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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上第二講，基本上跟上星期講的「空間、時間、建築」，兩堂課是一

對。這次講的是羅斯金（John Roskin）的「建築的七盞明燈」，比對於上星期的「空

間、時間、建築」，這兩本書都是在面對工業革命，這兩本書基本上距離大約有 80~90

年間。「時間、空間、建築」主要是在反省工業革命對建築的影響，因為已經寫在工

業革命後一百年，所以看到了工業革命對於建築影響的大輪廓，甚至更積極的是在

談二十世紀之後之後，建築發生的事實，企圖以自己的觀察跟關係論把其他人和自

己聯結再一起，也告訴所有人建築前進的方式，也回應各個不同時代的工具生產及

各個不同的案例所發展出的空間關係。 

基本上把這本書放在「空間、時間、建築」之後，讓大家先了解之後發生的事，

再回到 1849 年的「建築的七盞明燈」，大家會比較了解羅斯金如何反省工業革命對

於早期十九世紀之前的建築，所發生的震撼以及他的關心、他的緊張在哪哩。這本

書對我而言是影響現代建築非常重要的一本書，雖然它談論的方式是非常憂慮、反

省，但也因為這樣，讓現代建築前進的脈絡開始分成兩條線，一條是樂觀地往前走，

另一條則是非常悲觀的企圖把以前的事情留下最基本的原則。他評論建築的方式並

不只是在憂慮，而是重新建構了他心目中認為邁向現代建築的幾個原則，因為失去

這些原則現代建築就失去了希望。 

有兩本書希望大家可以看，一本是羅斯金的「建築的七盞明燈」，另一本「建

築的七盞明燈－淺談羅斯金的建築思維」是當初成大的陳德如的博士論文，是一本

論述的書。原書與這本論述的書交替著讀，我相信大家會比較容易理解這些架構。

今天上的這本經典導讀的課就是要架在這兩本書上面，一邊順著「建築的七盞明燈」

的架構一邊跟著陳德如論文整理的架構，了解這些關係。羅斯金寫的文字非常瑣碎

不太容易看懂架構，但他用的文字都非常優雅以及簡單的手繪插圖。陳德如企圖把

這個優雅的瑣碎的、繁複的文字變成一個概論。所以這兩本書都一本是在談架構，

一是在談本文。 



 
在談這本書之前，我覺得最重要的概念是先回到 1859 年，也是在「建築的七

盞明燈」寫完的十年後，幾乎是在同一個時期。狄更斯在「雙城記」中寫了這一段

話，用這句話來描述羅斯金的「建築的七盞明燈」在這個時代的態度跟概念非常適

合，我們可以把這些句話拿來看羅斯金對這時代的憂慮。狄更斯在「雙城記」的時

候，第一句就寫了「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我們大家在一直走向天

堂，我們大家在一起走向地獄－總之，那個時代跟這個時代是如此相像，以致有些

最喧囂的論客，無論說是它好或說它壞，都一定要人們用最高級形容詞來接待它。」

所謂的天堂其實就是大勢所趨，所有人都抵擋不住的工業生產的時代，而且非常的

樂觀面對。這些樂觀來自於生產的效率、經濟、速度都遠遠超過原來手工藝的時代。

建築師所建構出來的角色以及建築呈現的面貌在這個時候都有巨大的改變，大家都

樂觀的走向像天堂一樣的機械時代。上星期講的「空間、時間、建築」基本上也是

企圖描述在這個樂觀的脈絡中，如何產生現代建築。但當初的羅斯金或狄更斯認為

這些事情帶我們走向樂觀的面貌時，其實非常悲觀的認為人類的另一種文化即將崩

毀，成為一種大崩壞的時代。這個大崩壞時代是因為這個時代裡，一堆論述者、學

整、在處理技術文化的人，都非常正面的認為工業時代是好的，可是羅斯金這些人

卻認為它是不好的，這些主要人都非常極端。如果把狄更斯的這句話拿來回應羅斯

金，「．．．．．．一定要人們用最高級的形容詞來接待它。」這個它就是工業革命

或工業個命所產生出的機械時代。 

那在談到羅斯金這本「建築的七盞明燈」的時候，大家可能對於古典建築要有

部分的了解，有幾個重要的古典建築脈絡，如果沒有完全理解這些脈絡的話，大概

會有點難以理解羅斯金的理論。第一件事情就是就是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一直向前

邁進的時候，有一群人企圖提倡古典文化裡面最棒的、最忠實表達建築的一些基本

原則。也就是說十九世紀、二十世紀有一群人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就是去裝飾，

不管走向哪一派的人，在面對古典建築時，都是要去掉古典的裝飾，因為十八世紀

充斥著折衷主義的房子（把很多東西都併在一起）。當初大家都極力的把這些無謂的

裝飾去掉，大家都在企圖提供建築本質的時候，大家回到兩個時代。一個是歌德復

古主義（Gothic Revival），有人翻作更具有形象化的高直復古主義。這種又高又直的

建築在文藝復興之前風行了全歐洲，這種建築完全不在意美學、不在意人們眼睛看



 
到的這種幾何，非常暴力的面對建築的構築。當代建築師中，有些很強調美學形式

對於時代的改變，也有一群人特別注意的是內在的構造跟構築的關係。歌德的教堂

當初被文藝復興、被義大利人歧視，因為它基本上就是狂野的、粗暴的、直接的、

沒有潤飾的結構美學，在文藝復興、義大利傳統來看。它是一個沒有文化的建築。

但是全世界還是有一群人非常嚮往歌德建築，因為歌德建築就是強調建築越高越好，

它利用建築的高度跟光線來表達建築的神聖性，而不是以人類的幾何的概念。所以

我們可以看到它發明了尖拱，把原來最美的正圓幾何形式變成尖拱，原來圓拱的力

學概念是由上往下傳遞力量，但歌德教堂的尖拱變成沒有傳遞力量的支點，讓兩個

尖拱輕輕碰在一起，讓空間整個往上拉，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空間架構，但因為這

樣，建築才開始往上揚，並且越拉越高。大家會問說這個東西在建築力學似乎不合

理，以往都是用拱心石讓力量往下傳遞，當拱頂不再傳遞力量的時候，歌德發明了

前所未有的力學系統，那就是飛扶壁。兩道牆把整個結構頂住，下面用牆上面用了

類桁架、類樑的方式把結構撐住，中間有一塊飛在半空中的結構把尖拱撐起來，這

就是飛扶壁。可是義大利人、古典建築最討厭這個飛浮壁，因為一個建築本來是十

字的平面，加上很多飛扶壁之後，外面就多了很多的結構體，這些結構體是不美的，

這個結構體對很多古典建築人來說是很刺眼的，因為多了很多東西在外面，只是為

了結構，但對於哥德建築而言，這些結構是忠實存在的，回應了真實的構造。當代

也有很多建築師根本不修飾結構性，結構該外露就外露，例如 Herzog & de Meuron

所設計的鳥巢，所有的結構在蓋一個巨型的體育場，並且外露。雖然它很暴力，雖

然它不美，但它呈現了另外一種美學。歌德的教堂其實就是在飛扶壁跟尖拱的系統

下，一步一步往上撐，所以這個架構就變成建築非常重要的元素。十八世紀、十九

世紀以一個歌德復古主義（高直復古主義）並不是要大家回復到歌德的結構狀態，

而是他認為歌德建築忠實回到這種結構關係，它的構造、材料的關係是非常棒的。

我們可以看到歌德建築的教堂，最經典的就是巴黎聖母院。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教堂

外面加了很多支架，為了讓這個支架更美一點，才會在飛扶壁的上端加上一些元素，

讓支架開始有ㄧ些意義，不然本來就只是一個骨架，很像我們今天的建築的鷹架，

那這是歌德建築的語言。歌德建築另一個語言的美，是在室內充分表達結構關係，

包括柱子變成了簇柱、變成很多小小的柱子，本來是一根大柱子在歌德建築被拆成



 
很多綁在一起的小柱子，並且創造了肋筋（有點類似現代的樑柱系統），尖拱的力可

以傳到簇柱，在視覺上及空間上都傳到柱子上。所以這個斜的肋筋是傳到旁邊的小

柱，所以柱子本身是凹凹凸凸的，像幾根筷子被綁在一起。基本上在回應每個線條

被拉到屋頂上，變成樑的架構，這個樑的架構就是肋筋。因為樑的架構，那條線必

須是要優雅的被傳到地上。 

歌德建築除了回應尖拱、飛扶壁以外，還作了肋筋跟簇柱。自從歌德建築把建

築變成結構性的思考，當結構被合理性的發展完之後，牆突然沒有甚麼用，因為所

有的空間已經被柱子給架起來，整個教堂的空間就像一個鳥籠一樣，用一個大支架

就可以把建築架起來。因為牆失去了結構的作用，所以歌德建築大量拿開了牆，原

來非常陰暗的教堂，在牆被拿掉之後，開始加進了另一個元素，就是這些玫瑰花窗

（薔薇花窗），讓光線從花窗直接打進來，進而呈現它的神聖性，這跟別的建築不一

樣，它的神聖性是來自於大量進來的光線。我們看到這三張圖，一張是飛扶壁、一

張是肋筋跟簇柱、一張是花窗呈現一系列的光線，這些關係成就了歌德建築，讓歌

德建築所有元素都有它的力量，可是這些東西都不是在談幾何及韻律。羅斯金及當

初歌德主義的建築師希望現代建築重新回歸理解建築的構造、構築、結構的關係，

但跟歌德不一樣的是去裝飾。整個十九世紀、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共同美學就是去裝

