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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上我們的第二堂課，那第二堂課其實就是我們那個經典十講的第一

堂，也就是第一講，那我們今天最主要要上的就是基提恩(Giedion)的時空建築。

時空建築上次在整個大方向已經跟各位談過。這學期的十本書中，與時空建築成

對的就是建築的七盞明燈，這兩本書基本上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態度，一個是對於

技術也就是工業革命後建築的發展，對於建築史、建築藝術的影響非常大，所以

基提恩(Giedion)也就是利用歷史現實的觀點來看整個技術歷史的演變。這個演變

其實是非常技術論的，他把技術跟社會所有發生的事情合併在一起來看，建築在

19世紀到20世紀這一百多年來所發生的事情，幾個重要的里程碑，幾個重要的轉

捩點，那當然這轉捩點會跟下禮拜要談的羅斯金(Roskin)的建築七燈做比較，那

建築七燈提出了七個建築的準則，他所看到的問題是工業革命發展之後，整個建

築在手工藝的技術慢慢蕭條，整個建築從藝術性轉成實用性，他非常非常緊張，

所以羅斯金(Roskin)用狄更斯在雙城記中的一句話：「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

壞的時代。」那個時代帶人走向天堂，也帶人走向地獄，走向天堂的原因就是19

世紀工業革命之後，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工業技術的發展會讓建築有非常美好的

未來、美好的前程。羅斯金(Roskin)則認為最壞的時代也是在這個時候，因為當

大家一味的往前看的時候，建築可能有很多的傳統都會消失。 

 

  我們今天第一講的所要談的重點是基提恩(Giedion)這個人所提出來的事情

與羅斯金(Roskin)的建築七燈剛好是對立面，基提恩(Giedion)是用一個非常樂觀的

角度來看。當然基提恩(Giedion)的這本書並不是在19世紀談出來的，他其實是在



 

20世紀初到20世紀中的時候談這本書，所以他已經看到在1951年在水晶宮建成之

後之後，工業革命發生80年到100年後對建築產生很大的影響之後，他的確看到

建築有一個新的、不同的面向，所以他用這樣的方式看待這樣的事情時，發現建

築歷史絕對逃避不掉建築技術革命性的建樹與成長，跟羅斯金(Roskin)那本書在

1849年，是剛要開始的時候，那種悲觀的、緊張的態度是非常不一樣的。所以我

們才會在今天先從基提恩(Giedion)這本書談起，雖然他出書的時間遠遠晚過下裡

拜要談的建築七燈，可是我們從這兩個觀點來看，可以看到這兩個對比性的關

係。 

 

  我們今天看的這一本書叫做空間、時間、建築(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

他在談一個新傳統的成長，所謂新傳統在基提恩(Giedion)的概念裡，他不是一個

完全抦棄建築歷史論的人，他是一個歷史學家，他非常非常重視歷史，他不是一

個科技至上、未來主義的人，他非常強調建築傳統重新再一次的發展(Develope)，

所以他把傳統定位在他要用大量的論述來談建築歷史，可是他在這邊談到一個叫

做新傳統(new tradition)的概念。他認為建築永遠在往前走，只不過在十九世紀到

二十世紀這個往前走的過程中，加入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技術。這些技術促

使原來的建築歷史有機會走向另一個高峰，這是他非常重要的概念。他把建築放

在兩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一個是時間，另一個是他希望每一個不同時間的發展改

變了空間的形態，這空間的形態改變了建築史的一種新發展，所以大家要看這本

書的時候，基本上要先理解這本書的基本態度，還有他的位置跟基本論點。 

 

我還記得上個禮拜，我提到有兩本書其實是非常重要的，所謂的Hard Core 

Architect，對一個受到完整建築專業訓練跟專業學習的人特別重要，對我的影響

也是滿重大的，我會希望大家如果在未來的不要說三年，未來的十年內，有空的

話其實要把這兩本書精讀。我所有建築歷史的理論，最重要的核心基礎知識，大

概都架在這兩本書，一本書是就是我們今天講的基提恩(Giedion)的時空建築，另



 

外一本書就現代建築史(Modern Architecture)是一個建築史論，是Frampton講的近

代建築史。這兩本書最大的不一樣是Frampton的現代建築史從頭到尾是一本非常

完整的書，只不過Frampton在談到這本書的時候，比較以建築歷史與當時的社會

政治型態出發，所以你在看Frampton時，幾乎要了解在歐洲本土的近代建築史。

我們都知道從二次世界大戰後，整個歷史重心從歐洲轉向美國，所以美國才變成

一個近代建築史的一個主要發言對象。可是在那之前，整個建築史的脈絡都架在

歐洲本土上面，所以我們要談近代建築史，或是所謂現代建築(modern architecture)，

大概80%都是架在歐洲體系的，包括希臘、羅馬、文藝復興、歌德、巴洛克到啟

蒙時代，一直延伸到工業革命，一直到現在的現代建築史，都是架在歐洲系統的。

當然我也會跟各位講，大家所理解的建築史，或我跟大家所談的建築史應該說是

一種歐洲文明的觀點，不見得全世界的建築脈絡都架在這種觀點上。此外中國、

印度、伊斯蘭教、阿拉伯、南美的建築史等，這些建築其實都是在歐洲版圖之外，

不可缺的一部分，可是建築本身他的核心理論都架在歐美體系裡面，所以我們這

次所談的都是所謂歐美的、西方的建築史為觀點，而且是以基督教文明的建築觀

點，而不是以其他文明的建築觀點。 

 

基提恩(Giedion)用時間的脈絡來談史論的觀點，最重要的就是今天所講的這本書

空間、時間、建築。他是一個跳動式的歷史觀，他的歷史並不是一個漸進的、按

照時間軸往前走的，他其實是拉著各個時代不同的里程碑，各個不同時代的建築

貢獻、建築發展或是技術的影響，他把它拉成一個線，這個線是一個跳動的。基

提恩(Giedion)認為所有的歷史常常不是我們認為的這個正史，我們常說撰寫歷史

的人都有他自己的觀點。所謂的正史，就是他有一條主流性的思考脈絡，他認為

建築或歷史是這樣發展的，但歷史其實是需要很多的旁史，他其實是很重要，有

很多所謂做主論史觀的人，他可能認為某些事件是值得被談論的，但某些常常被

人談論到的事情，卻沒有被放到歷史譜系裡面。而我們研究各種不同歷史的時候，

如現在我們的博碩士論文，最常研究就是尋找一些從來沒有被注意過、延續過的



 

現象中重要的點，這些點會成為博士論文的議題，這是做任何歷史理論非常重要

的眼睛（觀點）。你永遠要相信正史裡面其實有很多東西會比表面更重要，也就

是比水面的表層更重要。我們常說你看到水面上面的島嶼，其實島在水面下的那

一塊，會比水面上的那一塊還要大，而大的那一部分只是沒有浮出水面而已。基

提恩(Giedion)最大的貢獻就是在尋找那些島，在水面之下還有哪些事情是可以變

成我們要注意的點。 

  我們先來談基提恩(Giedion)這個人，我們在整個十講裡面，基本上會講的是

十個系列的書的導讀，討論它的價值，它不是全面的，它是單一的，針對這本書

的論述去做討論，那我們的架構基本上會有三種不同的架構，第一個基本上我們

每一堂課都會跟各位談的就是這個作者。你們必須要了解這個作者的觀點是架在

什麼上面，而且了解這個作者的背景非常重要的點是，你們要瞭解這作者的出生

年代，他是在什麼時後出生，他的精華期在什麼時候，他在何時死去，為什麼要

理解這個事？因為所有跟建築有關的理論，你大概很難把他的理論抽離在那個時

代討論，因為尤其是建築，我們說建築，最重要的責任，就是在他那個時代設下

了它的時代觀點。包括我們現在的建築師，在做建築時不只是光追求那個美而以，

非常重要的點是每個建築師都在思考他的定位，他居於這個時代的位置點，他對

未來的看法，他對歷史的觀點，或者他是踩在過去哪個巨人的肩膀上，他才有辦

法在這個時代裡面講出這種話。我們會談到他的角色，以及他的一生中有哪些作

品的脈絡，大概都發生在他所寫這本書的時代，也就是他的高峰期。非常重要的

點是，大家在這時堂課理解每個時代的時候，一定要把這十堂課連成一條線，下

堂課或下下堂課在講的時候，你就知道當他在出這本書的時候，下個建築師或下

下個建築師的觀點是什麼。歷史常常是傳承的，基提恩(Giedion)在寫這本書的時

候，另一個受他影響的人才20歲，20年後這了人會出一本書，而這本書就是他40

歲時的一個經典。所有的書都是互相影響的，所有書的論點都是互相辯證的，而

這些辯證關係有時是跨越10年或20年，有時候跨越一個大時代都有可能。 

 



 

  基提恩(Giedion)這個人非常有意思，他是一個瑞士籍的歷史學家，提到瑞士

我們馬上就會聯想到另外一個瑞士人就是我們第三講會談到的科比意，柯比意其

實是瑞士出生的建築師，但真正發揮他潛力的時候是當他到法國去，他到法國去

之後才真正在法國那片土地上建構出他的新的美學，我們稱為建築新精神。可是

實際上基提恩(Giedion)和柯比意他們是在同一個時期裡出現的，所以基提恩

(Giedion)在後期跟柯比意非常的近，幾乎可以說柯比意是他一手捧出來的，甚至

可以說歷史學家身旁都會有一些建築師，幫他們實踐建築美學的新觀點，而這兩

個人，一個成為所謂的評論家、史學家，另一個就成為建築師。他們的關係，尤

其在CIAM國際會議、現代運動時，兩個人幾乎是連成一條線，形成一個大的聯

盟。在第三講，我們談柯比意的建築新精神，談他在那個時代所發展出來的新精

神、所謂新的美學，其中很多觀點是可以跟基提恩(Giedion)的這本時空建築做比

較，基提恩(Giedion)就是在這樣的架構裡面。如果我們現在來看瑞士當代建築師

還有哪些是重要的，在當代裡面有兩個，一個是個人另一個則是團隊的建築師，

我們大概也可以理解一下，這兩個或許跟基提恩(Giedion)沒有甚麼關係。瑞士建

築師裡，我認為是當代最棒的建築師之一，叫做Peter Zumthor，那完全是用Tectonic

的方式來發展的，未來有機會可以跟大家講Peter Zumthor的project。另外一個瑞士

建築師則是Herzong & De Meurom雙人組，這兩個人其實受到義大利的影響也受到

瑞士的影響，那這幾個人都是我們當代可以讀到的。瑞士其實不大，建築師做的

東西強調簡單乾淨，並不是一個完全在談建築理論的國家，如果談理論，那法國、

義大利可能談的更多，但瑞士建築師是當代不可忽視的另外一塊重要的組。 

 

  那基提恩(Giedion)其實就是一個瑞士建築師，一個重要的評論家，他最重要

的角色就是促進現代建築往前走的人，那我們稱他為現代建築理論家裡面的先鋒、

一個先驅者。基本上現代建築裡面領先的概念或是現代建築如何承接理論的概念，

很多都在他的整個歷史架構可看到。他跟近代歷史學家最大的不一樣是他是一個

事實主義者，他所有建築裡面都非常強調所謂的事實主義，事實主義是他認為所



 

有的建築歷史架構常常建構在很多的事實上，這些事實不是思考理論，而是發生

的一些因為社會進步、發展等因素，產生的一些事實，這些事實或許不被當代的

史論家所重視，但對他而言是重要的。很多很多已經發生的事情，比如說溫室的

發展，當時只不過為了要很經濟的蓋出一個大棚架，所以發展出一個輕鋼鐵的技

術，讓這個棚子很快搭起來，這個在過去不曾有人提起。就像是今天我們台灣鄉

間的溫室，我們會看到很多園藝家跟商人為了經濟效益所發展出來的事實，一種

新的建築的事實或型態。或許我們不曾非常重視它，或著是我們在談台灣建築史

的時候，它根本不會坐落在一個重要的點上。基提恩(Giedion)這個人，他就會從

歷史的觀點來看，因為溫室是為了經濟所蓋出來的建築，而在20年後發展出來一

個建築叫做水晶宮，這個水晶宮為的是在很快的時間能夠蓋出一個萬國博覽會的

房子。水晶宮最後影響了整個現代建築，我們現在看到帷幕牆(Curtain Wall)等的

工業技術，或是建築必須要大量生產或模舉化，突然跳到另外一個轉淚點，而這

個發現就是基提恩(Giedion)的一個新發現，這個發現從水晶宮往前推一個事實，

而這個不是一般歷史觀點的人會做的事情，但這卻是基提恩(Giedion)很重要的觀

點，也就是基提恩(Giedion)與其他歷史學家最大的不同。他不同於一般的觀察家，

這個觀察家不會沉溺於我們剛剛講的主流脈絡的歷史觀點，他這些觀點都是能夠

激發靈感的事情，這對我來講也是非常具有啟發性，我也受他的影響非常深。所

以我們說如果當代也是贊成這樣的觀點，不排斥任何當代社會發生的現實，以及

現實社會的事實所激發出來的靈感觀點，把這些東西煉土成金，把一些沒有用的

東西做成實際的東西。當代也有人在做這樣的事，他叫Rem Koolhaas。我們說他

是當代的煉金師。尤其在他的理論，發現了很多不太起眼的事實，但這些裡面其

實都是很重要的歷史脈絡，所以他跨時代寫了一本書，叫做狂瞻紐約。他提到紐

約是現代主義的藝術實驗場，他提出的理論可能不是歷史學家的觀點，但卻是他

的觀察，他的觀察跟基提恩(Giedion)的觀點很像，全部都在現實裡面找到他的激

發潛力與靈感。他不只是一個歷史學家，更是一個觀察家。 

 



