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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屋前搭涼棚： 

災後家屋重建的建築設計與社會改造 

 
吳嘉苓 

本文透過台東金峰鄉嘉蘭村的莫拉克災後重建，探討建築家屋的設

計、興建與使用過程，如何協商改造原住民社會。本文提出兩種分析主

張，以凸顯家屋重建的多樣行動：擴展「設計者」的界定，把提出房舍

藍圖的人都視為「設計者」，而非侷限於領有證照的「建築師」；廣納

在地居民的異質參與，包括在不同的家屋重建社會技術網絡中，居民涉

及的設計、興建與使用。本文的研究方法包括參與觀察、深度訪談、以

及檔案資料。本文呈現嘉蘭村歷經了四種災後家屋重建的社會技術網

絡。(一)建築師謝英俊設計的中繼屋：輕鋼架網絡；(二)部落耆老發起的

部落廣場：石板屋網絡；(三)援建單位執行的永久屋：鋼筋水泥網絡；

(四)村民搭建的涼棚：taəta 網絡。本文發現，當地村民作為設計師時，

比證照建築師更能把原住民文化當作設計主軸，而居民在實際使用上，

卻最為偏好鋼筋水泥屋。居民持續在這雙重的偏好協商，陸續改寫了中

繼屋、石板屋與永久屋的設計藍圖，最後以「永久屋前搭涼棚」的附加

形式加以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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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ecting taəta in front of Permanent House: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Social Reform for the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Chia-Ling Wu  

This paper analyzes Chia-Lan village’s housing reconstruction after 
Typhoon Marok to examine how designers and users provide different social 
reform blueprints for the aboriginal society. I propose two analytical 
strategies: (1) to incorporate all kinds of blueprints-producing “designers”, 
rather than limit to the licensed “professional architects,” in order to reveal 
the diversity of housing design activities; (2) to follow local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stages of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use in different 
housing-building networks so that we can fully evaluate their cultural value 
yielding and material reorganization. The data includes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depth interviews and archival data. I found four re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the village. (1) Architect Hsieh Ying-chun’s transitional houses: 
the lightweight steel construction; (2) The tribal leader-initiated tribe square: 
traditional stone slab houses; (3) NGO-built permanent houses: reinforced 
concrete; (4) Residents-designed traditional pergola: taeta. I argue that when 
local residents got involved with design, they tended to incorporate the 
aboriginal culture into the blueprint more than the licensed architects. 
However, villagers still preferred the mainstream reinforced concrete building 
as their houses. The hybrid preferences of indigenous ethnical culture and 
modern housing materials led them to rewrite the designers’ scripts for 
transitional houses, stone slab houses and permanent houses. Future housing 
design should integrate, rather than just add, indigenous building culture with 
modern hous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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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2009 年夏天，莫拉克風災重創台東太麻里溪畔的嘉蘭村，摧

毀了六十多間房舍。當時，村民在大雨中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家沖

入滾滾溪流、悲痛哭喊的一幕，透過電子媒體轉播，成為全國關

注的焦點。三年後，位於村裡東西兩側的坡地，沿著新開的柏油

馬路，矗立了近百戶雙拼與獨棟的永久屋。相較於村中錯落的瓦

屋、鐵皮屋與樓房，這批整齊劃一的花園洋房，是嘉蘭村前所未

有的住屋地景，也成為政府、社福團體以及媒體報導嘉蘭村重建

的重點，甚至是句點。 

然而，嘉蘭村災後家屋重建的藍圖，從來就不只有一張。村

裡不只出現了新穎的樓房社區，也誕生了石板屋為建築型態的部

落廣場。這個以七個排灣族部落、一個魯凱族社群所組成的村

落，因為災後重建的機緣，搭建了村裡第一個石板屋型式的青年

會所，期許作為凝聚部落社群的據點。永久屋落成後，入住的居

民也著手改造自己的家，種芋頭、搭涼棚、鋪石板、增建戶外廚

房。村民當起了設計師，標準化的房舍出現了各家獨特的容顏。 

家屋損毀往往傷透人心，重建卻也創造了獨特機會，透過協

商「我們要蓋什麼樣的房子」，讓人思考「我們要過什麼樣的生

活」。以嘉蘭村為例，從 2009 年以來，歷經了中繼屋、石板屋、

永久屋等等重建行動，建築設計師一路與政府、援建機構、社區

組織與災民在輕鋼架、隔間、前廊、屋頂、石板、樑柱的設計、

興建與使用，探索著家與社群的意義，含括原住民社會的問題與

改革之路。過去有關災後重建的文獻，多半聚焦在政府、社福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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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在地居民等等行動者，較少探查建築設計師的角色。本文則

意圖增補這方面的研究考察，藉由嘉蘭村災後家屋重建所歷經的

多樣建築設計，探討家屋建築與社會改造相互生成的關係。 

莫拉克風災的災後重建在永久安置的方式，包括選址與遷村

決策，因為缺乏對於原住民文化與自治的尊重，已廣受批評。這

些批判性的視野，藉由「這是『房子』，不是『家屋』」（謝文

中等人，2011），「政府只是在處理房子，不是處理遷村」（李

金龍，2013），或是「在永久屋裡想家…」（莫拉克獨立新聞

網，2013）的說法，提出重建不應只是建造遮風避雨的建物，更

要顧及家的意義、社群的主體，以及整個部落的存續與尊嚴。本

文認同這樣的理念，但是也進一步提出，「房子」也並非僅是硬

體建物，仍可能是社會改造的匯集之處。現有莫拉克風災相關研

究對於選址與遷村決策著墨已深（丘延亮，2010；王增勇，

2010；李丁讚，2010；陳永龍，2010），本文則將分析重點放在

建築設計與營造面向的社會意涵。 

本文透過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以下簡稱 STS）的取向，探討莫拉克災後重建過程，建築家屋的

多重社會技術網絡中，設計者以及使用者如何改造原住民社會。

STS 看重技術物的政治性，提醒我們物質空間並非只是社會關係

的背景或後果，而可能具體參與了社會文化的形塑。透過揭露技

術物的腳本，能夠凸顯房舍本身的設計與營造，如何鑲嵌了社會

價值與利益。STS 強調使用者也可能改寫腳本，重新詮釋、甚至

形塑了科技系統。本文即探索從設計到使用的過程，呈現這些重

建家屋的多重軌跡，並藉此挖掘透過建築以改造社會的可能路

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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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從建築設計到家屋使用 

對 STS 而言，建築的關鍵字不是功能或美學，而是權力。

STS 傾向將建築物視為具有政治性的技術物，而設計與使用意味

著一連串社會技術網絡的建立過程。於是，建築物並非僅是設計

者的風格與創意，而是各方行動者協商利益與價值的實體展現，

銘刻出社會關係、行動策略、改革方案（Brain, 1994; Yaneva and 

Guy, 2008）。建築物等於是具象化的歷史，展現出社會的分化、

層級與宰制，而人們也透過互動、詮釋、改造賦予建物意義，與

建物一起形成社會生活的樣貌（Gieryn, 2002）。對 STS 來說，建

築物建成之後很容易「黑盒子化」；先前各方利益可能在地板與

磚牆之間折衝，建完之後這些行動者的協商往往隱而不見，而由

各類建材、隔間、屋型等非人行動者擔任代言人，繼續執行著之

前規劃設計時提出的社會藍圖。STS 的任務就在揭露技術物的政

治性，強調從技術物中解讀出社會運作。而 STS 也主張，要完整

地揭露建築物如何參與我們的社會生活，必需要同時兼顧設計端

與使用端。以下的討論即從設計與使用來提出適合探討家屋重建

的分析工具。 

 

一、建築設計作為異質工程 

 

建築設計是一場 Law（1987）所說的「異質工程」（heterogeneous 

engineering），不只是用磚瓦木石讓建物矗立，也得考量各種人

類行為、社會制度，建物才能在人間落實。如同 STS「跟隨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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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分析策略，STS 也「跟隨建築師」，理解建築師在設計、

材料、工法的衡量過程，如何折衝著法規、經費、專業地位、贊

助者偏好，以及使用者認同。Gieryn（2002）就以康乃爾大學生

物科技大樓的建立，說明建造科學大樓，也等同建立生物科技這

個領域，必須同時兼顧社會性與物質性的力量，同時滿足建築

師、科學家、環境安全督導、大學董事會、以及當地的風土氣

候。Gieryn 的研究取向提出，即使大樓的平面圖由建築師操刀，

各方人馬都堪稱設計師。而建築師必須多方考量的特性，也使得

Gieryn 主張：「設計師理論化社會生活的程度，至少得跟社會學

家一樣多」（頁 42-43；亦見 Brain, 1994: 216）。 

建築師如何理論化社會生活？STS 的核心任務，往往在於揭

露其權力佈局。邊沁的圓形監獄設計不只是裝置囚犯的容器，也

透過全景敞視的設計而達到無所不在的監控效果（ Foucault, 

1979）；置入控制系統的智慧屋看似創造舒適生活，卻可能繼續

複製家務勞動的性別分工（Berg, 1994）；醫院的空間配置，反映

了醫學知識的變遷，也可能造就求診者的身體規訓（Prior, 1988; 

吳嘉苓，2001）。STS 文獻也探討建築設計如何可能促進平權，

實踐正義。Winner（ 1995）就以「政治人體工學」（ political 

ergonomics）的概念，描述這種透過科技系統來建立美好社會的

設計理念。「人體工學」提出符合人體特性的工程與工業設計，

多著眼與身體和科技的相適性，Winner 主張可以延伸考量物質設

置的政治、道德與社會面向，設想符合公平正義的設計，而建築

正是其中重要一支。 

災後重建的建築設計，經常也是建築師理論化社會的契機。

除了營造臨時建物以遮風避雨之外，建築設計界也越來越強調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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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重建房舍來促發創傷療癒、社區培力、永續發展、甚至社會經

濟重整（Ganapati and Ganapati, 2009; Lee, 2013）。謝英俊在 1999

年的九二一大地震之後，投入南投日月潭德化社邵族部落的災後

重建，以輕鋼架的營造系統，以及組織原住民勞動力的方式，蓋

出了一戶花費僅二十多萬的房舍。謝英俊不只是實質地解決了原

住民災民的住屋困境，更被譽為台灣第一個大型的適當科技運動

（陳信行，2003），「直指現代建築的盲點」（阮慶岳，2007），

有潛力多元呈現在地知識（林崇熙，2003）。 

目前的 STS 經典研究，多半以有名有姓的建築師作品為主，

或是僅將「建築師」設限於領有證照的建築專業。專業社會學的

文獻就提醒我們，建築界如何透過競逐美學品味、隱蔽政治，來

穩固專業地位（ Stevens, 1998; Jones, 2011 ；亦見王俊雄，

2012）。如果意識到專業性可能排除了其他建築知識與行動，更

值得廣納各方的設計藍圖，以免複製建築師可能有的知識獨佔。

同時，另一些著重探討風土建築（vernacular architecture）的文獻

也提醒，若把尺度放到全世界，許多在地社群都具有利用在地材

料、依附環境來興建房舍的技術能力，由證照建築師設計房舍是

少數而非多數的現象（Oliver, 2006; Asquith and Vellinga, 2006）。

後殖民 STS 研究亦即強調翻轉現代與傳統知識的二元對立、高低

位階，以及單向傳播，重視同時脈絡化各類知識的生產過程與接

合過程（Anderson, 2002; Harding, 2008）。在此取向下，並置探

討不同的建築設計，有助於分析房舍設計與改造的全貌。 

因此，本文提議以「設計者」（designer）取代「建築師」，

以納入其他建築設計主體，期能更全面地理解災後重建設計藍圖

的發展。社會設計的始祖 Victor Papanek（2012[1971]: 1）就曾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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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每個人都是設計者…任何為了達成某種期待且可預見的結

