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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一方
——台湾建筑奖侧记

The Endeavor of an Island: Observation of Taiwan Architectural Award

薛求理

Charlie Q. L. Xue

摘　要　台湾建筑奖创立于1979年，是台湾岛内最具信誉的建筑奖。34年来共评选出百余奖项，成为见证台湾建筑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台湾建筑不懈的追求，使其在

亚洲和大中华地区独树一帜。笔者参与了2012年台湾建筑奖的评选活动，在此分享所见所感，希望加强两岸三地的交流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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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 Architectural Award was set up in 1979, and hundreds of excellent works have been selected consecutively for the past 34 years. The 

unique pursuance of Taiwan architecture distinguishes the island in the scenario of Greater China and Asia.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as a jury member of the 2012 event, 

shares his observation of Taiwan architecture in recent years and hopes to strengthen the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between various parts of Greater China.

KEY WORDS　Taiwan architecture, award, vernacular, tectonic

中图分类号　TU-85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0-3959（2013）02-0144-06

作者单位：香港城市大学建筑科技学部

台湾岛面积3.6万 km2，是香港的35倍多；

人口2 300万，是香港的3倍多。正如弹丸之地香

港，100多年来，台湾也一直坚持在走着自己的

道路，这是大中华历史殊途的美丽之处。筚路蓝

缕，大中华土地上的人民，一个半世纪以来，一

直在艰辛地探索现代化的道路。科技上，超英赶

美，有现成的道路可走。而建筑学方面，如何表

达出本地特征，如何走非西方化的现代之路，则

并无现成的先例可循。

战后台湾的建筑实践，主要从日本的殖民地

继承而来；台湾的建筑教育则深受欧美影响。观

诸台湾建筑院校的教师和当今活跃的建筑师，多

是海归的硕士、博士，建筑理论与实践以及倡导

的风气深受欧洲尤其是美国的影响。1980年代，

台湾经济起飞，跃身于亚洲四小龙之列。1990

年代，台湾社会进入开放和多元化的时代，公共

机构和私人投资建筑业增长迅猛。但台湾本土的

建筑设计活动一直在修养和礼仪的制约下进行，

建筑一般遵循规矩、功能、有节制的原则。这在

数码资讯爆炸、骇人图像取胜的年代，来自建筑

的声音就显得小了些，在岛外、亚洲及国际建筑

界，也少有人听说或看见。但这并非坏事，也无

贬义。

台湾建筑师公会主办的《建筑师》杂志自1979

年起，每年开展建筑奖评选活动，迄今已举办34

届，是岛内历史最悠久的建筑奖。2012年主办单

位邀请海外评委，笔者有幸成了近年第一位海外评

委，和4位台湾专家教授一起参与了此次盛事。

集合台湾《建筑师》杂志和《台湾建筑报

道》近年刊登的作品，再加上自荐的作品，共203

件，这些作品由评委从中评选出25件。作品包

括艺术馆、展览馆、办公楼、集合住宅、政府大

楼、学校教学科研楼、图书馆、厂房、市场、商

厦、人行天桥、室外公共空间、联排住宅、小住

宅、会所等类型。《建筑师》杂志刊登面广泛，

公共建筑类刊登较多；《台湾建筑报道》刊登的



2/2013　NEW ARCHITECTURE·新建筑　 145

作品则偏重于居住类建筑。

2012年参评的作品，有些是设计竞赛获奖并