 

  基提恩(Giedion)有兩個人非常非常重要跟他拉成一條線，一個是柯比意（後

來成為法國建築師），一個是德國的建築師叫做葛羅培斯(Gropius)，他成立第一

屆的包浩斯(Bauhaus)，他的包浩斯所推崇的是現代建築技術與藝術結合在一起。

將手工藝的工匠、工業的技師與藝術家整合在一起，後來他到美國、到哈佛

(Harverd)成立了GSD(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今天我們看到美國的設計教育體

系，其中有一個建築的派系就是哈佛的建築教育，其中核心教育就是由他所成立

的。也因為這樣，在美國的建築教育非常重視基提恩(Giedion)這一本書的空間時

間架構。當然不能說他就是唯一，因為建築還有很多不同的面向，所以你大概可

以瞭解為什麼這個建築的架構到了美國的常春藤盟校(Ivy League)，正統的建築學

院裡面，基提恩(Giedion)的這本書永遠都有他的位置與貢獻。 

 

  基提恩(Giedion)所生的點到1888年到1968年，那個時候基本上就是後現代主

義開始的時候。我們都知道1968年就是學生運動最盛行的時候，我們知道有搖滾

音樂、嬉皮文化、普普藝術、學生運動，甚至有後現代主義。建築開始走向論述

主義。可是在1968年之前，建築最風起雲湧的是現代主義，是國際樣式(International 

Style)，或著是1920~1940年的那一塊前衛運動，那幾乎是基提恩(Giedion)去逝前

最重要的一塊。基提恩(Giedion)幾乎是現代前衛運動的一個先驅者、先鋒家，一

個非常重要的操盤手。他在1888年出生，1910年是全世界前衛現代運動最盛行的

時候，包括立體派、印象派、野獸派，大概都出現在他20歲的時候。到了1910~1920

年也就是他20到30歲的時候，正是全世界後現代運動最盛行的時候，這時候剛好

是他上大學的時候，也正是他最瘋狂、最熱情的時候。大家請記得這個時間點，

1888年出生，下禮拜我們談到的建築七燈寫在1849年，距離現在這本書40幾年，

也是羅斯金(Roskin)對於工業革命非常緊張、憂慮，認為那是最壞的時代。那個

時候基提恩(Giedion)剛好出生，再過60年他剛好是大學生，而他在這時間所看到

的建築，在他的成長期所養成的觀點其實是非常非常不一樣的。我們現在可以看

到他的背景，1916年他那時候跟大家現在差不多的年紀，那時剛好是現代藝術、



 

現代建築最盛行的時候。他那時候是專攻美術史，那個時候他到德國去學美術史，

他受到老師Heinrich Wolfflin對於歷史的見解，有非常非常重大的影響。他希望能

詮釋一個活的歷史價值，也就是所謂連續性的發展，建築學歷史不是把以前的東

西冰在那個時代。他認為所有的建築史都有可能在幾十年後在某一個時間點活起

來，所以他受到老師的影響，建構一個活的歷史價值，認為這些歷史價值必須要

在進步中，也就是和正在發生的現代事件產生關係。所有學到的歷史，都必須要

能夠看到它在現代事件中影響哪些東西，而且必須要是進步的、往前走的。他永

遠在問這件事情在未來會如何發展，所以他會把所有事情切開來。這個動作非常

重要，就是他認為時間並不是14世紀的東西必須要沿著15世紀繼續往下走。他認

為時間空間會跳開來。他認為14世紀的某一個觀點直接跳到16世紀，中間間隔兩

百年也沒有關係，到了16世紀忽然跟14世紀產生某一條連線，之後好像也沒發生

什麼事，但到了18、19世紀好像又冒出來一個新的事件，這些事件都靠空間作聯

繫。因為空間的價值，讓這些不同的時間點產生連續性，所以對他來說時間是跳

動的，時間不是一個連續點。跟我們看到的所謂學建築史論，建築史的這些學家

們認為時間必須要是連續的狀態，觀點不太一樣。 

 

  基提恩(Giedion)認為時間與空間的關係，判斷其價值的都不是社會的歷史現

象，他所判斷的觀點都來自抽象與美學的標準。他是一個非常重視空間、抽象美

學的歷史學家，有的人認為他的觀點主觀且武斷，但對他而言，他將兩個事實的

觀察點拉在一起的原因叫做空間美學觀點，而不是歷史。這對建築師而言非常重

要，我們常說建築師包括我所講的美學都是主觀的、沒有道理的、無法被打破的

觀點。如果我講的話給歷史學家聽，充滿了各種不同的缺點可以被打破，因為那

個邏輯不對，因為我們常說創造是來自於誤讀，你讀錯某些歷史、讀錯某些脈絡，

給你某一些概念、某一些印象，之後突然冒出某一些理念。這些理念可能是創作

時非常非常重要的激發點，所以歷史學家有時候沒辦法作為一個創作者，因為他

承接在一個歷史脈絡裡。可是創作者不太一樣，創作者可能會因為一個點與點，



 

來自A跟B之間的關係，激發了思想，之後創造出第三個點。基提恩(Giedion)不但

是一個歷史學家又是一個觀察者，所以他的論點企圖在這兩個方向裡找出實證、

證明，他不像某些創作者，想到、誤讀就做了。他企圖從這脈絡中找到證據，但

創作者不需要做這件事，創作者只要覺得這個事情可以做就做下去了，這就是為

什麼有那麼多建築師受到他的影響。 

 

  我們在這十講裡，大部分的著作都是在作者40歲時的創作。40歲幾乎是所有

創作者的最高點，哪怕你是一個藝術創作者，哪怕你是一個史論家，40歲都是你

的高點。40歲之後，你可以有成熟的基礎、成熟的年紀、成熟的觀點繼續往前走。

40歲是最具爆發力的那個點，因為40歲時你已經有了一些經驗，到了那個點要爆

發出來，你幾乎可以把你15年來沒有做過的事情，一次整合在一起，變成在一件

事情，那個時候的爆發力其實是非常夠的。40歲之後則是慢慢累積智慧，請大家

記得我之後跟你們講的每一個人，每一個人大概都會在這時間點爆出一個對於歷

史最重要的轉淚點，所以請大家記得你在今天20幾歲到30歲之間，不要跟你的同

學比，不要去想你來不及。你只要想一件事情，你要把你所有的理想設在40歲，

過了40歲你就要很緊張了，像我現在就很緊張了，緊張得不得了，緊張到有點沮

喪的程度。你一定要把你的時間點設在10幾年後，那個點是你要對你的人生或是

這個時代，說一句屬於你自己的話。基提恩(Giedion)在40歲的時候參加了一個會

議，這個會議幾乎影響了整個建築史，這個會議叫CIAM(Congress International of 

Modern Architecture)，他在CIAM中從第一次會議到第十次會議都擔任秘書長的角

色。CIAM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責任就是將現代建築推廣到全世界，所以我們說今

天我們比較常看到比較完整的國際樣式(International Style)，最重要的推手就是基

提恩(Giedion)。從這裡大概就可以知道他對這個時代的影響力有多大。 

 

    1968年就是他死去的那年，大家都在批評現代主義，也把他指為最重要

的元兇，可是實際上要大家記得CIAM的現代主義是非常棒的，是後來從歐洲到



 

美國後才開始墮落，才開始變成現在幾乎沒有論述點的概念。所以整 個現代建

築還是有所謂的高峰期跟下降期，所謂的高峰期就是在CIAM剛開始的時候，那

個時候是現代主義最重要的高峰期，從1928年到1968年，現代主義發展40年後，

整個現代主義開始走下坡，才會有所謂的後現代主義的發展，可是不要因為這樣

子就忽視了CIAM當時在世界風起雲湧，就是因為這個時間點所架出來現代建築

的觀念，對世界影響非常大。 

 

    再來看他的45歲，他經營了CIAM五年之後，在參與了雅典會議後，他提出

現代主義的美學與抽象的美學，再次的往前推，推到非常大的史觀，這個史觀所

面對的是一個都市問題，所以他幾乎在雅典憲章，幾乎提出了所有都市的所有觀

點，當然這後面有一個操盤手，這個操盤手叫做柯比意，他把這個都市觀點堆展

到全世界，包括我們現在看到的建蔽率、法規等都是當初在CIAM所推出來的，

他把都市與建築拉在一條時間上，所以我們在都市時間建築這本書裡，後半段，

後面的幾章幾乎都在談都市，也因為他個人的vision擴張到整個都市觀點，可是

請注意他的都市觀點非常空間，不是一個都市計畫人所做的觀點，是一個都市設

計、從建築觀點來談到都市空間的概念，這個我們會再跟各位談。 

 

他會從35歲到50歲之間，他在50歲1938年的時候到哈佛去當客座教授，這時候他

就出了這本書──空間、時空、建築。他到哈佛、MIT、ETH去教書，所以我們

到今天為止，這聽起來好像就跟我們交大一樣，不是哈佛就是MIT就是ETH，所

以這個核心脈絡裡面當初基提恩(Giedion)所架構出來的、所影響的就是這些學校，

這些學校當初被稱為現代主義的先鋒，創造了所有現代主義的完整的論述。 

 

六十歲，他正式到ETH，回到瑞士裡面當正式的教授，然後68歲，開始大量的跟

柯比意、葛羅培斯等這些世界上最棒的建築師，建構了建築的論述與發展。如果

我們今天說現代建築的五個大師，你可以喊出路康、萊特、Alvar Allto、Mies、



 

柯比意五個，在加上旁邊還有葛羅培斯這些人，而這些人很重要的大推手就是基

提恩(Giedion)，基提恩(Giedion)他把他這本這麼厚的空間、時間、建築，一一的

在論述這些人是多麼好，這些人如何從以前的歷史，收納很多歷史觀點、古典建

築的精華，變成現代建築的裡面，而他也成立在倫敦當代藝術中心的一個團隊

independen group，是非常具有前衛性的藝術團隊。 

 

那這個是我們知道他從20歲到60歲，每一點都創造出一種新的概念，這些概念裡

有兩本書是非常重要的，一本是我們今天談的空間、時間、建築（1941年），他

當時53歲。大約是在他40歲最高峰期建立了CIAM，到了1941年53歲時寫了空間、

時間、建築。再過7年寫了機械化的決定作用，這兩本書基本上概念上接近，但

脈絡不一樣，第一本都是在談大的歷史架構，企圖把他的理論跟古典連在一起，

跟幾個建築大師連結在一起，成為一個理性架構，跟都市設計開始變成一個新的

論述，另外一本書在談機械化的決定作用，他說機械化之後，也就是在講工業革

命之後，對人類各階段的影響，這個影響一樣架構在他的空間、時間、建築，企

圖在歷史跟當代之間找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共通現象。對他來講歷史是

他尋找共通現象非常重要的資源，現代是一些生活進展中的現實。因為我們需要

的這些現實所碰到的ㄧ些問題，所以我要用一些歷史中的案例來解決一些問題。 

 

歷史上的案例為什麼可以讓我們來利用呢？因為在歷史上不管在不同時代，各種

不同文化的事件所發展的美學，都有一些共通現象，這些共通現象都是可以應用

在現代。這些連結對他而言是很好的，他是用正面的看法與觀點去對待機械化的

工業革命。這跟我們下周要談的這個羅斯金(Roskin)的建築七燈，一直在抵抗工

業革命是兩個不同的態度。 

 

那在1954年，他出了葛羅培斯的一個作品集，那我們知道他之前幫柯比意，之後

幫葛羅培斯，建構出他們的現代建築理論。到了1950年之後，葛羅培斯因為戰亂



 

他就逃到harverd去了，所以他可以說是瑞士、歐洲的歷史學家，直接與美國的現

代建築連成一條線。這是基提恩做的很重要的貢獻。 

 

好，我們現在來談這一本書，這一本書我們先來看他主要是以比較觀點來描述，

他不是一個連續性的，他是一個比較性的，也是我剛剛所講的他是用不同的時間

點，希臘的巴特農神廟，跟文藝復興的某個案子，跟現代建築，三個東西它稱為

一個歷史，他認為這是比較的，甚至是找到共通現象來創造它的歷史觀，如果去

年有舊生聽過我的建築史，就會發現有一些主觀的觀點，把某些案例連在一起，

如果從歷史學家的觀點來看，其實不一定成立，可是為什麼我會用這樣的觀點來

講這些案例。基本上影響我最大的就是基提恩(Giedion)，他如何用比較方式來建

構一個藝術跟建築空間的延展性。他非常重要的是對於任何建築歷史，他都會談

到空間的概念。我跟台灣的教建築史的老師不太一樣的是，我似乎在談建築歷史

背後的社會關係不夠多，但是我幾乎所有建築史的案子，我都會談到平面、立面、

剖面，我會去談他的空間。對我來講，我自己是一個創作者，我更好奇的是每一

個時代的空間概念，來理解空間概念對於歷史的發展影響。這個概念也是受到基

提恩的影響，如果比較起去年我的課，會發現我那樣的講課方式非常接近基提恩

(Giedion)，因為我受他影響非常大。所以你可以用那樣的方式理解基提恩在寫空

間、時間、建築的方式，不太像其他的歷史學家。他用大歷史襯托具體的現象，

每一個時代都有建築現象的里程碑，他用這些建築現象的里程碑，來詮釋現代的、

各種不同的觀念，這些觀念背後都有ㄧ些具體的建築現象，不只是社會現象，而

是建築現象。那個建築現象有時候還不是跟歷史很有關聯。把那個歷史上的建築

現象一個一個分析，用空間的概念來分析，最後都是在呼應這個時代，對他來講，

時代性就是在建構這個時代所需要解決的問題，任何歷史都是被比較性的拿過來，

來呼應整個時代架構的。 

 

