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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台灣防災、健康綠好宅
投入住宅設計、營造十五年來，從累計數百個大小建案的經驗和

歷程中，基於「住者有其屋」的使命感，長期關注著台灣住宅構造及

居住環境方面的問題，前後透過兩本「個人手札」的出版，將個人部

落格裡頭的文章彙整，記錄階段性思維的關聯，並試圖找尋未來的方

向。

手札一《平實而為的綠建築—台灣本土綠構造及自力造屋合院社

區開發》，這本書後來改編出版了《愛幸福綠好宅》（新自然主義，

2012）；手札二《防災健康綠好宅—探討本土氣候特性與正確居住環

境的構成》，改編為本書《減法綠建築》。

志鵬希望透過這些觀點，讓台灣建築專業產官學界乃至於一般民

眾，省思「鋼筋混凝土構造」（Reinforced Concrete，簡稱RC）在安

全、健康、環保、耗能方面的負面問題，並且提供實務操作的心得及

解決方案，除了改變大家一些似是而非的觀念外，也冀望有志於發展

台灣防災健康綠好宅的工業化房屋及開發綠色家園的專業人士們，大

家共同努力來建構屬於台灣本土的綠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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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綠建築再發現：因少才能多

 

綠建築（Green Building）早期的定義為「消耗最少地球資源，

製造最少廢棄物的建築物」，但隨著此概念逐漸被認同及推廣，日益

朝「生態、節能、減廢、健康的建築物」此多元方向來定義為：實踐

了提高建築物所使用資源（能量、水、及材料）的效率，同時減低建

築對人體健康與環境的影響，從更好的選址、設計、建設、操作、維

修及拆除，為整個完整的建築生命週期。

↑「減法綠建築」在台灣西部平原的運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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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建築（Natural Building）、生態建築(Ecology Architec-

ture)、病態建築(Sick House)、永續設計（Sustainable Design）及

綠色建築物（Green Architecture）皆為相近觀念，關注點也從建築

本體擴展到建築材料、建築方式、環境互動等。十多年前九二一地震

後，我就一直用自己的方式在推廣綠建築，這幾年我把這些概念歸納

到「減法綠建築」（Simplified Green Buildings）的定義下，希望可

以翻轉時下過度被定義或誤用的「綠建築」思維。

嚴格來講，綠建築提供了「建築概念」，這些概念都必需從「地

域」出發，才能夠發展成正確的「設計施作法則」。這概念說來不難

懂，因為建築必然得蓋在一塊土地上，基地是在台灣還是日本？在山

上還是海邊？在都市還是鄉村？當建築處於何種環境，就得依環境的

特性來重組出一套合適的綠建築作法，而不是一窩蜂去盲目跟隨或套

用一般的綠建築技術。在「地域優先」的原則下，我一直強調要從

「地域性自然環境氣候」來切入，才不會做出從外觀看起來很酷，實

際使用卻水土不服的綠建築。

「減法綠建築」的定義是「以「Less is More」的哲學，檢視企

業產品主導的過度綠建築設計，就建築的環境、構造、建材、生活、

裝修，採必要性、永續性及被動式設計為主的綠建築概念，並進一步

探討台灣本土正確的綠建築，在「多一項不如少一項」的原則下，反

而會是更好的綠建築概念」。在台灣綠建築主流中有許多的綠建築技

術運用是來自高緯度國家的經驗，移植到台灣時自然是需要調整的。

綠建材也有相似的情形。那麼您蓋對了綠建築？買對了綠建材嗎？

當我們在探討健康、舒適、節能的居室環境時，須先注意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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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氣候的特徵是冬天溼冷、夏天悶熱，使得鋼筋混凝土構造易於結

