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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得2019夏・協⼒力造屋⼗十三堂課 

今年不斷被敲碗的「汗得2019夏．協力造屋十三堂課」來啦！ 
全新的一季，全新的設計， 
全面探討節能建築的未來趨勢，讓我們一起連結最有力的新知與實作！ 
由汗得全體夥伴共同投入的課程，師資陣容文武雙全。 
社長胡湘玲、工頭執行長韋仁正、資深業師，還有參與協力造屋的前輩們，共同帶領。 

從2003年開始的汗得協力造屋， 
開啟了特殊的工地文化與對話現場，讓蓋房子不只是蓋房子。 
在投入建築營建與修復老房子的過程中， 
汗得結合文化、工法、材料與友善的態度，發展出被動式房子的新典範。 
同時，透過公民電廠的社會實踐、 
汗得建築工事實驗教育機構成立，青年教育的基礎愈來愈成形穩固。 

胡湘玲社長的《太陽房子》， 
是成就台北市立太陽圖書館暨節能展示館 — 夏天不必開冷氣的機緣。 
這是台灣第一棟以被動式設計／建材完成的低耗能建築， 
可以節能80%的效率達成冬暖夏涼的舒適健康與安靜。 
在2017年裝置完成50千瓦的太陽光電系統後，正式成為產能大於耗能的「正能源房子」。 
這一季的課程，我們將在這裡，學習「協力造屋十三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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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曾有過這樣的夢想嗎？和家人、朋友一起，捲起袖子親手蓋起健康又舒適的好居所，可是計畫
的第一步要如何開始？在土地正義的前提下，你渴望能源自主，該如何實踐友善環境的正能源房子
呢？面對愈來愈極端的氣候環境，如果你期待能夠有效使用能源，生活在健康舒適又靜謐的空間。 
如果你願意彎下腰、捲起袖子、耐著性子，一起實作！如果你願意開放自己，一起認識現在建築發
展與未來居住趨勢。那麼，就從這裡開始吧！ — 「汗得2019夏．協力造屋十三堂課」。 

協力造屋十三堂課，和大家一起，用最新的知識和最有力的雙手，進入蓋房子的世界。 
我們從能源的角度來打造舒適家居，運用不同的材質，探究建築的各個構件、結構、空間。 
從傳統工法學起，也認識現代科技；考量使用需求，也在意環境友善。 
讓蓋房子成為我們的溝通方式。在終有一天可以開始蓋自己的房子時，能夠帶著十三堂課的知識，
蓋出讓人安居、讓土地安心、讓社會安靜的好房子。 

‧課程大致上將分為五個部分 
（一）講師開講：觀念的講授，掌握造屋的關鍵要點。（二）示範操作：各式材料展示、說明與示範操作。 
（三）Do It Ourselves：實際操作不同的材料與工法。（四）有問必答與討論：自由發問和小組討論將能深
刻課程內容。（五）課外協力好夥伴：課堂後或週間時間，邀請相關領域人士分享專業、參與議題討論。 

【課程主題】汗得協力造屋的哲學、土地與居住的正義、基地的分析、工具的使用、樑柱的結構、 
永續的建材、屋頂的學問、牆體的秘密、門窗的科技、自然的塗料、電路的安排、再生的能源、家具的製作 

【上課日期】2019/6/1-6/2、6/15-6/16、6/29-6/30、7/13-7/14、7/27-7/28、8/10-8/11 
（隔週週六、週日 09:00-17:30。） 

【上課地點】太陽圖書館暨節能展示館（ 知識課程）汗得大溪699工務所（實務課程） 

【參加對象】期待能源自主，並且渴望用自己雙手打造舒適安居的「正房子」的朋友。 

【開課人數】15人，即日起報名至額滿為止。 

【報名與費用】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hddQqadH5mjh2J72A 
- 原價 35,700元/人（含講師費、材料費、大溪課程的餐點費） 
- 早鳥優惠價（5/15前完成報名繳費）：32,000元/人 
- 兩人同行：30,300元/人 
- 學生優惠價：28,500元/人，學生減免請洽汗得學社提案hand@hand.org.tw 

【時數與積分】部分課程可認證為建築師研習積分、汗得建築工事實驗教育機構教師培訓課程、環保署環境
教育終身學習網學習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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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畫 

