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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學生活動中心AMS學生鳥巢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 AMS Student Nest
／B+H

The Dialog和B+H design設計的英屬哥倫比亞大

學學生活動中心致力發展成示範社區，環境

永續，相互關聯，以及生態、社會、經濟的永續

發展，表現在這棟激發想像的建築，生動活潑的

空間，精彩的景觀，提供學生高品質的經驗，有

助於創造一個吸引世界各地最優秀學生的大學。新

的學生活動中心創造了社會及生態永續設計的全球

基準。它的功能是集會場所，讓社區表達他們的價

值的地方，一個社區文化可以蓬勃發展的空間。本

地的價值可以與對全球的關懷整合－展現在地的本

Canadian Wooden Structures︱加拿大木構造︱

作品名稱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學生活動中心

 AMS學生鳥巢

事  務  所  B+H

座落地點 加拿大溫哥華

業　　主 UBC母校協會

面　　積 23,320m2

竣工日期 西元2015年5月

質於全球網絡

中。這是B+H和

Dialog第三次聯

合開發，顯示雙

方共同承諾透過

健全的都市設

計，建築和環境

永續設計，朝大

學的目標及願望

推進。

一層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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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永續設計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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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材創新設計中心宣揚木材這無論在

本地英屬哥倫比亞省或世界各地，

都是最美麗和環境永續的材料之一。

大樓是由高層木結構建築倡導者

麥克格林建築師事務所（Michael Green 

Architecture）設計，PCL Construction 施

工，Equilibrium Consulting 和建築師共

同設計創新的木結構。建物為英屬哥倫

比亞省所有，提供北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及政府辦公室使用。

木材創新設計中心是提倡向更高層

木結構建築邁進的里程碑。麥克格林有

許多出版品，演講及高層木結構建築的

概念設計。中心是高層木結構建築概念

第一次在北美洲實際建造和測試。

中心為研究人員、學者、設計專業

Canadian Wooden Structures︱加拿大木構造︱

木材創新設計中心
Wood Innovation Design Centre
／MGA/Michael Green Architecture

作品名稱 木材創新設計中心

事  務  所  麥克格林建築師事務所

  (MGA/Michael Green Architecture)

顧　　問 結構／Equilibrium Consulting Inc. 

 法規／B.R. Thorson Consulting Ltd.

 機械／電氣／LEED／MMM Group Ltd.

 消防安全／CHM Fire Consultants Ltd.

 建築物／RDH Building Engineering Ltd.

 聲音／Aercoustics Engineering Ltd.

業　　主 英屬哥倫比亞省／工作旅遊和技能培訓部

承  包  商  PCL Constructors Westcoast Inc.

高　　度 樓高29.5米／世界最高的木結構建築

 樓層8層／法規定義6層，加上一夾層  

 和頂樓機房

面　　積 4,820m2

造　　價 25,100,000加幣（$25.1M CAD）

 工程總價，不包括土地成本

 16,700,000加幣（$16.7M CAD）大約 

 實體造價（construction hard cost）

施工日期 西元2013年8月至2014年10月

人士和其他對木材的創新用途有興趣的

人提供聚集的場所。北英屬哥倫比亞大

學使用一至三樓，包括一個籌備中的木

材設計工程研究所。四樓以上由政府及

木材相關機構做為辦公室使用。這棟八

層樓木結構建築（六層加一個夾層和頂

樓機房）高29.5公尺－是目前世界上最

高的現代全木結構建築。這個紀錄將被

結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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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中的另一座高層木結構建築打破。

透過這個案子，麥克格林極力顯示木結構是

高層建築既經濟又能重複施工的結構選擇。希望

能激勵政府機構、私人開發商、建築師和工程師

採納木結構建造系統。

木材來自永續管理的森林，提供設計者相對

於傳統大型建築建材而言一個快速再生、節能減

碳的替代建材。

設計理念

建築造型極為合理而節制，讓木

材材質的美顯現出來。外牆是從樹皮剝

落得到靈感，樹幹北向部分較厚以抵禦

北方來的寒冷，向南向陽部分較薄。借

此比喻，大樓北立面趨向不透明，向南

透明度逐漸增加，南立面最透明，吸

收太陽熱能做為大樓被動式節能設計

（Passive Solar Design）。東西立面木柱

支撐玻璃帷幕牆，減除日出日落低角度

的陽光照射。夏天的陽光則由木質百葉

窗控制。

建築設計在構思一開始就想要展示

層壓膠合實木（Engineered Mass Timber 

Products）建造中高層大樓的潛力。除

了地基和頂樓機房地板以外，整棟大

樓地面層以上沒有混凝土。整棟大樓

使用乾式施工的建造系統（B u i l d i n g 

System）－交叉層壓膠合實木（Cross-

Laminated Timber, CLT）樓地板，層壓

膠合實木樑柱（Glulam）和CLT牆壁。

在大多數空間裏，木樓地板本身即是下

層的天花板，無需再裝潢，這種精簡轉

化到重複性施工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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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層平面圖

