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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er of Green Pockets

XRANGE Architects x JJP Architects & Planners
Hsinchu County,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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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bitats native to Taiwan; 2F houses a library, infirmary and a 
complex of meeting facilities. There is a 300-seat dining hall, 
gym and yoga studio on the 3F.

The highlight of the public programs is a 250-seat auditorium 
with a unique wooden roof structure that reinvent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dougong (squared system of stacked 
and cantilevered timber structure) with CLT and engineered 
wood. The modernized dougong roof structure resembles a 
diamond lattice formed by modular 8-point stars nodes with 
curved ends. These unique star nodes stack and cantilever, 
achieving greater height and air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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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Pockets are refuge islands of greenery for resting, 
mingling, brainstorming and meeting. For the 2,000 high 
tech workers in the R&D office tower, these informal social 
spaces provides crucial relieve from the uniform efficiency of 
cubicles.

Lining the south side of the tower, Green Pockets are vital 
places for fresh air intake, oxygen production and smiley 
faces. Expressed as large “flutings” on the exterior, these 
Green Pockets form the distinctive wavy curtain design of the 
office tower.

The human-centric wavy form concept resulted in great 
environmental benefits. As the sun travels across the sky 
during the day, shifting pockets of shadows are created 
within the wavy folds of the tower, thereby shielding shifting 
portions of the curtain wall from direct and continuous solar 
heat gain. In the winter, the wavy folds become heat pockets. 
The temperature of the wavy curtain wall thus stays cool in 
the summer while gaining desired heat in the winter.

The tower houses 16 floors of office and prototype lab 
spaces. 1F holds a 500m2 gallery and a cafe, dedicated to 
the client’s vast collection of watercolors of bird spec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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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樓功能規劃為表達業主對企業公益分享文化的重視與長期投入，

大廳西側設置生態藝術空間作為生態畫作的收藏、保育與推廣。

大廳東側兩百五十人的演講廳是大樓重要的設計亮點，其屋頂為

木結構，以新環保材 CLT（集成結構木材）重新闡釋傳統實木斗

拱結構。新形態斗拱系統以米字型模組構成菱形桁架，菱形幾何

讓米字型斗拱模組可「斜角堆疊出挑」，突破了傳統實木條水平

堆疊與出挑的限制，讓新形態斗拱系統呈現出空間穿透性及流動

感，創新了傳統斗拱建築的語彙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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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電子公司辦公及研發大樓的設計希望提供科技工作者一處以

人為出發點的工作場所，因此結合了有效率的辦公隔間以及開放

式的口袋型「綠叢空間」。如島嶼般的綠色社群空間，除了能當

員工之間彈性互動及會議的場所之外，更是能讓他們遠離電腦螢

幕的互動及休息去處。每一層樓皆有多處「綠叢空間」，散佈於

大樓南面及西南面之帷幕牆窗邊。綠叢空間的自然植栽與其排放

之芬多精，除了帶給員工好心情，更提供整棟研發大樓清淨的空

氣。綠叢空間之垂直堆疊在大樓外觀呈現為弧形的玻璃柱狀體，

因此塑造出辦公室大樓獨特的波浪形外觀。

辦公大樓波浪形表面造型除了形成島嶼綠叢空間之外，也提升了

整棟建築的環保機能。大樓南向及西向帷幕牆若是平坦之設計，

外牆整體就會長時間受到持續性的日照直射影響，其熱負荷相當

可觀，在能源資源上為了維持室內之舒適溫度，將會產生永久性

的消耗。以人為出發點的「綠叢空間」衍生出來的弧形的帷幕牆

表面，因應著日照的路徑，在延綿凹凸的外牆產生了活躍的光影

變化。帷幕牆內凹處的影子形成了外牆的遮蔽，避免外牆整體任

何一區會長時間受到持續性的日照直射問題。因此，波浪外型設

計的大樓表面有效減輕了建築本體的日射量，並提升節能效應，

形成冬暖夏涼的辦公大樓。

除了十六層樓的辦公空間及研究室（lab）以外，大樓三樓規劃有

一千兩百平方公尺之健身房，瑜珈教室及員工景觀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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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樓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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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樓平面圖

三樓平面圖

標準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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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樓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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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mm SGP 膜膠合熱硬化低鐵含量玻璃扶手

3F 樓地板外架戶外石材地板

12mm熱硬化低鐵含量清玻璃 +2mm粉體烤漆鋁板

70x150mm 實心鋼抗風柱

75x225mm 帷幕牆竪框

12mm 熱硬化低鐵含量清玻璃

10+10mm SGP 膜膠合熱硬化低鐵含量玻璃雨批

不銹鋼玻璃抓件

1.6mm 鋼片雨批結構

50mm 鋼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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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批細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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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mm 不銹鋼扶手