所以上禮拜我跟各位談過的，他在談恆跟變，他在談持續性的跟立時性的，他認



 

為建築是一個連續性的發展，是隨時在改變的，他很強調那個變。他不見得在談

建築歷史的時候，談一個凝固的建築歷史。我們常常會說喔，這個建築非常棒，

這個萬神殿之所以棒，是因為那個時代背後的社會價值。可是對他來說萬神殿的

價值不是只停留在那個階段，他認為萬神殿的棒，很可能會影響了現代的路康的

圖書館（Exeter Library），所以他把圖書館的這個類型，變成叫做知識的萬神殿，

他把這個現代的圖書館與兩千年前的萬神殿連成一條線，這條線是持續在運作的，

這條線就是在談建築的恆與變，利用建築的本質連結時代跟時代間里程碑跳動的

那一條線。這條線對他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整本書是從希臘文明開始一直

到文藝復興，文藝復興是他非常大的重點，因為他認為文藝復興是西方古典建築

裡面最重要出現的、完整呈現的大一統，是一個完整的面貌。從那個完整面貌轉

變成現代建築，他的目標也就是古典建築從希臘羅馬一脈相傳到文藝復興所建構

的理論跟美學，到底跟現代有什麼關係，這是他最感興趣的，所以他感興趣到花

了很大的篇幅在第二章第三章大量的告訴你什麼是文藝復興的建築史，大量的告

訴你文藝復興之後的巴洛克，你會說為什麼在談現代建築會大量談到文藝復興的

建築史，會說到巴洛克建築，他在鋪陳文藝復興、巴洛克那些他所重視的歷史現

實跟當初的空間架構，在鋪陳第四章談到的現代機械發展之後，新技術、新時代、

新傳統的時候，承繼了文藝復興甚麼樣的歷史，這樣的架構。 

 

所以這些東西在他第三章、第四章的時候就會拉成一條線，請大家在念的時候，

要特別特別注意，才知道為什麼突然從文藝復興跳到工業革命，中間發生的歷史

事件他不會特別告訴你。這當中他跨越了規畫、都市計畫、都市規劃，跨越了建

築，甚至他面對工業革命的時代，所面對的新技術、新傳統，必須架構在工業技

術上，這些事情是要跨越在同一條線上。最後他要跨越藝術、藝術史觀，所有的

前衛思考裡，把技術跟藝術和在一起，請大家記得，建築工業技術與藝術，在第

四章與第三章會再講一次。第三講會談到柯比意，柯比意談到建築新精神，也是

跨越工業技術、藝術與建築。第四講Bauhaus，一樣也就是跨越在工業技術、藝



 

術跟建築，所以你可以知道除了羅斯金(Roskin)所提到的建築七盞明燈外，其他

的三講課程都在那之後，知道工業革命後的現實是不可避免的，大量把工業技術

回歸到藝術與建築上，所以我常說前面的四講是兩個雙胞胎，是一個整個大的脈

絡來架起這樣的關係。 

 

 

我們再回到空間時間建築這本書，我每次都會講這本書的大剛，以及這本書的背

景與其影響，那我另外一個一定會跟各位講的就是目錄。我上禮拜也跟各位談過

這個目錄，這個目錄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硬要把這個目錄切成幾塊的話，可以切

成四大塊，從剛開始的導言，在談他定位這本書如何看待歷史，這個導言架在二

十世紀的40年代，對於新的現代建築運動有非常大的期待，可是相對地也有非常

大的憂慮。所以第一章節的導言就是談到他對建築的希望與憂慮，在距離建築七

燈後的將近一百年，他提出他的憂慮也提出他的希望，非常樂觀的希望。所以下

星期談的羅斯金(Roskin)，在這100年前也是提到這兩邊的憂慮與期待，跟100年後

的空間時間建築，這個時候工業革命已經發展成熟了。兩個人的憂慮是非常不同

的，因為這兩個是兩個時代的人，最大的不同點，這是非常重要的。 

 

空間時間建築的第一部分是開始談歷史，他把歷史架構在生活一部分，不只是

living，還談到use。我們生活是要面對生活的使用、面對生活的現實，包括經濟

效益、包括使用的功能、包括面對都市或時代的機能問題，所以他不認為歷史只

是人文、政治脈絡，他還認為是平民的、一般的社會現實裏面的生活，譬如Housing。

這個Housing的策略，在1930、1940年開始建構社會主義的住宅運動，這個住宅運

動建構了歷史，這是社會住宅建構的一個社會運動，所以歷史是架構在一個連續

的、一直在變動的生活價值。這是他剛開始的引言，建構一個歷史觀，建構這個

時候的憂慮與希望。如果你們沒有時間，我建議大家一定要看第二、三、四章。

他平鋪直述的告訴你我們的建築遺產在哪裡，他大量談到希臘羅馬，包含羅馬的



 

都市計畫、巴黎的都市計畫、凡爾賽的都市計畫、文藝復興的美學觀點、文藝復

興的透視圖。他大量談到古典建築所發展出來的空間、美學與技術。在這個章節

他都在談建築史，但是這個建築史並不是我們談到史論的建築史，而是在談空間

的建築史。接著他就跳到新潛能的演進，都在談技術觀點，在談工業革命之後給

我們新的材料與技術的觀點，雖然有點跳躍，因為他企圖在第二章跟第三章當中

抓出一條線。建築本身所要面對的就是這兩件事情，面對新技術不可逃避，面對

歷史遺產的空間美學，兩件事情建築師都要非常精確地面對，還必須要面對生活

的現實，才能建構出新的建築。後來他談到美國工業的發展，大家都知道美國早

期影響最大的就是芝加哥學派，在歐洲都沒有人蓋高層建築，在美國突然開始蓋

起高層建築，原因是因為芝加哥大火，大火之後需要大量的蓋房子，大量採用鋼

鐵、玻璃來蓋大樓，創造了一個新的建築現實，這個現實在歐洲是沒有看到的。

這件建築現實並不是從歷史觀點來建構的，這是從需求觀點來的，為了要快速地

重建高密度的芝加哥城市，大量的轉用工業技術，創造了一種新的建築觀，影響

了我們當代看到的建築，這都是到了美國的發展。 

 

第六章他專門談建築師，專門談美學，他談到很多建築師Alvar Allto、Frank Lord 

Wright、柯比意、Mies Van der Rohe，用這些建築師來單談建築師，談到這些建築

師如何用了技術、如何用古典的建築遺產創造了他們的藝術觀，所以這就是我們

剛剛所講的把三件事情，技術、建築與藝術綁在一起。這綁在一起不是用建築的

歷史觀點，他企圖用各種建築師的美學，在那個時候建立起新的時代風格。因為

這一個章節，捧出了現在我們看到的現代建築大師，讓所有人理解這些建築大師

在做甚麼事情，這是他第六章再說的事情。到了七八九章，你會發現他開始建構

他自己以及跟CIAM的關係，所以你會看到他在這幾章大量在談城市規畫，他認

為建築最大的影響是影響城市，所有建築師不可避免的就是必須要提出他的城市

觀點，所以你會發現現代建築幾個建築大師，每個人都會提出他的城市觀點，因

為這些建築師都認為他們除了面對建築以外，最重要的其實是表現他們的城市觀



 

點。這就是空間時間建築的每個章節，那當你理解這些章接以後，因為要讀完這

本書我相信不是一兩個星期可以完成的，也許需要一年兩年的時間。當然如果你

很有興趣，我相信你一兩個月可以看的完。如果你沒有時間也沒有關係，一年兩

年十年看完都可以，可是我會建議先從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開始，那這是我

們要談的一個觀點。 

 

那我們現在來看到第一章他的導言，他的導言第一個先談風格，他說我們談現代

建築不應該只談風格，我們看到現在有很多雜誌都還在談style，基提恩認為我們

不是為了做風格而做風格，因為如果只局限在風格，那就會拘泥在形式而已，像

現在有很多建築師做了很多很多的風格，但是對於現在社會上的很多問題其實是

沒有直接的貢獻，可能他們創造了十個百個風格，風格隨時都在轉變，這個風格

可能十年二十年後就過去了，最後會留下來的風格可能只有一兩個，留下來的原

因也常常不是因為風格的問題，而是因為他面對社會演進的某些問題。所以這是

他第一個所建構出來的，有一句話我覺得很重要，也是提醒所有學建築或學設計

的人，不要拘泥於為了要創造那個風格，因為那風格會變成形式上的，雖然現代

建築比較起古典建築看來是風格上非常大的轉變。可是所有的現代運動，不只是

帶有形式特點的意義而已，而是導向生活的途徑，應該要面對生活的問題，也就

是我們在說，風格對於後代有影響的話，應該是在那個時代有problem solving。

你是因為解決了生活裡面的某些問題而提出某個解答，這個解答在當時或許是很

必要的，也在當時建築史的觀點中不是特別重要，但是卻可以讓建築產生新的傳

統。所以他認為建築的新的傳統都是在構成一個事實，這個事實才讓時間跟空間

合而為一，這裡面包括技術、科學以及藝術，藝術跟技術在某個時空點，因為某

種生活導向的需求而結合在一起，變成一個新的傳統。這個觀點我認為當代的

Rem Koolhaas常常在做，他常常在面對生活導向的programming必須要solving或是

Problem必須要被提升出來，可是他用了藝術面向的觀點與技術面向的觀點，兩

個加起來，才讓時間空間可以合在一起。這個時間空間並不是一條線，這兩件事



 

交雜在一起，產生新的傳統，這個新的傳統基提恩稱為構成事實。他認為一切事

實的發生，都不是獨立跟偶然的。所以基提恩自己要扮演甚麼角色，身為歷史史

論、藝術、建築的評論家或史學家，他最重要的觀點是他總是要在這個當中找到

關聯所在，就是找到將時間空間連結在一起的那條線，所以他這種關聯所在，對

很多人來說是主觀且武斷的，對基提恩來說這些事早就發生在生活的各種面貌，

但是絕對不是風格，所以我們常說的什麼主義什麼主義，文藝復興完變成巴洛克，

巴洛克完變成洛可可，洛可可完變成歷史折衷主義、新藝術運動……，他說這些

主義，你不要拘泥在那些風格上面。你要看新藝術運動或巴洛克到底在面對當時

的甚麼問題，去挑戰文藝復興，你必須要看這些運動到底面對、挑戰了哪些問題，

這是他非常重要的觀點。他說19、20世紀（1888~1968），他認為一切的存在樣

式跟起源的關注，他認為都市發展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都市發展是一個不可抹除

的東西，你必須要關注都市裡各個不同的發展，因為很多人在談建築史的時候是

跟都市史分開來的，都市有很多的發展包括zoning、經濟問題所產生Housing的狀

態等，都是建築史所必須面對的。他在這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是普遍性，共通原

則，普同的建築裡面還要加上一個差異性。這些一直到我們今天都還在談

Universal跟Difference，你一定要在這個時代找到Difference，可是你一定要在歷史

裡面找到它的普同性觀點，你才能在這時代找到歷史上你要follow的對象以及你

要創造的對象，這些對象就會開始產生全面性的態度，如果你要處理的問題具有

普同性的話，就會產生一個建築社會運動。這個運動常常不是因為他的風格而產

生社會運動，常常是因為他面臨普同性的問題，比如說工業革命，工業革命並不

是一個風格的問題。當今天羅斯金(Roskin)非常緊張於手工藝的風格、藝術的風

格會被改變的時候，大家卻都風起雲湧的去接受工業革命，因為他創造的一個普

同性的態度，讓大家覺得我需要他、我無法避免他，我必須要面對他再往前走。

在這個時候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他的差異性，這個差異性加上全面的態度。它才

會對歷史產生很大的影響，未來你必須要在你的作品找到你的獨特性，但這獨特

性必須要能夠回應社會的普同性問題，才能產生你的milestone。在這裏面非常重



 

要的是構造涵義，他說到建築不像藝術，藝術可以用口說，可以用手畫，可以是

一個概念性的發展，但建築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是他必須要被Build，必須要被蓋，