⽇日期
地點

6/1（六）
台北太陽圖書館

6/2（⽇日）
台北太陽圖書館

6/15（六）
⼤大溪699⼯工務所

6/16（⽇日）
⼤大溪699⼯工務所

主題 第⼀一課 協⼒力造屋的哲學
第⼆二課 ⼟土地與居住的正義
第三課 基地的分析

第四課 樑柱的結構
第五課 ⼯工具的使⽤用

結構的
機能空間實作課

9:00-10:30 汗得協⼒力造屋的 
經歷與⺫⽬目的

太陽圖書館
導覽介紹

• 結構的形式與特性
• 各種⽊木結構之優缺 -
德式、⽇日式、穿⽃斗式

• 結構的社會性格

結構的
機能空間實作課

11:00-12:30
從協⼒力造屋到 
建築⼯工事實驗教育
機構的成⽴立與⺫⽬目標

⼟土地正義
協⼒力造屋案例分享

⼤大⽊木⼯工具的使⽤用與
保養、操作⽰示範

結構的
機能空間實作課

13:30-15:00 學員的認識與分享
重新認識⼟土地的過程-
氣候、地理、⼟土
壤、⽂文化

參訪汗得⼤大溪699⼯工
務所、設備與機具

結構的
機能空間實作課

15:30-17:00
為什麼協⼒力造屋13
堂課？

地基的⼯工法邏輯、
操作圖解

結構的
機能空間實作課

結構的
機能空間實作課

17:00-17:30 有問必答/⼩小組討論 有問必答/⼩小組討論 結構的
機能空間實作課

結構的
機能空間實作課

18:30-20:30 資深業師分享時間
（⾃自由參加）

資深業師分享時間
（⾃自由參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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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畫

⽇日期
地點

6/29（六）
台北太陽圖書館

6/30（⽇日）
⼤大溪699⼯工務所

7/13（六）
台北太陽圖書館

7/14（⽇日）
⼤大溪699⼯工務所

主題
第六課 永續的建材
第七課 屋頂的學問

屋頂隔熱的
機能空間實作課

第⼋八課 牆體的秘密
第九課 ⾨門窗的科技

牆⾯面隔熱的
機能空間實作課

9:00-10:30
• 傳統與現代建材總覽
• ⽊木材的性質與其能
源考量

屋頂隔熱的
機能空間實作課

• 牆體的功能
• 牆體填充材的歷史、
技術、建材介紹—⽰示
範教學 

牆⾯面隔熱的
機能空間實作課

11:00-12:30 隔熱材的介紹與⽰示範 屋頂隔熱的
機能空間實作課

• 協⼒力造屋牆體⼯工法與
其技術性及社會性

• 慣⾏行的內牆與外牆
隔熱的施做＋被動
式房⼦子的作法—⽰示
範教學

牆⾯面隔熱的
機能空間實作課

13:30-15:00
• 屋頂的功能、形式
與社會性

• 屋頂隔熱的施做
屋頂隔熱的
機能空間實作課

• ⾨門窗的美學史也是技術史
• ⾨門窗⼯工業⽣生產的標準
化、台灣⺫⽬目前的⽣生產與
施作狀況

牆⾯面隔熱的
機能空間實作課

15:30-17:00

• 屋頂防（漏）⽔水的
物理與哲學

• 被動式房⼦子的作法
—⽰示範教學、案例
分享

屋頂隔熱的
機能空間實作課

• 太陽房⼦子窗⼾戶的功能
• 被動式房⼦子的窗⼾戶設計
• ⽊木窗框的隔熱與防⾬雨—
設計圖解

牆⾯面隔熱的
機能空間實作課

17:00-17:30 有問必答/⼩小組討論 屋頂隔熱的
機能空間實作課 有問必答/⼩小組討論 牆⾯面隔熱的

機能空間實作課

18:30-20:30 資深業師分享時間
（⾃自由參加） - 資深業師分享時間

（⾃自由參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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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畫