果，而進行的計算與規劃，就是設計」。而 Gieryn（2002）在其

研究案例中，也把能夠參與建築規劃的各方，都當成「設計

者」。這樣的定義固然有助於呈現來自多方的設計貢獻，卻也可

能無法彰顯建築設計所需涉及的「異質工程」特性。Collins and 

Evans （ 2007 ） 則 將建築 師 視 為 具 有 「 互 動型 專 門 知 識 」

（interactive expertise）的重要類型，強調的是建築師跟其他專門

領域溝通討論的能力，這與本文的界定較為相符。因此，本文將

「設計師」定義為具體提出設計藍圖的行動者，以此作為具有互

動型專門知識的最低門檻，並且不限於領有證照的建築師。 

 

二、使用者改寫設計腳本 

 

設計端所提出的理想藍圖，從居民的角度來看，又是什麼樣

的光景？STS 有關使用者的研究，主張常民做為社會科技網絡的

重要行動者，對於建築研究特別有啟發。STS 這批文獻揚棄過去

以科技與政治經濟菁英作為科技發展推手的研究取向，強調使用

者並非僅是科技系統的末端接收者，而可能是影響科技發展的形

塑者（Oudshoorn and Pinch, 2003）。不只是設計者可能將使用者

的行動納入腳本，限 定或擴展了使用者的 行動（ Woolgar, 

1991），使用者也有可能歪讀、挪用、改寫、甚至揚棄這些腳本

（Akrich, 1992），包括開展建築新的使用方式。制度特性、權力

關係、結構位置如何限制或擴充使用者改寫的程度，也成為研究

的重點（Mackay et al., 2000）。 

過往建築設計的理論與實作，常預設由建築師來主導規畫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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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功能與運作，近年來才逐漸側重探討使用者的經驗與觀點

（Hill, 2003）。相較於建築師有更多管道與機會來公開陳述自己

的理念，使用者對於建築設計的經驗與評價，較缺乏系統性的討

論。看重使用者的取向，有助於我們對照、檢驗、甚至挑戰設計

端的理念。現今大量製造的標準房舍，就常因為欠缺考量民眾的

生活形態以及環境因素，促使居民自行改造。胡紫寧（2009）就

從台灣普遍可見的違章建築為例，分析民眾自行興建「添加

物」，其實是針對標準化住宅體系的自力救濟：擴建廚房，是因

為當初設計的廚房小得不夠用，跟實際生活所居脫節；某些設計

使得住戶容易遭竊；只好自己加裝改造；西曬、雨淋所造成的高

熱與滲水，也使得住戶必須自行遮陽避雨。使用者也可能自行創

造出原來建築師並未設想的使用方式。邱大昕（2008）的研究就

顯示，機車騎士經常將身障輪椅所用的斜坡，當成摩托車出路的

車道使用，改變了無障礙設施的用途。而 Gieryn（2002）有關康

乃爾生物科技大樓的研究，就從設計一路延續到使用的階段，發

現使用者已經逐漸改變當初設計的原意，例如重視教學的老師，

在研發導向的大樓中，自行創出教育的空間。 

這類設計與使用的脫節，也促使各種設計改革，主張設計者

透過各類對於使用者的深入瞭解，從田野調查、意見溝通到共同

設計等模式，強化使用者的參與（Sanders and Stappers, 2008; Hill, 

2003）。Bijker and Bijsterveld（2000）以荷蘭婦女團體參與社會

住宅的興建為例，探討如何從女性的生活經驗，修正設計藍圖，

讓來自家庭主婦的詮釋彈性，成為例行性的設計資源。而建築研

究也開發一些設計策略，探討建築設計如何可能透過技術面的彈

性使用，空間的未完成性等等策略，強化使用者的參與、甚至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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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使用者的創造力（Hill, 2003）。 

由於災後重建往往涉及房舍的興建，一些研究也從災民入住

新家的經驗，從使用者觀點來理解建築形式與文化的影響，並衍

生出政策改革（Olshansky, 2006）。一些國際文獻注意到，過去

災後重建的房舍，即使造價昂貴、看似固若金湯，居民卻常有疏

離感，甚或棄居的情況（Lizarralde et al., 2010）。如同關華山

（2010）所觀察的，台灣 921 重建過程中，一些建築設計僅與出

資者、或鄉公所以及村里幹事溝通協調，缺乏社區參與，後來也

容易造成民怨。災後重建的文獻越來越強調要讓在地民眾參與設

計與興建過程，以增強災民的歸屬感、並建立看重當地環境、建

築特性以及文化的住屋，未來面對災害也更可能彈性因應

（Ganapati and Ganapati, 2009; Jigyasu, 2010）。 

目前文獻大多僅側重使用者參與的特定階段，例如設計步

驟，或使用階段，鮮少能有案例能夠一路追蹤同一批使用者從設

計、營造到使用所產生的回應與改造。這一方面是由於研究案例

的特性使然：大部份的住房由建商推出、或是由建築師主導，使

用者難以涉及設計參與，只能在入住後提出使用經驗（胡紫寧，

2009）；而提出參與式設計的研究，實質入住後的評價，也難以

透過長期追蹤而納入（Bijker and Bijsterveld, 2000），或是設計階

段的參與使用者與之後實際的使用者並非同一批人（Gieryn, 

2002）。使用者的異質性、變動的詮釋與行動，是 STS 使用者研

究所關注的新面向。本文因此主張，如同 STS 強調的「追隨科學

家」一般地「追隨使用者」，要能透過追隨在設計、建造與使用

階段的完整歷程，也更能全面地瞭解使用者與家屋興建的關係。 

綜合這些文獻，本文進一步提出修正的分析芻議。在設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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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本文意欲突破僅討論證照建築師作品的侷限，改以「設

計者」做為建立設計藍圖的分析對象。而在使用者的部份，本文

重視使用者對設計藍圖的回應與改造，並且強調使用者在建築家

屋不同階段的詮釋與行動。 1本文試圖理解，在災後重建的過程

中，各方設計者如何理論化社會生活：設計者對於現有原住民社

會，有何理解？想要透過設計藍圖，解決什麼樣的社會問題？以

何種方案來介入？使用者又如何參與、回應這些設計方案？透過

災後家屋重建的歷程，這些設計者與使用者多重的協商與介入，

如何可能改造居民所處的社會？ 

參、研究資料與方法 

本文的研究案例為台東縣金峰鄉嘉蘭村的家屋重建。嘉蘭村

位於太麻里出海口約五公里的沖積扇平原上，現有居民一千四百

人左右，主要由七個排灣族部落與一個魯凱族社群所組成。嘉蘭

村是 2009 年莫拉克風災受創最嚴重的區域之一。在災後兩個禮拜

內，距離嘉蘭村騎摩托車約十分鐘內可達的正興村，在介達國小

的上方，開始興建介達中繼屋（見圖一）；這也是當時第一個開

工的災後重建房舍。而中繼屋完工之後，部落村民也於 2010 年 2

月起，開始在嘉蘭村兩處興建石板屋，其中一為部落廣場，包含

頭目家屋、青年會所，以及瞭望台。當時的石板屋興建，亦曾設

想要成為永久屋的雛形。永久屋則於 2010 年 5 月正式動工，但由

1 兩位審查人都對於本文初稿提出理論貢獻的期許，並提出一些發展方向的建

議，也促發我在修改期間，加強設想本文在分析概念上可能有的新意。對於審

查人的督促與啟發，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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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選址的爭議，延至 2012 年 4 月完工，分別位於原有村落的東西

兩側（見圖二）。近 100 戶的永久屋居民住進永久屋後，則透過

原民會的「原住民部落家屋建築文化語彙重建計畫」繼續參與家

屋的重建。嘉蘭村三年來多歷經中繼屋、石板屋與永久屋等多樣

的屋型，與其他災區大多直接進行永久屋的方式不同，特別有助

於我們透過比較研究來進行分析。 
 

 
圖一 介達中繼屋與嘉蘭村的相對位置圖（Google 地圖標記之台東縣嘉

蘭村與正興村位置。資料來源：http://maps.google.com.tw/，2013 年 11
月 13 日存取。劉維民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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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嘉蘭村部落廣場，以及東西側永久屋的相對位置圖（Google 地圖

標記之台東縣嘉蘭村位置。資料來源：http://maps.google.com.tw/，2014
年 10 月 31 日存取。劉維民製作。） 

 

本文主要透過參與觀察、深度訪談、檔案資料、以及媒體報

導等資料來進行考察。我分別於 2010 年 1 月（中繼屋落成）、

2012 年 7 月（永久屋甫完工）至 2013 年 8 月，陸續進行參與觀

察。中繼屋部份主要是透過謝英俊建築師的引介，認識當地的建

築團隊以及工作人員。永久屋落成後的田野，主要是先透過當地

受敬重的一位老師引介，認識當地的居民，再逐漸透過滾雪球的

方式，認識其他居民。同時，由於嘉蘭村重建廣受報導，我也自

行聯絡相關人員，建立關係。每次見面時都會表明自己是大學任

教的研究人員，執行災後重建的研究計畫，而由於災後重建是村

民廣為討論的議題，村民也大多頗樂意聊聊，在經過多次的見面

機會後，談話的內容也較為深入。除了參與觀察期間所進行的非

正式訪談之外，亦針對重要的相關行動者，進行半結構的正式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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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對象包括有證照或正式建築訓練的 7 位建築師、16 位受災戶

或村民、9 位援建單位人員與社區工作者等等共 32 位，其中有 9

人的訪談，受訪者並不住在嘉蘭村，因而在其他地區進行。訪談

對象的選取，力圖含括中繼屋、石板屋、永久屋這三類社會技術

網絡有關設計、營建、使用的相關行動者。受訪者經常在多面向

參與重建，例如中繼屋住戶亦為中繼屋興建的工班、之後也為永

久屋住戶；或是參與石板屋興建的，有些亦為在地社區工作者，

也為永久屋住戶等等。大致上中繼屋、石板屋以及永久屋這三大

社會技術網絡，都各有 20 名左右的受訪者。我原本的研究計畫是

以謝英俊建築師的災後重建為主，過去曾於 2003 年參與南投潭南

的協力造屋，並於 2009 年參訪四川茂縣楊柳村的災後重建；這部

分的經驗亦有助於我理解這次莫拉克風災的重建特性。 

檔案資料的來源包括中央地方政府以及各援建單位的各類文

字檔案，以及相關媒體報導。莫拉克風災的重建過程，亦是公民

新聞在台灣迅速發展的時期。包括莫拉克新聞網以及嘉蘭報告等

公民新聞，詳細記錄了許多重建的現場，內容鉅細靡遺，文字與

影像兼顧，也強調在地住民的經驗與觀點，是過去災後重建甚少

有的現象，也成為本研究重要的研究資料。 

肆、中繼屋：促發災民參與的輕鋼架網絡 

2009 年 8 月底，莫拉克風災之後不到三個禮拜，位於太麻里

正興村介達國小的附近，舉行了中繼屋的立柱典禮：這是災後最

早破土動工的安置屋房，一般稱為「介達中繼屋」。正興村緊鄰

嘉蘭村，摩托車慢速騎不到十分鐘即可達。兩村部落以及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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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協調後，提供土地興建嘉蘭受災村民的中繼屋。當天正興村