剖面圖

細部詳圖

1.Vestibule
2.Demonstration Area
3.Future Cafe Space
4.Elevator Lobby
5.S Lecture Theatre
6.Research Lab
7.Technician Office
8.Elecirical Room
9.Mechanical Room
10.Garbage And Recycling
11.Loading Space
12.Bike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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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拿大溫哥華於2003年被選為2010

奧林匹克冬季運動會的主辦城

市。組織委員會控制預算極嚴格，只撥

出極少給機能性設施。但因為鄰近城市

列治文期望將其奧林匹克競速滑冰設施

在賽後發展成世界級多功能傳奇建築，

所以建築界的注意力馬上集中在被提議

的橢圓速滑館設計與建構上。該市決定

接受奧林匹克組織委員會提供的六千萬

元資助與承擔可能的風險，並為橢圓競

Canadian Wooden Structures︱加拿大木構造︱

多功能傳奇建築
2010奧林匹克競速滑冰館
Multi-purpose Legacy Building--Richmond Olympic Oval
文／ Paul Fast   /By Paul Fast 

橢圓形屋頂結構直接反應目前全球與當地環境挑戰，將可快速更新與減碳的資

源用在前所未見的規模上。

Oval roof structures directly reflect the challenges from the environment at a 
global scale, they will, unprecedentedly, reapply resources generated from 
fast update and carbon reduction.

