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室与建筑空间的设计也得与“疫”并进，扛起
抗疫任务。他
说，除了必须
改善建筑物的
通风和空气过
滤系统，“我
们
还可以安装
04
04

04

无 接 触专题故事
式的设
专题故事

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新常态。”

人们面对人群的心态：“这段时间人
们退回自己的窝，并开始从事静态活
动，从烘焙、画画找到慰藉。未来五
年，我认为许多人仍会对人多的地方
感到不舒服、不安全，度假也会选择
人少的地方，于是，幽静的隐居度假
设施，甚至平时与人潮及与世隔绝的
疗愈型空间会应运而生，让每个人能
找到自己感觉安全、安静的私人空
间。”
关于建筑通风的看法，他无奈地
说：“开窗让冠病病毒出去，但伊蚊
05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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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进来，本地一方面在抗疫，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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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今年的骨痛热症又创新高。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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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瘟疫就是那个病，我们也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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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招拆招。但毋庸置疑的：疫病让
建筑师更注重建筑的‘健康’。一栋
求，售卖非必需品的商家或许
健康的建筑物必定要干净、卫生、空
气流通、自然光线充沛，总离不开
将把传统实体店变为主题性质
这些法则。同样的准则也能应用到客
的体验中心。也就是说，顾客
工宿舍设计——要为他们打造一个健
来到第四代的实体店就宛如进
康的宿舍，就得限制睡房和共用浴室
的人数，才能确保空气流通。我认为
入具有互动功能的博物馆、美
政府可参考组屋设计的成功案例。客
术馆和科学馆，在店里透过虚
工感染群的问题是可以用设计来解决
拟互动科技深化他们对某个品
的。”
WOHA建筑事务所创办
WOHA建筑事务所创办
WOHA建筑事务所创办
牌和产品的认知和体验，帮助
总监，建筑师哈塞尔。
总监，建筑师哈塞尔。
WOHA建筑事务所创办
WOHA建筑事务所创办
总监，建筑师哈塞尔。
他们日后在网购时做出决定。
总监，建筑师哈塞尔。
总监，建筑师哈塞尔。
如皮克林宾乐雅酒店（Parkroyal
如皮克林宾乐雅酒店（Parkroyal
atat
在繁忙时段将不会出现拥挤现象，人
实体店也能应用人工智慧、3D
如皮克林宾乐雅酒店（Parkroyal
at
Pickering）和城中豪亚酒店（Oasia
Pickering）和城中豪亚酒店（Oasia
们将改用更有益健康的方式通勤，如
如皮克林宾乐雅酒店（Parkroyal
at
如皮克林宾乐雅酒店（Parkroyal
at
Pickering）和城中豪亚酒店（Oasia
打
印Downtown）都透过垂直花园
和
数码器材为顾客提供
Hotel
Downtown）都透过垂直花园
Hotel
步行、骑脚踏车或使用个人代步工具
Pickering）和城中豪亚酒店（Oasia
Pickering）和城中豪亚酒店（Oasia
Hotel
Downtown）都透过垂直花园
和空中花园引入大自然，把建筑物化
和空中花园引入大自然，把建筑物化
（简称PMD）到离家不远的地方上
客制化服务，之后顾客上网付
Hotel
Downtown）都透过垂直花园
Hotel
Downtown）都透过垂直花园
和空中花园引入大自然，把建筑物化
为城中一片绿油油的丛林。
为城中一片绿油油的丛林。
和空中花园引入大自然，把建筑物化
班。汽车和公交则将限于探望亲友或
和空中花园引入大自然，把建筑物化
为城中一片绿油油的丛林。
费，物品再送上门。在这种情
哈塞尔说，长时间隔离也会影响
哈塞尔说，长时间隔离也会影响
为城中一片绿油油的丛林。
无法在网上办到、必须亲自前往目的
为城中一片绿油油的丛林。
哈塞尔说，长时间隔离也会影响
况下，日后非必需品的消费会
人们面对人群的心态：“这段时间人
人们面对人群的心态：“这段时间人
哈塞尔说，长时间隔离也会影响
哈塞尔说，长时间隔离也会影响
地处理事情时才会用到。
人们面对人群的心态：“这段时间人
们退回自己的窝，并开始从事静态活
们退回自己的窝，并开始从事静态活
人们面对人群的心态：“这段时间人
人们面对人群的心态：“这段时间人
不 会用车量减少或许能带动共享汽车
变成预约性质的购物体
们退回自己的窝，并开始从事静态活
动，从烘焙、画画找到慰藉。未来五