排灣族的祭司先以傳統儀式祈福，之後在謝英俊建築師指揮下，

救災的軍人、受災的災民、營造的工班、以及在地的居民等等，

一起喊著「一、二、三、吼」，立起了輕鋼架構成的牆面，完成

了立柱儀式（嘉蘭報告，2009a）。這樣各方齊心協力立起輕鋼架

的場面，透過謝英俊建築師團隊的努力，一路從台灣的 921 災後

重建、中國的 512 災後重建，延續到 88 風災後的屏東與台東等

地。然而五十戶的「介達中繼屋」，在不同的時空脈絡，也產生

了異質的輕鋼架網絡，並影響了居民對於永久屋興建的思考。 

 

一、中繼屋：超越組合屋的全新語言 

 

中央政府在莫拉克風災後一週，即定調由民間團體合作興建

永久屋（謝文中等人，2011）。相較於 921 地震後住宅重建的補

助系統，可能導致災民因為經濟能力的差異，而有不同的重建形

式（李宗義等人，2012；張宜君、林宗弘，2012），莫拉克風災

則由民間團體主導興建房舍，災民不分原有經濟能力皆能入住永

久屋，並依照家戶人口數而有著標準化的住房坪數（行政院莫拉

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2012）。當時收到各方捐款的大型

民間組織，也提出對於嘉蘭村安置災民的不同方案。慈濟、紅十

字會提出的組合屋，為過去緊急安置災民的常見模式，世界展望

會提出的「中繼屋」，則是一全新語彙。過去無論是英文的

transitional housing，還是中國的「過渡房」，都顯示這是災後重

建常有的房舍安排。但是在台灣，「中繼」一詞過去僅有「中繼

投手」的說法，這是第一次把中繼與房屋相連。世展會當時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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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中繼屋」： 

 

「中繼屋」是一新的災後居民短期至中期安置的新觀

念，能夠延續其成本與努力至永續社區營造之節能減碳

環保綠建築。不同於組合屋建材於廢棄後即不能使用：

主要建材為極具環保且可回收使用的輕鋼架，90%可於

永久屋搭建時重複使用，搭建時也將多方考量居住的舒

適度與空間的規劃需求，以符合家庭居住的條件，提供

部落決定遷村或是重建之前的安身居所；在整地完成之

後，預計 2-3 週可完成搭建工作。（黑體自加） 

 

「中繼屋」並非憑空創出，而是承自謝英俊自 921 地震災後

重建的輕型鋼系統（見後討論）。世展會曾於 2005 年與謝英俊合

作，包括在新竹五峰鄉的泰雅族天湖部落，以輕鋼架和協力造屋

的方式，蓋了 36 座遷村的房舍。「介達中繼屋」則在建材上做了

調整，強調在回收上變得更容易。 

對比組合屋，中繼屋較大坪數所帶來的「舒適度」，最為打

動當時的自救會成員。嘉蘭村的自救會於莫拉克風災三天後就逐

漸形成，成為災後重建重要的受災戶代表。自救會主要由村裡有

公教人員身份的意見領袖組成，主要代表受災戶的意見與利益，

與村長以及部落長老的決策面向有所區隔，也時有串連。由於自

救會快速組成，因此在短期安置（住宿帳棚、活動中心、國小、

依親等等）之際，也成為參與中期安置方案的決策團體。已有學

者提出，莫拉克風災的災後重建初期，社福團體競相跟縣政府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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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重建地盤（陳永龍，2010：403），在嘉蘭村也並不例外。但是

自救會主要幹部受訪時提出，自救會也參與了家屋重建的選擇，

並在深化的參與過程中，持續參與災後重建設計的協商。要選擇

組合屋還是中繼屋，就是自救會最早參與的決策之一。根據幾位

自救會核心幹部的說法，中繼屋的 31 坪遠比組合屋的 15 坪更適

合居住，較貼近原有住宅的大小，成為打動居民的主要理由。在

諸多協調之後，包括世展會長期服務嘉蘭村，以及自救會的偏好

等因素，介達中繼屋就成了嘉蘭村的重建方案。 

居民青睞的大坪數，正是介達中繼屋作為災後重建的重要特

色。介達中繼屋一幢上下兩層共計 31 坪，造價七十萬，堪稱組合

屋的價格、小木屋的品質。七十萬這個數字，原是根據 15 坪的組

合屋造價所估算而來。這樣的成本，到了謝英俊建築師的手上，

卻能承諾建出 31 坪的三房一廳居住空間，廚房、衛浴一應俱全，

讓居民可以大致延續原本的居住空間大小，以便實施短期、甚至

中期安置。要探索介達中繼屋如何可能，得溯及 1999 年在日月潭

邵族部落的災後重建，當時謝英俊（2003）提出的重置方案是

「每戶室內 13.5 坪、含前後外廊 18 坪，設備材料費 12 萬，工資

10 萬，合計 22 萬」，不只是低造價，還包括整個營建的模式，

都堪稱創舉。 

 

二、給我一個輕鋼架，我將舉起一個理想社會 

 

謝英俊在 1999 年的九二一大地震之後，投入南投日月潭德化

社的邵族部落的災後重建，開啟了他新興的建築營造模式。當時

由於土地取得的問題，安置社區也預設為「中繼」性質，而至今



26  科技、醫療與社會 第 20 期 

42 間輕鋼架竹房也仍然住著邵族居民。九二一災後的住宅重建經

費補助包括全倒戶每戶二十萬的慰助金，原住民身份的特別補

助，以及低利優惠貸款等等（林昭遠、劉昌文，2005）；加上九

二一基金會來自民間捐款的補助，受災戶可以用來蓋房子的金額

從二十萬到七十五萬元不等（潘泗毓，2005）。對於許多部落居

民而言，土地有問題，並無固定收入，難以採用銀行貸款，造價

高的鋼筋混凝土建屋模式本就不可行。同時，謝英俊提出「我絕

對不為他們（註：指邵族部落）蓋那些花好幾百萬的鋼筋水泥房

子」（引自王墨林，2001），並非僅是經費有限的遷就方案，而

是在拮据與困頓中更根本性地質疑台灣諸多的問題：人民負擔不

起的高房價，鋼筋混凝土廢棄即為廢土的資源浪費；原住民的失

業困境，以及建築設計與營建過度分工的問題。謝英俊原先最直

接面對的是，原住民的經濟弱勢問題，然而住屋經濟、族群自

立、專業分化、以及環境永續等等問題錯綜複雜、環環相扣，謝

英俊提出的「輕鋼構系統」，也成為多樣問題的共通解決方案。

邵族部落一幢造價 22 萬元的房舍建了起來；村裡的老中青參與了

家屋的興建、取得了每天一千元的工資，解決了生計；而使用竹

子作為屋頂與牆面的素材，讓綠建築的理想獲得實現；反思建築

設計與實作營造的分離，現在有了具體作法。如果仿造 Bruno 

Latour（2004[1983]）的句型，這堪稱「給我一個輕鋼架，我將舉

起一個理想社會」。 

輕量型鋼是原本台灣建造常見的材料，而透過謝英俊的改良

設計，強調不用焊接、只要一般板手，即可進行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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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與日本的輕量型鋼系統的昂貴，不在於材料，主要

的原因在於…構造接頭多…發展出各家專利的作法，一

旦變成專利，就掉入『封閉性』的主流建築市場裡頭，

就不是『開放系統』，不是經濟弱勢者消費得起的。我

們將它還原成為樑柱系統，接點數量馬上減少到 1/10 以

下，而且是用最簡單的工具即能施作，所謂民眾自主性

（非依賴性）的生產體系就能建立起來，成本可以大幅

下降。（謝英俊、阮慶岳，2003：74，黑體自加） 

 

工法簡易之後，受災民眾就可以參與施作。居民不只可以領

取薪資，動手興建自己未來住的房子，也有災後療癒效果，並有

助於凝聚社區向心力。往後還逐漸形成原住民工班，繼續跟謝英

俊搭檔參與其他災後重建的工作，也部分解決了原住民就業的困

境。而參與興建的不只有在地居民，也包括建築系的師生，後來

更加入了外地來的志工。輕鋼構建起的是主要結構，牆面則可以

就地取材，得以施行「開放建築」。於是在邵族部落重建，就採

用了當地居民常用的竹子：屋頂採用夾板、油毛氈與竹子，牆面

則是竹子與發泡鋁箔紙。謝英俊也透過結構設計降低鋼料，減少

成本，並在就近工廠進行規格裁切與鑽孔，建立在地即可自行運

作的營建體系。再加上在地的勞動力，促成了二十二萬元一單位

的房舍得以成形（有關經費預算，請見謝英俊，2003：55）。這

讓手上僅有二、三十萬補助款的部落災民，得以重建家屋。 

謝英俊的輕鋼構系統，在建案數量倍增的情況下，也發展出

更精密的設計。最初在邵族展開的輕鋼構建築，根據謝英俊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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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憑著經驗判斷即可進行規劃設計。然而，之後輕鋼架系統擴

展到各地，這包括 921 地震其他的家屋重建，中國農村房舍，

2008 年汶川大地震的災後重建，以及 2009 年莫拉克風災的諸多

家屋重建等等，輕鋼構的造房數目暴增，謝英俊建築工作室就更

需要持續發展更精密的繪圖模式。這一方面讓輕鋼架的設計更能

精準計算結構強度，一方面也在災後重建的壓縮時間上，能在短

時間調配出符合在地需求的設計。同時，透過這份電腦製圖，製

作材料的工廠得以彈性調整輕鋼架的建材規格。參與營造的社區

民眾，也能見圖組裝，參與蓋房子的工作。人稱「小潘」的潘泗

毓還在建築系唸書時，在 2002 年就與謝英俊一起工作，就討論了

簡化施工圖的議題，有著以下的對話： 

 

謝：…這些圖面對我們來講都是熟悉的，但要把它變成

為讓看不懂圖的人或第三者能夠很容易辨識，這是

有點困難的。因為我們在這個框框浸太久了。若你

有興趣，你也可以做這方面的事。 

潘：讓每個人都看的懂圖，農人也可以蓋？ 

謝：而且很容易讀。 

潘：這很難的事！ 

謝：不會！不會！…要把圖面線條化、符號化，能有一

個 3D 圖面，編上中心線、號碼，加上材料都有編

號，但這點的觀念轉不過來，一直做不好… 

（潘泗毓，200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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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顯示邀請一般民眾來蓋房子，並非僅是基於某些價值理念

就能促發行動，還需要精密的多重規劃。首先，建築師進行設計

時，就仔細規劃營造的過程，打破過去建築設計與營造的專業分

工。而建築設計也不只實質參與營造，進一步設想一般民眾也能

參與營造，以此產生「容易上手」的設計規劃。這個容易施作的

輕鋼構體系，打破建築與營建的分工、並且降低常民進入營造過

程的門檻，也具體表現在簡易施作圖的創造－建築師、建材廠

商、工地領班、施作常民可以共享的施作圖。在 2002 年小潘驚嘆

「這是很難的事」，之後一路精密研發與改良，到了 2009 年興建

介達中繼屋時，施作圖以簡單的線條和英文代號，讓參與營建的

新手，很容易上手，已是大家熟稔的操作工具了。 

 

三、嘉蘭村民參與營造，而非設計 

 