露、反潮且民眾普遍的過度裝修，造成了所謂的「病態建築」，這對

台灣民眾的身體健康長期來講有相當大的影響。在本書中，我從台灣

本土氣候特性談起，驗證台灣主流的綠建築與綠建材，延伸到減法綠

環境、減法綠構造、減法綠建材、減法綠生活、減法綠裝修的一些觀

念，並且提供自力造屋懶人包、建築小撇步及專業協力造屋BIM的內

容，希望能對台灣的綠建築發展有正面的幫助。

談談幾個概念

下面的幾個概念，相信您會有興趣進一步去了解！

※從NEID日本獨立行政法人防災科學技術研究所，進行的六層樓實體

RC鋼筋混凝土構造的地震平台實驗來評論，當每立方公尺重達2.4噸

以上的鋼筋混凝土剛性體構造，在地表加速度約400 gal的振動下，

短短的5秒鐘，在一樓柱的上下端部就產生了嚴重的毀壞，顯示了鋼

筋抗拉不抗彎還有混凝土爆裂後致命傾倒的構造特性；在全球RC發

展的歷史約140年中，尚未有RC實體構造能通過地震平台(震度七)的

測試，而這個事實是一般民眾人們乃至建築師、結構技師等專業人

員，未曾認真去重視的致命問題。

※在台灣95 %的建築是RC構造，如果您住的房子是RC建築，除非您

的房子只有一樓，否則千萬不要睡在一樓，因為強震發生時，大部

份RC房子的倒塌都在一樓，所以請不要將孝親房設在一樓。

※2014年的七月初，宜蘭氣溫34 ℃，相對溼度60 %，體感溫度高達 

48 ℃，2015年一月初宜蘭氣溫8 ℃，相對溼度60 %，體感溫度低達 

2 ℃，雖然有風力、大氣壓力等其他因子也會影響到體感溫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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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濕度的影響才是主因。不論您身子多硬朗，在台灣冬天睡覺時，

脖子繞個絲巾可以減少突發中風及心肌梗塞，因為身子突然離開棉

被，體感溫度會少了20-30 ℃，這對身體健康是有危害的（有關體感

溫度之計算請參考美國氣象局體感溫度計算公式，氣溫34 ℃、濕度

60 %時，體感溫度為42 ℃）。

※為什麼小孩子總在午夜咳嗽，又動不動感冒呢？因為您家的空調濕

度太低造成了小孩的呼吸道發炎；您知道嗎？錯誤的空調系統不健

康外又耗能，不要以為房間擺個臭氧空氣清淨機就可以不開窗，因

為臭氧可以殺菌也可以殺人，要儘量避免人在室內時使用。

※在台灣濕度太高，冷熱輻射傳導率快速的特性下，窗戶是冬天的冷

氣機，夏天的暖氣機，所以房間只要有窗戶一定是冬天冷、夏天

熱；不論您使用甚麼牌子或是雙層玻璃、貼膠膜，其實效果都很有

限；就老人房、幼兒房或是過敏性體質及身體衰弱的人，窗戶室內

加一層斷熱層或是使用斷熱窗簾，這樣才會有效果，而且可以省下

約60 %的空調耗電。

※除濕機是非常耗能的，因為要降溫凝結水又要加熱空氣，所以是高

耗能，很多人不知道，凝結水的地方最容易滋生微生物菌體，而這

些菌體在使用時就會造成健康方面的問題，所以最好少使用，空氣

清淨機、水冷扇、吸塵器等都要有正確的使用習慣，而所謂的負離

子亦有對人體好與不好的區別。

※台灣現在住家使用空調的時間越來越長，這代表著用電量持續在增

加，台灣平地三十年的平均溫度是22-25 ℃，月平均低溫與高溫為

16-29 ℃可說是非常溫和，如果善於運用自然環境的調控，那麼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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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該不需要使用冷暖氣空調才對；在夏天的夜晚當戶外溫度降到