他必須要被成真，所以我們常說建築不是要比你多有概念，而是要蓋出來才算數，

所以建築所面臨背後的一個共通性的問題就是構造，所以我今天還是在談

Tectonic，建築的構築，所以構築是我們逃避不掉的。19世紀的工業革命到二十

世紀，影響了所有的結構工程，這個結構工程才讓建築不可逃避的走向下面的一

百年，因為你逃避不掉所有的結構問題，再也不是以前的磚石構造，開始要蓋大

橋梁，要用鋼構、預拱，這些所有的結構性的問題，開始影響建築本身要怎樣被

Build。所以如果建築只談美學，不談背後工業革命之後最大的構造性改變的話，

其實只是在逃避，無法面對二十世紀這個重要的時代。就因為這樣子，他大量在

第二章、第三節談到新傳統、新技術的演進。這時候他面臨的是土木工程，他認

為工業史跟土木工程這些對於二十世紀有非常重大的影響。這些非常重要包含你

看到Kenneth Frampton寫的現代建築史中間一大段，都是在談土木工程、橋梁工程

對於現代主義的影響。所以基提恩循著各種不同的技術演進，從鋼梁到更彈性的

材料、RC、線性結構到薄殼性構造，一再改變空間概念。我們今天看到空間的

構成，都是因為構造跟結構產生的直接的效應，而不是只是面對建築師個人的風

格改變，絕對不是樣貌型的style，還有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當他在談構造

的時候他還談空間，他認為空間最重要的其實就是牆、柱、板、頂這樣的關係。

他認為牆壁的發展，從磚石構造到RC構造，到後來的玻璃、鋼鐵的構造，所有

的牆壁本身在定義空間的方式，有了重大的改變，所以你要了解牆的構造必須要

從文藝復興開始，再到巴洛克把牆變成了曲線，開始變的有機，讓牆壁恢復生氣，

一直到當代鋼鐵玻璃把牆變不見了，開始變成了透明性的建築的時候，建築的空

間產生了甚麼樣的改變，對他來講，量體跟牆壁是他在討論構造的背後，另一個

建築人所需要關注的點。這個時候基提恩提出有三個時代的建築，必須拿出來個

別討論，這個別討論可以看得到它們的演進史，這個演進史跳動的非常遠。第一

個他回到希臘羅馬時期，他認為埃及、希臘的建築基本上都是在談量體與量體、



 

物件與物件的關係，建築師有點像是雕刻家。到我們今天也經常討論量體跟量體，

或稱為Figure / Ground，實虛之間的架構的概念，他認為這是空間改變的一個重要

時期。第二個時期是從羅馬時期到文藝復興，開始在談在外部磚石的量體挖空，

開始在談內部的空間。如果去年有上過我的建築史，我就有談到從萬神殿到

Basilica，羅馬人所重視的是內部虛空間的秩序，而不是實體量體去改變空間的秩

序，所以這個從內部空間的萬神殿到Basilica到教堂，之後再翻到外部，翻到外變

成城市空間，如果大家還記得我們那時後在談urben space的時候，文藝復興時期

就談到廣場，那個空間幾乎就像是室內空間一樣，圍塑出很多的Order（秩序），

這些Order（秩序）是第二種空間的概念，就在談內部虛空間，一則談實，一則

談虛。到第三點空間產生一個非常重要的視覺革命，這個視覺革命就是人改變了

透視的單一視點。大家都知道透視來自於文藝復興時期，人站在裡面，接受透視

空間的概念，可是基提恩(Giedion)受到印象畫派、立體畫派的影響，認為空間不

應只是單一消點的空間認知。空間的認知還必須加上不同的時間與面向，這個不

同時間跟面向，大大改變了原來實體跟虛體的空間秩序。以前我們談到古典空間

總會有個Order，第一進、第二進、第三進，可是去除了這單一視點的時候，做

了一個革命性的改觀，將都市景觀、都市景觀與建築的觀念有了一個根本性的影

響。這個根本上的影響會提到藝術上面，包含剛剛談到的印象派、立體派、談到

達達主義、構成主義，這些1920年最重要的一些藝術歷史的發展，大大影響了人

類對於空間的認知，才會走到今天。那在這個時候基提恩(Giedion)並沒有想要從

頭講到尾，所以他只把這三個東西給標記出來，他認為這是三個很重要的空間概

念，所以他在談建築歷史的時候，他是用空間本質的概念來談，他不是用純歷史

本質來談的，他是純粹在談空間的概念。所以他在第一個階段，都在談量體跟量

體間的關係，我們去年有談到雅典的衛城，當初在談雅典衛城的時候，每一個量

體都是各自存在的，他是非常有機的座落在一個大的自然地景裡面，他所談到的

是每個量體之間及量體本身的Identity的概念，所有室內空間、內部空間不是他的

重點，可是它建構了不同量體與地景之間的關係，我們可以看到現在還是有很多



 

建築師是在意這個的，所以很多建築師在做建築的時候都先看Site model，先建構

那個量體、實體跟虛體之間的組成關係。包括現代主義的Oscar Niemeyer為了要

創造一個紀念性的市政空間，一樣是用了一個非常幾何性的量體，包含一個到過

來的碗型以及下方的一個圓頂（Dome），兩個量體形成對比，中間用一個紀念

性的雕塑量體作為它真正的紀念性。所以Oscar Niemeyer在建構這個空間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是建構出這個空間量體的紀念性，以及量體所產生出來不同的視覺風

格與空間風格。那這個是第一種觀點在談空間的概念，包括我們可以看到丹下健

三在建構的空間，也是在一個大的實體裡面做了一個大盤子，產生各種不同的幾

何，包括這個回字型的幾何，這些都是談在空間量體之間的概念。 

 

再下來的概念是羅馬時期，這些是要讓人走到裡面去，外面的空間很重要，可是

不是唯一重要的，真正的空間是走到裡面的虛空間。以前磚石的實體因為構造型

式的關係，它開始可以創造出圓拱，圓拱之後它正式成立一個虛頂，在磚石傳力

傳到旁邊來以後，中間可以挖空，就如同羅馬的萬神殿，所以萬神殿最精彩的地

方在哪裡？最精彩的地方是你從廣場走進去那個虛空間的創造的Order（秩序），

去年上課的時候同學們描過這個圖，就會知道這個Order（秩序）從廊，從中間

的入口縮小以後，進到那個大圓頂，圓頂以後再進到這些虛空間的神龕的秩序。

這所有的秩序都是虛空間創造的Order。這樣的Order（秩序）開始改變了我們的

建築歷史，所有對於內部空間的想法，羅馬是它的開始，影響最大的是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創造了很多不同的Order（秩序）在談這件事情，包括萬神殿，這是虛

空間最精彩的一個案例；包括我們去年談到的教堂的原型，教堂的原型來自於羅

馬的Basilica（法院），開始加柱子，兩邊的圓拱，軸線從這邊進去以後，中間有

個大挑空，旁邊有個低的廊，這個低的廊是第二層秩序，中間的廊是大家聚會的

場所，這個透視圖，這個聚會的場所後來變成後來所有教堂的原型，所以之後的

教堂都從這個原型來談的。這個虛空間跟量體的概念，從希臘到羅馬跳到現在的

時候，曾經產生過新的反轉，這個反轉來自於後來的第三個時代改變了單一視點，



 

改變了我們原來看到的Order（秩序），開始能夠創造更Organic（有機）、更多

視點的架構，一樣要強調他的Sculpture、外在的量體，一樣要強調它內部虛空間

的關係，然後基提恩(Giedion)，舉出一個非常重要的例子，當初他捧柯比意，他

舉柯比意的廊香教堂。他說這廊香教堂基本上是一個新的現代觀點，改變原來的

單一視點，進去的時候是一個大圓頂，這個單一視點絕對是因為構造的關係，這

個構造的關係還有藝術的關係，藝術因為立體派，讓建築開始從各種面相，有不

同的視覺焦點。縱使你在意的是外在量體，可是這個外在量體本身是有機的，這

個外在量體更像是一個Sculpture（雕塑）有多種不同的面相，他的結構關係所利

用的因為不是磚石構造，利用了RC構造。RC構造非常重要的是它開始大量的、

自由的去採取結構系統，而不再需要用磚石構造去慢慢堆疊成一個圓洞，所以

RC有所謂自由的塑性，所以柯比意有一個非常大的進展，承續了一個實體的觀

點及虛體的觀點，改變了結構的狀態，利用了薄殼的結構系統，所以反過來挑戰

了萬神殿。因為萬神殿談虛空間，柯比意也談虛空間，萬神殿談光線進來，科比

亦也談光線進來，可是柯比意讓以前中間最高的圓拱的磚石結構概念，開始變成

中間低往四邊飄，中間是最低點，凹上去讓天花板上升，上升到旁邊的牆壁，牆

壁有些地方還脫開，讓量體把它頂起來，讓中間的牆壁脫開，讓天花板延伸，從

室內延伸到四周再到外面的天空，而不是從中間的洞延伸出去，這是一個非常非

常大的改變。你就可以理解基提恩(Giedion)不是有秩序的在談，他直拿了一個當

代的案子，重新來看柯比意如何回應以前的古典原則，可是又怎麼回應現代的新

的結構觀點，創造出新的進步型式（基提恩(Giedion)稱為進步型式），所有的線

在這個地方脫開來，所有的牆壁都可以挖洞，這個脫開來以後，改變了新的空間

狀態，所有空間原來的秩序、韻律不見了，可是原來古典空間的虛空間、外在所

要表達的量體的紀念性及內在光線所要表達的紀念性，在柯比意的作品中一樣被

當作它的共通性原則，可是他改變了新的結構系統。對我來說非常的有趣，這樣

的觀點不見得是大家都同意，可是這個觀點的跳動，對於時間跟空間如何在這個

時間點上，把以前的東西納在一起，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甚至他還提到了這



 

樣的概念，當初的單一視點開始變成丹下健三的一個Spiral（螺旋），這Spiral採

用的是一個新的結構，一個Cable（吊索）結構，可是他用的是一個新的現代的

運動觀點，不是一個圓形，他用的是一個雙曲的拋物線，開始變成一種新的結構，

而且這個建築本身回應了以前的雕塑量體的問題，回應了裡面光線的問題，可是

他回應了動態的結構性的問題，新的結構讓這些事情可以產生。所以他用丹下健

三的這個觀點、用柯比意的觀點，來重新回看這些二十世紀的建築師，如何在當

代的新的工業技術發展裡面，再一次讓建築變成一個進步性的建築，開始往前

走。 

 

他第一部分開始談，除了剛才談到的三種不同的Milestone（里程碑），他認為建

築歷史裡，空間的發展就有這樣三個關係。他提到歷史就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所有建築師們，為了要讓自己變成一個具有時代的紀念性，他常常承接了以前特

殊的樣式，因為他希望承接的樣式有正當性，可以跟歷史接在一起，建立一個新

的紀念性的點，這是很多建築師在談的，這一點都沒有錯喔！他希望可以跟歷史

接軌，希望在當代提出一些當代的看法，不要只是一個過渡，可是他提出一個點

說，當這些建築師都在建構這些事情，可是這些建築師常常過了一個時期，雖然

建築師希望可以跟以前的建築一樣，可以留下歷史的、永恆的、紀念性的建築，

可是最後只是變成一種沒有生命的石頭，最後只是變成一種風格。這個直指著十

八世紀、十九世紀這些折衷主義派或歷史主義派，因為他們著力於歷史的形式。

他說這些人呢，都希望能夠將黃金化成新的東西，建築師都希望自己是一個練金

師，希望為時代畫下一個里程碑，那為什麼他們碰到的東西都變成灰燼、變成石

頭，因為他們少了一件事情，少了面對生活、面對生活的事實，所以他們只是再

延續歷史的傳統，所以創造這樣的形式是不對的，所以他說他對於歷史的態度是，

他認為歷史不是完全靜態的發展，應該是動態的，我們應該可以點石成金，點石

成金絕對不是承繼以前的折衷主義的舊風格轉化成為舊風格，我們必須要能從生

活的片段，要有勇氣去接受微小的事物，然後把它放大，我們必須要有這種能力，



 

我們的能力不是在承接那個歷史學家說哪個是正統的好而已，你必須要有勇氣，

要有眼睛去看到微小的事物放大，這幾句話在哪又被提出來？Rem Koolhaas的「小、

中、大、特大」，下次我們提到Rem Koolhaas會再提出來，在我們第七講的時候，

我會跟各位講Rem Koolhaas就是面對這個事情，他認為如果你有勇氣，你不是在

做風格，你應該是接受所有的微小事務，你要創造最大的紀念性或最大的空間的

前衛理念，他說歷史的事件就像自然的世界一樣，只有能夠提出適當的問題，發

覺適當的問題，才能夠點石成金。他的歷史觀點，就是說為什麼大部分的建築師

無法點石成金，都是創造一些死掉的、沉重的石頭，沒辦法讓事情往前走，做完

就結束了，好不好，可能是很好，人還是會景仰這些建築，可是他對時代的進步

沒有幫助。真正棒的人應該是提出生活的問題，然後可以創造未來，這是他對建

築師的期許，他說歷史學家的本質必須要把自己放在時代的一部分，了解這些問

題在這個時代性裡面有哪些是重要的？在以前的共通性原則裡面那些是重要的？

這是他在第一章對自己的期許，認為他要去做的是這個觀念，他認為建築是必須

要有連續性、持續性，是Continuous Ongoing。這個Ongoing，如果你認為自己的

時代比起其他時代都來的特別，這是危險的，沒有一個時代是特別的，每個時代

都有他時代面臨的很一般性的問題，這些問題都是理所當然的，所以他是在談建

築師他們自己的Ego（自我），常常以為自己很重要，在創造一種新的時代風格，

其實都錯了，各個時代都有它的共通性，共通原則，不應該永遠覺得自己在創造

一種時代風格，不應該像十九世紀的折衷主義，不是抄襲，他必須重新看待歷史

的連續性。歷史的功能是讓我們在更大的範圍，讓我們的生活更有意義，他不像

抄襲各個時代的形式，而把我們的生活放到更大的歷史背景裡進行，把我們現在

看起來很平凡的生活，放到以前的時代裡面找尋共通的性格。這很重要，這雖然

有點咬文嚼字，但我試圖用一個更平常的字眼，讓你們理解他所謂的大時代，他

的歷史觀認為這個共通原則該如何尋找？他說我們建築任何的新傳統都來自於

建築的構成事實，建築是被Build（建造），建築的Build（建造）裡面來自於各

種不同的藝術觀、生活觀、構造觀（結構性）跟空間觀，這些四件事情都稱為他



 