介達中繼屋興建時，謝英俊的輕鋼構系統已經近十年，也更

加熟練。在 2009 年，謝英俊已受到各界肯定，獲得各類建築獎、

建築策展與專文探討。小潘也已是獨當一面的建築師，執行介達

中繼屋。當年邵族所成立的工班，已經發展成達文營造，指引嘉

蘭村民參與造屋過程。協力造屋的理念，在台灣社會有更多的操

作與認可，在莫拉克風災中就透過以工代賑的形式來執行。介達

中繼屋能夠在莫拉克風災兩個禮拜後就開工興建，充分顯現這套

輕鋼構系統在技術、人力、社會支持等各層面，都更加到位。援

建的世展會，也支持災民成為興建的主體，使得協力造屋的作法

得以持續。中繼屋一開始無法在當初宣稱的兩三個禮拜內完工，

但是世展會主張延長工期，能讓災民繼續成為興建過程中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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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創用，2009；嘉蘭報告，2009b）。 

介達中繼屋約有三十多名的嘉蘭村受災戶壯丁參與。L 表

示，他過去並沒有營建的經驗，而來自達文營造的工班，會先帶

著他們熟練工作方式，再加上簡易的說明書，就可以照著操作即

可。D 則是豐富經驗的鐵工，一開始就很能上手，也認可一路學

到新的工法，甚有收穫。而謝英俊也延續潭南的經驗，鼓勵這些

來自嘉蘭村的受災戶，組成工班。由李吳道義擔任領頭的「黑群

企業社」就是在這樣的脈絡下，成為嘉蘭村的新興營建工班，四

處支援台東與屏東其他各地的災後重建工作。災後重建時的營造

工作甚多，等到相關工作告一段落，也較難繼續維持。像是 L 之

前離開村子在外工作，工作並不算穩定，藉由災後重建的機會，

返鄉從事建築工作，但是之後並沒有繼續這方面的工作。 

相較於村民參與了家屋重建營造的部分，在介達中繼屋的設

計部分，居民就較無實質的參與。嘉蘭村自救會的代表之一宋仙

璋，當時曾帶著手繪的設計圖，跟謝英俊商量家屋重建的方式。

宋仙璋為嘉蘭國小的退休老師，一向以美術工藝設計見長，也一

直積極參與原住民文化的重建。莫拉克風災後，他成了受災戶，

也擔任自救會初期的核心幹部。中繼屋興建的位置，為俯瞰太平

洋海岸的坡地，於是宋仙璋繪製了依地勢而建、家家戶戶面海、

八個部落各成一區、中心圍繞著公共廣場的設計圖，也交給了謝

英俊參考。宋仙璋以及一些瞭解原住民傳統建屋方式的人士也提

出，原住民蓋房一般不會利用怪手大規模的整地，而是一間一間

依照地勢而建。這幾位人士即使並非建築專業背景，卻長期探索

原住民文化的性質，也因此能在重建初期，就以具體的設計藍

圖，建議要把原住民文化—房屋與自然環境的關係、房舍與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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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等等，納入考量。 

然而，宋仙璋的設計圖並沒有被採納。一方面，謝英俊提

出，介達中繼屋的基地面積十分有限，仍得靠著成排連棟的建

築，才得以容納五十間房舍。另一方面，介達中繼屋在八八風災

之後兩週就開工，在時間的壓縮性下，也難協商更改設計圖。宋

仙璋也表示，尊重建築專業的考量，並沒有堅持自己提出的設計

圖。之後，謝英俊所規劃的嘉蘭村西側永久屋，就較能呼應宋仙

璋的理念，包括以部落為單位而發展的群聚，並將排灣族與魯凱

族傳統所用的石板，納入部分的建材。只是這樣的設計，後來沒

能在嘉蘭村興建（見後討論）。 

謝英俊已經多次在原住民部落興建房舍，並長期居住與原住

民共同生活，甚了解其生活方式。例如他在介達中繼屋，設計了

較長的門前雨遮（見圖三），使得原住民能在前院交誼、吃飯。

同時，其他重建的案子，例如屏東禮納里（Rinari）等原住民部落

的永久屋設計，謝英俊也強調透過「開放框架」，讓原住民自行

在牆面放入石板，或是在前院延伸涼棚。他說：「營造一個家是

多麼困難的事，沒有一個建築師可以幫居民打造完美的家，我們

所能做的，就是提供一個框架，讓居民自己去填滿它」（引自李

金龍，2013）。然而，也有論者提出僅有材料在地，「並未真正

深入原住民傳統文化特色和地方感」（吳挺超，2005：84）。幾

位嘉蘭村的文化工作者提出這框架並不夠開放，而僅是以「附

加」的方式，讓居民能夠在已經成形的住宅，進行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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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介達中繼屋的正門與前院（攝於 2010 年 1 月） 

 

四、居民要求鋼筋混凝土樓房 

 

嘉蘭村民透過興建與居住的經驗累積，再加上自救會累積的

協商能量，都使得村民更加堅定自己可以決定永久屋的構造與房

型。即使當時仍有各方勢力影響嘉蘭村永久屋的興建方式，村民

的意見仍扮演關鍵因素。首先，參與營建的工班，有些人更加確

認輕鋼架系統的穩固性，有些人則有所存疑。根據一位自救會幹

部的描述，村裡的老人在參觀其他部落輕鋼構系統的永久屋，大

多覺得很好，但是中壯輩一代，有的就反對繼續用這樣的方式興

建永久屋。另一位參與工班的村民表示，中壯輩認為，輕鋼架不

如鋼筋穩固；而牆面與屋頂的建材需要每年塗漆，不如混凝土來

得方便。一些過去從事營造經驗的居民，無論是之前在外「做建

築」、還是透過災後重建而參與了工班，也會從堅固以及維修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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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角度，提出他們的推薦方案。自救會的一位幹部總結：「村

裡比較專業的都堅決表示要鋼筋水泥樓房。」 

另一股評價系統來自中繼屋的住戶。大家在受訪時總是會先

陳述，對於有中繼屋可住深表謝意，也能明白中繼屋作為短期安

置的特性，不應該要求太多。然而，村民也的確透過居住的經

驗，體驗到鐵皮屋頂帶來的炎熱、下雨時打在鐵皮上的巨大聲

響，以及連棟房舍加上較為簡單的隔間建材所造成了不佳的隔音

效果。昔日嘉蘭村的住戶，幾乎都沒有連棟的設計，某一間住戶

罵小孩、隔壁幾間也聽到的狀況，也讓大家甚感尷尬。這些居住

經驗都使得他們更盼望獨門獨棟、鋼筋混凝土建材的永久屋。 

對鋼筋混凝土樓房的嚮往，並非是中繼屋居民的渴望，也不

是原住民獨有的偏好，已是台灣共有的住房理想。就嘉蘭村而

言，在莫拉克風災之前，村裡主要是瓦房、鐵皮屋，以及水泥樓

房。而用居民的話來說，「有辦法的」就會建水泥房，「沒辦法

的」就蓋鐵皮屋。鋼筋水泥房反映了居民的經濟能力，甚至是努

力的目標。從政府以改造建築作為「山胞生活改進」政策以降

（見後討論），台灣社會普遍將鋼筋水泥建築、現代生活，以及

向上流動劃上等號。中繼屋在緊急安置的時刻，已經是比組合屋

更好的選擇，但是作為長久的住屋，如果能像其他地區有興建鋼

筋水泥房的安置方案，許多村民認為非常值得爭取。隈研吾

（2010）提出對於混凝土的批判，認為這是統一世界的現代社會

素材，抗震抗火災也抗蟲咬，但是隨著時間而難以改變（相較於

木材、石材），與自然產生的變化也不復再見，數十年後會成為

最難處理的產業廢棄物。林崇熙（2003）更直指鋼筋混凝土在文

化、經濟、生態、技術等層面都「去地方性」。然而，嘉蘭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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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輩對鋼筋混凝土的偏好，並非考量這些與地方環境或地方知識

的關係，而是從長久的住房需求、中繼屋的經驗，以及參與輕鋼

構來產生的判斷，匯集得到的結論。 

難道學界認為輕鋼架舉起了理想社會，在地居民卻認為不理

想？謝英俊其實並非第一次面對在地居民這樣的評價系統。在九

二一災後重建的階段，謝英俊建築團隊曾參加南投仁愛鄉清流部

落家屋競圖，以協力造屋的設計提出方案，並未獲得居民的任何

一票（潘泗毓，2005：112）。謝英俊當時也認為，要這些部落居

民「馬上可以接受，很難，非常不容易」。在 2003 年一次學術研

討會中，與會學者多以「適當科技」來定位謝英俊的輕鋼構系

統，他自己卻坦誠表白：「我們在原住民部落裡頭蓋這麼多房

子，評價不是正面的，大部分是負面的，有的說：『唉，我們以

前很窮苦時是住這種房子，現在怎麼還住這種房子…』，這個價

值觀念跟我們認為所謂的適當科技，有很大的衝突。」（謝英

俊，2003：131）。 

針對當年邵族開啟了新興的建築營造型態，謝英俊曾提出：

「說來諷刺，所謂前衛、先進的理念，似乎無可避免地要在地震

後貧乏、無助、匱乏的理念下，才有游刃的空間」（謝英俊、阮

慶岳，2003：5）。也許在中繼屋建立了安定生活的基礎，住民在

重建過程中累積了決策的份量，再加上莫拉克風災較為充裕的建

造經費，反倒使得謝英俊所批判的鋼筋混凝土，成為大部分居民

所青睞的永久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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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石板屋：重建部落的世代連結 

 

2010 年初，村民陸續入住中繼屋之際，嘉蘭村的另一個角

落，開始以石頭、石板和漂流木，建造石板屋，作為災後重建的

建築形式。嘉蘭村是民謠歌手胡德夫以及編舞家布拉瑞揚的故

鄉，長期關注原住民文創的台灣好基金會，在莫拉克風災之後透

過音樂會以及義賣活動，募集近千萬的捐款，專用在嘉蘭村的重

建工作。熟稔嘉蘭村與原住民文化的國小校長鄭漢文，之前即促

成過村中長者參與台東卑南文化公園的石板屋興建，也在此時提

議在村中蓋一間石板屋，作為災後凝聚部落力量的方式。於是，

在台灣好基金會的出資下，七十多歲的魯凱族人歐正夫，率領家

族成員與村民，蓋出了一幢石頭砌牆、木頭樑柱形式的房舍。這

間石板屋本作為部落兒童課後輔導的安穩場所，現在成為展示與

販賣當地手工藝品的「排灣好店」（見圖四）。 

這幢歷經七個月才陸續完成的石板屋，常被認為有「指標性

的意義」，更鼓舞了各方行動者，包括台灣好基金會、自救會成

員、村中的諸多意見領袖，以及政府相關單位一起合作，投入設

計、興建佔地較廣的「部落廣場」。2011 年 1 月「部落廣場」正

式開工，其中包含了頭目家屋、青年會所，以及涼棚（見圖

五）。這個耗資近千萬的工程，獲得來自台灣好基金會以及公部

門各半的資助，並於 2012 年年中完成，在中秋節以盛大儀式慶

祝。這幾幢石板家屋的興建，從設計、建造到使用，都與當地排

灣族與魯凱族的造屋傳統，緊密相連。其中「頭目家屋」力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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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傳統頭目居住的石板屋；「青年會所」原為一些原住民部落年

輕男性的傳統組織，用以教育、訓練未成年的年輕原住民男性，

並執行村中的勞力（鄭丞志，2006），透過這次機會在嘉蘭村首

次興建，村中一位鄉民代表甚至認為：「沒有莫拉克，也許就沒

有青年會所」（李三沖，2012），一言指出災後重建也意外地深

化了原住民文化的重建。而早在從莫拉克風災之前，村中的社區

發展協會就已經提案要興建傳統家屋。石板屋對於村民的意義，

在村民陸續來到嘉蘭村的七十多年間，歷經多樣的變化。 
 

 
圖四 排灣好店（攝於 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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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部落廣場的青年會所（前）與涼棚（後）（攝於 2012 年 7 月） 