適宜的時候，室內往往卻還是悶熱著的，不得已只好關上窗戶開了

冷氣，一個房間只有一側開窗是很難對流換氣的，其實牆面只要有

二個孔，其中一個孔使用馬達抽或排風，這樣就可以進行室內的換

氣，大部份時間是不需要開冷暖氣機的，這個觀念就是我在推廣的

「減法綠建築」。

※房子也有很多類似塑化劑、地溝油的情形，許多綠建材標章的濫用

問題及錯誤認知，造成人們過度的裝修，居室內滿佈著甲醛、揮發

性有機化合物、氡氣、細菌、粉塵等，這些病態建築是您的住家

嗎？那麼要如何才能擁有個健康的好房子呢？大家可以參考所謂

「健康綠好宅」的新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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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減法來打造防災、健康綠好宅

《愛、幸福綠好宅》一書中，我評論了台灣鋼筋混凝土住宅結

構的問題，提出了防震建築創新構造的概念；在本書《減法綠建築》

中，則創建了「減法綠建築」的定義，分享我對台灣氣候特性的觀

察，台灣綠建築、綠建材發展的辯證，提出減法環境、構造、建材、

生活、裝修與對居室正確舒適、健康環境控制的幾個新思維；另外在

自力造屋的觀念上，提供輕鬆愉快的懶人包，還有以「減法綠建築」

的概念為本，所打造的AGS1防災、健康綠好宅案例供大家來參考。

永續綠建築

2006年發行的影片「不願面對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是美國前副總統艾爾．高爾針對全球暖化效應問題所提出的

研究成果，當時提出從冰河床採樣分析，在60萬年來地球大氣層二氧

化碳濃度從未超過300 ppm，如今這個數據在2015年五月已經來到了

403.7 ppm。十年前高爾就從科學數據分析中，提出全球暖化的狀況已

經是不可逆的警訊，全球氣候驟變的危害程度也與日俱增，但是身為

環境營造的一份子，我很清楚這十年來，就算能源危機、金融風暴、

311海嘯……都沒有讓人們徹底的覺悟到應該大幅調整生活的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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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維繫經濟與權力的考量下，人們追求著無止盡的競爭力評比

外，假環保之名、環保產品形式的成果，恐遠超過於實質的內容，我

想這就像影片中熱水容器裡頭青蛙的例子，人類恐毀在自私與小聰

明。李遠哲博士曾指出，人類的生活習性如果都參照美國人的話，那

麼需要七個地球資源才夠使用。當我們嚴肅地看待「我們要留一個甚

麼樣的地球給下一代」的永續問題時，我們能不深刻檢討自己現在的

生活習性嗎？「我們要留給下一代什麼樣的台灣？」，其意義是我們

要真心看待「永續」這個課題。

台灣在放任水泥及砂石濫採的狀態下，發展出95 %以上的RC結構

及其配套的綠建築管理機制，在這種以RC為主軸的產業結構及學術研

究發展處境下，台灣正確的綠建築概念要獲得突破便相對顯得困難。

生活周遭裡頭有許許多多似是而非的生活經驗或看法，許多存在的問

題已經形成了習慣，除非發生狀況，否則多數人不太容易去改變。人

們因為不想食用動物油，所以選擇植物油，卻來個大統油事件；吃肉

不環保，所以刻意挑選有機蔬菜，但是掛著有機的牌子就是有機了

嗎？我真心擔憂台灣建材的使用，也因認證機制的背書後，而發生像

食品GMP商標不實濫用的情況。

在台灣，許多綠建築的技術與綠建材的使用觀念已經被洗腦、

被定型，例如屋頂擺幾片太陽能光電板，架個風力發電機組，屋頂種

片草皮、種幾棵大樹，在戶外弄個生態池，外牆貼幾面木板，用個太

陽膜雙層窗……這些印象拼湊起來就等同於一般台灣人所謂的「綠建

築」。然而一般民眾的觀感又是什麼呢？「綠建築貴又不實用！」

「是另類的蚊子館！」這反映了我們需要更精確而平實的綠建築，也

因此我們需要先詳實地了解與辯證「何謂正確的綠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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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看看，太陽能是潔淨能源，但是太陽能光電系統就一定環保