已建成的项目，多数已在杂志上刊登，有项目的

介绍诠释、背景和过程披露，配以专业摄影师的照

片，并经过杂志社编辑的慧眼过滤。相比于一般城

镇里街道上的房子，这些都是很好的作品。因此

台湾建筑奖的评选过程实际上就是好中选优。

选出25个作品后，评委根据票数多少，再评

选出10个入围作品。从数字203到25的选择，是

个困难的工作。但凡刊登出来的作品，都是些高

水平的作品，只能忍痛割爱。再从25到10，根据

诸评委的共识，选出的都是些乡土情怀、道德高

尚、自由度大的小建筑，台湾城市化进程中的那

些大型综合建筑反而不见了。

评选出10项入围作品后，《建筑师》杂志组

织评委和编辑部成员，从台北到台南高雄、从工

厂区到原住民山区、从本岛到马祖，行程千余公

里，在三天内实地踏勘了10项入围建筑，看周遭

的环境、建筑的内内外外，聆听建筑师的介绍，

查看了部分建筑的使用情况，从旁观察使用者的

活动。此行比起纸上读图来说，要深入很多。

实地踏勘后，进行决选。委员们经过三轮投

票和热烈讨论后，选出大溪斋明寺获2012年台湾

建筑奖；马祖高中、医疗器材宜兰厂、那玛夏民

权国小、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大东文化艺术中

心、富贵三义馆、六堆客家文化园区7项获佳作

奖。（往年一般为2个台湾建筑奖＋2～4个佳作

奖）。在三轮投票中，委员们一致肯定大溪斋明

寺设计中对环境的考虑和设计手法的巧妙。考虑

到建筑设计团队的努力，委员会给出了较多的佳

作奖，以资鼓励。

这10项入围作品，是建筑师的用心加上业主

支持下的产物，本文附录作一简单介绍。笔者在

现场近距离学习后，在此与界内同仁分享一些印

象和感受。

一　空间和技术的诗意表达

现代建筑大师们往往强调体量和空间，用一

定的结构、材料、技术、表皮来形成同样大小的

空间，因使用不同的结构和材料，故会产生完全

不一样的效果。欧美和中国大陆及香港，这几年

对“建构”都十分重视，台湾也不例外。

10个入围作品中，有7个项目使用了清水混凝

土，如马祖高中外楼梯间的通高清水混凝土墙、

大溪斋明寺的预制混凝土板柱等，安装精密，富

有韵律感；清水添加剂厂办大楼，在九宫格框架

平面里，使用清水混凝土墙板、空心砖隔墙、花

岗石门框、水磨地坪等面材，在简单的平面和立

面上，墙、窗形成各种比例的对位和比例关系；

大溪斋明寺增建
设计单位：孙德鸿建筑师事务所

主创建筑师：孙德鸿

设计施工时间：2004～2010

总建筑面积：3 495 m2

　　斋明寺建于1911年，是台湾的

三级古迹，坐落于两侧皆是山谷的

台地上。斋明寺和原萃灵塔敬字亭

均沿等高线布置，因此增建部分考

虑在两者之间找到共同圆心，以此

圆心在场地上作一弧形的方案。弧

形廊的背后是居士住宅和饭堂，弧

形廊的终端是新的禅堂。建筑外墙

采用清水混凝土，以杉木为清水模

板。弧形廊的外侧使用，一系列预

制的混凝土板密排，既保持了内部

私密，又产生了韵律效果。草地栽

植和建筑围合，形成素净、诗意的

空间。

富贵三义馆，在以坡地高差创造空间序列的同

时，室内外尝试钢模清水混凝土、杉木皮、杉木

块贴在模板上的效果。富贵三义馆内的装置和家

具，大量探索材料的本性及其表达上的意趣；医

疗器械宜兰厂，建筑师在体量上做了拉伸、折

叠、虚实等效果，而这种艺术处理又紧密围绕使

用功能，如避开海风的正面吹袭、高窗采光等；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面积达3万m2，设计师在无

柱大跨度空间里，使用后张预应力、预制墙板，

在墙板中添加碎红砖粒等技术，以几条钢柱支撑

底部，形成轻和重的对比；高雄凤山的大东艺术

中心，张拉结构充盈着四个建筑体量之间的公共

空间，无论白天或晚上，都显得十分活泼可爱。

未入围的作品中，也有许多项目强调建构的重要

性，如花博会的一些展馆和一些住宅项目。

二　突显的社会意义

建筑是社会和生活的容器。建筑和规划设

计，如何使建造实体促进积极的社会生活，长久

以来一直是建筑学的宏观课题。台湾建筑师谢英

俊的名字，一直与“抗震救灾”、“农村建设”

和“公共参与”紧密联系。2009年8月台湾经历风

灾之后，谢英俊团队在屏东原住民部落进行搬迁

重建工作。设计采用轻钢住宅体系，自创垒土保

广角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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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墙板，简化构法，使灾民可参与重建，减轻了灾民和赞助机构的经济负担。在半年时