 

一、離開故鄉的石板屋 

 

石板屋原本主要是故鄉的記憶，而非嘉蘭村家家戶戶的住屋

現實。最早於 1930 年代後期，先是由於日本政府的理蕃政策，後

來又加上一些部落擴充而需遷移的源由，來自知本溪、麻立霧溪

等溪上游的排灣族人陸續移住太麻里溪下游北岸，逐漸在「布魯

布魯深」（多霧窪地之意）形成村落，後稱「嘉蘭村」。1950 年

代中期又陸續有來自屏東霧台的魯凱族人，遷居於此。遷來嘉蘭

村的排灣族與魯凱族，之前都有以石板造屋的傳統（拉夫琅斯．

卡拉澐漾，2012），今日也有一些嘉蘭村的族人會回去故鄉，探

望先人住過的石板屋。然而，無論是先來的排灣族，還是後到的

魯凱族，大家來到嘉蘭村之後，延續著昔日就地取材的造屋模

式，卻無法輕易地複製原來的住屋形式。一方面，昔日故鄉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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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山系有著既大又平的硬質頁岩，亦即村民說的「家鄉到處都是

石板」，然而遷居的嘉蘭村一帶，石材較為破碎，並非到處都有

適合建造石板屋的優質石板，特別是屋頂所需的平整石板。另一

方面，石板蒐集需要較長的時間累積，遷村則往往需要在短時間

內建好房舍。因此，當年大部分的住民，多是從茅草屋開始興建

房舍。村民就地取材，主要是以竹子、木料、泥巴、稻草等等四

周可以取得的材料，蓋起了自己的新家。 

即使茅草屋是早期主要的家屋形式，幾戶人家仍然多少沿襲

昔日的傳統，盡量在山谷與河床蒐集石板，並利用石板加石頭的

建造方式，建立了一些附加的建物，包括像是石板廁所、石板廚

房、或是在部分的牆面與地板鋪砌石板。這種茅草泥巴配石頭的

混搭方式，在 1970 年代後期，又隨著國民政府的住屋政策而有所

改變。當時省政府推動的「改善山胞生活改善計劃」，也包括住

屋設施的「改善」；著名的蘭嶼鋼筋水泥國民住宅即為其中一

例。嘉蘭村則是由金峰鄉鄉公所推動重建房舍活動，透過款項的

補助，鼓勵村民將茅草屋改造為瓦房或是其他水泥建築。有些村

民提及，當年茅草屋失火頻繁，因此也接受改變住屋材料。到了

1970 年代中後期，隨著台灣工業化的發展，村裡的青壯輩如同其

他各地的原住民，也外出工作，進入工廠或是從事營造（楊士

範，2010），「台灣經濟非常好的那段時期，村裡就出現了水泥

平房，」村中一位長者這麼描述。這也逐漸形成前述所說，以房

屋材料與樣式來反映經濟能力的建築文化。 

國小老師陳參祥的住居史，就反映了這樣的轉變，但是他與

家人對於石板屋的堅持，卻讓嘉蘭村出現了不一樣的地景，成為

之後反思原住民文化的支點。陳參祥於 1960 年代中期跟隨父親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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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的舊好茶部落遷到嘉蘭村。這家魯凱族人一開始住的是茅草

屋，但是長輩一直心繫著世代所居的石板屋，會提起：「如果在

家鄉就好了，到處都是石板，只要努力就可以蓋石板」。陳參祥

的爸爸住不慣茅草屋，就努力克服當地石板稀少的問題，協同家

人與親友「到處找石板」，「一片一片、一塊一塊地用人力搬過

來」。在陳參祥小學一年級的時候，蓋成村裡第一幢平民式石板

家屋；在石板稀少的東部地區，當時是第一棟完整的石板家屋，

曾轟動一時。到了 1983 年，鄉公所履行山胞生活改善的政策，正

在當兵的陳參祥返家時，家屋已變成了鋼筋水泥為牆體的瓦屋，

但是拆除後的石板材料，仍然置放在家邊。從 1993 年開始，擔任

介達國小老師的陳參祥，想要具體實踐長輩對於石板屋的牽掛，

尤其爸爸又是蓋石板屋的高手，一身絕活都還在身上，可以指導

子孫輩。於是陳參祥就開始協同爸爸以及家人，又一次著手建立

石板家屋。相較於水泥樓房往往迅速取得現成建材而蓋起，過往

興建石板屋常是慢慢地累積材料。陳家有著昔日石板屋的屋頂、

地板、石床等留下來的石板，但還需要蒐集當地的石材，也採集

或購置故鄉霧台地區的石板，從屏東一路運送到台東。陳參祥跟

家人、親友一共花了五年的功夫，才自立完成搭建石板屋。石板

不同於水泥的特性，也能經得起這樣的慢工：「水泥你要很快地

蓋起來，因為很快會乾；石板可以放在那裡，慢慢蓋」。嘉蘭村

再度出現了一幢完整的石板屋。原本「單純地想讓老人家住得舒

適一點…完成之後才發現…也是傳承文化最佳的一個中間站」

（陳玉枝、許秀霞，1998：115）。除了家人親友相聚之外，陳參

祥的石板屋，也成為各種文化活動與教育的重要據點。 

陳參祥家蓋石板屋，在嘉蘭村以及台東地區都產生了一些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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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作用，也與制度面的改變接軌。1990 年代原住民權利運動的逐

步拓展，使得原住民文化的主體性也越加受到看重，而透過原住

民族委員會的成立，也促使部落有機會得到新的資源，得以深化

部落文化。在此新的機會結構下，嘉蘭村也逐漸透過申請政府計

畫，由社區組織─而非個人─興建「傳統住屋」。嘉蘭社區發展

協會最早是於 2005 年申請到原民會「重點部落計畫」的經費補

助，以茅草屋的形式，建立了芭伊工作坊，做為婦女從事編織工

作的據點。興建茅草屋在嘉蘭村是個沒有間斷的「活技術」；村

中有幾位師傅，持續受到村民委託，以茅草、竹子、木材所組成

的茅草屋，興建農地上的工寮。相較而言，興建石板屋的技術，

並沒有在村裡持續進行，反倒是在公共建設中零星地「復興」。

2007 年卑南文化園區興建東排灣族的石板屋，就邀請一些嘉蘭村

的老人家參與，促成了一些長輩重新有機會興建石板屋。嘉蘭社

區發展協會蓋過茅草屋後，又在 2008 年─莫拉克風災的前一年─

提出了「農村再生計畫」，含括了建立石板屋作為部落建築的提

案。村中的老人家四處考察適合蓋石板屋的地點，商量材料的來

源，並將蓋房子的構思與執行，一點一滴地跟社區發展協會的青

壯輩們交代，積極累積世代傳承的動量。這個計畫還沒有正式通

過，就遇到了莫拉克風災，也促發了新興資源的匯入，意外地促

成了規模更大的石板屋興建計畫。 

 

二、設計石板屋 

 

台灣好基金會於 2010 年 5 月開始逐漸落實「部落廣場」的提

案，就是奠基於上述這些從個別家屋到社群總體所累積的石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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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台灣好基金會作為援建單位一再提出，重建家園要由部落

主導，並尊重在地文化。興建部落廣場的目標是要「凝聚嘉蘭部

落族人共有意識與情感」，讓部落廣場可以提供部落集會、祭典

儀式等功能。其中的青年會所，是要恢復年輕男性討論、執行與

決策重要公共事務的組織。原本設計的婦女工坊，則希望能夠提

供婦女從事傳統編織與陶藝的地方，後來因故未能進行。而最能

與永久屋和中繼屋接軌的，則是「頭目家屋」，希望能轉為「永

久屋」的設計基礎： 

 

為了讓嘉蘭村成為一個重建的示範村經驗，希望永久屋

的設計與興建能有自己部落的特色，所以此一計畫中也

特別規劃一棟以傳統文化及建築形式為範本，作為日後

興建永久屋的藍圖之一。示範屋以頭目家屋規格搭建，

示範屋的設計將納入部落的文化元素，結合傳統的智

慧、圖騰與文化意象，讓永久屋除了讓村民得以居住

外，更有長遠的文化傳統意義。（莫拉克水災自救重建

委員會，2010） 

 

村中的長者積極傳授石板屋的知識與技能，中生代也透過計

畫撰寫與資源組織力圖落實，而宋仙璋以其對於傳統文化的理

解、各方溝通的能力，特別是以繪圖來表現設計的技能，成為串

起村落長者經驗的設計者。如前所述，宋仙璋在中繼屋規劃時

期，擔任自救會核心幹部，就提出了設計圖，但是並未能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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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他也受邀擔任原民會族群委員會的排灣族代表，離開了自救

會，但仍積極參與「部落廣場」的設計。村中意見領袖的討論成

果，透過宋仙璋的轉譯，就成為具體的設計圖（見圖六與圖七是

他部分的手繪圖）。他針對頭目家屋的材料、結構、屋型、空間

配置進行規劃，也包括整個部落廣場的空間分布、以及植物栽

植，鉅細靡遺，並同時以中文和排灣族語說明。 

宋仙璋對於部落廣場的藍圖，還要更進一步透過台灣好基金

會的執行工作人員鄭丞志，才得以轉成現代建築法規所需要的各

種規範。鄭丞志自己也用「轉譯」的說法，來描述他的位置。年

輕的鄭丞志為客家人，成長於台東關山的原住民社區。他大學與

研究所都念建築科系，碩士論文透過田野工作探討台東知本卡地

布部落的發展，畢業後則在原住民電視台工作。因此，鄭丞志對

於原住民文化與建築專業都具有深厚的瞭解，能夠充分解讀建築

專業與原民文化這兩種語言，並且加以轉譯。他充分尊重嘉蘭村

部落意見領袖的設計，負責將宋仙璋的手繪圖與建築師事務所溝

通，以便製作出符合法規語彙的工程圖樣送審，同時也將修改的

設計轉回請部落耆老採用。例如，手繪圖中略有曲折的樑柱，在

電腦繪圖中就成了直線，標示出了長寬高，以便跟製材行訂購材

料。原本粗略估算的石板牆面，為了符合結構強度，建築師就算

出 70 公分的厚度為宜；特別是「部落廣場」的石板屋較高較大，

承重牆也需要更厚重，這後來也成為嘉蘭村長輩施工建造的修

正。鄭丞志瞭解多方的專門知識，具有「互動型專門知識」的特

性，也才能將部落耆老所提出的設計，轉換為政府認可的合格建

築，並有助於林務局、台東縣政府等單位在符合法令規定下，持

續挹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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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頭目家屋設計圖（宋仙璋手繪） 

 

 
圖七 部落廣場設計圖（宋仙璋手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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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石板屋作為有生命的文化物種 

 