动，从烘焙、画画找到慰藉。未来五
们退回自己的窝，并开始从事静态活
们退回自己的窝，并开始从事静态活
的商业模式，间接减少对环境的破
动，从烘焙、画画找到慰藉。未来五
验？
年，我认为许多人仍会对人多的地方
年，我认为许多人仍会对人多的地方
动，从烘焙、画画找到慰藉。未来五
动，从烘焙、画画找到慰藉。未来五
害。倘若人们在后冠病的通勤方式有
年，我认为许多人仍会对人多的地方
感到不舒服、不安全，度假也会选择
感到不舒服、不安全，度假也会选择
年，我认为许多人仍会对人多的地方
年，我认为许多人仍会对人多的地方
所改变，住宅郊区内的活动量和移动
感到不舒服、不安全，度假也会选择
人少的地方，于是，幽静的隐居度假
人少的地方，于是，幽静的隐居度假
感到不舒服、不安全，度假也会选择
感到不舒服、不安全，度假也会选择
量增加，现有的交通设施就得重新设
公共交通通勤方式更多元
人少的地方，于是，幽静的隐居度假
设施，甚至平时与人潮及与世隔绝的
设施，甚至平时与人潮及与世隔绝的
人少的地方，于是，幽静的隐居度假
人少的地方，于是，幽静的隐居度假
计和调整，譬如，公路设施必须能接
设施，甚至平时与人潮及与世隔绝的
随着大部分人在家或邻近社
疗愈型空间会应运而生，让每个人能
疗愈型空间会应运而生，让每个人能
设施，甚至平时与人潮及与世隔绝的
设施，甚至平时与人潮及与世隔绝的
纳非机动交通工具如脚踏车、PMD
疗愈型空间会应运而生，让每个人能
找到自己感觉安全、安静的私人空
区的分公司办公，我国的公共
找到自己感觉安全、安静的私人空
疗愈型空间会应运而生，让每个人能
疗愈型空间会应运而生，让每个人能
和其他取代公共交通的选择。市中心
找到自己感觉安全、安静的私人空
间。”
间。”
找到自己感觉安全、安静的私人空
找到自己感觉安全、安静的私人空
道路也需重新设计，更方便步行者四
交通模式也将改变，衍生出新
间。”
关于建筑通风的看法，他无奈地
关于建筑通风的看法，他无奈地
间。”
间。”
通八达，同时把全岛各处的脚踏车专
关于建筑通风的看法，他无奈地
的移动选择。
说：“开窗让冠病病毒出去，但伊蚊
说：“开窗让冠病病毒出去，但伊蚊
关于建筑通风的看法，他无奈地
关于建筑通风的看法，他无奈地
用道连接起来。
说：“开窗让冠病病毒出去，但伊蚊
会进来，本地一方面在抗疫，另一方
会进来，本地一方面在抗疫，另一方
基于保持社交距离的必要，
说：“开窗让冠病病毒出去，但伊蚊
说：“开窗让冠病病毒出去，但伊蚊
会进来，本地一方面在抗疫，另一方
面今年的骨痛热症又创新高。不是
面今年的骨痛热症又创新高。不是
会进来，本地一方面在抗疫，另一方
会进来，本地一方面在抗疫，另一方
地铁在繁忙时段将不会出现拥
面今年的骨痛热症又创新高。不是
这个瘟疫就是那个病，我们也只能
这个瘟疫就是那个病，我们也只能
面今年的骨痛热症又创新高。不是
面今年的骨痛热症又创新高。不是
这个瘟疫就是那个病，我们也只能
挤现象，人们将改用更有益健
见招拆招。但毋庸置疑的：疫病让
见招拆招。但毋庸置疑的：疫病让
这个瘟疫就是那个病，我们也只能
这个瘟疫就是那个病，我们也只能
见招拆招。但毋庸置疑的：疫病让
建筑师更注重建筑的‘健康’。一栋
建筑师更注重建筑的‘健康’。一栋
康的方式通勤，如步行、骑脚
见招拆招。但毋庸置疑的：疫病让
见招拆招。但毋庸置疑的：疫病让
建筑师更注重建筑的‘健康’。一栋
健康的建筑物必定要干净、卫生、空
健康的建筑物必定要干净、卫生、空
建筑师更注重建筑的‘健康’。一栋
建筑师更注重建筑的‘健康’。一栋
踏车或使用个人代步工具（简
健康的建筑物必定要干净、卫生、空
气流通、自然光线充沛，总离不开
气流通、自然光线充沛，总离不开
健康的建筑物必定要干净、卫生、空
健康的建筑物必定要干净、卫生、空
气流通、自然光线充沛，总离不开
称PMD）到离家不远的地方上
这些法则。同样的准则也能应用到客
这些法则。同样的准则也能应用到客
气流通、自然光线充沛，总离不开
气流通、自然光线充沛，总离不开
这些法则。同样的准则也能应用到客
工宿舍设计——要为他们打造一个健
工宿舍设计——要为他们打造一个健
班。汽车和公交则将限于探望
这些法则。同样的准则也能应用到客
这些法则。同样的准则也能应用到客
工宿舍设计——要为他们打造一个健
康的宿舍，就得限制睡房和共用浴室
康的宿舍，就得限制睡房和共用浴室
工宿舍设计——要为他们打造一个健
工宿舍设计——要为他们打造一个健
亲友或无法在网上办到、必须
康的宿舍，就得限制睡房和共用浴室
的人数，才能确保空气流通。我认为
的人数，才能确保空气流通。我认为
康的宿舍，就得限制睡房和共用浴室
康的宿舍，就得限制睡房和共用浴室
的人数，才能确保空气流通。我认为
亲自前往目的地处理事情时才
政府可参考组屋设计的成功案例。客
政府可参考组屋设计的成功案例。客
的人数，才能确保空气流通。我认为
的人数，才能确保空气流通。我认为
政府可参考组屋设计的成功案例。客
工感染群的问题是可以用设计来解决
工感染群的问题是可以用设计来解决
政府可参考组屋设计的成功案例。客
政府可参考组屋设计的成功案例。客
会用到。
工感染群的问题是可以用设计来解决
的。”
的。”
工感染群的问题是可以用设计来解决
工感染群的问题是可以用设计来解决
的。”
用车量减少或许能带动共
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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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例如自动门，以及设置体温检测站，让这些