的構造事實。他說我們的歷史其實是日常生活的結果，他說畢卡索提到一句話，

畢卡索是我們認為二十世紀所提到一個最重要、最前衛的藝術家，他說藝術家是

一個感情的容器，這些感情來自於日常的日用品、天上的、地下的、一張紙片、

甚至來自於路人的臉龐，那個路人是誰，根本那不重要或是來自於細微的蜘蛛網。

這是畢卡索講的一句話，非常具有詩意。藝術家所作的創作是不分對象的，他所

有東西並沒有高貴的部分，他必須要知道生活的真理而且就地取材，所以我們不

能只研究每個時期最高的藝術成就。他在評論這些藝術史家或歷史學家，都在評

論每個時間點的最高成就。我們往往可以從大歷史的普通事務跟器皿找到生活具

體的力量，這些力量在當時可能只是一個平凡的工業產品。為什麼我們看到很多

歷史學家、人類學家，要下鄉做在地的運作，就是因為他認為歷史常常來自於平

凡的事物，從這些平凡的事物可以找到大歷史中所看不到的那一塊，這是他認為

的一個生活的結果。我們這個時代，其實是一個過渡的時代，承繼了以前跟未來

的交錯，所以我們這個時代看起來沒有一個明確方向的，大家都在徬徨當中，尤

其在十九世紀，因為那時候二十世紀的現代主義還沒出現，大家都在嘗試，但是

大家又抦棄十八世紀的古典主義，所以大家都在徬徨當中，都在各種矛盾衝突的

混亂當中，所以一位法國學家就說，我們這個周圍看到的都是一片的騷動，盲目

的激動，猶豫的見解，搖擺的思想。大家認為說這種矛盾的時代是沒有價值的，

大家都覺得希臘羅馬、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最有價值，中古世紀沒有價值，十八

世紀那個非常混亂的時代沒有價值，二十世紀已經建構了現代主義，可是二十世

紀末到現在好像沒有價值，都只在過渡。可是基提恩(Giedion)跟你說這個過渡時

期其實是最有價值的，因為在這個時期有的人看到這些矛盾的混亂面，其實才是

開拓解決方法的重點，當時代被建立起來，價值就隨之消失了，所以基提恩

(Giedion)認為十九世紀最有價值，那這個其實不只是基提恩(Giedion)，很多歷史

學家都這樣認為，雖然有人認為所有的藝術成就都在二十世紀初被建構幾來，可

是歷史學家認為之所會成就二十世紀初那些新的藝術畫派跟建築史觀的人，都是

因為十九世紀這些混亂時期的嘗試。十九世紀的焦慮，創造二十世紀的光明。我



 

記得有一本書非常棒，書名有點忘了，好像叫做黎明前的曙光，他就是說最棒的

時期往往是在太陽要出來，可以看到太陽光的那一點時候，這本書非常棒，下次

有機會跟各位講，那本書在講二十世紀，1910年那個光點出現的時候是最珍貴的

時代。到了1930年之後，所有的論述都建構完成後，大家努力去把那些論述成真

的時候，反而那個太陽光起來，就變成黎明以後的大白天，就沒甚麼意思了，所

以大白天前的黎明曙光是最有意思的。甚至於非常多的史論家，都在大量的研究

中古時期，雖然現在我們說中古時期是一個混亂的時期，可是也因為中古時期那

個時代，讓我們開始有一些新的不同的概念。 

 

接下來基提恩談到我們的建築遺產，其實是談到歷史。他說我們的建築遺產有哪

些？他開門見山說，他創造了一種脈絡，一種建築遺產的脈絡，這個脈絡不是每

個人都同意的。他說對於創造我們二十世紀的建築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回到文藝復

興當時的透視法，那個時候很重要，文藝復興的中期，開始把外牆變成平的，開

始談很多的Order（秩序）跟Proportion（比例）很重要，直接跳到巴洛克時期，

改變文藝復興的牆，變成波狀牆，這個非常重要。這個之後就影響了現代的城市，

這個城市利用了那時候的透視法，利用那時候平坦的牆、利用波狀牆，創造了有

機自由的城市。這個論點聽起來好奇怪喔！一個透視法加上一個模舉論，加上一

個波狀牆，加上一個巴洛克的城市計畫，竟然影響了我們的現代城市，到底這個

觀點是什麼？這個觀點是基提恩(Giedion)所提出來的一個從大歷史裡的現實產

生出來的觀點，他說文藝復興創造了透視法以後，讓空間創造了新的紀念性，結

合了早期的希臘跟文藝復興的Humenlism（人文主義）跟將羅馬式的紀念性結合

在一起，這個時候建築就找到他的空間觀點。這個空間觀點還不夠，到了巴洛克

時期，把這個空間觀點再往前跨一步，創造了一種新的動態觀，讓空間觀點不是

一個穩定性的，開始利用巴洛克的波狀牆讓它變成動態的，因為動態的、模仿自

然的，所以開始回應了各種不同的新的事物，所以開始有機會。所以單單只有希

臘、羅馬、文藝復興是不夠的，還要加入巴洛克，才讓動態觀產生，這三件事合



 

起來到了現代主義，變成城市規劃的時候，讓這個觀點、這個空間組織，拉到新

的進步的頂點來回應我們現在跟大自然怎麼接觸，還有回應到我們資本主義裡面

的享樂功能，才變得現在的Housing（集合住宅）。他認為誰是最重要的例子，

就是柯比意，他把這個天才的創作家、建築師，把希臘加羅馬加文藝復興加巴洛

克加城市觀點加上現代的享樂主義、個人主義加上如何跟自然在一起，變成柯比

意。如果你知道這條線是怎麼被連起來，你就會知道柯比意所建構出來的關係。

他說以前的透視法就是談人怎麼經過他的眼睛，用人的觀點，單一焦點來看這個

城市，所有的城市都必須要跟人有關，要談到Humenlism（人文主義）的空間，

所有的空間必須完整具有紀念性，這些我們在文藝復興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文藝

復興創造了這個人性尺度的時候，我們去年談到Brunelleschi（菲利波·布魯內萊斯

基）在創作育幼院的時候，在亂七八糟的東西前面，蓋了一個廊，產生了一致性，

這個一致性還用了很輕巧的希臘的拱廊，讓人與廊產生了空間關係。對於這個城

市Proportion（比例）產生一個完美的交點，空間開始有視覺上的比例，這個視覺

上的比例一定是１：１、或者是黃金比例（１：１．４１４～１．６１８），人

在裡面是舒服的、和諧的。因為透視圖表現出來以後，讓人的空間開始有Order

（秩序），人的視覺從一層一層看進去。所以我們看到Bramante（布拉曼帖 Donato 

Bramante）在做這個教堂的時候，因為進深不夠，所以Bramante讓這個地方做一

個假的透視圖，讓空間可以往後長，這個神龕其實只有一點點，只是用透視圖的

觀點讓它的深度越來越後面，我相信對很多同學或是不了解建築史的人真的有點

辛苦，因為看基提恩這本書一定要對建築史有點了解，要不然每個案子都會不知

道是甚麼。那Bramante談到的這個視覺焦點的時候，提到都市如何運用消點、透

視法來創造一個新的景深，基提恩認為這是空間很大的一個進步。這個進步可以

變成大家共通的原則，這個共通原則非常重要。另外他提到Alberti（阿伯提 Leon 

Battista Alberti）文藝復興的另一個人，把建築的立面當成平面來看的話，開始談

他的ABA、談到他的黃金比、談到他所有的幾何性。那時候Alberti在蓋這個教堂

（Sant' Andrea）的時候，談到要如何讓建築是有比例的，是黃金比，要有韻律的



 

ABABA，可以從立面完整的建構起來。這個貢獻除了Alberti以外，另外一個最大

的貢獻是Palladio（帕拉底奧 Andrea Palladio），他把這ABA發展到極致，幾乎像

是音樂跟數學的韻律的觀點，甚至他在平面擺設可以是ABABABA可以是正方形

與黃金比的長方型的組合，長方形加上另一個長方形又變成一個正方形，有這樣

的幾何觀念。基提恩認為我們在歷史的遺產，我們剛剛講的透視圖，跟這種把牆

變成平面化的牆開始創造這種韻律跟比例，都是重要的，都是我們共同的遺產，

可以創造出共通原則。什麼是不重要的？Style（風格）不重要。我們在承繼歷史

不是在承繼過去歷史的風格，因為我們現在的構造性跟過去不一樣了，我們現在

用的構造可能是RC構造、可能是鋼鐵構造、可能是玻璃構造，所以我們不再承

繼以前的歷史風格，要去除以前的裝飾，可是歷史對我們的影響是什麼呢？歷史

對我們的影響就是共通原則，這共通原則就是剛剛所談的透視法，也就是剛剛所

說的比例關係，所以外牆的平坦面，所有的牆壁開始不受拘束的，對未來創造一

種新的Order，一種新的美學上的意義，包括我們剛剛講的Alberti所做的這個，幾

乎像五線譜一樣，像是一種音樂，這個音樂還可以跑出去裡面有很多小音節，還

有變奏曲的變調，這邊我就不細講了。所有音樂的關係、所有韻律的關係、所有

幾何的關係，都可以一再的可以被我們當代拿來做為新的回應的概念。這提到第

二個原則，透視圖原則，平坦牆的比例原則、韻律原則。第三個他談到巴洛克時

期對我們的貢獻是什麼？巴洛克時期最大的貢獻，就是把原來的正圓正方開始揉

在一起，變成波狀牆，打破了古典時期的一個正圓接一個正方再接一個三角型的

關係，我們可以看到巴洛克把幾何變成動態化，把各種不同的幾何融在一起，在

這裏面你可以看到兩個圓、兩個三角，看到這個牆就像波浪一樣，一直在回應各

種不同的幾何形，不只是他的牆面還可以看他的立面，凹的、凸的、方的、三角

的，幾乎從下到上，從平面的任何一個地方都在談動態的幾何流動。這個在基提

恩(Giedion)的書裡面，稱之為波狀牆，牆壁開始波浪化，創造了牆壁的動態風格，

創造一些幾何性的來回的轉變，包括我們現在看到巴洛克時期的天花板，利用普

遍性的數學，讓概念無限發展，讓直線的感覺無限延伸，讓幾何在無限中動態的



 

變動。這是巴洛克時期給我們的共通原則，這是他們歷史上最重要的效應，不是

風格。所以基提恩取了這幾個重要的歷史的空間現象、歷史的產出，讓這個風格，

包括Borromini（博羅米尼 Francesco Borromini）如何把三角形跟正圓形跟六角形

的關係，變成他的天花板的牆，所以這個天花板的牆你可以看到三角型，可以看

到圓型，可以看到六角型，所有的東西都在這個天花板裡面。他說這對我們後代

很有影響，因為這讓我們碰到自然的時候，碰到自然景觀的時候，其實要讓古典

的紀念性也有，古典的動態有機性也有，古典的秩序也有，其實就是要大量融合

這樣的概念。他花了很多章節在談巴洛克、米開朗基羅、Alberti、Brunelleschi，

我們去年上的建築史，有一大段在講的建築史都在這個章節裡面被提到，你們如

果有空可以去看去年的上課內容。他認為文藝復興把它原來這種透視法擴展到都

市裡面，他認為消點如何塑造一個空間，從以前的室內開始擴展到都市，都市開

始創造了一個消點，這個都市的消點剛開始是創造了Plaza，這個Plaza在威尼斯、

佛羅倫斯、羅馬利用拱廊、街道、塔、紀念碑，都是在形塑這個關係，我們可以

看到文藝復興時期，基提恩談到這個案子，他說Pienza的這個空間，一個建築的

量體，教堂會變成兩個梯形的廣場，這個梯形的廣場就是因為透視法，為了要反

消點，讓房子變成倒三角，因為透視圖的關係變成正方形。這個觀念能不能被取

用，可以，因為現代非常需要這種共通性原則，甚至於米開朗基羅在做市政廳的

時候，一樣的利用這個共通性的原則，把它變成倒梯形的概念，讓他利用透視的

原則，把廣場變成正方形，這正方形並不是他真正的方形，是因為我們消點的視

覺誤差，視覺的錯誤。這是米開朗基羅了解了透視圖，回應之前Pienza的共通原

則，回來變成了視政廳廣場的設計，甚至在做這個設計的時候還創造了都市空間

的軸點、消點。最後他運用在哪裡最偉大，聖彼得教堂，他利用了這個倒梯型，

來變成聖彼得教堂最大的一個方形的中間廣場，跟看出去的焦點。基提恩說這消

點如果以後繼續發展到都市，我們在做現代都市的時候，應該可以做這麼一件事

情，包括你看到這都市，可以從剛剛的透視圖原則，變成一個是外的廣場，全部

都是靠這消點，跟這條主軸。這是佛羅倫斯的烏菲茲美術館（Uffizi），利用消



 