飾，把裝飾去除，留下真實的古典狀態是很重要的一個大原則。我們當然也可以看

到文藝復興是歌德的另外一個對立面，是希臘、羅馬傳承下來的一面，他們很重視

的是歌德建築不重視的部分，也是義大利認為很重要的傳統，把文藝重新復新，把

希臘、羅馬最美的東西重新復興回來，十四到十六世紀共三個世紀的時間發展了文

藝復興，這時候最強調的是幾何的正方形、長方形的黃金比例，這時候強調、回應

最多的就是帕拉底歐（Andrea Palladio），他已經是文藝復興的最後期，幾乎把文藝

復興的美學大一統，他的所有平面都要有幾何關係，而且要是正圓型、正方形、黃

金比例。他認為幾乎所有元素，從平面、立面、剖面都必須要回應所謂完美的幾何，

這也是建築裡面非常非常被重視的古典建築。後代的柯比意（Le Corbusier）也對這

件事非常著名，而且發展到更極致，也就是我們下週要談的。柯比意談到了「模矩

論」，基本上就是回應帕拉底歐跟前面這些文藝復興人，把所有的幾何跟韻律發展到

更極致。 



 
歌德建築跟文藝復興建築這兩個系列一直往前進，雖然古典建築已經翻了一翻

變成現代建築，可是最重要的精神都還在。羅斯金重視的不一定只是帕拉底歐的這

種幾何關係，他也重視哥德教堂所表達出來的空間狀態。可是在羅斯金所處的時代，

從文藝復興中間的十五世紀一直到十八世紀，建築基本上沒有建立甚麼里程碑或主

體風格，大家都在延續歌德建築、文藝復興建築。這時候已經沒有花招可以變了，

所有的事情都被歌德跟文藝復興講完了。在十七、十八、十九世紀的時候，有了折

衷主義或歷史主義（Eclecticism）。很多建築師開始把各個不同時代的建築拿來拚在

一起，希望創造一種新的建築風格，簡單來說就是 Mix and Match。就像當代的菲利

浦‧史塔克（Philippe Patrick Starck），他是個非常聰明的鬼才型設計師，他是一個沒

有包袱、不是正統學院教育下的設計師，他可以一手拿一張路易十四的椅子，一手

拿壓克力做出一張路易十四的椅子，可以看到最古典的形式以及最新的材料所創造

出來的樣貌。折衷主義在十八、十九世紀大量的企圖用希臘、羅馬、文藝復興、巴

洛克、歌德……等的風格湊合在一起，足足進行了兩百年。作出了歷史樣式的組合，

做成很多奇怪的不具有單一風格的建築。可是這時候發展了非常多混和性的美學，

也不能說它不好，因為它的 Mix and Match 的確存建築師的魅力及獨特性。可是正

因為這樣，所以開始很多人受不了，認為建築已經走到一條死胡同，都只是在奇技

淫巧的創造各種新形式。可是這個新形式大部分都依靠裝飾，都是湊合的狀態，都

只是在談風格。所以在十八世紀、十九世紀有兩件事情讓古典建築產生翻轉，第一

個是在思考上發生了啟蒙運動，這個啟蒙運動希望找到任何知識、任何思想、任何

美學、任何科學上的本質，而放棄表面上的裝飾跟樣式。啟蒙運動在尋求人類跟宇

宙之間的本質，所以雖然運動落在哲學、科學，但是對於美學的影響也非常大。在

美學上，讓很多人開始思考建築的本質，所以發展了啟蒙時代的復古運動。開始回

頭尋找希臘、羅馬、文藝復興、歌德最棒的原則是什麼，最重要的是他們要去除的

十八世紀、十九世紀最糟最需要被改變的風格加上裝飾。才會有十八世紀之後的本

質性思考，也才會有羅斯金在十九世紀中期寫的「建築的七盞明燈」，建築的七個大

原則。羅斯金除了去抵抗、回應折衷主義以外，他強調的是啟蒙運動後的復古運動

例如歌德復古主義。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啟蒙時代同時發展了一個改變古典建築的

啟發點，一樣是反裝飾、反拼貼的新原則，叫工業革命。開始發展出機械生產，開



 
始讓讓人類對生產技術、材料、工法有新的認識。除了有一批人要回頭看希臘、羅

馬等的狀態以外，還有一群人往前看，看工業時代給人們新的憧憬、新的幻想。 

我們可以說十九世紀是一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過渡期，沒有甚麼中心思想。但

基提恩的「時間、空間、建築」認為過渡期才是萌發新概念的時期。上星期我們花

了很多時間在談十九世紀的發展，包括市場、博物館、橋.…..這些不起眼的東西，在

這個過渡期其實促進了二十世紀工業革命之後的現代主義。在這個過渡期中的人當

然是很緊張的，這時候羅斯金就談到了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是從十八世紀一直累積

下來的，比其他的歷史更讓人歡喜興奮，都開心的不得了，因為他們認為人類好不

容易碰到一個大躍進。文化一般而言都不是大躍進，文化通常是慢慢的累積，但是

常常可以注意到文化在累積的過程中，有段時間會很緩慢的發展。雖然有在持續向

前走，但是沒有一個大的翻盤，通常都是幾個關鍵性的大躍進讓文化可以翻盤。很

多的發明也都是這樣，就像手機一樣，很多人都在製造手機，可是 APPLE 為什麼可

以大賣，就是因為它有一個殺手型的創意，所謂的殺手型創意就是能夠讓這個社會

一次翻盤。但是不是所有東西都是 APPLE 發展出來的，可能 HTC、IBM、Microsoft、

Sony都在發展技術，可是殺手型的創意才有辦法真正的翻盤。在整個歷史脈絡裡面，

除了啟蒙運動，另一個讓整個社會文化翻盤的就是工業革命，它促使所有人歡喜興

奮。甚至有人說工業革命對人類的影響力，大概只有新石器時代能夠比擬，因為在

新時期時代讓人類的智慧有別於其他動物，因為新石器時代人類開始用手製作生活

使用的東西。人類開始利用智慧並投射於製造跟生活連結的工具，用手跟腦促使人

類有別於其他動物，也因此發展出了文化。新石器時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淚點，

之後所有的文明大都定點新石器時代之後。也有人說工業時代，跳過了很長的一段

時間，成為新石器時代之後的一個最重要的運動。它是積極的、有意識的自發運動，

所有人都無法逃避、抵擋不住的運動。正因為它檔不住，所以有非常多人緊張於整

個世界開始要翻盤。今天二十一世紀被很多人認為也是在一個過渡時期，大家認為

讓世界變盤的可能性在於從 Machine Age（機械時代）到 Digital Era（數位時代）、

Information Age（資訊時代），只不過現在大家都在嘗試各種不同的可能，到了某個

時間點就會整個翻盤。很多人是樂觀的面對它，也有很多人是非常悲觀，擔心所有

的東西都被虛擬化了。有緊張的、悲觀的人，但樂觀的人更多。羅斯金在談「機械



 
的力量於此在歷史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著重與伸張，儘管多數者對於科技所主導的

人類未來抱持樂觀；然而新的社會景象帶給知識界與文藝工作者新的焦慮。……那些

充滿浪漫色彩與中世紀情懷的知識份子，對於「工業文明」之前的過去抱持了過於

理想化的認識，以致這股焦慮的力量、這股針對現代性而來的反撲風潮與懷舊主義，

從一開始便主導了現代性的發展。」這個反撲的風潮是針對我們上星期講的十九世

紀工業革命後的房子（市場、畫室、溫室、賣場），這些東西做出來的東西雖然還有

古典的樣式，但是非常粗糙。我們可以知道十九世紀工業革命還沒有發展出現代如

此精密的、幾乎像是手工藝般的工業製造。距離現在一百五十年前，能夠創造一個

機器把東西組合起來、能夠回應力學就不錯了，所以這些接頭都是粗糙的。另一邊

的人像是基提恩認為這些東西的產生，促進了二十世紀建築的發展，但羅斯金這些

人極度的反彈。在這個反彈中，最重要的里程碑在 1851 年，有一個園藝師約瑟夫‧

帕克斯頓（Joseph Paxton），發展出水晶宮，剛好就在十九世紀的中間改變了全世界。

1850 年徵選，1851 年就蓋起來了。羅斯金在 1849 年出這本「建築的七盞明燈」，

就在水晶宮還沒有徵選還沒蓋出來時候，雖然當時有了技術，但是還沒有完全成型，

但是在兩年後水晶宮就被蓋出來了，世界也就開始向前走了，那個時代是非常快速

的脈動。水晶宮對於建築有非常大的影響，他用花房式的鋼鐵骨架加上平板玻璃這

種用來作為植物園溫室或鐵路站棚的方式，提出了預祝材料、模組化並且只有結構

沒有多餘的裝飾，發展出一種新的美學-輕與透，不再是幾何、美觀、手工藝。這是

一個最偉大的建築，也被基提恩拿來談，當作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比較起歌德

建築與水晶宮，兩件事情回應了古典狀態也都回應結構，只不過水晶宮回應的結構

都是大量生產、組裝，這樣的狀態跟古典建築對於線條的著墨、手工藝的狀態幾乎

是完全不同。當然水晶宮在回應大量製造、快速組裝的狀態。兩個所面對的社會時

代問題不一樣，呈現出來的美學也不一樣。這時候發展出的水晶宮引起了羅斯金這

群人的抗議，他們認為水晶宮所創造出來的東西都是工業生產，對於「質」的方面

卻是最醜陋不堪的。他認為機械生產是無法製造優良的產品，並且會抹殺匠師的手

工藝傳統。他力主應該回到中世紀時期的建築家或工匠們的工作精神。認為人必須

要有勞力的投入，藝術的生命才會產生。機械跟人是沒有關係的，所以人的勞力並

沒有投入到物件上，所以機械做出來的物件是沒有藝術性的。當然這是他們的古典



 
觀點，認為建築家、手工藝匠都必須要有勞力的投入、要有工作精神。 

十九世紀後半，羅斯金開始跟莫里斯（William Morris）密切合作，這個是英國

美術工藝運動最重要的人。英國美術工藝運動就發生在 1861 年，羅斯金寫完「建

築的七盞明燈」後的十二年。羅斯金的學生莫里斯成立了 Morris & Co.，其實是大家