建館所遇到的困難重重。首先，不

只是要符合奧林匹克紮實冰底的規格，

列治文市惡名昭彰的沼澤土質更是挑戰

結構工程師的能耐。橢圓速滑館三萬

三千平方公尺的重量壓力要幾乎完全平

均分攤在沼澤平面，鄰近建地上能承受

兩百公釐，而列治文奧林匹亞橢圓速滑

館在三千公釐內與水平面的高低差不能

超過三公釐，其長度足以作為四個半足

球場，但整個長度內與水平面高低差也

不能超過二十公釐。 

為了因應不穩定的土質，工程師在

六英畝的極大混凝土筏式基礎上建造了

一座混凝土地下室結構，提供特別好的

水平度控制，並將厚冰層提高到所需高

度以利建造。混凝土筏基還免去了建造

昂貴深度地基的需求，可將經費與空間

用在更能增值的設施上。 

在設計初期，結構工程師就已指

出會影響屋頂結構最後設計方向的其他

關鍵因素。工程師在參觀了世界各地其

他橢圓速滑館之後，很明確地希望避免

在屋頂層塞滿雜亂可見的結構和機械設

備。橢圓速滑館屋頂結構本質上與其他

競賽圓場相較為低，冰面又長，只需少

數幾排容納觀眾的座位，因此屋頂內部

的建築表現幾乎就等於使用者經驗了。

速館徵求國際設計團隊提案，設計出可

能成為2010奧林匹克運動會首要的會館

建築。 

此橢圓速滑館位在溫哥華國際機場

附近，座落於弗雷澤河(Fraser River)三

角洲上壯觀的位置，放眼可見北岸山脈

(North Shore Mountains)，非凡景觀成為

其特點。此館猶如列治文市的市鳥蒼鷺

棲息於河岸，也反映了此設施的建築設

計主題「飛行、漂浮、融合」。由於地

點鄰近加拿大西岸蔥鬱的自然森林與發

達的林木業，業主期望建造的不只是一

座標的性的速滑館，也希望能儘可能地

大量利用原木作為建材。 

研究幾個可能性之後，包括衍架與繫桿

拱，設計團隊決定選擇簡潔的混凝土扶

壁拱，優點為可將其傾覆力有效地鎖入

地基中的混凝土地下室結構裡。 

另一個關鍵抉擇是將所有電機設備

隱藏在結構元素下，以便維持建築美觀上

的乾淨整齊度。因此設計了95公尺長的空

拱，內含三角截面，有足夠空間容納空調

機械設備。橫跨在拱上的預置屋頂板也預

留了給灑水管和電導管的空間。

橢圓館建造期間英屬哥倫比亞正受

到松甲蟲疫侵襲，造成許多死松。若要

利用這些死松作為建材，就必須在甲蟲

出沒後快速收成松木並及時善加利用，

因此設計團隊決定將松木融入預置屋頂

板的設計，將之橫跨橢圓館主拱之間。

拱由木材與鋼鐵組成。側部面板為

175mm x 1700mm截面的紅杉集成材板，

可隱藏建物設備。木材受到壓縮後成為

成本效率極佳的結構建材，因為重力可

藉由直接壓縮傳導至疊合與接合處，而

將連結成本降到最低。造拱所需要的三

角形狀是個值得注意的挑戰。為了以垂

直面上彎曲的集成材樑達到此效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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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過程中必須以機械將樑轉型為出平

面方向，造成結構設計上更多需要考量

的壓力。

在拱底部嵌入一片10公釐厚的三角

形鋼刀，不但可以連接兩木材構件，在

屋頂雪量不平衡而造成彎曲時，也可提

供額外的支撐力。 

為了最大化建物正面高度與北端山

景，並且容納屋頂南端大量的導管，在

木拱上裝上數對150/200公釐的高寬鋼製

工字樑以架高拱的兩端 (挑高部分的木材

頂部以鋼板延伸)。兩根樑之間的固定角

鐵完成三角形狀並提供樑的內在扭力。

位在拱的四分之一處為連續的

300mmx300mm 中空結構型材(HSS)構

件，沿著橢圓滑冰館長度走，提供額外

的側向與扭力穩定性，並於拱豎起時提

供暫時穩定性。 

拱製成時為四分之一長度，約為24

公尺長，當地只有一家製鋼廠願意放置

大量集成材並請製鐵工人改做製鋼工作

組合衍架。機械導管也是在製鋼廠設施

中預先在拱內安裝完成。

面板

客製的屋頂面板由一般北美2x4木板

組成，長度由三到六公尺不等，可有效

率地結合成大波浪狀，因之稱為「木浪

板」。3.6公尺寬與約14公尺長的面板頂

部外覆16公釐與12公釐雙層厚夾板。

將單一面板排列成浪形面板有數個

目的。當整個木材組合體在製作過程中

彎曲，且直徑20公釐的張力桿在面板各端

之間時，即可達到最佳弦繫拱結構形狀。

波浪形狀也可增加屋頂的音響面積。2x4

木板通常是為不連續構件，由續接木方

(splice blocks)連接，因此可在板間構成足

夠的空間。整個內部面板的V形表面都排

了礦棉，作為隔音與防火用。波形也能容

納預先安裝的灑水裝置與電氣設備，保留

屋頂內部壯觀的建築表現。

為了精確測量面板的力度，建築團

隊做了電腦模擬和十四項原尺度的荷重

撓度測試。荷重測試所得數據則用來校

準結構模型。一項提升面板硬度與負重

力的關鍵因素就是在高壓力處的2x4木板

之間加入傳力角鐵(shear clips)。

總共有450片預製面板，只有部分安

置在建地。面板豎立起後，第二層重疊

的夾板就加到所有面板相接處。面板各

端之間的拱上屋頂空隙區是在基地製造

的，用標準尺規切成的原木與夾板作框

架填充。

橢圓形屋頂結構直接反應目前全球

與當地環境挑戰，將可快速更新與減碳

的資源用在前所未見的規模上，在松甲

蟲災害後及時採收松木避免毀壞與喪失

結構生產力。此建案為知名使用堅固木

製屋頂的首例。

基地結構考量到環境永續性，使用

回收鋼材與大量結構飛灰以減少能量輸

入，並重複與簡化設計。其混凝土扶壁

也能將屋頂雨水導入清潔回收區。 

結構上永續的設計就是整體的設

計，需要更多從結構上取得。不只要有載

重功能，還要能加強建物的美學、電機

與音效，並回應當地、全球社會與環境條

件。還須根據當前最新的科學知識與物料

可得性負責任地選擇建材。2010奧林匹克

橢圓形競速滑冰館的設計在少見規模上極

致地體現了這些考量，並且將會帶給使用

者未來多年更愉悅的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