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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INSIDE
THE 自然貫通的大地之家
NATURE
提到美國建築大師，絕對不能錯過 Jim Olson，

這位西雅圖 Olson Kundig 建築事務所的聯合創始人，

60 年來一直堅持著實踐自然風格主義，

藉由空間設計探索藝術、自然與建築之間的美學互動，

其位於美國加州的 Meadow House 屋案，

便是架構在大面積開窗、大地色系風格、

錯落於土地的布局格式，

完美且不動聲色地將生活自然而然融入進青翠大地之中，

從而形成一個安靜優雅的自然駐所。

Text_Krista Yang     Photo_Olson Kundig

當代建築總是在談論未來式居住文化的嬗變，無論是垂直型、社區型，

亦或是加入各種科技與服務設備，這些以智慧、潮流、創新等詞彙打造

出的生活風格，架構出自成一格、充滿科技前衛感的生活方案。對 Jim 

Olson 來說，這些字眼無非只是一種形容詞，「建築應該架構於與大地

建立關係之上」，他認為，唯有透過讓建築與自然對話，才能有助居住

者建立自我認同，進一步創造具生命力的環境。因此，Jim Olson 的設計

一向是讓居住者可輕鬆地接近自然，進而讓人能學會去喜愛自然，同時

潛移默化地讓人們去保護這塊土地。其不張揚、不浮誇的設計風格，一

直以來實實在在地提醒人們，在這科技文明發展日新月異的時代，讓空

間中有著大自然的氣息，才是建築從古至今、甚至未來發展上，最終且

不變的趨勢。

J i m  O l s o n：「建築是逐漸進化，而不是顛覆性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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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建築與加州大地相融合

加州的 Meadow House 便是展現了 Jim Olson 建築

理念的經典作品之一，更是其近年來最有代表性的

住宅屋案。Meadow House 為一棟家族型莊園，總

占地 3.5英畝，以 3座輔助建築體搭配一棟主屋與

遼闊的戶外花園組成，座落地點恰巧可見鄰近的聖

克魯斯山脈，視野相當良好之外，也低調地展現出

自然建築的美學之姿。

一排老橄欖樹、小葡萄園和多肉植物花園架構出

Meadow House 的入口區，展演出加州茂盛的田園

風光。穿越入口區域之後，便能直接抵達 Meadow 

House 的主屋。主屋建造在無邊際泳池和緩坡之

上，可直視聖克魯斯山脈與大片草原，功能在於

提供屋主一家人的私人生活場域，像是主臥室、

辦公室和 3間兒童臥室等。且為了突顯整個主屋的

寬闊視野，屋內皆採用伸縮式玻璃幕牆，使得大部

分的空間皆向大自然全面開放，也最大限度地增加

了室內與戶外的延伸性；編織在其中的窗戶格線，

除了提供安全與穩定度，在加州陽光下也為空間增

添些許透露出涼爽感受的倒影，並將此建築進一步

地融入地景中。

另一頭，呼應著附近葡萄園排列整齊的樣貌、沿著

Meadow House 主屋正面垂直排列的，便是提供生

活「公共」使用的 3棟輔助建築，其涵蓋公共起

居、用餐、廚房、娛樂、客房等多種功能，同時連

接起設在室外的花園涼亭和一個帶有地下酒吧的

用餐亭，滿足屋主社交及娛樂的需求。

1. 由無邊際泳池構成的主屋外部景色，展現出通透地呼吸感，也藉由
水的元素延伸建築與自然之間的界線。

2. Meadow House 是由一棟主屋與三棟輔助建築架構而成，看似隨興
地散落規劃，實則是精心將自然元素帶入其中。

3. 依著小山坡而建的場域，錯落之間讓每處空間都能欣賞戶外景色。

4. 以植物排列出的入口區充滿禪意。
1

INH2305-ESPACE-6p.indd   2019/12/23   下午5:36   - 80 -    (Cyan)INH2305-ESPACE-6p.indd   2019/12/23   下午5:36   - 80 -    (Magenta)INH2305-ESPACE-6p.indd   2019/12/23   下午5:36   - 80 -    (Yellow)INH2305-ESPACE-6p.indd   2019/12/23   下午5:36   - 80 -    (BlacK)



81

3 4

2

INH2305-ESPACE-6p.indd   2019/12/18   下午9:14   - 81 -    (Cyan)INH2305-ESPACE-6p.indd   2019/12/18   下午9:14   - 81 -    (Magenta)INH2305-ESPACE-6p.indd   2019/12/18   下午9:14   - 81 -    (Yellow)INH2305-ESPACE-6p.indd   2019/12/18   下午9:14   - 81 -    (BlacK)



82

ESPACE

1. 室內玻璃盡採用落地窗設計，為室內注入自然風光。

2. 特別訂製的家具，從材質到色彩均取自在地環境，展現室內外連成一氣的氛圍。

3. 低彩度的室內空間，最多的變化來自於戶外的美景。

4. 乍看簡約質樸的 Meadow House，其實隱藏著大量的設計巧思，更具永續建築的理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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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性陽光配置的再生能源

Meadow House 的主、輔助建築的外觀皆採用加州林地泥

土古銅色、黑色花崗岩和深色木材等作為主色調，此色系

風格同時也延伸至室內元素，與 Jim Olson 特別設計的一

系列訂製家具、照明與室內環境融為一體。藉由這種同步

且獨特的設計手法，得以連續而充滿流動感的將室內外空

間串聯起來，讓整座建築乍看簡單低調，實際上卻充滿同

步的巧思，且進一步亦讓看似隨興散落的主建築與 3棟輔

助建築體之間，巧妙存在著緊密的關聯性。走動其中能隨

時飽覽室外天光與田園風景之外，室內又呈現出靜謐且優

雅的氣息，建築、室內空間、景觀猶如一體，從而形成一

個安靜優雅的居所。

此外， Meadow House 在設計時亦顧慮到環保概念，因此

設計上結合了多種高性能系統，包括覆蓋屋頂面積超過一

半的太陽能板，以及地熱和水力加熱和冷卻系統，讓人讚

嘆的是不僅在物理和視覺上，甚至從實踐角度看，讓當

代設計美學卻步的能源設備，在 Jim Olson 的巧手規劃下

都不顯突兀。「我一直認為正常的房屋可以使用至少 500

年。如果它們使用壽命長，並且具足夠生活靈活度，不僅

可以以多種方式存在，甚至子孫後代還可以利用這棟房子

滿足他們的需求。透過 Meadow House，我們所做的設計

就是無需拆除或更換，因為它禁得起歲月、可以為人們服

務很多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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