「部落廣場」的規劃，意圖在建築形式上能夠展現部落文

化，使用上能為部落祭典與活動所用，更強調在建造過程中，建

立世代的連帶與技術傳承。因此，部落廣場興建過程，就強調看

重長者「拉拔」後輩的能力，以世代一起蓋房子來傳遞相關知識

與價值。「部落廣場」的前製作業，即是由以耆老領銜的工作小

組，一起找尋適當的場地，尋求符合興建石板屋的材料，探勘採

石場，挑選漂流木。在建造過程中，具有建造石板屋能力的老

人，是建築知識與技能的指導者。他們帶領了部落一批青壯輩，

以及暑假期間參與學習的年輕人，加上有過營造經驗的木工群，

一起形成了老中青三代的工班，並大致按照技能高低來領取工

資。當初期待興建石板屋所帶動的世代協力與經驗傳承，主要在

石板的挑選、敲打、搬運、接合、堆砌等過程中得以落實。這種

對於興建石板屋的規劃，是延續石板屋建造網絡所強調的在地取

材、部落協力、經驗傳承（Pasaljaig tjangkus（郭東雄），2010；

拉夫琅斯．卡拉澐漾，2012），也相當呼應了林崇熙（2011）所

提出的，將建築作為「有生命的文化物種」，關注考察「人╱建

築╱自然環境╱文化環境的交互作用」，而非僅是只保持傳統建

築的外觀與硬體的作法。如果再借用 Latour 的句型，這堪稱「給

我一個石板屋，我將舉起一個重視傳統智慧的社會」。 

具體建立起石板屋這樣「有生命的物種」，就需要仰賴像是

歐正夫這樣的長者。歐正夫人稱歐阿瑪─Ama 是對部落長者的尊

稱，他於災後一路建造「排灣好店」與部落廣場，甚受倚重。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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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夫年輕時候在屏東霧台建造過石板屋。他表示，昔日村裡蓋房

子時，都是「你給我幫忙，我給你幫忙」，族人一起上山選木、

伐木、採石、搬運。傳統建造石板屋的過程，就是協力造屋。固

然在缺乏獸力與機械的輔助時，仰賴人力來累積屋材、建造房

舍，而這個過程也促成部落團結互助。這樣蓋房的經驗，從小耳

濡目染，長期參與，而成年時若需要蓋自己的房子，遇到問題即

可就近請教父親等長者，部落族人也一定協力參與。蓋房子大多

以男性為主。對魯凱族的男性而言，要能夠蓋石板屋，才會村民

受到敬重，也才夠資格結婚。問及很多蓋屋的技術，歐阿瑪常提

到，如果不會：「人家會笑你啦，你不是男孩子啦。」雖然歐阿

瑪稱讚他人的技巧好，也會用河洛語的「師傅」，但他說魯凱族

語並沒有「師傅」的說法，或是如楊士範（2010）所描述的，造

屋本就是原住民的基本技能，之前並沒有分化成一種特定的職

業，堪稱人人都會。女性執行的部份，包括以黃藤綁捆木材、搬

運時在前方拖拉，以及煮食給工作團隊等再生產勞動。 

昔日蓋房子涉及的知識繁多，包括選址所需的地勢評估，自

然材料的選擇與製作，以及從砌牆、豎立樑柱、鋪疊屋頂等等造

屋技法。以石板屋所需的木材為例，望眼山上樹木，就要判斷是

否烏心石當樑柱，大葉楠作屋頂板結構，茄苳可為祖靈柱的材

料，櫸木作為戶外的長椅，樟樹用來雕刻。在山上砍好樹，鋸成

適當的長度，先從圓形劈削成四方形，例如屋簷的第一根橫樑即

為四方形，也便於雕刻。主樑常為八角狀，則從四方形再劈成。

族人一起搬運木頭下山，並適時調度人力，按照高矮安排行進位

置，一路把製材運到施作的預定地。 

然而，部落廣場的興建，並無法全面移植四十年前的興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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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大部分的材料並非在地採集，而是訂購選製。大而平的石板

是向高雄多納部落的工作室訂製，當地盛產頁岩以及板岩；樑柱

的木材有的來自於林務局的一級檜木，由製材行根據建築設計圖

來裁切量製。由於青年會所以及長老家屋的面積都大過一般傳統

的石板屋，建築的高度加高，興建上也要靠吊車來協助放置一些

大型木材。 

不只是製材的準備已非「遵循古法」，年長的阿瑪面對到村

外習得現代營造的中生代師傅，不時會在建屋技法產生衝突。牆

面要採用傳統石材扁平堆疊法，還是要加些水泥確保穩定性？屋

頂以蛇鱗般的排疊，是透過由下往上排、將平整面置於內部，如

果堆疊交錯的面積夠大，就能防止雨水滲入，但是有人提議要以

鐵釘予以固定，需要採行嗎？昔日將橫樑做成八面角，使得上樑

後不易滾動，但是今日用四方木柱，也有一定的效果嗎？這些爭

辯也涉及了不同時代對於「安全」的判定。在過去，村民是透過

自然的考驗，來判定石板屋的品質。有些部落會在春夏的季節建

好，透過秋天頻繁的地震，讓石板屋透過地震將石板卡得更緊，

到了冬天再搬入。另一判定來自於社群對於技術的評價。歐阿瑪

表示：「如果蓋的房子，颱風或地震的時候垮了，別人會笑。」

他提出石板屋本身耐震也耐風雨，若出問題是族人沒蓋好，而不

是石板屋本身有問題。沒蓋好的社會性風險很大，可能甚至無法

成家。現今的風險評估，則由政府的建築法規把關，而這套安全

鑑定系統主要是以鋼筋水泥的建房作為基本設定。由於主流房舍

都以鋼筋水泥建造，有些村民也會建議石板屋應透過混合水泥來

確保強度。來自不同營建背景的工作團隊，就在現場進行協商。

部落廣場的石板屋一路加入了各種現代營建的元素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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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興建過程中各方「師傅」有所折衝，在申請建築執照

也面臨現代建築法規認可的衝擊。負責申請建照的建築師在 2011

年 6 月一度提出「現行建築法規對於傳統石板工法，相關材料、

強度、結構等，無詳細之規定，實難申請建造」。一些地方人士

提出，如果無法申請建照，就以一般原住民文化園區傳統建物興

建方式，以「傳統示範屋概念」搭建。而另一批社區意見領袖，

則希望能夠納入現行建築規範，力求調整建材與屋型，以求通過

建照申請。藉由略挖地基、加大牆的厚度、混入水泥等等措施，

「頭目家屋」以及「青年會所」也終究申請到了建築執照與使用

執照。從製材的準備、建造技法的辯論，到建照的申請，這過程

堪稱「給我一個石板屋，我才發現社會已經不再傳統」。2 

一位社區工作人員在訪談過程中，稱部落廣場的石板屋為

「拼裝貨」，而這並非貶抑之意，反倒很巧妙地呼應 STS 文獻中

所開創的「拼裝」觀點（林崇熙，2001；Chen, 2009），也呼應

風土建築研究近年來強調的技術轉移與混種（ Oliver, 2006; 

Vellinga, 2006）。在台灣 STS 文獻中，「拼裝」並非如主流媒體

所意指的任意組裝、低落品質。相反地，「拼裝」往往基於是基

於在地素材、特定目標，成為特定脈絡下的權宜科技，有時比標

準化、模組化、規格化的成品更符合使用者需求。而風土建築的

討論，也觀察到在地民眾依照環境、現有材料，以及社會文化價

值，會權宜進行材料與技法的修正。稱嘉蘭村的石板屋為「拼

裝」，意味著從材料製成到建屋方式，都因為當時的資源、人

力、以及觀念的多樣性，重新組合出與故鄉石板屋並不相同的全

2 這個說法來自於評論人 A 的審查意見，十分生動，原文採納，特此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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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築。而這位工作人員的觀點，最重要的並非材料與技法原裝

或拼裝，而是「在於大家透過一起蓋房子的過程，共同學習、摸

索。」在這過程中，有些部分確實展現了當初規劃的「世代傳

承」，有些部分則歷經異質蓋房知識的協調。宋仙璋負責手繪的

智慧傳承腳本，在設計藍圖的繪製時，由村中長輩負責規劃，較

有一致的看法，但是在興建時，由於中壯輩的加入，面對更多技

術上的辯論，也面臨諸多現代法規的折衝。最後是以「共同學

習」這種建造房屋的文化，做為大家最看重的價值。 

 

四、示範屋的消失 

 

最初「部落廣場」的設計方案中，曾提議過「示範屋」，作

為「永久屋」的藍圖： 

 

示範屋建築主體建議為鋼筋混凝土結構，能兼具高強度

及隔熱效果，外觀再以具傳統文化的木種、結構方式、

雕刻等，建立一棟具有歷史文化傳承意義又符合現代生

活機能的家屋。示範屋鋼筋混凝土構造與木構造（配合

傳統建築形式）比例為 4 比 6…永久屋興建時，鋼筋混

凝土結構比例可以提升至 70%…。（莫拉克水災自救重

建會，2010） 

自救會提出這個提案時，已透過居民的中繼屋經驗，瞭解到大家

對於鋼筋水泥房的偏好，因此認可「歷史傳承」要兼顧「現代生

活機能」。在設計上，就以鋼筋水泥作為主要結構，但是在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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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室內中柱、外觀面材採用木材或石板。自救會提出，這是

「部落傳統建築文化的轉化及再造」，企圖把鋼筋水泥所代表的

堅固耐用，與部落傳統建築在材料與房型面向所展現的文化意

涵，予以結合。 

然而，這樣的「示範屋」設計，並沒有落實。除了部落廣場

與永久屋的援建單位不同之外，一些永久屋住戶認為，並不可能

真正住進石板屋形式的房子。這些居民表示，石板屋只是部分擁

抱傳統文化的族人想法，而大多數人還是偏好鋼筋混凝土的房

舍。「示範屋」改成了「頭目家屋」。頭目家屋主要以木造和石

板進行，並無鋼筋，也只用了少部分水泥。從原先計畫書中四六

比的建築材料與結構，轉為更貼近傳統建築的形式。 

這也促使部落廣場建物的使用，僅在傳統活動的範疇內，而

非一般居住的住宅。現今的部落廣場大多要在特定慶典時，族人

才會使用。「頭目家屋」主要是再現昔日部落頭目的家庭生活空

間，成為展示或是解說魯凱族與排灣族昔日生活方式的地點，並

沒有頭目居住其中。「青年會所」是台東地區幾個原住民近年來

重建原住民文化的重要組織方式（林頌恩，2004；鄭丞志，

2006），嘉蘭村也透過空間的新造而促成文化組織的形成，但是

要能深化落實，還有待觀察。部落廣場終究沒有變成日常生活居

住的空間，而嘉蘭村的受災戶，包括幾個頭目，幾乎都住進了沿

著街道整齊排列的「永久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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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永久屋：消失又增建的戶外客廳 

如前所述，中繼屋居民要求永久屋要採用鋼筋水泥，石板屋

也未能以整合形式納入永久屋，鋼筋水泥樓房等於是嘉蘭村民的

共識。在此前提下，建築師與使用者還有什麼樣的設計藍圖需要

協商討論？永久屋的籌建過程中，居民已累積了更多要求參與的

能量。2010 年 4 月，中繼屋住戶舉著白布條，上面寫著「政府你

在急什麼？」，抗議縣政府未能充分溝通，就要開始動工興建永

久屋。政府訂立目標，期許災後一年後就能有重建成果，但是居

民並不認同這樣的重建效率，認為既然已有中繼屋能安居，更應

慢慢規劃。一開始在選址上屢有爭議，包括地點的安全性、徵收

方式等等，都經過長時間的協調與抗爭，也延後了動工的時間

（楊念湘、愛鄉‧巴伐伐勇，2010；陳文玲，2012）。一路以

來，居民也逐漸累積參與決策的動量（嘉蘭報告，2010；董新

華，2012）。 

在興建永久屋的過程中，就屋舍的設計藍圖，嘉蘭村民的確

屢有機會讓地方政府、援建單位，以及建築師「聽聽我們的意

見」。嘉蘭村的永久屋分為東西兩側，在設計階段，世展會委託

的潘冀建築師事務所負責興建西側永久屋，以說明會、參與觀察

和票選屋型，作為理解居民意見的方式。東側永久屋由紅十字會

認養，吳德陽建築師事務所興建，主要以說明會的方式進行溝

通。在這過程中，要納入「原住民文化語彙」，不時被提起，而

什麼樣的「語彙」最後成為建築的現實，也歷經多次的解讀與折

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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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預留增建空間的花園洋房 