40x80mm 不銹鋼管外貼木皮

250mm 實木地板

木皮板

鋼箱體結構

10mm 鋼板結構

木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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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梯立面展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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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向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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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行樑結構組合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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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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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製插榫結構鋼件

嵌入式斗拱連接鋼板

Y型集成木構下部 16x43~45cm

Y 型集成木構上部 16x30~43cm

1.6x160mm 摩擦鋼釘

配線凹槽

集成木材上斗拱 12x18cm斷面尺寸

集成木材下斗拱 12x18cm斷面尺寸

客製插榫結構鋼件及 1.6x160mm 摩擦鋼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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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基地周遭是一片新開發區，沒有明顯的個性，提供的紋理也

有限。妳是如何發想設計的？

張：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去閱讀業主出版的刊物，藉此理解企業的

價值觀及性格。身為一個成功的企業，業主對於藝術與人文具有

高度的關懷與投資，這點成為設計發想中一項重要的推進力。

德國在 1950年代就已經在談辦公室景觀（office landscape），他

們講究效率，不同桌椅的配置（layout）會對應到不同類型的工作，

提案上也必須兼顧嚴謹的組構（structure）以及彈性（flexibility），

確保能釋放最大的空間。

設計上有些條件，比如須進駐兩千多人，且如此規模的建築會需

要運用鋼構帷幕牆及辦公隔屏（cubicle）的處理。因此我希望從

內部出發（inward looking），思考如何最大化（maximise）企業

文化中提及的對於員工的關懷。我們想將帷幕牆做些變化，以形

塑非正式（informal）空間，讓員工產生更多交流（interaction）

的可能性，於是我們把辦公區域圍塑在方形的平面中，整棟樓的

前端置入口袋型的綠叢空間（green pocket），使帷幕外牆呈現

波浪狀。

綠叢空間（green pocket）使立面產生的凹凸形成口袋型的陰影

帶（shadow pocket），避免陽光持續照射在帷幕牆上的任何一點，

吸熱（heat gain）檢測結果顯示建築物能達到冬暖夏涼的效果，

後來也獲得黃金級的綠建築認證。

此外我們試圖將企業投資、回饋人文的想法轉化成公眾形象

（public face），業主收藏了許多楊恩生的畫作，我們遂提議設

計一座藝廊來展出。同時，在演講廳中使用並重新詮釋木構、斗

拱（堆疊和懸臂木結構的方形系統）等傳統的元素，希望展現出

它們的新面貌。

王：許多建築師會試圖模糊對比元素之間的關係，例如空間上的

內與外，或材料間的配合，此案卻少見的直接將具衝突感的元素

放在一起，例如一樓室外頂棚的鐵件與玻璃、細緻的帷幕與粗糙

的噴漿牆面。這是你的喜好嗎？

張：業主一再強調「界線」的清晰，例如工作區與公用區的界線。

雖然現在很多系統傢俱提倡開放的工作模式，但業主不希望設計

中開放自由的部分，反客為主的侵蝕到應有的工作狀態。員工的

辦公空間原是一人一個立方體（cubicle），我改為四人一個立方

體，藉此產生一定程度的社交性，當初與業主溝通許久才終於定

案。現在他們使用得非常滿意，對業主而言，這已是一項辦公文

化上很大的改變。

我們在三樓做了一個比較大的開放空間，三樓以下也不使用帷

幕牆，於是形成上部封閉而下部開放的型態，連帶一樓的頂棚

（canopy）也是透明的，解決辦公大樓不容易有陽台和其他室外

空間的問題。在頂棚鐵件的組裝上也花了相當的力氣在調整偏移

的問題，最後呈現上方的帷幕牆較複雜、精密（sophisticated），

下方鐵件的表現較粗獷的組合，呈現具備某種原始的對比感。

王：這些鐵件具有一個特別的趣味，睫毛般的形狀使它從精緻平

滑的牆面浮出來，樣態非常生動。而帷幕牆實際上呈現得非常滑

順且準確，是否符合妳原本的想像？