间里，重建三个部落，建成483套住宅。在总体规划上，将支路都处理成尽端式，家族

之间在尽端的路段里可自己选择住居，守望相助。从公共到私密空间，层层过渡，谢英

俊的设计超越了一般的“建筑艺术”标准。

那玛夏民权国小，建造在交通不便的大山里，设计者通过对原住民的居住形式、符

号进行深入研究，使新建的学校像高山上的圣殿一般，成为原住民部落的避难中心，同

时成为社区居民心理慰籍的场所。大东文化中心的设计，考虑了该区的人流方向，使之

成为一处供家庭亲子读书、看演出、游戏和娱乐的中心。从早到晚络绎不绝的人流，便

是对建筑设计的最好褒奖。

三　乡土台湾　本地情怀

香港现今的公屋住宅都在50层以上，市区私人住宅则70～80层，否则难以适应人口

增长和土地短缺的需要。北京、上海的市区越扩越大，在可建的范围内，也朝着高层、

高密度发展。台湾城镇的人口增长较慢，土地相对宽舒。虽也有土地高效使用的问题，

但并不像香港、上海这样迫切。在台北市内，除101大楼外，其余民用和商业建筑一般

10～20层。至少从表面上看来，台湾城市建筑环境可以暂时免受高密度的喧嚣嘈杂。

台湾的建筑设计在有意与无意中，追求着乡土和本地性格，如马祖高中、那玛夏民权国

小、大溪斋明寺、六堆客家文化园区、富贵三义馆、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和其他参评项

马祖高中校园整体规划与改建
设计单位：境向联合建筑师事务所

主创建筑师：蔡元良

设计施工时间：2003

总建筑面积：13 420 m2

　　马祖高中是原有军队建的一些校舍。重新规划时，校园顺应

地形，与周遭环境融合，取得临海视景，营造彼此串连的户外、

半户外开放空间。将原保留建筑也串入新建筑群中，建筑外墙使

用当地的砌石，部分用砖砌和清水混凝土外皮。宿舍建筑群灵活

摆布，采用四落水的缓坡顶，以回应本地民居的传统做法。

医疗器材宜兰厂
设计单位：台湾余弦建筑师事务所

主创建筑师：杨家凯、陈宇进

设计施工时间：2008～2011

总建筑面积：3 560 m2

　　建筑前半部为办公、接待和员工休息用房。后半部为洁净车

间和仓库。建筑师运用造型手法，形成体量上的并置、拉伸、对

比，使用清水混凝土、洗石子、玻璃砖等材料，设计着意创造新

型工业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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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玛夏民权国小
设计单位：九典联合建筑师事务所

主创建筑师：郭英钊

设计施工时间：2010～2011

总建筑面积：4 970 m2

　　设计从原住民的住宅形态延伸出发，力图使校舍成为一个有如家居感觉的大房

子，教室采用折叠门，当教室的木门完全打开时，可以和中庭的活动空间结合一起，

如同一个大客厅。中庭的阶梯可作为学校开会之用。木构造的图书馆，概念设计来

自布农族男子集会所。近年来木构造在台湾建筑中较为少见。风力发电、太阳能光电

板、清洁能源的使用，为饱受风雨灾害的校园带来了保障，建筑造型和装饰图案尽量

体现本地风格。该校现有78名学生，校舍也作为社区的避难中心。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
设计单位：竹间联合建筑师事务所

主创建筑师：简学义

设计施工时间：2002～2012

总建筑面积：29 695 m2

　　建筑的整个概念由“渡海”、“鲲鯓”、“云墙”及“融合”来表现，以再现先

民渡海来到台湾的场景。建筑由展览、办公和长桥太阳能板等部分组成，用预贴模板

预铸墙板、预铸柱、楼板构成三向后拉预应力系统，预制混凝土墙板模仿本地石砌民

居。因藏品需要防水，底层架空部分用螺旋三叉钢柱支撑，在建筑南面加建长桥和

太阳能光电板（云墙）。建筑位于一个面积20 hm2的公园里，公园原有的水塘湿地保

留，边界融入周围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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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东文化艺术中心
设计单位：张玛龙＋陈玉霖建筑师事务所

　　　　　荷兰de Architeckten Cie事务所

主创建筑师：张玛龙、陈玉霖、Branimir Medic

设计施工时间：2006～2012

总建筑面积：37 020 m2

富贵三义馆
设计单位：半亩塘联合建筑师事务所

主创建筑师：江文渊、何传新、陈君龙、焦砚北

设计施工时间：2006～2012

总建筑面积：1 545 m2

　　苗栗县三义乡盛产艺术木雕，富贵三义馆便是

当地许多私人艺术馆中的一个。建筑师充分利用

地形，将展览、售卖和餐饮空间安排在不同的标高

上。通过游走序列，形成一系列俯视园林、前眺远

景的空间，游客在参观过程中成为环境的主角。艺

术作品和建筑空间相得益彰。设计尝试了许多内外

墙表皮做法，如杉木清水模、纸模清水模、凿面石

材。园林精心栽植，竹、林、流泉，形成许多室内

外的对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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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P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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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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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东文化艺术中心位于高雄市凤山区，周围是捷运站、公