嗎？隔熱做好房子就會舒服嗎？屋頂種草皮房子就會節能嗎？標榜隔

熱性能的昂貴膠膜雙層玻璃隔熱窗戶真的那麼節能嗎？高緯度國家綠

建築的能耗分析及設計軟體在台灣適用嗎？台灣一些指標性的綠建築

技術或觀念是正確的嗎？在本書中，我單純地只想讓大家「用真心」

去看綠建築。

建築大師萊特的生平論述匯集《建築之夢》一書，讓我們對於在

當時現代主義洪流中的非主流批判大將的觀念，有了較深入的了解。

萊特自身寧可期許為非主流價值，卻堅持追求永恆的價值觀，及以民

主意識、個人特質存在價值為基礎，探求自然與地域性、美國風的平

民住宅觀，雖然他在當時算是位令同業討厭的建築先驅者，但其堅持

終究於後世為人所推崇景仰，而成為現代建築四大師之首，更被譽為

若將現代建築比擬為文藝復興時期，那麼萊特則等同於米開朗基羅一

樣的崇高地位。萊特的主要建築作品是平民住宅，這是一般建築大師

較不去服務的建築領域，其在民生住宅的一些論點，至今仍可視為是

平民住宅需要的原則。

影星羅賓威廉斯生前作品《心靈點滴》是一部反應人性正面價

值的影片，這部影片除了反映主角漢特「派奇」亞當斯從關懷病人、

主張醫學並不光只是要醫好病，也要提升治病或是病期生活的尊嚴與

品質。電影主角在白色高塔中能夠以病人為重的理念，和傳統的勢力

周旋，拿到醫科學位，成立一個理想便民的「健康中心」，徹底實踐

他的理念，為病人建立一個充滿關懷和歡笑的醫療環境。在現實生活

中，人們為了建構專業，也往往被伴隨而來的體制給侷限，熱情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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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專業理論二者所發散的內容有交集亦有衝突，而人性往往會在此間

或有迷失或有堅持。

蘋果電腦創辦人賈伯斯，對於事業體經營及產品開發上的執著，

深深觸動著我的內心。十多年來我也經歷過研發階段的辛苦，所以相

當能理解其開創產品，不論是在理想與責任上，都會需要熱情與生命

力。當一個時代要創造英雄也好，或是一個英雄要創造時代也罷，這

個英雄已被註定賦予了偉大的生命意義，我想當他眼界已經看到未

來，而必須努力為目標克服所有的障礙。當年賈伯斯意識到，人們為

何要來買Apple的PC，是流行時尚？還是一種當代新價值？回頭來看

我們，是創造一個時尚？還是堅持建構我們所認知的居住環境？身為

經營者，我心裡頭清楚該堅持甚麼？該如何創造價值！這個價值是會

對民眾有意義的！對公司的永續營運會產生實質的獲益！對公司全體

乃至對於自己是快樂、充實而滿足的！而這是我所認知的產品價值。

邁向全面進化的時代

我從事專業協力造屋這麼多年，面對過上千位業主，我發現有

相當比例的業主努力在造屋前收集資料，並產生了各式各樣的問題，

而其中大都是因為參考了那些「百大豪宅」、「綠建築」、「自力

造屋」的書而徒增了無謂困擾，有人還因此產生了挫折跟衝突。比如

說，看了華美的照片就想要比照來處理，卻不知道從基地、氣候條

件、工程費用等方面來看是困難的。想想，單靠幾本書的引導是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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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完整正確的建築專業，加上書中有些內容反而誤導民眾，對工程