張：帷幕牆斷開並折入（break into）三樓的那段轉折（point）在

細部上做得非常好，另外玻璃扶手與立面上曲面（curve）的收邊

也做得很完善，帷幕牆的廠商確實妥善地雕琢這些細部，在施工

過程中也很順利。

王：在前述條件的影響下，妳不但有精準的想法，且又容許很多

變動，讓整個設計不是往內收斂，而是向外增生出其他的可能性。

張：我很在意概念的完整性（integrity），即使操作過程中會衍生

不同版本，但一定是在保持核心概念的前提下，持續檢視空間的

尺度以及力度（power）。一棟建築從設計到完工，變數是非常多

的，案場也會有其他突發狀況，因此必須保持彈性（flexibility）應

變的能力。

王：要達成最後呈現出的成果是很困難的，一般科技公司的辦公

大樓並不會像這樣處理。

張：過程非常困難。回到我們一開始談的 Tschumi 或 Koolhaas，

他們以更高層次的視角（high level angle）去審視設計如何符合設

計者所著重的脈絡（context），我也漸漸地透過此案理解了這件

事情。我始終思考如何幫助業主表述自己的形象、企業文化。就

結果來看，業主非常的滿意，他們提倡的高品質辦公空間、給予

員工的福利、對人文關懷的贊助等，均拓印在這棟建築裡了（it's 

all written in the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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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vy Reflections

（以下以張代稱張淑征建築師，以王代稱王俊雄主編。）

王：在妳的建築專業養成中，Bernard Tschumi 跟 Rem Koolhaas

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想請妳分享一下當初在哥倫比亞大學唸書

以及後來到這兩間事務所任職的經歷中，妳學到了什麼？

張：Tschumi 跟 Koolhaas 的事務所都屬於高度自治（high degree 

of autonomy）的類型，一切都要自己摸索，這讓我很震撼。必須

要具備觀察力，並相信自己的能力，建立能融入這樣環境的信心

與勇氣。

在 Tschumi 的事務所，大家都是平等的，沒有人真正扮演著專案

領導（project leader）的角色。當時正參與一項建築學校的競圖，

我先畫出剖面圖來檢討空間的使用性、活動性。那張圖驅使了整

個案子的概念發展，Tschumi 後來重新繪製我的手稿，再呈現為

自己的作品，這件事帶給了我很大的信心。

Tschumi 素來事務繁忙，但也會找時間看設計圖，如果隔天來上

班時，座位旁有菸灰跟威士忌杯，就代表 Tschumi 有來看過。透

過這個方式我發現他有在關注，也並沒有否定我的想法，讓我篤

定自己是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王：這點讓我很驚訝。Tschumi 當時在建築理論的論述上是非常

突出的，卻沒有要求你們必須依循他的方法做設計？

張：他是將想法提出來跟員工討論。Tschumi 跟 Koolhaas 有一

點很像，他覺得在設計上的討論與交流是有助於引喻他的理論

（theory）的工具。他看到的層次比較高，不太在意設計上的細節，

要求的是符合核心的脈絡（context）。

Koolhaas 更極端，他並不著手設計，只拋出議題，他在討論時最

關注的是設計的成果如何符合（fit in）他對於都市（urbanism）

論述的故事框架，在他的團隊中，每個人都要具備深入探討議題

的能力。他關注的事情相當廣泛（horizontal），這也讓他顯得更

不傳統，常常有很新穎的想法，這也是為什麼屢屢看到OMA的案

子，經常會有非常新鮮的感覺。

王：妳初入職場時，正值從手繪轉變至電繪的時期。繪圖工具的

轉變是否讓妳得以實踐更瘋狂的想法，抑或是讓妳變得更拘束？

張：畢業那時，數位建築（Digital Architecture）的浪潮正風行，

我們算是躬逢其盛，所以在發展設計時，會以較大膽、自由的形

狀（form）來思考造型。在 Tschumi 跟 Koolhaas 事務所工作的期

間，使我瞭解到形式（form）並非最重要的，須跳脫形式並檢驗

想法是否有回應到核心的議題。

腦和手是最快也最直接的工具，這是我的習慣。但我仍抱持開放

的心態，只要能協助我達成想要的成果，任何工具我都會去嘗試。

早期見到數位建築的魅力和限制（restriction）後，慶幸自己至少

看過它發展的軌跡。但我著迷於創造時的 thinking and making，

那很重要，但學校卻不太教授這部分，到職場後如何去成形

（make）其實對建築有很大的影響。

目前事務所都用 Revit 繪圖，設計時我會用手稿（sketch）作為初

步的溝通工具，接著同事以 Rhino 等工具做發展與測試，定型後

就進入 Revit。由於材料和工法的特性、工班的限制，或當地建築

文化的影響，在工地會有一些無法事先預測的狀況，這會讓原先

被控制得很準確的物件（object）產生需要隨機應變的狀態。我覺

得這些狀況和條件的組合（combination）是有趣的，它會讓每個

案子的過程和呈現產生差異性。經歷設計工具轉換的過渡期後，

我格外要求準確度與邏輯的縝密（regular），因不受限於工具，

設計的出發點與概念必須抓得更精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