都在崇尚工業生產的時候，反向的推廣中世紀的品味，他做了很多手工藝，開始創

造手工藝復興運動。他開始抵抗水晶宮及所有的工業製品，他鼓勵大家都不要用這

些工業製品。羅斯金除了結合了莫里斯外，還結合了建築師普金（Pugin）及建築師

飛利浦‧韋柏（Philip Webb），產生了一系列的運動，在那時候產生了一個很大的風

潮，引起知識界、建築專業界的關注，這風潮就是英國美術工藝運動。英國美術工

藝運動背後有一個宗師、理論家，就是羅斯金及他寫的「建築的七盞明燈」。羅斯金

沒有提出任何建築上的概念，但引起英國美術工藝運動，改變了現代建築的一條重

要方向。 

莫里斯他是崇拜羅斯金的理念，認為透過手工藝的技術才能達到最好的境界。

他以藝術家為核心，這些藝術家都要了解材料、工藝，整合了鐵、玻璃、木頭、金

飾變成一個大量跨領域的事物所。這個事務所強調的是工坊，一系列在製作織品、

紙張、玻璃、木家具、鐵的燈具。他們非常強調實踐，所有東西都必須是人付出勞

力、心力，必須把藝術的素養投注在物件上。他們崇尚中世紀的歌德反對生產，崇

尚自然的美，認為人永遠在製造人造的東西，例如文藝復興做的都是完美的幾何，

為了要回應自然的大原則。但他認為文藝復興很奇怪，文藝復性大量使用幾何的概

念，但這些方方正正的建築，在自然界中卻從來沒有看到。自然界所有的東西都是

有機的，把每一個自然界的東西放大來看，發現它們幾乎是人類創造不出來的。所

以他認為美都是來自自然界，做創作的時候應該用既有的材料回應自然的、有機的。

英國人特別強調「Learning from nature」，所以創造了自然的、植物的曲線風格，讓

自然的曲線、自然的幾何抵抗義大利文藝復興的完美幾何。莫里斯做的這些手工藝

跟自然風格席捲了整個歐洲，這個風格也就是所謂的新藝術運動（Art Nouveau）。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發展「民眾藝術」，認為藝術概念必須要源自於大眾，是一個集

體的行為，要回應大眾的使用。這也就是莫里斯大量的製造地毯、家俱……等，用勞

力、工匠、藝術家、建築師的合作，產生手工藝的自然風格，回應生活價值，這也



 
是英國美術工藝運動在建築上的發展。 

莫里斯談到「設計必須忠於材料的自然性質，產品的形狀必須與其使用的目的

一致，只在簡單的工業成品表面上加上一些圖案而已，以製作安靜、誠實、永恆的

精緻手工藝術品。」因此他們去裝飾，但是希望留下工藝藝術的文化，所以不全然

甚麼裝飾都沒有。他們希望杯子回應了基本的形式以外，外部還要加上一些文化的

傳承。這些文化的傳承要回應材料的本質，加上一些手工藝。他做的傢俱主要分成

兩種，表現社會價值的傢俱以及形式簡單完整的傢俱。所以他說「不要在您家裡，

放置你認為有用，而你卻不相信是美的東西。」他認為藝術跟生活用品，第一件事

要有用，第二件事要美。這個概念直接反映工業革命，工業革命製造了有用的、快

速的、好用的，但卻不美。美的價值在當時認為是手工藝，所以他們認為這些東西

不美就不要用，因為那會侮辱住家、侮辱人、侮辱社會。他們的東西在今天的角度

來看或許還是太裝飾，可是在這時候他已經幾乎不在木頭上做雕飾，只在街頭、榫

頭做些小小的線條。英國美術工藝運動做了一個非常大的進展，明確的表達所有構

造、結構性的關係，只在附屬構建加上手工藝。Morris & Co.是當時世界上最棒的公

司，做這麼棒的櫃子、屏風，可以看到這些木頭的線條、鐵件都做得非常美，只加

上了一些簡單的線條，在最後需要填充的時候（填充材、Secondary Element）才加

上了一些裝飾的圖案。這也影響了後來的萊特（Frank Lord Wright），萊特的建築本

身非常乾淨，用磚砌或石砌的，但是在 Secondary Element 的地方，例如椅子、窗戶

開始有了花樣，這些花樣還是來自自然的花樣（來自新藝術運動及英國美術工藝運

動），用這些東西來反映文化、藝術。還有史卡帕（carlo scarpa）也受到很深的影響，

讓現代建築本身的架構非常簡單，但裡面充滿了手工藝。看到史卡帕所有的細節，

都會發現它極度的手工藝化，可是他的建築本身卻是極度充滿現代精神。這些都是

從英國美術工藝運動一脈相傳下來的架構。 

韋柏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在英國美術工藝運動還沒發生的時候，他已經蓋

完了紅屋（Red House）這個房子。英國美術工藝運動在 1861 年發生，其實已經席

捲了英國以外的歐洲國家。可是在「建築的七盞明燈」寫完的十年後 1859 年已經

蓋了一棟房子，也是英國美術工藝運動的經典。1853 年的時候莫里斯已經蓋了一個

工廠叫 Morris & Co.，影響了韋柏蓋了一個紅屋。紅屋影響了建築界、影響了英國美



 
術工藝運動、影響了現代建築。基本上的概念是完全以在地的材料跟生活使用結合，

要好用、要美、要在地的材料，放棄了傳統的古典語彙，把這古典的幾何都放棄掉，

直接中時的表達材料、忠實表達生活的使用，最後加上手工藝的美。紅屋是不對稱

的，他不要古典時期的正軸對稱，他希望能夠跟週邊環境融合在一起，讓建築是由

內而外的，從內部所有的生活關係跑到外部。文藝復興的、古典時期的房子外面，

比例、對稱性是被建構起來的。韋柏認為建築應該要像中古時代那樣自由，由內而

外的關係，重視材料的質感。紅屋自由、自然、有機的狀態，被稱為世界最美的房

子。現在我們看起來像一個農舍，但這建築在那個時代是非常了不起的，在同一時

期的房子、旁邊的房子全部都是雕梁畫棟古典建築，基本上紅屋的牆面已經沒有了

雕飾，風格是自由主義的，用的是在地的大斜頂形式，用的是在地的紅磚，所有的

風格都是因為內部的功能所撞出來。阿爾瓦爾‧阿爾托（Alvar Allto）受到它的影響

很深，他在北歐蓋的房子，其自由有機性來自於北歐的木頭材料、磚塊，蓋出在地

的建築。這樣的概念其實在 1859 年是很先鋒的概念，幾乎在這風格裡面，看不到

當初文藝復興、折衷主義那種 Mix and Match，回到一個非常樸素的風格。外表樸素

的不得了，可是在 Secondary Element 包含裡面的天花、櫃子、椅子、桌子、地毯、

樓梯的扶手、鐵件的燈具、壁紙以及這種圓拱加尖拱的狀態，所有的材料都一再的

回應莫里斯，是一個具有某種階級性的，不過這種階級性不是那麼浮誇，只是表達

某種藝術文化。每一種不同機裡的材料、織品都回應了工藝師的風格，充滿了各種

不同的工匠對於材料所回應的藝術文化。同一個時期除了這棟房子，到處充滿了古

典主義、折衷主義的房子，以及像水晶宮這樣粗造不堪的工業製品。那個時代的莫

里斯、韋柏、羅斯金一再讓知識界的高級知識分子認為這才是建築，這才是有品味

的、美的建築，不要快速的、短視的機械文化。 

另外還有一個人是奧古斯都‧普金（Augustus W.N. Pugin），他更嚮往中古時代。

他說「外在的形式要素與內在的精神要素要符合結構工法，而不是一堆虛偽的堆砌。」

他認為不要把這些裝飾變成這些牆上的雕刻，要做裝飾沒有關係，就用一張牆好好

表現平面圖案。那時發展了兩個運動，一個是新藝術（Art Nouveau），一個是裝飾

藝術（Art Deco），Art Deco 也是一個簡化過的平面圖案文化。普金要求裝飾跟功能

要能夠結合在一起，裝飾的目的在於什麼？（十九世紀在反裝飾，如果要推崇裝飾，



 
必須要讓裝飾有所定位）他說除了適切的表達結構、構造的功能外，不要再有其他

的形式特徵，如果要做裝飾，要讓這結構本身更為豐富。這是兩件事情，第一就是

工匠在做木構造的時候，必須在轉角、扶手讓材料本身更為豐富；第二就是平面圖

案要在結構的框架以外、回填的牆上，像是貼壁紙，都要表現出文化性。他認為現

代的工業非常荒謬，他說「這些裝飾太浮誇，把原來物件的結構性、材料性都給抹

除了。」所以他討厭這種裝飾，不認為立體的裝飾是來把原來的結構蓋住，所以裝

飾只能做 Secondary Element，結構本身是很清楚、很簡單的。 

接下來我們談羅斯金，剛剛講的都是他的影響，現在正式進入到這個人及這本

書。羅斯金本身不是個做作品的建築師，他就是一個作家、評論家、藝術家，對於

藝術、文化、自然有非常深的著墨。因為這樣，我們稱他為重要的建築先鋒理論家，

他提出的警語對於建築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尤其影響了英國美術工藝運動。他的涉

略從建築、經濟、政治、地質、植物等學科無所不鑽研。他認為機械是藝術的剋星，

強調藝術與工業結合在一起（造就了後來的英國美術工藝運動、新藝術運動及包浩

斯），回復中古世紀的歌德傳統，重返田園生活，回歸手工藝的傳統價值觀。他說「創

作的真實，就如中世紀的手工藝，工匠與藝術集於一身的自然而真實的創作。」前

幾天我才去參加一個很棒的活動，叫Ted Taipei，有一段整個系列的人都在談手工藝，

有一個人甚至還在鑄劍，對於鐵的特性非常了解。縱使世界已經走到這一段，大家

還是在回顧手工藝的風格。 

羅斯金開始提到的設計理論其實是非常具有社會主義的，認為所有的設計應該

為大眾服務，不要有精英主義的設計。他認為藝術有分大藝術（繪畫、雕塑）和小

藝術（建築、工藝美術），大藝術叫做 Art，小藝術叫 Design。後來的包浩斯才出現

了 Design School，我們第四講的時候就會講包浩斯，其實就是德國發展出來的藝術

工業聯盟及後來的包浩斯。包浩斯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把藝術回應到人的使用層面上。