 

探討永久屋的過程中，從地方政府與居民都屢屢提出要重視

原住民文化，而這所指涉的實質作法，則各有不同。台東縣政府

於一次「永久屋協調會」上，縣長黃健庭表示「一定尊重居民的

意見」，並特別提出，永久屋要考量採用漂流木。城鄉處處長許

瑞貴則提出，會尊重排灣族頭目制度，讓頭目的房屋與其他居民

不同。作為原民會族群委員的嘉蘭村民宋仙璋，當時也建議，

「希望在規劃設計上採農村部落型態、不規則方式，而非都市那

種棋盤式，並全部以斜頂式屋頂來設計，以及預留掛點或接點，

讓居民擺放農具材料等」（台灣新聞網，2010）。西側永久屋的

建築師跟村民溝通時，自救會的意見領袖也舉手發問：「設計有

沒有納入原住民文化語彙」（李三沖，2012）。從屋舍的排列、

房型到建材，不同的行動者都屢屢提出原住民房舍的特殊性。同

時，莫拉克災後重建會也具體規定，建築師必須與居民妥善溝

通，一位受訪建築師甚至明白表示「規定要溝通五次」。從中央

到地方似乎都展現了莫拉克風災條例中明文規定的「尊重多元文

化特色，保障社區參與」原則。 

然而，建築師進場規劃永久屋的時候，受到法令、經費、績

效、地形等等限制，並不容易顧及這些「多元文化特色」。建築

師接手時，東西永久屋的地廓已經完成，受政府與援建單位委託

的工程顧問公司，已進行了整地以及空間分配，加上需要考量水

土保持等相關規定，因此有關房型的排列方式，已無太多可以調

整的空間。即使建築師也理解在地取材、依地形而建的建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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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在上述條件的限制下，也仍只能採取棋盤模式的房屋佈局。

整體永久屋的規劃，在莫拉克風災的執行條例中，也有標準化的

規定，包括依照家戶人數來決定的戶數坪數。中央與地方政府亦

講求時間績效，最遲三年內也要完工。建築師在此社會技術網絡

中，必須在已由政府、出資的民間團體、負責整地的工程顧問公

司所設定的框架中，與居民協商展現原住民文化。 

以西側永久屋為例，負責設計西側永久屋的潘冀建築師事務

所，除了尋訪與考察之外，也在介達中繼屋的中庭，透過說明會

的方式，來理解村民的想法。當時負責的丁家偉建築師事先準備

了十五種房型，希望透過居民的票選，能整合出自己的喜好。結

果選出來的四類房型，全都是斜頂與具有前院的房舍。然而，丁

家偉下一次進行說明時，已經備妥設計圖，卻是以平頂的雙層樓

房，取得居民的認可。丁家偉主動提出說服村民的面向，在於住

屋空間大小的需求。首先，建築師提出，如果是平頂的樓房，未

來較能加蓋。永久屋的坪數，規劃為 28 與 34 坪，未來居民的家

庭人數很可能會成長，因此平頂較能透過加蓋來增加居住空間。

另一方面，建築師提出的獨門獨棟設計，符合過去的居住方式，

居民也認為是優點之一。發展出這樣的設計方式，主要受限於經

費的限制。丁家偉提出，平頂比起尖頂房屋，較能符合成本。建

築師更設法將屋高從傳統的三米二，降為兩米八，作為另一節省

成本的策略。 

東側永久屋的吳德揚建築師，也把增建空間當成是設計的重

點之一。重建經費本有限，一坪的施作費用約在四萬元，再加上

施工在較為偏遠的地區，工班若非在地，交通往返會使得工時更

加短少，成本也會提高。建築師採用標準化的設計，不做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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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降低設計與施工所需要的成本，同時也採用雙拼的設計，可以

節省材料的成本。吳德揚預先把居民需要增加的居住空間，納入

考量。相較於西側永久屋是以平頂屋頂來預留頂樓加蓋的空間，

東側永久屋則是在一樓與二樓的陽台，預留可以改裝為室內空間

的模式。 

因此，無論是東西側永久屋，建築師都把「增建」當成是居

民可能未來最需要的住屋改造，預先納入建築的設計，也以此獲

得居民的認可。特別是災後重建的坪數有正式規定，更讓人預測

未來違章擴建的可能性，因此事先「預留」增建。違章並非原住

民社區所獨有；台灣社會四處可見各種建築附加物的違章：頂樓

加蓋、陽台外推、後巷打出，居民有各種各樣擴充自己居住空間

的方式。很多情況是由於不夠住，也許是買不起大房子，或是家

庭生命歷程的變化（胡紫寧，2009）。 

在標準化的房型規範，建築師也得採取權宜之計，以符合昔

日的部落規範。頭目作為部落的領導，過去都有較大的土地，以

利於舉辦部落豐年祭。但是由於永久屋坪數種類的標準化限定，

以及分配依照家戶人口來計算，不能因為頭目身份就擁有較大空

間。最終的處理辦法，是將頭目的住處安排在邊間位置，擁有較

大的院子與空地，因而兼顧了法令規範（按家戶人口來決定坪

數），以及部落文化（頭目有較大空間以進行部落儀式）。同

時，永久屋也延續中繼屋的作法，將同一部落大致分配到同一排

面的區域，比鄰而居。 

丁家偉面對社區的原住民文化語彙，覺得應該要由原住民自

己來進行。他提出，43 戶的西側永久屋如果都加入原住民的設

計，全部都長得一樣，這也並不能反映原住民的特色。丁家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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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研究了石板屋的特色，認為這是承重牆的結構設計，與鋼筋混

凝土的樑柱設計，不容易相容，而如果要以裝飾性的方式來呈現

原住民特色，由居民自己來進行，應該更為適合。而整齊畫一的

永久屋，的確也在居民自行的改造中，自己呈現了所謂的原住民

文化元素。 

 

二、前院即客廳 

 

西側永久屋的丁家偉建築師，在世展會的提醒下，以及自己

參與村民烤肉會的觀察，注意到嘉蘭村民對於「前院」的重視。

用丁家偉的說法，這就是「客廳」，而屋內客廳的部分，則是

「起居室」。走進嘉蘭村舊社區，也很容易發現許多住戶都有較

大片的雨遮，以及用帳棚搭建出的前院，平日在此工作、吃飯、

聊天。居民對於這樣的生活習慣的建立，有不同的說法。有的認

為原住民早年的石板屋居住空間，腹地廣大，本就有許多戶外附

加建築，包括糧倉、芋頭乾的烘窯、鍛冶屋，以及涼棚等等（拉

夫琅斯‧卡拉澐漾，2012）。部落廣場的青年會所就有延伸的屋

簷，頭目家屋靠著外牆則有頁岩砌成的座椅，以及矮桌。有的村

民則認為是早期的茅草屋時代，屋內空間較小，因此需要在戶外

活動。而無論起源為何，許多人家的前院已經宛如戶外客廳，是

與親友鄰居往來的空間，聊天、做活、吃飯都在此進行。我最常

待的 H 家，其戶外客廳，除了桌椅，還有烹煮設備與冰箱，也有

戶外廁所，一般的親朋好友在此空間聊天吃喝一起工作，空間需

求已十分完備。而這樣的戶外廳房，也呼應建築設計常有的觀

察，在空間佈局中建立親密關係的斜度，透過空間類型來區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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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社會關係能夠互動的程度（Alexander, 1977）。 

丁家偉考量這樣的戶外客廳，設計了較大片的雨遮。我在西

側永久屋進行訪談時，常在雨遮下放置的桌椅間進行，而這個桌

椅布置也常是平常幾戶人一起吃飯的地方。我也常見到母親在這

區督促著小孩做功課、女性長輩們一起以月桃葉編織著提籃（見

圖八）。但是這個雨遮空間仍較原有住屋的戶外客廳來得小。東

側永久屋並沒有屋簷或是雨遮的設計（見圖九），入住永久屋之

後，居民就發現，原有在戶外互動的生活習慣，難以進行。東側

永久屋的居民很快發現自己很容易悶在家裡，找親朋好友也十分

彆扭。一位居民表示：「以前只要有人在門口，就知道他在家，

可以聊天。現在人都在屋內，也不知道是有沒有空，有沒有在睡

覺，還要按門鈴，以前我們都沒有按門鈴找人的。」有些居民曾

參加建築師的說明會，但是她們表示當時實在很難主動提出戶外

客廳的重要性。一直要等到使用的階段，原先使用習慣受到阻

礙，才能察覺設計的問題。一名自救會幹部經常主張要有永久屋

設計要有原住民文化，也是到了實際入住永久屋，才更加確認，

這個戶外客廳「就是我們原住民的文化」。 

居民入住之後，逐步以自己的方式來建出戶外客廳。一開

始，東側永久屋有些住戶居民，就把原先設計為露天玄關的部

分，擺放塑膠涼椅，或是在前院草皮擺放桌椅或遮陽傘，逐步創

出一前院的休閒或工作空間。而原民會提出的補助方案，更給予

居民自己改造空間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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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西側永久屋（攝於 2012 年 7 月） 

 
圖九 東側永久屋（攝於 2012 年 7 月） 

 

三、增建的涼棚與石板 

 

原民會於 2011 年 1 月針對莫拉克風災後所興建的永久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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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原住民部落家屋建築文化語彙重建計畫」。一位原民會的委

員表示，各地的永久屋落成後，大家驚覺「怎麼像是一堆汽車旅

館」，缺乏所謂的「原住民文化語彙」，使得原民會提出「針對

部落風貌、文化地景、或邀請地方熟諳文化倫理、傳統建築工法

之專業人員，以『部落自主規劃』、『部落人做部落事』之策

略，進行家園重建。」這個原則，並不見得落實在永久屋興建的

過程，卻是在永久屋興建完成後，透過每戶十萬元的計畫申請方

式，補助個別家戶。補助辦法必須填寫申請書，提出設計圖，這

也意外促使個別家戶都要著手進行家戶的改造。 

嘉蘭村永久屋的原住民文化語彙計畫出現了不同的設計，最

早是以原住民傳統木雕的裝置呈現。最初的補助辦法提出「運用

於永久屋之裝置（修飾）及綠化植栽」，促使居民以裝飾和綠化

為主。極少數的家戶由於家中成員就有木雕的能力，就以此機會

製作出自己的作品，一位受訪者就很得意地跟我介紹他的雕刻作

品，擺設在居家的外牆。然而，許多住戶是委託小包商代辦，主

要因為申請書、設計圖以及經費核銷的作業甚為繁瑣；據估算，

全村起碼有一半的住戶是由小包商承接。小包商剛開始在有些家

戶的大門和外牆，裝上了頭目階級才能擺設的木雕圖案，也引發

村裡的指指點點。小包商後來也逐步修調整，會多與委託的家戶

討論，根據家戶的階級、族群、遷居史以及光榮事件，來進行戶

外的木雕與彩繪。 

另一類型的「原住民文化語彙」操作，則是把前院改成「客

廳」。同在嘉蘭村的海棠永久屋、或是太麻里的德其永久屋，也

都有以帆布、塑膠布搭出前院的作法，而由於原民會的計畫書提

出「綠化植栽」的名目，於是也有一些住戶以搭花架名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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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出類似前院的空間。 