代将迎来不一样的新常态。（档案照）
往常车水马龙 的中央商业区在后冠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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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师都会像我这样，在构思前自问：
我的设计会不会为疫情制造新的状况
和难题？”
以他的观察，冠病后，人心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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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人们与大自然的关系。因为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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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活动停摆，我们开始在城市听见
鸟鸣；人们开始走进花园、丛林，看
见以往所忽略的动植物。全世界的人
都在迫切寻求疗愈的方式和途径，
这个心态会反映在建筑和空间的设
14.06.2020
计。”
14.06.2020
14.06.2020
哈塞尔的事务所是把垂直花园融
14.06.2020
入建筑的先驱之一。WOHA有不少
随着市中心“去中心化”，住宅郊区人流活动密集，少车化的街道更亲行人，环
占据我国市区风景线的经典建筑，
保交通工具更成为人们通勤的另个选择。（CPG Consultants提供）

习中极重要的一环，也是互联网所无
据传给家庭医生，医生用数据分析和
建筑篇
建筑篇
建筑篇
法取代的。
人工智慧协助诊断。在5G网络和机
建筑篇
本期专题七位建筑师与室内设计师就住家、
三位专家认为，未来学府的空
器人手术仪器协助下，某些手术甚至
报道⊙林方伟
报道⊙林方伟
报道⊙林方伟
间设计和规划必须具备“抗疫”
能跨国远程执行。经历这场疫病，管
报道⊙林方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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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demic-resistant）功能，而且
理和控制流行性传染病的高效能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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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策略将分为“幼儿园与小学”和
医疗系统最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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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分成小组，以错开时段，在同一名
的个别传染病部门将“应疫而生”。 Hassell）说，一栋建筑大楼至少需
Hassell）说，一栋建筑大楼至少需
冠病疫情彻底改变了人们生活各个层面。在
冠病疫情彻底改变了人们生活各个层面。在
对后冠病时代的生活需求提出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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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sell）说，一栋建筑大楼至少需
冠病疫情彻底改变了人们生活各个层面。在
教师全日监督下学习。学习空间和体
医院空间必须能灵活应变，譬如普通
要三年建成，因此很难在短时间内看
要三年建成，因此很难在短时间内看
疫后，更多人采用较环保的交通工具，
Hassell）说，一栋建筑大楼至少需
Hassell）说，一栋建筑大楼至少需
冠病疫情彻底改变了人们生活各个层面。在
疫
后，更多人采用较环保的交通工
要三年建成，因此很难在短时间内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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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未面世之前，于公于私人们都必须做出各种
疫苗未面世之前，于公于私人们都必须做出各种
育设施可采用灵活装置的临时隔板隔
病房可随时转为隔离病房，以应付周 出冠病对建筑设计业的影响：“搞不
出冠病对建筑设计业的影响：“搞不
对环境和个人身心都有助益。
要三年建成，因此很难在短时间内看
要三年建成，因此很难在短时间内看
疫苗未面世之前，于公于私人们都必须做出各种
具，对环境和个人身心都有助益。
出冠病对建筑设计业的影响：“搞不
(档案照)
新加坡CPG集团首席创新官陈绍彦（左起）；CPG交通部高级副总裁麦进伦和
离各小组。食堂也将“去中心化”，
期性暴增的受感染病患。由医院远程
好那时世界又恢复正常了。”马上可
好那时世界又恢复正常了。”马上可
疫苗未面世之前，于公于私人们都必须做出各种
出冠病对建筑设计业的影响：“搞不
出冠病对建筑设计业的影响：“搞不
（档案照）
好那时世界又恢复正常了。”马上可
调整，在与冠病共存的情况下，继续过生活。
调整，在与冠病共存的情况下，继续过生活。
CPG建筑设计署副总裁杨宏博。（CPG
Consultants提供）
分成更小空间，分散在校园各处，同
操控，专安置康复和情况稳定者的社
预见的改变是：“许多建筑空间会趋
预见的改变是：“许多建筑空间会趋
调整，在与冠病共存的情况下，继续过生活。
好那时世界又恢复正常了。”马上可
好那时世界又恢复正常了。”马上可
预见的改变是：“许多建筑空间会趋
验有了更高的要求，售卖非必需品的
调整，在与冠病共存的情况下，继续过生活。
向采用无触碰的自动装置，如动作感
时必须设计额外的连接路径，避免各
区性质隔离设施，也将成为医疗系统 向采用无触碰的自动装置，如动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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