藝術家不用回應人的生活，只需要把東西做出來供人欣賞，所以藝術家的大藝術是

供給貴族欣賞的，所有創作者要開始回應大眾，藝術家跟工藝師是必須合起來做有

用的東西，這些東西就是小藝術。建築師不是藝術家而是設計師，因為建築師不能

只是詮釋自己的建築藝術，所有東西都要能夠被使用，所以他定義建築、工藝是小

藝術，是設計的概念。所以他號召所有的藝術家，不要做無所用的、裝飾的大藝術，



 
而是要做小藝術。做小藝術的同時，必須要真實的表達、誠摯地回應物件、形式與

功能要統一，提出實用性的目的。小藝術要做到最美，還必須要回應思考跟勞動，

思考跟勞動要能夠結合在一起。羅斯金的這些準則，後來變成英國美術工藝運動的

基礎，他主張向自然學習，以「自然形式」取代「復古主義」，不要再像折衷主義一

樣拼貼各個時代。他認為美感都來自於自然，所以讓後來的英國美術工藝運動、新

藝術運動都在談個概念。他要改變歷史主義跟折衷主義，反對抄襲跟模仿，因為那

時候折衷主義大量的抄襲各種不同時代。他說要忠實表達物品本來的面目及材料忠

實性。當初他反對鋼鐵跟玻璃，難道鋼鐵跟玻璃不忠實嗎？我們必須回想那個時代，

他看到水晶宮，用鋼鐵做拱。認為為什麼可以貪圖製作便宜，卻又做了一個古典的

形式。在那個時代，他認為鋼鐵跟玻璃都是在圖便宜、方便、大量製造，可是又去

模仿古典風格，是不入流的作品。真正入流的作品是回到材料的真實性，所以後來

1859 年發展出的紅屋，就是在談這個概念。藝術創作必須要由勞動中獲得自由的想

像以及工作成就的歡樂。人做事情必須要有勞動才會有所謂的真實感，沒有勞動，

精神就無法投注在物件上。這是非常主義古典的觀念。 

羅斯金這個人出生於1819年足於1900年，在進入二十世紀的第一年就去世了，

他整個活的世代都是十九世紀，沒有看到二十世紀的現代建築。他在去世的前十年

1890年，現代建築開始非常風起雲湧的發展抽象運動，在這個時候他大概就去世了。

所以他生命中最精華的時期就是 1849 年到 1880 年、1890 年的時候，在全盛時期寫

了兩本書「建築的七盞明燈」、「威尼斯之石」。我們今天講的是「建築的七盞明燈」

基本上都在講建築跟繪畫，不單純談建築，還談到很多古典的繪畫及古典的雕刻表

現出的藝術功能，他跟建築的關係都在理論上而不是實質的作品上。可是他寫的另

一本書「威尼斯之石」是他跟父母親出遊的遊記是在描述的威尼斯，他沒有在描述

義大利最盛行文藝復興的佛羅倫斯，也不是義大利最古典的羅馬，反而是描述義大

利最多元、留下中古時期風格、回應文藝復興風格、加入外來東方文化的威尼斯。

裡面談到他在威尼斯看到的細節，企圖用細節表達建築的美。 

「建築的七盞明燈」其實是談美術跟建築，最後引發了英國美術工藝運動。這

裡面表達他在建築思考中的七個大原則。這本書很不容易看，因為裡面描述的都是

細節。雖然中心思想非常清楚，可是因為他不是談建築形式，所以他用細節來表達



 
這七種準則的美。「威尼斯之石」主要是在描寫，他跟父母在旅行時看到威尼斯這麼

複雜的殖民城市，所表達出來的建築美學。這時候他比較具體的表達他與建築美學

之間的概念。這裡面非常重要的是「威尼斯之石」大部分都在談建築、城市的鑑賞

分析及描述，是一個敘事性的敘述文，可是「建築七燈」是一個論說文，是建構原

則的概念，企圖回答、討論建築構成的本質與核心價值。這兩本書之中，他認為哥

德式建築才是美的正典，而不是古典原則回應制式的秩序跟幾何原則。甚至討厭、

抵抗、假借機器生產的假的建築。當然我一再重複，上個星期談到的基提恩，已經

在工業革命後所創造出來的建築，已經不是在模仿古典形式了，開始從工業革命的

建築看到時代的新形式，也就是我們在二十世紀後看到的概念。基提恩提到的已經

是在二十世紀回看工業革命，但羅斯金是從工業革命開始時，緊張、懷疑這種工業

革命的假建築，認為它們毫無美感可言。「建築的七盞明燈」其實很重要的是強調真

實地去勞動，建築也必須說出好的話，建築必須要看到美感。所以回應了三種建築

的美德，建築必須要有道德、美德。上次基提恩的「空間、時間、建築」裡面有一

章也提到建築的倫理，談論何謂真實的建築。基提恩談到「建築的美德」中，建築

必須以最好的方式，行所欲行；必須用最好的語言（不是裝飾的語言），言所欲言。

他認為建築的美德除了作品本身還要表達作者想說的話，最後回應到社會大眾的使

用。他 Art 是回應上面階層的人，Design 才是回應社會大眾。三個不同的角色：Act 

Well、Speak Well、Look Well 所有的精神都來自於手工藝而不是機械生產，機械生產

已經離開了作品、作者本身。 

其實在談美的原則不是只有基提恩，另外影響古典建築最重要的一本書就是

「建築十書」，在西元前一世紀的時候維楚維斯（Vitruvius）所寫的，奠定了建築普

世的價值，認為建築必須要堅固、實用、美觀，大大影響了文藝復興。文藝復興那

時候也在抵抗中古時期亂七八糟的裝飾關係，回歸到最樸素、完整的部分。奠定文

藝復興基礎的其實是在希臘羅馬時期的「建築十書」，必須要堅固、實用、美觀，但

是文藝復興所認為的美觀是把人體跟宇宙合而為一，變成一個完整的、穩定的、完

美的幾何形跟黃金比。「建築十書」之後的「建築的七盞明燈」也提出了一個大原則，

可是他跨越了這麼長的時間後，除了堅固、實用、美觀外，對於美學有重新的定義，

他離開了文藝復興的幾何秩序、幾何比例，重新建構自己的七個元素。他用了七個



 
非常抽象的文字來表達他的觀點。這七個名字、章節各自分開，沒有關聯，散落在

建築準則的光譜裡面。有談美的、有談人的記憶、有談舊的歷史、有談到風格、有

談到勞力、有談到建築的精神面向。第一章就談到 Sacrifice（奉獻、獻祭），建築之

所以有生命力就是因為人對它必須要有奉獻，這個奉獻不是為了使用，而是為了更

高的精神。所以建築有非常要的原則叫 Sacrifice 來整合其他的六個原則。 

現在我們來看「建築的七盞明燈」的七個原則，這七個原則各自分開、各自論

述，但是大家必須要知道這些原則之間的關係。這七個原則都是一對一對的，前兩

章「獻祭之燈」、「真實之燈」是一對；「力量之燈」、「美感之燈」一對；最後「生命

之燈」、「記憶之燈」及「遵從之燈」一對。前兩章的一對告訴你甚麼是好的甚麼是

不好的，告訴你建築必須要有一個最高的精神層次，讓建築維持在永恆的位置。這

個位置必須是建築師、創作者、工匠將自己投射到作品上，這是好的。另外他告訴

你什麼是不好的，一切不真實的東西都是不好的，他提出了好幾種東西是不真實的、

欺騙的。他打擊了之前的折衷主義，也打擊了工業革命，他直接提出什麼是建築之

惡。這本書有點像宗教書，不像建築書，他把建築拉到幾乎像信仰的層次。 

第三跟第四（力量之燈、美感之燈）非常棒，他告訴大家建築的美來自兩種，

一種來自心靈、精神的美，我們稱為壯美（Sublime），另一種美是 Beauty。如果大

家有上過我之前的課，應該會記得無論東西方的文化在追求美，一種美是 Sublime

壯美，這種美是精神上的震撼。所有好的建築師都在追尋這個層次的美，接下來才

是承接文化的美，這種美是 Beauty。文化美包含了各種不同的文化，東西方文化的

Beauty 是不一樣的，完全是建立在文化背後的美學基礎上。可是羅斯金認為談到

Beauty 也應該只是沉淪到形式上的美。所以他先把壯美提到一個精神的高度，再重

新告訴你另一種美是視覺形式上的美。這種美必須向自然學習，不是來自於文藝復

興的幾何風格。 

第五個章節是生命之燈（生活之燈），他重新定義作品需要有種美德，這種美

德可以從生產勞動看到，直指工業革命。認為工業革命將勞動基礎放到沒有生命的

機械生產，作品的生命就消失了。作品的生命是必須將心力、勞力投注在作品上。