园、老城区和学校。建筑由多功能演艺厅、展示馆、艺术图书馆

及行政空间4栋大楼组成。4栋建筑适当错位，在楼中间形成公共

空间，并安装薄膜张拉结构。白天和夜间会产生不同效果，吸引

了周边社区民众，文艺中心成了社区的开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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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等。像“半亩塘”、“九典”、“余弦”、“竹间”等事务所的名字中，多少

都带些乡土情怀。

四　建筑师的专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建筑师所从事的设计和建造是高强度密集型的脑力和体力劳动。相比其他专

业人士，建筑设计人员的报酬并不高，但建筑设计从业者以自己的热诚编织了一

处处城乡锦绣。台湾的建筑师为设计建造这些规模不大的建筑，付出了大量心血

和汗水。如台湾历史博物馆的设计和建造历时8年，经过许多技术上的尝试；那玛

夏民权国小和马祖高中，在施工过程中，有些就地取材，但更多材料运自台北或

其他地方，路途遥遥艰辛。驻现场的工作人员更是在简陋条件和隔绝孤寂中数年

辛苦，他们的精神令人敬佩。

在台湾建筑奖的决选中，评委提出以下一些原则。①基地、地形、地貌；

②物理环境；③社会议题；④问题的界定和回应；⑤执行力与专业水准；⑥建构

（tectonic）。这些准则对于当代台湾、中国乃至亚洲的建筑，都是切合和及时

的。入选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包含和回应了上述原则。建筑设计不是纯艺术作品，

它受业主或投资人的取向左右。一批同时期的建筑，往往反映了这一时期社会的

总体情趣。台湾建筑奖的入围和获奖作品，基本反映了台湾当代建筑的多棱景象

和追求。评奖作品也毫无疑问地受到评委趣味的左右。当然，如果能适当反映一

些城市中心或开发商主导的项目，则更加全面一些。以台湾建筑师的设计水平和

专业能力，当能为台湾岛、大中华和世界建筑作出更多贡献。

在《建筑师》杂志主编和编辑团队的精心安排下，我们圆满完成了评选任

务。衷心感谢《建筑师》杂志林志菘主编，黄承令、王惠君、毕光建、庄学能诸

老师；编辑部惠文、倍莹、介桢及全体同仁。希望两岸三地的建筑事业，可以互

相借鉴，共同提高。□

　　图片来源：大溪斋明寺总平面由孙德鸿提供；医疗器械宜兰厂平面由余弦事务所提供；那

玛夏民权国小总平面由九典事务所提供；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图片由张玛龙提供；富贵三义馆图

片由江文渊提供；3层平面由半亩塘事务所提供；其余图片为作者自摄。

收稿日期　2013-02-27

有麒实业清水添加剂厂办中心
设计单位：韩靖宇建筑师事务所

主创建筑师：韩靖宇

设计施工时间：2003～2006

总建筑面积：1 108 m2

　　在简单的平面和立面上，设计了清水混凝土内外墙，新旧模板混搭，并刻意留

下针孔与模板纹理，再配合几何分割，与窗洞形成了十分有趣的构图。水磨地板，

产生皮革的效果。虽是小型建筑，但工艺要求高，面临许多技术挑战，耗时2年方

才完成。

屏东县玛家基地永久屋
设计单位：谢英俊建筑师事务所

主创建筑师：谢英俊

设计施工时间：2009～2010

每户建筑面积：136 m2（483户）

　　2009年8月台湾发生风灾后，许多原住民部落需搬迁到交通方便和安全的

地区。新住屋的设计依坡度配置端头路，车辆不能通过。住屋采用抗震设计，

轻钢屋架，外墙雨淋板内侧设空气对流层，自然通风可调节室内温度。项目施

工简单，许多居民参与施工，重建期间雇用原住民2.2万。全区公共设施完成

后，在6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交屋。

六堆客家文化园区
设计单位：谢英俊建筑师事务所

主创建筑师：谢英俊

设计施工时间：2006～2010

总建筑面积：7 287 m2

　　为了满足亚热带气候的遮荫需要，设计采用大片伞形钢结构，上覆织物，为市集、聚落

区、广场、工艺儿童区提供半封闭半开放的空间。行政中心外墙之外再做一层植物覆盖的表

皮，外墙采用该事务所研发的垒土混凝土，墙身厚45 cm，以降低传热损耗。南向的生态水

池，既可调节微气候，也起到景观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