點圖學創造空間，幾乎是一個圖畫般的消點空間的控制，另一邊像教堂一樣，做

了一個幾何性的空間觀點。甚至於Siena利用不同的消點，可是Siena很特別，它

開始讓消點有機化，讓原來的都市空間順應了古典時期的消點，因為Siena是一個

山城，利用山城的古典原則，創造了非常自由幾何、有機幾何的廣場，這個幾何

廣場一樣創造消點，讓建築連成一線，全部的view朝向同一個方向，變成弧線，

非常像巴洛克，將古典原則變成波狀牆，變成曲線的原則。基提恩看到這兩點，

覺得現代主義的建築快出來了。現代主義只要加上現代新的技術，就會變成新的

東西了。所以剛剛講的巴洛克式的動態觀點，Borromini開始變成都市，建築開始

要挖成好幾個圓，來形塑出共同的都市景觀，最重要的觀點是開始創造了都市中

像Saint popolo這樣的廣場。兩個教堂、三條軸線，軸線的點加上一個大的橢圓形，

這個弧形的背後變成大的花園，一邊面對城市，一邊面對郊區自然的花園，這個

自然花園還有很多不同的高層，他利用一條曲線的正面來面對都市，背面面對自

然，但到這裡，這個事情開始有了轉變了。巴洛克式的建築在教堂只不過為了要

讓牆壁變成曲線而已，可是到了都市的時候，這個曲線卻創造了一個很重要的兩

面性，有軸點的，可是這個兩面性在過了這道弧牆之後，後面是面對一個大的自

然，他說Saint popolo的廣場，讓我們觸及到現代的基本觀點，他說這些基本觀點

都是處理軸線的，文藝復興式的視覺焦點，可是背後因為面對一座山，他背後處

理的是水平跟垂直的均衡關係，一直讓人往上踏，直到自然觀點裡面，他靠一道

弧形的牆來回應正面的弧線、都市的牆面，靠著後面垂直水平的板狀關係，錯錯

落落的回應大自然，所以建築開始有了雙面性，非常像現代的風格、非常像荷蘭

的De Stijl（風格學派），利用漂浮的這種垂直跟水平的來創造新的建築風格。這

時候有一個經典的案例，這個經典的案例一則回應軸線跟紀念性，一則回應自然，

這個經典案例是凡爾賽宮，他說凡爾賽宮沒有甚麼偉大的，他只不過是路易十四

希望到郊區蓋的一個避暑山莊，這個避暑山莊的生活事實並不是要創造一個偉大

的風格，而是他有個基本條件：希望面對城市的時候是具有紀念性的、具有軸向

性的、具有文藝復興視覺焦點的風格，可是希望避暑山莊的另外一面可以非常的



 

自然，可以跟大自然接觸。就因為這樣一個簡單的理由，在十七世紀就蓋了凡爾

賽宮，他的正面都是城市，所以正面蓋了一個一字形加上一個Ｕ字形，旁邊蓋了

兩個大教堂，三條軸線，像剛剛羅馬的Saint popolo的廣場一樣，有一個非常非常

完整的古典原則、共通原則、透視原則、幾何原則、視覺原則，可是後面產生了

一個很奇怪的變異。他的後面變成一個拉最大的一字型，這個一字型是凡爾賽宮

希望背後能夠看到大花園，這個大花園是他的生活所需，聽起來好像不太古典，

聽起來只是路易十四想要做他喜歡的事情。這個建築師為了滿足他的需求，利用

了幾個古典原則並合在一起。所以一邊的古典原則面對城市，一邊的古典原則面

對大自然。這個大自然就是作為無限空間的延伸，來面對鄉野，一邊則以宮殿面

對城市。所以這件事跟偉大都市計畫一點關係都沒有，他一點都不偉大，可是他

卻影響了現代城市，在基提恩(Giedion)的觀點，他說這個非常跳Tone的需求、生

活的事實創造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觀點，這個歷史觀點除了凡爾賽宮，還有一

個西克斯托斯五世（Sixtus V）做的羅馬計畫，希望讓羅馬變成世界的一個大首

都。他把亂七八糟的羅馬挖了幾條軸線，大家都知道羅馬從羅馬時期到中古時期

創造了很多記念物，這些紀念物藏在一個中古時期亂七八糟的城市裡面，羅馬會

變成現在看到的偉大都市，是因為這個西克斯托斯五世（Sixtus V）做了一個偉

大而衝動的決定，是一個沒道理的衝動決定。他決定要把羅馬，這一千多年留下

來的偉大的東西，都散落在一個亂七八糟的城市裡面，希望開大馬路，這個大馬

路把所有的紀念物用線連在一起，這個在我們平常畫圖似乎很容易，就幾條直線

把每個點跟點連成線就好了。可是西克斯托斯五世（Sixtus V）在那個時候做了

一個同時性的大計畫，決定來玩真的，所有的舊房子都開馬路，開了很多條亂七

八糟的馬路，這個馬路就為了讓方尖碑、羅馬競技場、聖彼得教堂全部連在一起，

所以這是一個衝動的計畫，而且他還要同時做，一次要同時把他做起來，因為這

樣變得偉大，所以羅馬的偉大都是由暴君所做成的，長城也是，不管山怎麼蓋，

我就要一條線蓋上去。 

 



 

有一個昏庸的都市計畫者設計了舊金山，明明舊金山是一座山，他可能忘記了那

是一座山，所以他在舊金山的規畫中，創造一個格子的城市，所以把格子放在山

裡，我們都知道道路碰到山都應該要蜿蜒建造，延等高線跑的，但他就是把格子

放在舊金山的山坡地上面，所以現在舊金山的路就會像坐雲霄飛車一樣，上去下

來上去下來，變成現在最偉大的城市之一。所以人去芝加哥的時候就喜歡看那個

纜車上上下下。那是一個完全不合理的狀態，西克斯托斯五世（Sixtus V）說一

個不信任生命的人不可能創造一個大計畫，他相信生命，他要在他的生命中做一

個大東西，所以在他創造了一個可怕的事情，創造了一個偉大的羅馬計畫。可是

這計畫犧牲了許多房子，同樣的計畫也發生在大巴黎，大巴黎的偉大計畫，承繼

了凡爾賽宮、承繼了軸線的關係、承繼了羅馬計畫，賀斯曼（Baron Haussmann）

創造了一個大巴黎計畫，開始了軸線崇拜，拉出了這些亂七八糟的軸線，這個軸

線竟然形成了十八世紀最重要的都市計畫。當初他面臨的現實狀態是甚麼？除了

承繼歷史上的羅馬、凡爾賽宮的計畫、巴洛克跟文藝復興的透視關係，他還加了

一種生活現實，讓現代跟古典加在一起。他的生活現實是必須解決兩個生活的問

題，一個問題是必須要開一個大的馬路，讓所有的地下水道處理公共衛生的問題，

不然一些疾病（瘟疫、黑死病）大量蔓延在歐洲，都是因為這些水的衛生不好，

汙水無法排出，所以他當初所受的任務是很不起眼的城市地下衛生系統。第二個

任務是軍事防衛系統，希望軍事戰車可以保護整個城市，可是當時中古世紀的城

市都沒有這樣的架構來開這樣的車。所以賀斯曼（Baron Haussmann）一不做二不

休，他說要做車行的動線跟地下水道，並且回應了以前古典共通性的問題的羅馬

跟文藝復興、Plaza跟軸線，所以我把歷史的共通性原則加上生活所需，就蓋了大

巴黎計畫，產生了非常重要的Boulevard，我們今天稱之為林蔭大道，開始影響了

全世界，這個為了解決地下水問題的原則，影響了全世界，包括華盛頓DC、台

北市，台北的仁愛路、敦化南路、中山北路，這三條線是大的林蔭大道，為了要

連結松山機場到仁愛路圓環到總統府到總統官邸，就為了連接這些東西，三條林

蔭大道變成台北市最重要的都市計畫中的三條道路。這些關係對基提恩來講都是



 

歷史性的跳動，空間時間跨越的原則，剛剛講的凡爾賽宮一邊面對城市，一邊面

對自然，路易十四憎惡巴黎狹小的道路，所以要把他的避暑山莊放在城市跟鄉村

之間，一邊是繁華的城市，一邊是大自然。基提恩(Giedion)把這個案子拿出來，

他說大自然的風景與這城市那麼不同，正因為這樣子，所以十八世紀開始了開設

了一個大廣場。路易十四蓋了一個凡爾賽宮，路易十五看到了上一代蓋了凡爾賽

宮，這麼有趣的事情後，他把這亂七八糟的觀點帶到城市來，他嚮往說如果我們

在城市裡有這種新的大自然有多好，所以路易十五就開始讓都市產生公共集會的

建築跟自然的廣場，開始把建築變成線狀，開始起了一些大公園，這些大公園叫

新月廣場，建築開始圍塑出大公園，這個不只是廣場，還圍塑出大自然。以前因

為城市無法做這樣的事情，所以他把這樣的事情拉到郊外，變成避暑山莊，避暑

山莊做的好了，回應了文藝復興的透視風格，再把它移回來城市，這個就是生活

歷史現實。它並不是偉大的歷史學家或建築師所做的，都是一些奇怪的決定，這

些決定都是因為回應了很多的機能，所以型成了這些新的住宅區。因為路易十四、

路易十五讓所有一般資產階級的貴族開始要蓋他的住宅，開始讓我們中產階級的

享樂住宅有開放的大景觀，可以在城市裡面集中而且有開放的大景觀，所以以前

的Housing都是一棟一棟，突然Housing變成這樣一大落，有一個大的綠、大的廣

場、面對公園，所以大自然跟都市的關係就創造出來了，剛開始還是很簡單圍塑

出一個廣場的效應，之後就一不做二不休，為了要讓這個大自然跟廣場的效應、

為了要讓這個景觀拉的更大，所以建築開始變成線型，開始把以前文藝復興的半

圓半方的幾何性變成波狀強，變成連續流動的牆面，這個牆面讓中產階級擁有最

大的View，這個時候很有意思。這時候基提恩說，以前古典的文藝復興所做的空

間的Order跟巴洛克只是為了做流線型的動態，這種共通原則放到現在變成生活

所需，變成住宅，一群貴族們要的這種理想之後，把原始的城市做了很大的改變，

從城市的街道變成城市的廣場變成城市的公園，最後變成線狀放在公園裡面，享

受最大的綠，這樣的軸線的綠。這東西絕對除了當代的生活需求外，以前絕對有

一些美學上的嘗試，才讓這些東西一再發生。這種觀點是別的歷史學家沒有的，



 

這種觀點是一種空間概念的觀點，甚至他把這些觀點往前再推一步。他說有一個

很厲害的人把這個觀點再往前跨一步，就是柯比意創造了阿爾及耳（Algiers）的

城市計畫，這個計畫是一個Housing，柯比意面對海邊、面對一個城鎮，利用剛

剛新月型的關係變成一個住宅系統，包括在山裡面、海邊的這個住宅系統，他把

剛剛這個有機型的大樓放在一個自然體裡面，放在海邊跟山上。這裡面有兩層樓

還回應了生活以及往外眺的公園。基提恩認為柯比意最進步，柯比意還把當初的

技術跟生活所需再往前跨一步，他認為這是一個偉大的計畫。為什麼他認為柯比

意這是個偉大的計畫？除了剛才新月型的關係，他真正偉大的地方在於他把這棟

線性的房子（回應有機的、巴洛克的最大面的房子）變成道路（Transportation），

把線狀變成公路，上面跑車子，下面蓋房子，這是一個偉大進步的思考，他回應

了當代的生活機能，回應了這樣的基地運輸的需求，有點像賀斯曼（Baron 

Haussmann）當初在做大巴黎計畫的時候，只不過為了做一個戰車可以走的，地

下水道的公共衛生系統，最後用一個古典時期的都市計畫概念放進來。柯比意再

也不像以前的文藝復興的系統，有著圓形方形的幾何，回應了有機型的線性幾合，

可是背後一樣為了讓這個線性幾何有最大的景觀的View，要讓建築有最大的生活

機能，第三個要在技術上讓這建築能夠回應交通系統。所以他變成阿爾及耳

（Algiers）新的城市脈絡。這是一個大躍進，如果再用這樣的觀念來看現代，Rem 

Koolhaas做了很多碼頭、會議中心，其實就是一個高速公路，他把很不同的東西

結合在一起，他把各種不同生活的Programming（機能）跟Technology（技術）結

合在一起。基提恩其實早在1941年，就已經注意到這樣空間的關係。 

 

其實基提恩是跳躍性思考的，跳躍性思考中有他的空間美學觀點，所以他在這裡

避談風格，他只談空間的演進，空間如何變成共通原則往前走，這是第一個。另

外一章他提到新潛能的演進，這時候他談技術，他認為技術是不可抹滅的，他談

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所顯示的最佳路徑不是建築，十九世紀沒有蓋出甚麼了不起

的建築，真正了不起的建築都在二十世紀，他認為十九世紀是渾沌的、沒有主體



 