這部分他不是在談時代性的影響，他是在談作者、作品、使用者的關係，他認為美

必須來自生產勞動，這是個非常古典的定義，並且定義在社會主義的勞動階層。 



 
最後他談到兩個原則「記憶之燈」、「遵從之燈」，重新定義我們該如何看待歷

史，直接挑戰希臘羅馬留下來的老房子。當代的人應該如何面對這些老房子，怎麼

處理傳承下來的歷史文化，記憶要如何被重新定義。影響非常大，甚至影響了我們

現在的舊建築、歷史建築改造。最後他提到所有的建築不可以無中生有，建築常常

是因為承繼了以前的美德、習慣，從中找到一個格，然後建築必須要破格，才能創

造新時代，所以這個最後一章是要告訴你，身為一個創作者要如何面對新時代，難

道真的只能像工業革命一樣，一切向技術看齊嗎？羅斯金認為新時代的建築，其實

是在既有的格裡面，一直跟這個格對話，所以他在這邊提到立格與破格的並存。 

後面的三張同時指射了人、歷史、時代，前面的四章是在告訴你什麼叫做美、

甚麼叫做好。所以這七章都了解了，就可以知道他的重要性。之前的「建築十書」

談到的堅固、實用、美觀，羅斯金又進了另外一階，重新定義這些關係。 

他第一個燈「獻祭之燈」開門見山的談 Sacrifice，人做的建築都是要奉獻給神

（這是個很西方的概念），談論從以前到現在最美的建築，常常不是因為人的使用，

常常是為了一個無名的中心思想，那就是神；建築或藝術常常是為了神而奉獻。建

築師滿足了所有的需求、滿足所以基地的條件後，建築師常常加入一些東西，讓建

築產生生命，這些東西常常不是為了使用。建築當然是要為了使用，就像他自己所

說的，建築師不是藝術家，所有東西都要回應使用跟材料，但是建築還有一件事情

是無用之用，這些沒有用的東西可能才是最重要的，建築最重要的精神都來自於那

些沒有用的東西。那些沒有用的東西是創作者利用作品奉獻給心靈或是神的東西。

所以羅斯金認為「獻祭之燈」是最重要的價值，當工業革命大量的在方展，所有人

都在追求經濟效益、生產價值、使用功能這些事情，反而抹煞了建築最重要的中心

精神。羅斯金非常緊張這樣的狀況。因為工業革命拿掉文明進化的一個很重要概念

就是這無用之用。他認為人類如果把生活交給這些機器的時候，人的尊嚴與價值就

會成為文明的退化。我相信這些事情到今天都還在被談論，所有的建築師在做這些

工業房子時，仍然在談這些無用之用。例如我們看到 Peter Zumthor 的案子，一走進

去看到最棒的東西，都是他奉獻給看不到的精神面；他採用的可能是構築、材料、

光線，得到莫名的、在創作者與作品之間的連線。羅斯金在「獻祭之燈」中說，建

築七燈中沒有一盞是有用的燈。他提出的那些東西都是工業後被人們中所忽視的這



 
些歷史、記憶、美、勞動。所以他認為正因為建築有這些無用的特質，所以造就了

建築的不尋常，直指工業革命之後的建築太過尋常。大家可以回顧一下基提恩，他

認為建築的時代性進步，常常因為很多尋常的建築，只是為了使用，例如市場為了

容納很多人、把銷售與儲藏併在一起、要產生一個博覽會，他認為所有的社會前進

的力量，常常存在沒有偉大意義的尋常建築。例如我們看張永和，他稱他的建築是

非常建築，也出了另一本書叫「平常建築」，他在做平常的東西但卻創造出了一個非

常的狀態。這個概念是值得被討論的，也就是基提恩看到最平常的、工業革命後的

反而促進了建築上的大躍進。羅斯金則急於保留建築的本質，作者賦予作品最重要

的精神力量。這兩件事情非常不一樣，正是我們現在二十一世紀仍然面臨的兩個問

題，這兩個問題都讓世界往前走。羅斯金基本上在談的是無用之用，那個必須在精

神面被拉起來的東西，所以他開始談到獻祭。羅斯金深深的認為所有的物質都是精

神世界的寫照，建築或者設計只不過利用物質來回應精神層次。Peter Zumthor 在今

天我一直談他，讓大家比較能夠理解今天這些建築師跟十八世紀的建築師被連成一

條線。Peter Zumthor 所有的事情都不多做，永遠面對材料，但在材料背後，他利用

物質、利用構築表現精神世界，不是在表現物質世界。所以物質的禮讚不是在濫用

物質，不是把物質非常豐富的表現出來而已。建築背後的意義就是在利用物質來回

應精神世界。這個概念，羅斯金深深受到啟蒙運動的影響，啟蒙運動對於科學、實

證主義，背後的目的是要詮釋世界的精神面。用很多實證的關係，表達不可見的精

神。以前不可見的精神被賦予在藝術品上，但羅斯金認為這個不對，他說我們在做

這些最珍貴的東西，都不是為了實用或必要。建築師滿足業主所有需求後，送給這

個作品最重要的精神層次的部分，缺乏了這個部分，就只是個實用的作品罷了。建

築是從奉獻開始，不計較實利，背後只有愛與神性。從這個部份是回應工業革命、

機械時代的關係，建築必須超越日常所用。雖然後面羅斯金說所有藝術必須回應日

常所用，因為建築師要做的是小藝術而非大藝術。縱使是做小藝術，也不能忘記身

為一個創作者必須超越日常所用，是精神上的愉悅、公眾的號召力或宗教的象徵。

以前的教堂就是這樣，教堂不是為人而是為了上帝所蓋的。人聚在教堂裡其實是要

跟上帝產生連線，所以要產生宗教性、公眾性、愉悅性或我們今天所說的紀念性，

紀念性是在賦予建築最重要的本質。在現代建築中，紀念性做得最厲害的一個人是



 
路康（Louis Kahn），我們看到他有非常多具有精神詩意的建築作品，因為他永遠在

回應實用、機能、結構以外，還創造了具有精神性的狀態，因為他把所有的作品奉

獻給神。 

羅斯金還提到了一個問題，甚麼是建築（Architecture）？甚麼是建築物

（architecture 或 Building）？建築師不是在創造一個 Building 而已。羅斯金把建築從

建築物中區隔出來，他認為建築物是世俗的，建築是神性的。建築物中所有東西都

是有用的，如果只是回應業主所有的需求及機能，那麼這個人只是個 Builder。建築

是回應了所有機能及需求之後，還能賦予一個更重要的、奉獻的精神性，曾能從建

築物跳到建築。我們現在所認為的建築師大部分都會有這個能力，他有能力處理建

築物變成建築的問題，那怕是用材料、構造、形式，都是為了區隔建築物與建築的

差別。這也是建築史最開門見山的問題，因為建築史談的都是建築，不是一群建築

物。所以建築一定要賦予某種前進的力量、時代性的意義或精神的關係，才會被納

進建築史來談社會與精神。這種無用之用，羅斯金用了一個非常宗教性的字叫做奉

獻、犧牲、獻祭，完全脫離實利的關係。他認為非功利的無用性格，是藝術創作中

最恆常不變的特質。藝術永遠是刻意的，永遠不是自然生成的。藝術的刻意就是因

為藝術家、創作家非常刻意將精神置入物質。所以藝術都會有距離感，所有藝術的

成形都是因為跟自然的社會產生距離感。施了一個力量，藝術才會出現。所以藝術

不是落入俗世做社區營造，做出一個大家都很喜歡的好建築物（Building），但不見

得是一個好建築（Architecture）。因為進入俗太深，缺乏了距離感，也就缺乏了藝

術的刻意。藝術是沒有用的，不跟人對話的，只跟某種無形的精神對話。羅斯金認

為多數的建築物都沒有成為藝術的可能性，多數的建築師也沒有成為藝術家的可能。

我們這裡訓練出來可能八成都是 Builder，這沒問題，因為社會需要很多 Builder，但

是要成為建築師（Architect）、藝術家（Artist）或創造者（Creator），必須要加入奉

獻的刻意姓。我們看到這些建築都可能無用，可是卻是歷史上非常重要的建築。金

字塔不是我們可以理解的生活住居的狀態，裡面就像一個藏寶庫藏著木乃伊，可是

金字塔的美永遠存在那。我們不會問金字塔要做甚麼用，因為他已經超越了實用的

關係。建築史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啟蒙時代的建築師布雷（Etienne-Louis Boullee）