⽇日期
地點

7/27（六）
台北太陽圖書館

7/28（⽇日）
台北太陽圖書館

8/10（六）
台北太陽圖書館

8/11（⽇日）
⼤大溪699⼯工務所

主題 第⼗十課 ⾃自然的塗料 ⾃自然塗料的
機能空間實作課

第⼗十⼀一課 電路的安排
第⼗十⼆二課 再⽣生的能源 第⼗十三課 家具的製作

9:00-10:30

從⽂文資⾝身分到環境⾝身
分 — ⽼老祖⺟母配⽅方的
⼯工業化、其意義與社
會性

⾃自然塗料的
冷瓷、

機能空間實作課

• 電路的邏輯
• 家⽤用插座、開關、電
燈的設置與切數  家具的實作課

11:00-12:30 塗料由來、層次、成
分的說明

⾃自然塗料的
冷瓷、

機能空間實作課

• 電線顏⾊色功能 — 插
座開關與切數判斷

• 電線的壓接技法 — 
⽰示範教學

家具的實作課

13:30-15:00 ⼩小實作
⽊木頭與⽊木油

⾃自然塗料的
冷瓷、

機能空間實作課

• 再⽣生能源總覽
• 建築整合太陽能系統
• 公⺠民電廠的實踐 ：⼀一⼈人
⼀一千⽡瓦與公⺠民電廠的未
來

• 為什麼⼩小型太陽能

家具的實作課

15:30-17:00 ⼩小實作
灰泥塗料

⾃自然塗料的
冷瓷、

機能空間實作課
• 太陽光電的原理與應⽤用

— 太陽光電、太陽熱能 家具的實作課

17:00-17:30 有問必答/⼩小組討論
⾃自然塗料的
冷瓷、

機能空間實作課
有問必答/⼩小組討論 家具的實作課

18:30-20:30 資深業師分享時間
（⾃自由參加） - 資深業師分享時間

（⾃自由參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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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交通方式】 
大溪699工務所│桃園市大溪區康莊路699巷1號 (至善高中旁) 
• 自行開車 
1. 國道一號（中山高速公路）由 66 號快速道路往大溪方向直行到底→至員林路口左轉後直行到底

→右轉介壽路下坡→左轉武嶺橋→左轉信義路→右轉中華路→三叉路口轉康莊路 
2. 國道三號（二高）平鎮大溪交流道下往大溪方向直行到底→至員林路左轉後直行到底→右轉介壽

路下坡→左轉武嶺橋→左轉信義路→右轉中華路→叉路口轉康莊路 
• 大眾運輸建議路線： 
1. 搭火車至中壢或鶯歌站，搭往大溪總站；轉搭乘計程車約5分鐘。 
2. 捷運永寧站，搭公車710，至大溪老街，轉搭乘計程車約5分鐘。 

太陽圖書館│台北市萬華區青年路65號2樓 (位在青年公園） 
1. 公車 - 公車站牌名稱「青年公園（青年）」 
（經過此站牌的路線：12、205、212 直、212 夜、630、棕 22、藍 29） 
2. 捷運龍山寺站 → YouBike （約 15 分鐘） 
3. 火車萬華站 → YouBike（約 10 分鐘） 

【報名方式】請填寫報名表單：https://forms.gle/b41uoE5eFqbDL61f7。或傳真至02-2337-7862（⽬目
的、︑姓名、︑電⼦子信箱、︑聯絡電話）。報名先後順序以繳費日期為準。主辦單位收到報名表後，將發
送報名通知信至您的郵箱，並為您保留名額三日（以通知信發送日期為準），請於三日內完成繳費 

【繳費方式】請在收到報名成功通知信後三天內完成繳費，以保留上課名額。 
銀行轉帳：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汗得文化協會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忠孝分行（銀行代號011） 
帳號：20102000030220 
完成轉帳手續後請將單據回傳（電郵、傳真：02-2337-7862）， 
收到回覆後即完成繳費手續。 

【退費相關說明】 
若報名者因個人因素無法參與活動，請及早告知主辦單位，以便為您辦理退款事宜。 
退還標準： 
1. 活動開始10天前通知者，退還活動費用80%。 
2. 活動開始10天內通知者，退還活動費用50%。 
3. 活動開始後，恕不退費。 

報名後有任何疑問請洽汗得學社：02-2337-9862（周二、週三、週五 10:00-12:00、13: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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