的、矛盾的、大家各說各話的、有時候還抄襲以前風格的，這時候建築師一點都

不偉大。他認為那時候最偉大的是營造，是結構技師。今天有很多土木系的人，

你們不要妄自菲薄，你們是建築很重要的一段，尤其在十九世紀的時候。整個結

構技師、營造系統，因為有十九世紀最多的營造系統跟材料，以及構造的改變，

才有二十世紀的新美學。這是基提恩的概念，這新美學絕對不是憑空而來的。他

認為工業化是一個基本事實，不能逃避，鐵進入了新的構架的時代，改變了以前

磚石構造的概念，建築跟手工藝開始做不一樣事情了，建築必須要回應工業事實、

技術問題、生產問題。另外基提恩認為新的建築很有趣，大多來自平凡的建築，

而不是來自偉大的建築（十八世紀之前的建築最棒的都是教堂、宮殿、博物館這

些偉大的建築）。他認為十九世紀造就二十世紀進步的，都不是來自偉大的建築，

都不是建築史論家看到的那些建築，反到是民間最不起眼的建築，比如說溫室、

檳榔攤、違章建築（我用的是現代的語言）。比如說那時候的市場、百貨商店、

倉庫、博覽會的臨時建築、沒有用的艾菲爾鐵塔，這些很有用的可是不起眼的、

不受歷史學家重視的建築，他認為這才是新建築，因為這些建築面對機能，提出

新的解決方法，這些觀念不是建築師提出的，而是營造的人、營造廠、結構技師

提出的，提出來滿足所有使用這些的Prototype（原型），反而讓二十世紀的建築

跑向一條新的道路。 

 

單單第三部分的的這個觀點，就有別於其它建築史的觀點。然後他說整個世紀為

了要表現整個營造系統，他認為最重要的是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讓世界改觀，他

說工業革命的影響遠遠超過法國的社會革命，法國大革命包括文化的、政治的、

社會的改革包括那時的啟蒙運動，對於人類史、西方史的改革當然重要，可是工

業革命、技術上革命的重要性遠遠超過它。民間的工業化系統的動向遠遠超過官

方為了要塑造古典紀念性的動向，他說這種平凡建築的研究，遠遠勝過以前古典、

歌德等的研究，而且具有決定性的改變，讓二十世紀變成這個樣子。他說當初這

些都不是建築師們，所建構出來最大膽的鐵構造的橋，創造一個大拱，這個大拱



 

剛開始雖然還要回應過去古典的Arch（拱），羅馬希臘的這種Arch關係，可是這

個大拱最大的挑戰是用古典的半圓的拱結構，創造最大的垮距，這個垮距讓建築

開創了新的途徑。因為創造了鋼結構，鋼結構的Arch，所有結構跟材料的關係，

讓建築產生了大躍進。這種大躍進遠遠超過教堂，這是他提出來的。他說進入鋼

構架的時代，利用好多鋼梁，創造一個大跨距的鋼拱，這個鋼拱用230尺的鋼樑、

用六根肋筋，就可以創造出比以前還要大的橋。這個大的橋雖然在型式上還是在

仿古，但是結構上有很大的改變。這些改變影響的都不是古典建築，影響了大的

溫室、大的畫廊、大的公共空間、大的劇院，這些在當時都必須處理大跨距。以

前處理古典空間最偉大的也是再處理大跨距，所以以前古典建築的故事就是圓頂

的故事，誰蓋的頂越大、誰能夠創造出最大的空間架構，包括萬神殿，聖索菲亞

大教堂、聖彼得教堂、佛羅倫斯大教堂，都是在創造這個圓頂，不過這圓頂都是

架構在磚石構造，所以這個圓頂一職是在漸進式的發展，可是到了橋的發展，本

來只是要做土木工程，最後被應用到建築工程，建築工程都在處理這些大跨距，

所以鐵構造讓這個古典的大跨距達到最高峰。可是這最高峰並不是教堂，是劇院、

倉庫、溫室、畫廊這些Public Architecture（公共建築），所以大大影響了公共建

築的走向。 

 

另外一個，鋼鐵開始因為芝加哥被大火燒掉之後，要很快地蓋起高樓，因為芝加

哥有很多高密度的人口不斷成長，所以開始利用了一些剛剛發展的鋼柱系統，開

始變成外牆，變成樓板的支架，創造了芝加哥學派的High-Rise Building（高層建

築）的濫觴，其實High-Rise Building（高層建築）其實剛開始希望做的是古典風

格（三段式，下面是基座、中間身體、上面屋凸），芝加哥學派回應古典風格是

一種擬人式的，有基座、有身體，但是所用的材料不一樣了，因為那時候大量運

用工業材料，因為這樣風格慢慢不見了，留下了摩天大樓基本的雛型變成

High-Rise Building（高層建築），今天我們看到的高層建築基本上已經變成Curtain 

Wall（帷幕牆），所有的高層建築已經不是以前三段式的這種古典思考的，不像



 

芝加哥學派那個過渡時期。真正影響他的是把以前的營造，開始變成這種新的建

築，剛開始是做矮建築，後來慢慢拉高。基提恩認為這是一個Milestone。甚至於

它創造了一個這麼奇怪的萬國博覽會計畫，做了一個超大的跨距，為了表現這個

超大跨距，先在旁邊周圍做一個類似羅馬競技場的、古典原則的一個大圓環，原

本羅馬競技場是沒有頂的，但他想在這邊加上一個頂，只好做一個高樓，用鋼構

做一個高樓，用個吊索把這個頂給吊起來，所以用一個垂直的東西以及Cable 

System（吊索系統）連接到外環，變成一個大的、輕的構架，創造一個懸掛式的

屋頂。只不過因為這個需求，讓以前羅馬競技場的空間室內化。為了室內化必須

解決結構的問題，必須要有一個高的塔、一個外環然後做一個吊索系統的屋頂。

這個屋頂創造了新的、公共的Pavilion（棚架），再也不是以前古典競技場的概

念。所有東西都開始變成一種新的形態，比如像芝加哥學派，開始全部變成防火

的。如果沒有新的技術發展的話，這些事情是不會形成的，所以基提恩提出說，

因為各個營造廠發展出來，讓我們所有的建築從十九世紀邁向二十世紀。那時候

還做了昇降梯，如果沒有升降機人，根本無法到那哩，那時候升降梯只是為了運

貨，人不敢站上去，而有一家叫Otis的廠商，發展了第一個安全的升降梯，專門

給人使用，為了說服大家，這家廠商的老闆親自上去，並把繩子剪斷，這根本像

個魔術師一樣，因為他發展個一個系統，繩子斷掉還有一個固定的卡榫，所以不

會往下掉。當那天一表演後，所有人一股掌後，升降梯就變成建築的一個Element

（元素）。所有的人都願意坐了，他就變成建築的構材，從一個基本的、簡單的

運貨工具，變成建築的一個基本元素。鋼構架加上昇降梯，開始變成摩天大樓。

第一個做的就是巴黎鐵塔，載著人開始上到最高的巴黎鐵塔去看這個城市。巴黎

鐵塔只是個紀念物，不是建築，可是上了巴黎鐵塔之後，這個紀念物突然變成了

一種大躍進，因為工業、因為需求、因為材料變成了大躍進，進而變成一個

Skyscraper（摩天大樓）。這就是基提恩(Giedion)一直在談的關係。最後還有另外

一個法國人拉勃勞斯特（Henri Labrouste），他同時是一個工程師也是一個建築

師，所以他是建築師兼營造師，那時候這種人最紅。有點像現在的誰？建築師兼



 

結構，全世界有兩個非常的紅，Calatrava，另外一個是公司，幫鳥巢做了這個結

構，幫所有的人做結構的叫Peter Bowtell，公司叫Arup。你知道全世界偉大的建築

都不是那些Koolhaas、伊東做的，都是Arup做的。因為Arup只想一件事情，一個

上千人的公司，全部都在解決營造、結構的問題，所以你看到CCTV、Herzog & de 

Meuron的鳥巢、PRADA，全部所有的結構圖都是Arup畫的。這在十九世紀就已經

成立了，到今天為止突然又翻身了，建築師兼營造師，我們一再告訴大家，藝術

讓每個美化的運動配合功能，所以拉勃勞斯特（Henri Labrouste）厲害的原因是

因為他是具有文藝復興古典特質美學的設計師，可是他又是一個營造師，他知道

怎麼去回應實用性。所以他用了古典的空間美學，用一個新的材料，回應新的構

造性，創造出非常重要的新的美學。尤其是巴黎國立圖書館，在十九世紀末是一

個非常重要的建築，利用古典美學的連續拱，像教堂一樣，做出了一個圖書館，

用鑄鐵柱、用大的鐵來做大的Dome（圓頂），這個Dome（圓頂）還有古典美學，

影響了後來的新藝術運動，新藝術運動大量用鐵來做大自然跟古典之間的美學，

拉勃勞斯特（Henri Labrouste）他就是在做這樣的關係。甚至於最有趣的是這個，

你可以想像在十九世紀蓋了這樣的圖書館，這個圖書館全部都是用Metal Deck（金

屬板）讓圖書館做一個大挑空，為什麼這個圖書館要挑空？看到這麼漂亮的工業

製品，上面還有一些古典風格，大量的窗戶、玻璃、書架，光線可以進來，當初

只不過為了一個很不起眼的要求，希望讓陽光從頂層一直照到最下層，讓圖書館

不要這麼暗。就像巴黎計畫只不過要把公共衛生系統做起來一樣，可以經由營造、

工程、材料非常清楚的工程師，加上他又有藝術修養的建築師，他就把這個看起

來不起眼的生活要求、實用要求，採用了輪船的輪機間。大家都知道19世紀工業

革命最大的影響剛開始是汽車、輪船、飛機而不是建築，他利用輪船的輪機間，

這種很簡單的工業製品，不美的只是為了實用的格子網狀的Metal Deck來組成古

典的、偉大的國家級圖書館，就有點像我們用浪板做國家圖書館，當時雖然還是

有許多抗性，但拉勃勞斯特（Henri Labrouste）這個人非常具有藝術的古典風格，

所以他把這兩件事情結合在一起，創造了這樣的圖書館。你知道這圖書館影響力



 

有多大嗎？這圖書館建構起來以後就沒有甚麼事情不可以了，後面所有的新藝術

運動、建築就開始回應出來。你們大概也可以從這裡了解為什麼基提恩(Giedion)

跟柯比意這麼要好了，柯比意在我們下次會談到的建築新精神中，他說我們要向

輪船、汽車學習，汽車、輪船是我們這個世紀最偉大的設計，我們的建築必須要

向它們看齊，因為他們沒有一件東西都是沒用的，每一樣東西的製作都必須回應

大量生產，可是我們建築師必須要回應生活需求及美學，這是柯比意所談的事情。

柯比意的美學來自希臘、羅馬、文藝復興古典的模矩、ABABA的秩序，跟基提

恩(Giedion)非常像，他接受了所有工業革命的所有事情，也接受了古典藝術的教

育給他的共通原則，這兩者結合在一起。所以基提恩列出了許多我們現在都不知

道的案子，包括某個在1824年巴黎蓋的一個市場，他說工程師們發展了既優雅又

節約的建築方法。很節約的絕對不是浪費材料，絕對不是那種御用建築師，一花

三十億，可能只需要三千萬就蓋起來了。所以在我們這時代可能有誰在做這件事，

謝英俊，就是用最簡單的L角鐵蓋出來，到底優不優雅我不知道，可是他的社會

性非常強的、需求性非常強的、材料的風格用建構性關係來回看建築。你說當初

這個市場一點也不偉大，為了蓋個市場，這市場可能要有樓梯，可能要有排水溝，

為了讓很多人可以在裡面走，為了這些人在走道中不淋到雨要加一個頂，這些所

有東西都稱為新建築的Problem跟Solution，有問題就有解答，這個時候還沒有美

學風格，可是卻創造了新傳統運動。這種圖我最喜歡了，這種圖是Rem Koolhaas

在Delirious New York（狂瞻紐約）裡面最喜歡談的圖，他說當時還有一個華納瑪

克（John Wanamaker）做的大倉庫。在過去街道上的有很多小商店，但是店面放

不下這麼多東西，所以每個人租了個倉庫就把東西放在倉庫裡，然後店就是店面，

結果這個第一個百貨公司，他的觀點是既然有很多人來買東西，乾脆把店與倉庫

結合在一起。我需要一個大空間，把所有東西就儲藏在那裏，然後所有的東西都

展示出來，所有人就可以來這邊逛街買東西，就變成現在我們的大賣場。他認為

這的大倉庫就是把以前商店加上倉儲，變成百貨商店，這東西是個偉大的工程。

就像我們在做設計時，喜歡把Program A加B，加起來看能不能變成另一種新的類



 