做了一個牛頓紀念堂，後來沒有蓋出來。他做了一個大圓球完全不開窗，人進去不



 
是要使用，去只是要感覺自己的渺小。另外在這個大圓頂打了非常多的洞，這些洞

是夜晚可以看到的星辰，所以在大陽光之下進到裡面則是黑夜，看到這個穹窿跟宇

宙以及人的渺小。這件事情不是為了使用，而是提升整個精神層次，讓人跟宇宙可

以連成某條線。這樣的關係都是無用的建築，但也因為這樣的關係，讓建築可以看

到這個精神的層面。這部分是羅斯金的第一章，也是最中心的一章，那是無法被挑

戰的，所有創作者必須要回應的。 

第二章「真實之燈」，他強調了所有東西要統一、完整，堅持風格上的誠實統

一，這裡說的風格不是要 Mix & Match，而是要整合，這種整合必須要真實、誠實，

反對機械時代的便捷。真實永遠是羅斯金判別好壞的標準，剛剛講到甚麼是好？就

是剛剛所說的無用之用，誠實也是另一種好。但他在這裡不直接告訴你甚麼是誠實，

他用反證法告訴你甚麼是不好、不誠實的作品。他說誠實在作品裡面是最重要的美

德，「建築十書」裡面已經被提到了誠實、樸素的概念。羅斯金認為這是一個不能棄

守的防線，所有卓越的想像、有趣的幻想、崇高的概念、靈光一閃都不能動要人心

對於真實的渴求。所有絢麗的狀態如果不真實，那麼就只是奇技淫巧。他說所有的

欺騙都是令人鄙棄而可恥的，如同汙點的存在。他除了挑戰、批評折衷主義以外，

他也批評工業革命之後，用現代科技來模仿古典建築。他說真正的誠實著重於我們

當代談的構築（Tectonic），必須要用構築來回應建築的狀態，建築是在討論是否誠

實。他用反證法，告訴大家不誠實的建築就是「建築的欺騙」。「建築的欺騙」第一

個就是「結構的欺騙」，在結構的外面掩蓋上另一層東西是錯的。每一個建築材料都

構成建築的美，即使樸實無華都不會減損它的美。如果以這個觀點來看，二十世紀

所創造出來的鋼筋混凝土是最糟糕的，所有的石頭、鋼筋都被蓋住了，甚至還把混

凝土刷上白漆，連混凝土自己的毛細孔都不見了。羅斯金任為這種是不誠實的房子，

所以從這個觀點來看，最不誠實的應該就屬柯比意（Le Corbusier）。柯比意要創造

一個時代風格，大量用混凝土，灌完之後全部刷上白漆，表達抽象的美學。羅斯金

認為那是錯的，甚至要回復到真實的木頭構造。當代的隈研吾也在抵抗混凝土的狀

態，他的「自然的建築」、「弱建築」第一個抵抗的就是鋼筋混凝土，要大量的用木

頭、石頭做出可以呼吸的、透氣的建築，在抵抗當代的伊東豊雄、安藤忠雄。隈研

吾、Peter Zumthor 甚至今年得到普立茲克獎的王澍，都在抵抗所謂機械時代所創造



 
出來的狀態。 

第一個是「結構的欺騙」，第二個就是「表面的欺騙」。表面的欺騙不是結構，

而是材料的欺騙，明明是木頭上面卻刷成像大理石的紋路。這在台灣非常常見，都

是在結構做完了之後，再刷上另一層的表面裝飾，所有東西都包覆著另一種紋路，

羅斯金稱為「表面的欺騙」。千萬不要用裝飾來包覆建築表面，裝飾只能用在回填，

結構跟材料本身必須要真實的存在。 

第三個是「操作的欺騙」直接挑戰工業革命，羅斯金說操作的欺騙就是製程的

欺騙。他之所以厭惡工業革命，是因為工業用的材料都經過大量生產過程，大量的

減弱了製程中必要的動作，他在說的就是回應手工藝。手工藝面臨材料時，每一個

階段的動作都有一個完整的序列。當然我們不能從過去的觀點來看現在，工業發展

這麼多年後的現在，其實工業生產也希望能夠將材料的製程化為一個序列。不過在

工業革命發展的初期，工業發展根本無法做到如此，大量生產只能求便宜。所以羅

斯金談到這些結構上、材料上、製程上不好的房子。不管基提恩說它們有多麼的偉

大，對於羅斯金來說都認為是不好的房子。 

以羅斯金的觀點來看台灣的國家音樂廳及戲劇院，企圖用鋼筋混凝土構造表達

斗栱跟木構造、表達風格，就知道這是個不好的房子。當然這件事情不是只會發生

在台灣的中正紀念堂、圓山飯店，其實包括 1980 年代西方的後現代建築都是這樣。

企圖重新回復一些歷史風格，可是用的材料基本上沒有用到材料的本質。這些事情

都是羅斯金所反對的。 

真正受到羅斯金的影響的這些人，發展出了英國美術工藝運動，慢慢發展出所

謂在地的建築師卻又是全球化的建築師，其中一個就是我最喜歡的 Alvar Aalto，他

用磚、木頭，用直條表現曲線，一再表達各種自然的涵構（Content）及材料的紋理

（Texture）。另外還有受到英國美術工藝運動影響的萊特（Frank Lord Wright），重新

讓磚塊裡面看到手工藝。用了很多各種窯燒的磚堆疊，之後回填木窗，再加上一些

手工藝的雕刻，把建築的構造、結構、裝飾、材料整合成一個完整的狀態。當然我

們可以看到這裡還是有很多裝飾，但在那個時代已經是很大的突破。 

羅斯金認為不真實的狀態，是因為人類勞力的缺席。機械製造大量的堆砌還不

及一片手製陶瓦的無價，手工的力量是無法被取代的。另外羅斯金認為，所有歷史



 
建築的修復與保存都是謊言。在新的時代企圖修復舊的建築，就是一則謊言。他的

歷史觀念回應到第六章「記憶之燈」，提到建築如果毀壞了，就應該讓它留下來，留

在一個無用之用的狀態，見證當時生活的狀態跟勞動的基礎。東西會跟著時代一直

變舊，例如羅馬，羅馬市中有一堆地方是不能使用的，一大片的廢墟都沒辦法使用，

但羅馬人就把這些沒有用的遺址留在那邊，然後保留廢墟的狀態，不加以修復也不

加以轉用。羅斯金認為這是一種最真實的歷史，而不是修復的歷史，因為還原歷史，

都是人們企圖再現的妄想。他認為與其復原它，還不如無聲的留下它死亡的記憶。

這個觀念不是絕對正確，面對歷史建築，有人認為必須要重生才能回應時代意義，

例如巴黎的奧賽美術館，將原來的舊車站變成一個美術館。兩個是完全不同的觀念，

但是對羅斯金而言，他認為不應該作一個仿古的現代模型。 

第三章跟第四章是一對，他談到了 Sublime（壯美）跟 Beauty（優美）。建築必

須奉獻給某種無用的關係、建築必須要誠實以外，建築必須要找到一種美。他將這

種美分成兩個層次，一個層次是壯美，另一個層次是優美。優美是一種風格，而狀

美則是精神上的震撼，就是他談到的力量之燈及美感之燈。他說形式有兩種源頭，

一個是衍生性（Derivative）的源頭，另外一個是原創性（Original）的源頭。原創性

的源頭是要回應到人的心靈，來自創作者的心靈及未來參與者的心靈。另一個衍生

性的，跟後來要講伊東豊雄的「衍生的秩序」，談到來自於自然的形式，開始衍生的

狀態。可是這個狀態在羅斯金的角度只是美的第二種層次，讓人產生愉悅之情，背

後有種社會價值及文化價值，這就是 Beauty（優美）。在羅斯金的概念中，優美最

大的資源來自於自然，從自然界中找到衍生性的秩序，也就是他在第四章談的「美

感之燈」。他在第三章談到「力量之燈」談到的則是原創性的形式，這種形式讓人感

動的美來自於人的敬畏之情；不是讓人感到愉悅的、美好的，而是來自於某種距離

感，在今天我們稱為紀念性。敬畏之情來自於神秘的、莊嚴的、激發情感的，羅斯

金稱為崇高感，也就是西方美學中非常重要的 Sublime（壯美），是超越文化的敬畏

感，是人在精神層次跟這個宇宙產生的關係，這些東西包括痛苦、恐怖、崇高、敬

畏。如果對於這部分感到好奇，我推薦兩本非常重要的書，是義大利理論家艾可

（Ambatal Eco）所寫的「美的歷史」跟「醜的歷史」，兩本非常重要的關於美學的

經典，告訴你什麼叫做美。美到極致叫做美、醜到極致也是一種美、恐怖到極致也



 
是一種美。藝術家創造的愉悅感是跟文化有關，但另一種極端的狀態就是產生距離

感的、痛苦的、恐怖的、激情的，羅斯金稱為力量。建築師就是在尋找兩種美，一

種是來自外部的美，一種是來自精神的美，例如萬神殿，除了幾何形式的關係，它

最重要的力量來自於拱頂的洞，太陽光從洞撒下，被萬神包圍，這種神聖的美感，

不管是不是西方人，不管是否理解文藝復興，到萬神殿的下方都會感到這種美感。

例如聖蘇菲亞大教堂，結合了基督教跟伊斯蘭教的建築，充滿光線、巨大尺度讓人

產生敬畏的美。這些是以前的宗教建築中不可或缺的，宗教建築不盡然在追求愉悅

的美，更在追求這種力量、紀念性。例如路康，那怕只是做一個圖書館，人進去之

後看到一個八層樓高的房子，讓人感到非常的渺小，四周圍都被書包圍。力量、敬

畏之情來自於這些書、知識，讓人感到非常渺小。這些東西都是無以名狀的，但這

是非常高層次的美，對羅斯金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安藤忠雄做的日本館，

把東方人古典的觀點放大到成為一個大構築，我們都知道東西方斜屋頂建築有一個

很大的差別，西方建築是從山牆面進入，東方人則是從橫向面進入，可以看到這個

斜屋頂幾乎占了三分之二的立面，下面有一個很矮的廊，所以我們說東方的文化是

一個大屋頂的文化。安藤忠雄在做這個日本館的時候，可以看到這個大屋頂變成一

個梯型結構，讓人看到東方建築的木構造，呈現了敬畏的、精神上的美，而不是模

仿自然、衍生的美。安藤忠雄、Peter Zumthor、路康、布雷都一再的追尋這種力量。 

這時候我們看第四章「美感之燈」，談論美的形式應該來自於自然。他認為上

帝在造這個美的世界，這個美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包括你所有看到的動物、地貌……

