀察和溝通、能聆聽、整合團隊並

尊重多元價值的能力，而相對具備「中性」特質

的建築師，應該在本世紀的建築產業轉型期，更

有機會成為當代建築的領航者，邁向新未來。

註釋：

1. Venice Biennale 2012: Elbphilharmonie / Herzog & de 

Meuron by Archidaily

2.中央社漢堡2017年1月11日綜合外電報導

3. Rem Koolhaas: "Architecture Has A Serious Problem 

Today" at the 2016 AIA convention

4. http://www.mckinsey.com/industries/capital-

projects-and-infrastructure/our-insights/imagining-

constructions-digital-future

4.臺北藝術中心施工照片© OMA by Chris Stowers 5.臺北藝術中心施工照片（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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