型，其實在那個時候基提恩已經提出這樣的事，他說店面加倉庫就變成百貨商店

（Department Store）。在百貨商店裡，人們可以在裡面遊逛，所有東西可以在那

邊買，所有東西都可以儲存。這個東西放在一個臨時性的時候就變成了萬國博覽

會的雛形，1950年開始有了世界博覽會這個雛型就是以前的百貨商店。這個百貨

商店就是以前的商店加倉庫，變成一個Pavilion（棚架），沒有什麼歷史風格，

沒有什麼美學上的概念，純粹就是要表現出一個大的集會空間，所以也就看到了

冬季花園，在有下雪的地方要讓大家聚在一起不要太冷，所以就利用了溫室，把

溫室加上一個集會所，就變成了一個冬季花園集會所（Winter Garden & Assembly 

Room），他覺得太棒了。剛剛講的百貨商店，現在講的集會堂加溫室，這些多

麼的棒。這麼棒的東西最後型成在什麼時候，型成在1851年萬國博覽會競圖，突

然在那次的競圖，所有的御用建築師蓋了一對很漂亮的偉大的建築都沒得獎，因

為這些偉大的建築入選之後，主辦人問建築師說能否在五個月內蓋出來，大家都

說不可能，這種偉大的、石造的、像文藝復興的、折衷主義的建築至少要5年到

10年，所以那時候一直無法決案，沒有一個建築師可以回應。後來就來了一封信，

一封信把他變成建築師，他是一個園藝家，在鄉下蓋溫室的，寫了一封信給宮廷

主辦單位，跟主辦單位說我可以做的到，我三個月就可以蓋好，所有人嚇一大跳，

因為他說他在鄉下蓋溫室的時候，就是用細的鐵件去把它組成一個大的垮距，三

個月就可以蓋出讓所有人都可以在裡面的，而且不受冬夏季天氣的影響。就這樣

讓他拿到案子，引起全世界的震撼，所有的御用建築師都在抗議。為什麼給一個

不是給建築師做，而是給一個營造商兼溫室的人，做一個偉大的建築師。結果蓋

出來之後，變成全世界最重要的里程碑，自從有這樣的建築之後，所有的現代建

築就正式往前走，他的偉大當初從來沒有想過，當初只不過為了某種生活需求，

一種社會現實的考慮，可以對基提恩(Giedion)來說這東西絕對不可能憑空跑出來

的，他之前你看有這麼多營造跟結構，所創造出來的橋、百貨公司、溫室才成就

了這個水晶宮，所以這個歷史現實的成就，大家必須要正視他，開始建構了水晶

宮。水晶宮之後1889年建構了另一個新的Milestone，也是因為結構上來，滿足所



 

有人的慾望，可是也預告了所有建築的新發展，就是艾菲爾鐵塔，當初也是全巴

黎人都在抗議艾菲爾鐵塔，說這根本只是滿足一個工業技師，所做的時代的紀念

物根本不是建築，但這卻成為一種新的里程碑。我們常說現代建築的里程碑，最

大跨距的水平被水晶宮所跨越了，最大垂直高度的Skyscraper被巴黎鐵塔所跨越

了。這兩個跨越才預示了所有建築的發展。 

 

最後他在第四章，你回憶一下剛剛的歷史發展，從文藝復興到巴洛克到都市發展，

這些帝王的意志，做出一些城市的發展，最後變成一些中產階級要的View，最後

變成柯比意做出來的那個線性的發展，這個脈絡很奇怪也很特別。第三部分的脈

絡，怎麼樣從橋、從電梯、從構造、從防火到組合，變成倉庫、畫廊、市場、百

貨公司，最後變成水晶宮，最後宣告現代建築從水晶宮開始。上次上建築史告訴

你們，現代建築從水晶宮開始，沒有告訴你們在水晶宮之前還有一些亂七八糟的

東西，可是實際上基提恩(Giedion)就再告訴你，所有的生活片段片段都是連續性

的，絕對不是長出來的，可以這些連續性的片段、事實都藏在一些很細微的、不

是很了不起的東西，這些東西全部都可以化土為金。反而很多建築師非常在意自

己如何建構一個時代或歷史性的風格跟紀念性的時候，反而化金為石，變成一塊

一塊死寂沉默的石頭，對未來一點都沒有幫助。所以整個空間時間建築這本書的

中心思想就在這，對後代影響非常大，當然對我影響也非常大。 

 

之後他在談建築的道德要求，我就不細講了。他在第四章舉了一個韋爾德（Van de 

Velde）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現代建築的意志理論，就是一個要做有機建築的人，

他談到人民都了解當代建築是一個謊，都是裝腔作勢而沒有真理的，我們必須要

了解更純粹的表現方法，找到適合這個時代的新方法，也就是這個時代所產生的

新潛能，這是韋爾德（Van de Velde）所說的。這時候基提恩(Giedion) Quote出來，

在挑戰古典主義者，挑戰這些學院派的，認為他們跟隨著風格都是裝腔作勢而沒

有真理的。所以他在這邊就寫了幾個階段，開始進到現代建築史，他提到1880



 

年代芝加哥學派蓋納些房子有多重要，1890年代比利時做出這個鐵構架有多重要，

1900年鋼筋混凝土（RC）包括柯比意，包括做富蘭克林25公寓的佩雷（Auguste 

Perret），開始做RC的塑性建築，到了1910年藝術家接手，所有的立體派、印象

派、達達主義開始接手變成新的空間概念。基提恩說如果你斷代的看這幾個十年，

每個十年都沒有關係，從工程師開始到了結構家到了混凝土的人，最後變成藝術

家，整個接手才開始讓這幾個階段變成建築性，在那個時候最重要的倫理性。建

築的輪理性要架在哪裡？就是要找出適合時代的方法，產生新的時代的潛能，這

是他認為建築師最重要的責任。建築師最重要的不是創造建築的形式風格，而找

到這個潛在的可能。這是他認為建築中的道德要求，每個建築師心裡必須要有這

個很重要的價值。他認為這個價值還不夠，他認為在1910年之後，從1930年開始

之後最重要，對現代建築的發展影響最大的就是城市計畫問題，也就是他在第五、

六、七、八章談的城市問題。也正是他在1930年後，最著力的部分－CIAM，在

國際建築會議裡面討論城市的計畫。所以他把他自己放在這譜系裡面，告訴自己

說我身為現代的歷史學家，我看到這些歷史建築，我看到了這些很棒的萊特、柯

比意、Alvar Allto、密斯、葛羅培斯，我還要拿一條鞭，鞭策他們說你們真的要

做的事情在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跨越二十世紀之後，真正的責任是在城市裡面。

那個時候他推的這些所有建築師，除了在做建築美學空間以外，就是在做城市議

題，這是他後面這段所著重的關係。 

 

這些所有談的空間架構，如果你真的有去念他，我希望你們可以跟後面的幾講做

一個連貫，因為這幾講的經典是連貫的。第二獎是跳開跟基提恩對立的，建築七

盞明燈，再下下講是談柯比意的邁向建築，柯比意的邁向建築就是要告訴你說，

我們要從美學開始，對建築的美學、工程師的美學（很接近基提恩的觀點），他

提到十九世紀的建築師是缺席的，他說十九世紀的建築師都沒有貢獻，真正貢獻

的都是工程師。他提醒建築師再面對工程師的時候，還要面對一個問題，回到量

體、回到表面、回到平面，就是我剛剛講的，基提恩的第二章談到的古典原則裡



 

面的波狀牆、古典原則的模矩、古典的透視圖、人性尺度的秩序、回到規線。規

線是什麼？所有的ABABA、黃金比，所有建築師必須要回到這裡，這是給建築

師的第一個很重要的提醒，不要忘記古典給你的共通原則。基提恩(Giedion)這麼

說，柯比意也這麼說。第二個──視而未見的眼睛，他罵這些建築師都視而未見，

明明在十九世紀世界都走到那麼前端了，結果你們還在做古典建築，你們這些食

古不化的校園傳統派的在談古典原則，你們應該要跟基提恩(Giedion)一樣看微小

事務，你們應該看生活事件，你們應該看技術發展，你們應該看像畢卡索一樣，

要看平常的所有東西。所以他寫了一個視而未見的眼睛，就是說他的眼睛比你們

好，他看到了輪船、飛機、汽車。他看到了一件事情，十九世紀大家都可以做那

個輪船，從Ａ點到Ｂ點過了二十天都可以生活，理所當然，為什麼輪船的這種生

活不能在城市裏面？為什麼你的房子要做成像古典建築的樣子？可是你卻接受

汽車、輪船、飛機所給你的現代化、工業製品的生活面貌。 

 

再過來又回到建築，你必須要注意古典給你的啟示，羅馬、希臘、文藝復興的啟

示。最後必須要注意工業給你的技術、生活給你的機能，以及古典建築給你的啟

示，全部併合起來，找到純粹的精神。他說建築必須要有精神，不然都是白費。

所以他還是把自己跟工程營造、結構師切割開，他認為要接受工程師的貢獻，但

是必須提煉出精神的創要，這是他的新精神結論。但這還不夠，他說我們建築師

處裡的是一個生活的問題，所以我創造的新建築，最後最後我把這些東西放在生

活裡面，放在一個Housing裡面，放在所有的居住型態裡面。所以他在後面二三

十年裡面，都在處理Housing的問題，他認為Housing的問題才是社會的問題、才

是城市的問題。因為碰觸到Housing就要碰觸到城市計畫，所以柯比意才會談到

光輝城市，才會談到後來的城市計畫，都是從Housing出發。他認為建築應該是

一個革命，他是個革命家絕對不甘於建築只是做一個美美的紀念碑而以，他認為

建築應該是一個社會運動，建築要推到一個最重要的movement，才會達到建築跟

這個社會接在一起的關係。那建築要如何回應變成革命，絕對不可以從形式出發，



 

絕對是以生活需求跟生產技術出發。就是社會面臨的最重要的生活方式跟生產方

式，將這兩件事情合起來，加上建築師的藝術本身的創造才能變成這樣。這也是

我們第三講最重要的，你要了解第一講或第二講後，再看第三講的時候，你就會

發現柯比意做的事情很清晰，你才會理解柯比意的那些建築，背後其實有一些社

會革命理念。所以他把建築跟輪船畫在同一張圖上，他認為這些事情是同樣一件

事情，他認為輪船跟他後來做的集居住宅（馬賽公寓）是同一件事情，所以他把

工業跟人的生活、把人的住居跟生產根最後的社會革命放在這樣一個架構。把輪

船跟馬賽公寓建構在一起，所以你不能只看馬賽公寓是一個美美的房子，馬賽公

寓其實是一個社會改造運動，或是他對於當初的社會型態裡面，提出一個烏托邦

的理想性概念。當然另外一個人就是Rem Koolhaas，他開始建構一個新的公園、

交通、建築的大跨距，所有的工業技術加上紀念性的燈塔，把所有的東西建構再

一起。這是他早期還沒有蓋房子的時候，最喜歡的一張圖，放在Delirious New York

（狂瞻紐約）的其中一章，不是他畫的，是一個漫畫家畫的圖，把這個漫畫家畫

的圖建構出他自己的建築，他的建築既是隧道也是碼頭也是交通轉運站也是停車

場也是飯店也是天幕電影院，所有事情架在一起。他認為這兩件事情應該再一起，

就像柯必意在六十年前，認為要把輪船跟馬賽公寓放在一起。兩邊所要處理的事

情不一樣，柯比意所面臨的是工業革命最興盛的時期，社會主義的時代，Housing，

可是Rem Koolhaas所面臨的是一個資本主義，甚至是後資本主義的時代，所建構

的是一個Metropolitan（大都會）混和性的議題。兩個處理的問題在不同的時代所

創造出來的經典，一個是Delirious New York（狂瞻紐約），一個是邁向建築新精

神。這兩部大作其實在我們之後會講，但其實我認為跟今天談的基提恩的觀點都

非常重要。所以Koolhaas才會寫了這些東西，我覺得最有關聯的就是Delirious New 

York（狂瞻紐約）對於曼哈頓實驗場的這種新的實驗價值，還有SMLXL（小中

大特大），對於最大的事物跟最細微的事物同時觀察，把各種不同的事件拉在同

一條線上，跨越時間跨越歷史，讓空間型態，讓生活所需拉成一個社會的事實，

或者是拉成建築的想像。這兩本書我都會拿出來紀念基提恩(Giedion)，中間當然



 

還有受到Venturi的［建築的複雜與矛盾］的影響，可是我都認為Rem Koolhaas在

這時候寫的這本書，其實是回應基提恩(Giedion)在二十世紀早期所做的對於十九

世紀所提出來的這些事情。曼哈頓他提到的是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的另一種新的

建築想像，回應的是當代1960年、1980年到現在二十一世紀的另外一種新的世界

面貌。這是我們提出來最重要的Delirious New York（狂瞻紐約），那1978年他提

出來，如果說1920年代柯比意邁向新建築是二十世紀對於現代主義的宣言的話，

那1978年 Delirious New York（狂瞻紐約）是世紀末觀看大都會的心理層面跟社會

層面，他具有神話性、象徵性還有大眾性，是一個跟人民生活有關的關係。那當

然預告下個禮拜要跟大家談的，是1849年的另外一本書是羅斯金(Roskin)談的，

十九世紀中的一本書，那是一個警語，那是一個很害怕工業革命帶給人類毀滅的

警語，叫做建築的七盞明燈。那在下裡拜講，下禮拜講的跟今天講的一對的，一

個對工業革命，充滿往前走的思考；一個是因為工業革命，一直對以前的東西充

滿懷想。用盡方法，去保留以前的建築美德，所以這兩件事情都是同樣重要的，

我不敢說你一定要相信基提恩(Giedion)所說的話，因為下禮拜羅斯金(Roskin)所說

的話對當代的影響也非常大，比如說瑞士的Peter Zumthor，我認為他最在意的事

情都不是基提恩(Giedion)所談的事情，反而是羅斯金(Roskin)所談的事情。保留建

築的七種美德，七種最重要的美德，我認為這對現代建築的影響也非常大。那我

們今天就到這邊為止，那我會希望大家真的有空真的去翻翻他的第二章、第三章，

讓你對於他的輪廓有所理解，讓你對後面的書能更加清楚，如果你就今天讓它過

去了，除非你的記性很好，從後天開始會回到天書的狀態，那基本上他是一個天

書，很不容易念，所以我會希望趁你還記得的時候，趕快去理解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