等所有的東西，處處充滿了美，這也是為什麼自然如此迷人。那種自然的美幾乎是

人無法學習的，因為這種美幾乎是人創造不出來的。這些美的資源都來自於自然界，

來自於普同性的比例跟曲線的美。普同性的比例被整個古典建築抓到了，從希臘、

羅馬、文藝復興的幾何給抓到了，但希臘、羅馬、文藝復興談到的幾何都是穩定的

美，放棄自然中動態的、有機的美。羅斯金談到的美並不限制在完美、穩定的美，

甚至於他還企圖抵抗這種穩定的美，尋找有機自然的美。他贊同平凡而自然的美，

反對稀有與人造的，甚至認為自然的東西要來自在地性，就是今天我們在談的在地

性建築或所謂的風土建築，都是追尋因地制宜的美。這些事情在今天都還在被討論，

包括 Kenneth Frampton 談到地域性建築如何抵抗全球性建築。這些事情在羅斯金時



 
就被提出來了，他最大的影響是英國的自然主義及英國美術工藝運動，所以在過十

年蓋出來的紅屋，用紅磚、大斜頂讓生活的非常自然有機的表現出來，回應中古時

代的有機風格及利用手工藝面對各種材料，都是在回應羅斯金的「真實之燈」及「美

感之燈」，這兩張其實就是回應了英國美術工藝運動，還影響了後來的新藝術運動，

大量從自然的植物反映到作品。新藝術運動其實是在回應日常風格，可是把日常風

格抽象化後找到自然的美，所以新藝術運動受到東方文化很大的影響，特別是浮世

繪，來自日本的浮世繪所做的美學其實就是來自日常生活，此外還會有一個敬畏感

來自於浮世繪的中心，這個中心常常是令人敬畏富士山，但是在富士山之前的就是

所有的日常生活。此外浮世繪還將雲、水簡化成為簡單的曲線跟顏色。這些事情深

深影響歐洲，當歐洲受到這影響後，就大量發展出新藝術運動。新藝術運動的人，

利用鐵件希望模仿植物的樹枝、樹葉的形式，利用工業模仿自然，這雖然不是羅斯

基所樂見的，但很多人在工業革命的時候，企圖讓工業物品能夠接近手工藝、接近

自然，才會產生新藝術運動這些特質。其中最出名的一個案子就是巴黎地鐵站的出

口，希望讓所有鋼的線條呈現一個自然的樹枝線條，讓工業材料趨近自然的美。另

一個極端的例子就是高地（Antoni Gaudi），在西班牙的巴塞隆納創造了哥德式的教

堂，但這個教堂回應了很多自然風格。這個其實已經離開了羅斯金，但羅斯金提出

的這些東西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時，中間經過了英國美術工藝運動、新藝

術運動，才造就了這麼多的建築師用各種方式在追尋這種美學上的、形式上的意義。 

第五章「生命之燈」也有人稱為「生活之燈」，羅斯金談到人、談到生活。前

面四個燈已經把所有美學的架構都架完了，現在開始落入俗世的三個面向。第一個

面相，他認為審美經驗應該回應生活價值，也就是英國美術工藝運動所說的使用。

這個使用開始讓它離開藝術的本質回應所謂的設計、回應的生活的用品。所以審美

離不開平常的經驗，也就是今天所稱的微觀經驗，也可以回應像庫哈斯（Rem 

Koolhaas）提到的超大到超小，寫了「小、中、大、特大」，這個小是所有生活微觀

的細部經驗，超大則是精神紀念性的經驗。簡單的說，庫哈斯在談的「小、中、大、

特大」其實在談微觀跟巨觀，談論建築在巨觀上要有一個精神的紀念性，微觀上要

回應社會的生活跟社會的現實。雖然當代有庫哈斯提到這個概念，但其實在羅斯金

時就提出作品一定要反映環境，建築不僅是生活的容器，也是生活內容的反照。Use



 
（使用）不稱為 Function（機能），除了功能性的機能，Use 還包括人的關係。我們

寧願用 Use 也不用 Function，用了 Function 後就變成國際樣式裡面最限縮的狀態。

Use 談的是生活的經驗，所以請大家記得 Architecture 與 Building 的差異，以及 Use

跟 Function 的差異。今天我們在談 Programing 的概念，不會只談論 Function。

Programing除了那個必須要用的功能之外，還必須在Function之外找到生活的關係，

不只是機能。他認為要表現創作的藝術品，其實是 handiwork，是 Makers 跟 Builders

最大的不同，Maker 要去表現來自平常的審美經驗。也就是說他第二章討論的「真

實之燈」，討論什麼是壞建築。好的建築不要違反結構、材料，不作假的論述。但在

這章他討論到人跟生活的關係，他認為建築表現出來的其實是人文精神，這個人文

精神是人把心力、勞力注入作品。在資本主義及工業革命之下，他認為這種沒有人

性的社會分工是不對的。就像現在看到的作業員在做螺絲，他們根本不知道這螺絲

是為何所用，組裝的人也只是把部分東西裝上去，羅斯金認為工業革命之後的分工

價值把生命的美及價值給抹滅掉。 

「生命之燈」最重要的是談到了工藝勞動及資本工業。他著重藝匠對建築歷程

的參與，作品是反映社會勞動靈魂的高貴，完美的建築例如中世紀石匠做的充滿生

命力的不完美作品。這個觀點回應到隈研吾，隈研吾在作品中談到材料，都在談那

個不完美，他稱為「弱建築」。石頭被風化的不完美正代表著石頭的生命。所有勞動

所出現的不完美性跟機械時代追求統一完美現，完全背道而馳。現在我們談到的手

工藝，都是在追求手感、追求差異性，材料經過這個歷程之後產生的不完美狀態，

羅斯金認為這個不完美狀態的生命力才是完美的。所以實利跟效率的追求，使得藝

匠精神與工作倫理消失殆盡。他認為美來自原始而稚拙，而不是精巧。拙美在羅斯

金的「建築七燈」中就被提到了，拙美抵抗了精準而傲慢的醜。當所有東西精巧到

一定的程度，那個精神跟美就消失殆盡了。他說美的特質蘊藉與自然，有機的事物

中充滿生命力的能量。建築裡因手工或人為的因素而留下輕書痕跡，使得作品呈現

充滿人性與生命感。包括我們今天的看到王澍，他的建築讓人感動的就是手工藝跟

材料本身未加裝飾、有機的生命力，抵抗工業材料的狀態。羅斯金特別推崇中古時

期，中古時期是一個過渡的時代，嘗試了非常多的謬誤，產生了生命力。完美的東

西就是文藝復興，可是文藝復興卻缺乏生命例，文藝復興人都在追求精準，直到後



 
期才有人突破精準，例如米開朗基羅突破精準開始尋找生命力。不然文藝復興雖然

定義了一個西方的美，但做了一百多年已經死氣沉沉了。羅斯金特別推崇歌德建築，

那種被稱為野蠻、暴力、醜陋的建築，他認為這樣的暴力野蠻直接表達材料與構造，

才是真正的美。他認為工業時代就是要求標準化，這也是我們當代在抵抗的，我們

看到的獨特性都來自於差異。在標準化中，人的參與也不見了。「生命之燈」抵抗的

就是標準化，強調人的參與奉獻、勞力的不精準。當代的史卡帕（Carlo Scarpa），

每一個東西的細節都要做，幾乎到了一種偏執的狀態。每天都在做各種細節，奉獻

自己的精神、勞力、心力灌注在作品上，我們可以說他回到了無用之用的狀態，反

映了生命價值的美，將心理狀態的精準投射到工藝產生了誤差，變成一種非常特別

的狀態。手不精準心也不精準就是粗造的醜，而不是拙。史卡帕的作品中看到他用

的石頭、鑿出來的表面、加工過的磁磚去拼貼。褚瑞基寫了一本關於史卡帕的書，

在談史卡帕心理有一種對於數字、數學、幾何的密碼。史卡帕所有東西的美，是從

這個地方浮出來，沒有看到這些事情是無法感受這個美，這些美是手工及空間建構

出來的。另外一個案子是 Peter Zumthor 在德國所做的一個小小的教堂，非常一致的

表現材料、結構、構築。他用當地的木頭搭成一個尖的圓錐作為模板，之後外面加

上方塊的模板，之後開始灌漿，灌出了一個完整乾淨的方塊，最後用一把火把模板

燒掉，當初作為模板的木頭等材料性全部留在現場，當初的鋼絲都熔到地板上，變

成一個神性的價值，這個神性的價值來自於構築、材料、空間以及最後無用之用的

力量。這個案子是一個當代的建築師，重新詮釋「建築七燈」的所有原則，這也是

Peter Zumthor 這麼被重視的原因，他直接挑戰「建築七燈」最重要的部分，他的手

工藝不是來自於成品，而是來自於過程中的綁、灌等構築關係。他跟安藤忠雄要求

所有東西都要精準到表現紀念性的觀點是完全不同。我個人認為包括史卡帕、Peter 

Zumthor 這些作品反映了羅斯金的「建築七燈」的狀態。 

第六章「記憶之燈」，這個時候羅斯金比較宏觀的談記憶。這時候已經不是在

談建築而是在談歷史，他說我們可以不依靠建築而活，可以無它而祀，但我們無法

憑空記得。建築不是拿來生活而已，有些建築是拿來見證，讓我們對過去的歷史有

所記憶；沒有它，我們就會跟以前的歷史、以前的生命狀態產生斷裂。建築的歷史

其實是留下一些見證，包括以前的手工藝及勞動，也包括以前的美感。他說「歷史」



 
跟「過去」是兩個不同的觀念:歷史是關於過去的論述，但絕不等於過去。歷史是現

代對過去的張望與重構，但並不足以使我們把握能藉此認識過去。就是說我們寫下

來的文字、歷史書，讓我們可以回望史實的狀態，但缺乏了一些實證，建築剛好可

以彌補這個現實。這個觀念不只是羅斯金在談，義大利的一個小說家、文學家卡爾

維諾（Italo Calvino）寫了「看不見的城市」談到記憶，談到歷史被建築見證的狀態。 

羅斯金反對歷史建築被修復如新，而支持保存。他希望在歷史建築裡面，讓人