魯凱族的歐美惠以及其家人，就率先在村裡提出不一樣的設

計圖；她用石板建造前院，將石板帶回鋼筋水泥的永久屋（見圖

十、圖十一）。歐美惠希望以石板的素材，搭建成親友來訪可以

坐下聊天的矮牆，將原本看似設計成停車位的地方，改造成親朋

好友可以相處的戶外客廳。歐美惠之前為嘉蘭社區發展協會的總

幹事，一路也參與了排灣好店以及部落廣場的興建，父親歐正夫

更是村裡擅長興建石板屋的長者。即使在計畫書還沒通過之前，

歐美惠的爸爸與叔叔，都已經開始準備了石板，堆疊在前院。這

幾位有石板屋建造經驗的老人，表示參與建造女兒的房子，是很

重要的活動；興建東側永久屋時，由於設計與興建的模式，他們

無法參與，現在卻能夠利用這個原本僅侷限在裝飾與綠化的原住

民文化語彙計畫，注入他們認為的石板屋語彙。石板屋的材料、

協力、以及創造戶外客廳的形式，就可能重新在女兒的新屋出

現，更重要的是，這能代表家人參與的心意。 

原民會是以「附加」的方式，補強永久屋欠缺的原住民文

化，這也意外地創造了居民都成為「設計者」的契機。歐美惠很

靦腆地表示，為了申請這個計畫，只好硬著頭皮幫自己的住屋，

以及家中的長輩畫圖。在晴朗的日子，全家合力用石板鋪在地

面，將石頭砌成可坐的矮牆。無論建得如何，「一家人能一起蓋

房子，最開心了。」歐美惠以當地材料、家人同建的設計，詮釋

「原住民文化語彙」，也使得嘉蘭村原本以木雕作為主要的申請

項目，也逐漸轉向類似的就地建材、傳統工法和協力興建的方式

來進行，甚至也影響了西側永久屋的一些住戶（圖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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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歐美惠的設計圖 

 

 
圖十一 歐美惠為家中長輩繪製的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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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居民執行原住民文化語彙的住家改造方案（攝於 2013 年 1 月） 

 

作為受災戶的宋仙璋，也利用「原住民文化語彙」的計畫，

為自家永久屋設計了前院的「涼棚」（亦即前述的前院即客

廳），甚至發展出「涼棚」（ taəta）做為原住民傳統文化的論

述。他在申請書上描述了「客廳拉到戶外」的原住民生活： 

 

過去每家都有戶外“ taəta”它是族人串門群聚聊天、休

息、吃大鍋飯的生活空間，也是小孩兒們嬉戲、睡覺、

吃奶的快樂天地。因此“taəta”的生命力，不僅維繫了我

們家庭親情倫理、和樂友愛的歸屬，也凝聚了家族部落

向心與力量的精神所在。 

 

宋仙璋對於原住民文化的建立，提出過很多建言，而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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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文化語彙的申請書中，他直指串起原住民凝聚力的空間，

也許就在這個吃喝閒聊的 taəta 裡：在大馬路到玄關之間，有個鋪

著石板的步道，步道上方是以竹子和茅草搭起的棚子，棚中兩旁

有著以竹子搭建的涼席（見圖十三）。在災後重建的過程中，宋

仙璋一路繪製了許多藍圖，有關中繼屋的設計無法被採納，部落

廣場的石板屋又因為現代建築法規而需要調整，也無法成為實際

的住屋。而設計自己住家的 taəta，從規劃到興建，首次可以全程

自主施行。也許在這個階段，宋仙璋強調納入原住民文化的建築

設計形式，最能發揮的，就是回到自己的家，在鋼筋水泥永久屋

前附加 taəta。 
 

 
圖十三 宋仙璋的涼棚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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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 論 

本文探討設計者如何透過建築家屋在災後重建的過程中改造

社會。過去災後重建的研究，鮮少將建築設計者作為核心的行動

者，而本文將她們置於分析的重心，以分析她們的貢獻與侷限。

這些重建的社會技術網絡，不只是重建村民被沖毀的房子，也提

出理想社會的願景。而在學術研究上關注建築設計師的改造藍

圖，是呼應近年來 STS 的新發展：不只針對科技發展提出批判性

的思考，也探問科技專家如何可能透過科技創新的方式，參與社

會改革（Hess, 2007）。 

相較於一般文獻著重於證照建築師的專業設計，本文提出以

「設計者」取代「建築師」的分析策略，避免複製專業證照與常

民設計的位階，並能更理解災後重建的多樣家屋設計。這樣的分

析策略更能廣納不同的設計主體，含括具有證照的建築師，社區

的文化工作者，以及第一次繪圖的居民。也透過這樣的分析角

度，本文更擴大了家屋重建的方式，避免僅侷限於永久屋，而能

包含嘉蘭村特有的中繼屋，石板屋，甚至涼棚。這有助於彰顯在

地居民作為設計者在災後重建的貢獻，能幫助我們看見打造理想

家屋的設計，來自於多樣的行動主體。 

多樣化「設計者」的角度，也有助於呈現大家對於原住民社

會的問題界定各異，因此提出的介入方案也不同（見表一）。謝

英俊著眼的社會問題，是原住民社群的經濟弱勢，因此透過精密

設計的簡化工法，促使原住民能夠參與營造，並能以低價迅速建

起維持正常生活的中繼屋。部落社區工作者宋仙璋等人為部落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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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繪製設計圖，則聚焦在原住民文化的斷層，因此以長輩領銜執

行石板屋的設計與興建，讓年輕世代學習長者的經驗與工法，達

成部落文化的世代傳承。東西側永久屋建築師如丁家偉、吳德

揚，在成本、工期、地廓與法令的諸多限制下，看重的是建立符

合原住民現代生活機能的空間，因此在鋼筋水泥的洋房，將增建

的空間納入設計。而歐美惠等村民，也透過原住民文化語彙的方

案，成為設計師，以全家建石板或是增建涼棚的方式，試圖在營

建過程或日常生活中凝聚家庭與社區關係。 
 

表一 嘉蘭村災後家屋重建的建築設計與使用者參與 

災後

重建

建築 

社會技

術網絡 

設計者理論化原住民社會 使用者的網絡

參與形式 使用者 
改寫藍圖 

問題界定 介入方案 設計 建造 

中
繼
屋 

輕鋼架

網絡 經濟弱勢 

以簡化工法的輕

鋼架促成常民勞

動力參與、低廉

房屋造價 

未邀 
參與 

促成 
參與 

要求鋼筋水

泥永久屋 

部
落
廣
場 

石板屋

網絡 文化斷層 

以耆老主導設計

與營造，傳承工

法與經驗，促成

代間學習 

參與 
主體 

參與 
主體 

拼裝世代技

術 

永
久
屋 

鋼筋水

泥網絡 
居住空間

不足 
以平頂、陽台預

留增建空間 
受邀 
參與 

幾無 
參與 

增建涼棚、

石板前院 

涼
棚 

taəta 
網絡 

家族部落

向心力式

微 

以串連公私的前

院空間，促成家

族部落聯繫 

自行或

委外 
自行或

委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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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府對於莫拉克風災的宣示、援建單位提出重視在地充權

的理念，以及來自公民社會以及在地社群的監督等等，都使得經

濟弱勢、文化斷層、社區團結等社會改造的理念，較能在災後重

建中提出、落實。因此，有別於主流建築界的謝英俊，受到了援

建單位的器重；而原住民的建築設計能力，也在強調原住民主體

的價值與資源分配下，衍生出石板屋的提案。雖然政府要求的重

建績效，建築法規基於主流建築所設定的標準，甚至居民對於現

代住屋的看法，都使得這些社會改造藍圖面臨調整，但是重建不

只是蓋出遮風避雨、美輪美奐的住宅，而要考量當地社群的社會

經濟發展、文化主體意識，這已在社會技術網絡鋪陳的過程中，

成為無法忽略的重建原則。 

然而，這些家屋重建的社會技術網絡，仍不斷地受到居民挑

戰，也提醒我們社會改造的複雜性。除了「追隨設計者」，本文

另一重要的分析策略是「追隨使用者」，並且強調是在設計、建

造以及使用上的多樣行動。表一所顯示的四種系統乘以三種過

程，就出現了十一種樣態，很能彰顯居民作為使用者多樣的意義

賦予與行動。居民在四種不同的家屋重建系統，各自有不同的位

置。而這多種樣態，並非僅是靜態地由三乘四的列聯表呈現，透

過本文以時間序列來呈現過程，也看出其相互的影響：村民在中

繼屋參與建造與實際居住所累積的經驗，提供培力資源，促使他

們能夠積極提出自己對於永久屋的意見；而在石板屋參與的設計

與興建，也引發大家在執行原住民文化語彙計畫時，具體落實符

合自己文化的生活空間。 

看重使用者的分析策略，也使得本文得以從居民參與模式，

以及居民自身的建築文化認同這兩方面，重新檢視這些設計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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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藍圖。 3就居民參與的部分，證照建築師大多以觀察和意見諮

詢的方式，來為居民設計理想的住屋。謝英俊促成居民自己參與

蓋房子，不同於主流的外包營建，這些年已廣受社會肯定。然

而，在當在地居民擔任設計師的石板屋以及涼棚系統，村民才更

能以在設計與營造等步驟都能充分參與。在過去以使用者為中心

的設計，使用者為被動的研究對象，設計者透過訪談與田野瞭解

使用者，再將這樣的知識帶入設計領域：使用者提供經驗，設計

者進行創造。而「共同設計」（co-design）模式，看重的不只是

使用者的經驗，還包括使用者的創造力。看重使用者可能的設計

能力，更能進一步打破設計者與使用者的位階層級（Sanders and 

Stappers, 2008; van Hippel, 2005）。共同設計也需要使用者展現創

造力，有時還得瞭解一些專門知識，以及持續投入的熱情。嘉蘭

村的例子，正呈現某些居民在特性的社會技術網絡下，也具有繪

製設計藍圖的能力，極具潛力與證照建築師「共同設計」。 

居民多重而矛盾的建築文化認同，亦使得家屋重建的方案，

不時翻新。光譜的一端是對於鋼筋水泥作為理想住房的偏好，因

此改寫了中繼屋與石板屋的設計腳本。另一端則是以石板屋串起

對於傳統文化的著力點，使得居民一度提出永久屋要加入原住民

文化語彙。這樣的光譜也造就了目前建物的分工：每日的居所終

究以鋼筋水泥的樓房呈現，而石板家屋僅限於祭典儀式的使用。

最終永久屋前搭涼棚這種附加式的組合，就具體展現了村民想要

兼顧現代建物與傳統文化的形式。 

諸多災後重建房舍的活動，逐漸落幕，但是嘉蘭村民仍持續

3 感謝審查人 B 針對「參與」提出深入的討論，有助於我釐清居民不同的參與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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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想「我們要住什麼樣的房子」，思考「我們要過什麼樣的生

活」。2013 年的春天，嘉蘭村的文化經濟產業自救會，邀請了村

中長年以茅草屋興建工寮的長者，蓋了一間當作教室的竹構茅草

屋，繼續擴展村民與傳統房舍的關係。丁家偉有機會重回嘉蘭

村，設計居民活動中心，著手進行了融入當地部落文化的空間設

計。 4而在太麻里溪的另一岸，村中第一位考上建築師執照的年輕

人，在石板屋旁著手興建一幢整合石板屋與玻璃建築的房舍，嘗

試著新穎的整合模型，這也是過去災後重建從未出現的形式。永

久屋落成之後，嘉蘭村居民與建築師開創出更多新穎想法與行

動，繼續透過建築設計來改造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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