進行的方式或常態作法產生錯誤的認知，嚴重的甚至會導致工程發生

糾紛。

看過許多個案經驗後，我於是想寫些有助益於一般民眾輕鬆面

對自力造屋的內容，譬如設計來說，一般建設公司獨棟房屋開發的建

築師設計、監造及簽證費用不過是十萬左右，而書上美美的案例，其

設計費動輒超過上百萬元，要不就是業主本身要投入相當多時間去經

營，往往這些時間跟精神難以用金錢來計算。只要是有創意的設計，

從構圖、材料到施工都是要專人去處理的，尤其變更設計導致發生錯

誤的機會更是多。

相較去買個成屋，能夠進行自力造屋其實已經是相當幸福的事

情，但不要幸運過頭後卻變成霉運，眼高手低是我常見的情況，明明

沒有多少預算，也沒有太充裕的時間，基地條件也不足，卻總是把目

標想得非常的遠大，空間上不去想如何能精簡實用，卻一心只想二次

違章，預算不足卻甚麼都想要，想到哪就改到哪，到處問東問西，把

問題弄得更複雜而徒增困擾。

聽首歌，聽個音樂！欣賞一幅畫！嚐個蔬果，吃道菜！好不好

聽！好不好看！好不好吃！評論很容易，一旦要自己動手才會發現，

原來連彈個鋼琴鍵，手指都不知擺哪裡！拿起筆來，手既然是會抖動

的！菜是長甚麼樣子的啊！該加些甚麼佐料呢？很多事情我們總以為

該怎樣，一切好像都是應該的，如果換個角度來看，就發現什麼事都

不是那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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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居住無毒環境及極限植生環境的思考到實踐，要把大家習慣

性的方式打破重新思考，找到問題提出看法到模擬實踐並提出主張，

這需要生活態度調整的動機，具體而為的動力，持續觀察、調整與質

化、量化的驗證。在有限的時間人力、物力、智慧、方法、團隊、分

工，一步步來做，把簡單視為不簡單，再將不簡單變成簡單，我想這

或許就是進化吧！

為了讓住家賞心悅目、心曠神怡，很多人連養個孔雀魚都養不起

來卻想要弄個生態水池，不論貓狗寵物，魚昆蟲花草樹木…等，每個

人所接觸的動植物都跟人一樣，需要良好的生存環境：陽光、空氣、

水都不能缺少。您可以欣賞、感受這些動植物，但它們需要健康的環

境，然後因果循環的回應著您與它們間的互動，您若無感，那麼只好

住在家徒四壁之中，而您若付出經營，那麼它們就會生氣蓬勃的令您

賞心悅目、心曠神怡！

現代人若不走出去，到森林走走，那麼您不知道什麼是芬多精，什

麼是負離子，什麼叫新鮮的空氣？終年不開窗，單靠號稱有臭氧、有

負離子的空調內循環空氣，您想會健康嗎？在帷幕牆裏頭的密閉辦公

空間，不論是耐陰、耐陽的植物，或是多麼有活力的動物，空調一關

機很快就死光光了，那麼長期待在裏頭的您呢？

不論是數位時代0與1人類智慧的全數位化角度，亦或是太極的

陰陽或是機器人時代的來臨，人類下個全面進化的時代似乎愈來愈接

近了。居住環境的全面進化會因為這些潛在知識環境架構的改變而移

動，我認為「人與人、人與環境互動模式的改變，會造成全面進化基

礎的調整」，一個全新的「人文─無障礙終生住宅觀，科技─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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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生住宅觀，環保─新環境共生住宅觀」是我們的目標。我們從身邊

的環境來經營，從有限空間的極限栽種與生態居室做起，去重新感知

水、空氣、陽光，去認知多元生態，去認識環境的營養源，去經營人

與人、人與自然，而這就是全面進化的起點。

建構人與人、人與環境互動模式的具體內容，除了以「愛幸福綠

好宅」為中心思想，「服務、團隊、精進」為精神，「減法綠建築」

為思路，創新構造為基礎，系統人才為資產，「蝸牛、斑馬」為產

品，「城市綠洲」小區開發為範圍，「品牌」服務為通路，「加盟」

為商務，有容乃大的企業經營態度將會進一步落實這些具體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