產生懷念與詩意的狀態。就如人死不能復生，建築昔日的偉大與美麗，是不可能被

復原的，所以只能留下現在的狀態。不能用今天的時間點，用今天的手復原，所以

絕對不要去仿古、抄襲、回復。這個觀點跟今天的歷史建築保存有些牴觸，是值得

思考的。 

建築最美好的部分，不在其所讚賞或實體本身，而在於其「年歲」以及其「充

滿迴響」的存在，持續的與人發生對話，這其實是非常精神性的。我們要理解這些

事情，因為將來可能做一個面對歷史建築的競圖，如果腦子能夠呈現出羅斯金談的

過去、時間、迴響，那麼我認為這是很有機會成功的方法。建築乘載過去，而且比

歷史更具說服力，因為建築是一個見證，充滿了社會性、生活性跟勞動性，不是一

個口述家的文本，它的文本就存在於建築上面。所以他認為這是人類在追尋過去非

常重要的紀念物，羅西（Aldo Rossi）在我們的第五講「城市建築」，一在的回應這

個觀點，談到什麼叫做紀念物。建築是一個文明的舞台跟生活的容器，其歷史功能

之重要性超過了其基本機能提供與宗教象徵功能。建築之所以銘刻歷史，正是由於

其機能供需與宗教扮演。所以這個功能超越了以前機能及宗教性，留下了某種見證。

建築有兩個不可忽視的責任，一是使今日所建成為歷史性的建築，讓現在所有的建

築變成歷史的見證。二是保存過去所留下來的珍貴遺產，成為後人承繼過去的責任。

所以不應該暴力的去崩解它而是用柔性的態度去保留它。羅馬人在這點做的非常好，

他們花了非常多力氣跟金錢去保留它原來的狀態，而不是不管它，沒有保護，它就

會繼續隨著時間崩壞，這是一種非暴力的柔性態度。我和聖嚴法師曾經討論到，他

說他絕對不要在現在蓋一個寺廟是像中國以前的廟的樣子，所以法鼓山的建築都是

非常現代，跟佛光山、慈濟蓋的建築都不一樣。聖嚴師父說任何一個宗教建築，今

天在蓋都是為了三百年後、五百年後，因為它背後有一個精神力量讓它可以留下來，



 
所以一定要讓未來的人來到這個建築的時候，可以知道這是二十一世紀蓋的房子，

而不是十八世紀蓋的。現在的房子是呈現現在的社會性、勞動性及文明，而不是詮

釋以前的文明。羅斯金在談「記憶之燈」，雖然在談保留過去，但其實更積極的觀點

是在談現在做的事情，是留下了社會性、勞動性、文明。這也是羅斯金為什麼這麼

緊張，他認為機械文明會造成了許多破壞，事實證明有破壞，但機械文明也留下了

見證，就像基提恩談「時間、空間、建築」，所有的見證也是這樣被建構起來。每個

人對於現在及過去的關係，都有很不一樣的看法。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羅馬建築完整

的見證，既不重現也不回復也不再利用它，這是面對文明的一種態度。 

最後有一個「遵從之燈」，告訴我們他希望有一個秩序、有一個法則。羅斯金

崇尚的歌德講求有機、自然、充滿生命力，反對古典的律則，因為這些古典的律則

成為典範之後，就把人性給鎖死了，反而在中古時代才能強調這種自由面。可是相

對的，他提出另外一個觀點，所有的律則要講求自然跟野蠻，但如果去觀察上帝創

造的自然，上帝在創造所有東西的背後都有一個律則。現在非常多人在談衍生的秩

序，都因為上帝在創造這些有機物時，都有一種律則，可是這個律則也留下了空間

可以自然演化。可以定了一個格再去破那個格。也就是說我們在自然裡面，不是為

了自然狂放而隨意，而是必須找到背後的律則，這個律則是讓你突破的、再發展的。

在這裡面要超越機械跟古典主義這種盲目無意識的因循，而是跟隨「宇宙的法則」

（Universal Law），向自然學習，尋找背後基本的法則。所以古典樣式或生產樣式都

是因為某種律則讓人因循，讓人變成奴隸。兩個都不是順服的本質，順服的本質是

要看到那個律則。這就是為什麼古典原則到了十八世紀都變成了歷史折衷主義，是

因為沒有看到這些法則，只是因循的跟著走。真正的順服本質是要看到這個律則，

當你看到這個具有生命力的法則，創造力才會開始。 

建築，只有在如其語言般完熟地建立且具共通性，才能稱得上是偉大的。共通

竟就是要找到一個宇宙的法則以後，還能因地制宜的產生變異的風格，有如方言。

到今天為止，很多歷史學家、人類學家都還在尋找各個地方演繹的方言。從同一種

語言發展出來的變異，就是因為宇宙有一個共通的價值，在因地制宜下找到方言。

所以羅斯金抵抗當時非常潦草的、只是遵從基本法則的，他認為應該要根據歌德時

期追求自由的精神。「遵從」是「自由」的靈魂，只有建立在限制之上，真正的自由



 
才會產生。所有的設計都是這樣，你尋找的自由不是憑空而來，以為自己創造一種

新的形式，這是錯的，所有自然法則也不是這樣發生，所有的自由都應該在某種限

制之上。他說建築跟語言一般，既深沉又廣大，富麗萬千又貼近日常。我幫聖嚴法

師做寺廟時，我們遵從華嚴經，裡面的概念就是「一即是一切，一切即是一」。大家

不要以為佛教的聖殿是保守而禁慾的，在華嚴經中所談到的都是富麗萬千，是各種

生活的面貌，是包羅萬象的。另外華嚴經也談到在秩序中找到差異，找到富麗萬千

的生活狀態。卡爾維諾寫的「看不見的城市」談到所有的法則就像天空的星象，天

空的星象是有法則的，但是每一天的狀態都不一樣。卡爾維諾還談到下棋，棋局都

有一個法則，但是沒有一個局是一樣的，因為有兩個人在局裡對話，所以變化萬千。

每一個棋局都有一樣的法則，但是中間的過程跟結果都不一樣。 

羅斯金說「有所順服，才有所反，變異與顛覆才有意義。」變異是必然的、個

人化的、以及美麗的，但必須以精準無誤的拼音與文法為前提。請大家記得，這是

我們做設計非常重要的一個思想，如果腦子有這件事情存在，那麼設計可以做的非

常好，不要以為設計是隨便發揮得來的。設計要找到變異性，最重要的是要在自己

心裡及自然界找到一個律則，找到一個遵從的對象，有所順服才有所反。當然也有

從天而降的、突然冒出來的，所有的生物也是一樣，大部分都是演化而來的，但也

有突然從單細胞突然冒出了多細胞的生物，有人把它歸類為上帝的創造。電影「普

羅米修斯」在談的就是這件事，創世紀的地球怎麼突然冒出人類跟生物。大家都在

找尋誰在創造，大家不知道就說這是上帝創造的。可是在那之後，所有人類的創作

都跟跟著某種秩序，一種上帝的秩序、自然的秩序、天文的秩序。 

雖然整個建築的發展，後來是跟著基提恩、工業革命或我們下次要談的柯比意。

但是請大家記得羅斯金的「建築七燈」，永遠跟著世界的發展，在另外一面稱為「Dark 

Side of the moon」都是社會的非主流，但這些社會的非主流永遠都是創造出最美好

的作品，就像 Peter Zumthor、王澍。王澍說「我寫作、造房子、藝術活動、甚至生

活都以某種回憶為基礎」，他的回憶來自於瓦片、民間的建築，不是官式的紀念性建

築。創造出他的構造性，他的構造性是非常詩意的，他說沒有細節就沒有好建築，

所有東西都從思想、構造、細節出發，沒有思想、沒有構造、沒有細節就不是好建

築。所有的事情都必須從實踐開始，你有好的感覺，入手才最具體。當然他是一個



 
東方人，他認為「營造法式」就是從一個不是字的工匠開始。今天在 2012 年王澍

談的這個文本，談到實踐、構造、材料、思考、工匠、生活，在這年被抬到普立茲

克獎，變成一種價值。你應該可以聯想到羅斯金的「建築七燈」，警醒大家建築的本

質在哪裡。王澍那時候在做瓦園，一個建築師與一個藝術家做一個超越城市的計畫，

他所做的事情就是找一堆民工，堆積了上萬片的瓦片在威尼斯的一個大花園，建構

了一個像大屋頂的狀態，稱為瓦園。重新建構他對建築的另一種意義，跟同時在展

的 Zaha、Herzon & De Meuron、OMA 等西方建築師就是不一樣。王澍所有的素材都

來自於當初中國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大量拆除留下的材料。不是留下房子，而是留

下了中國快速發展的見證。可以看到他的五散房用的全是回收的瓦片跟石頭，抵抗

中國現在最大宗的、向西方看齊的、快速工業運作、國際化的建築，重新建構一個

慢速的、手工的關係。大家有機會一定要去看一下杭州美院，一個建築師把一個校

園蓋完，重新談構築關係，在構築關係中談到材料的文本，包括瓦、空心磚、木頭，

把瓦變成遮陽百業，用最低科技的方法堆疊而不是高科技的狀態，包括木頭跟空間

的這些關係，包括內在全部都是玻璃，外在全部都木頭的美術館。他在 2008 年的

寧波美術館，把所有的回收材料跟現在最粗造、低技術的鋼筋混凝土，建構出來的

美術館。不管你喜不喜歡這個房子，但用這個房子來回應剛剛談的七個主題，包含

無用之用、真實的狀態、回憶的歷史、精神的美、文化的美，他都一一回應這些問

題。今天的一講跟上個星期的基提恩「時間、空間、建築」，兩個其實是一對的，如

果你對歷史有興趣的話，你可以從這一對裡面看到後面 160 年的發展，我們可以看

到各自的貢獻，雖然我們現在不是在做羅斯金的手工藝建築，也不是在做紅屋，可

是他所講的那個七個原則，重要的就是因為今天每一個建築師都跟他持續的對話與

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