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陽神與酒神的辯證 

柯比意《邁向(新)建築》、《模矩論》、《光輝城市》 

 

我們今天上的是第三堂，那我們今天上的是柯比意的邁向新建築，其實這本書叫做

邁向建築，那因為他提出來的建築的新精神，所以有的人把它翻做邁向建築，那另

外還有兩本書，我談的比較少，可是我會從邁向建築這本書回應到後來的兩本書，

看柯比意在現代建築的貢獻是什麼，我相信很多同學在交大建築的好幾堂課都有談

到柯比意的建築作品，所以我相信大家對柯比意的建築作品基本上都算熟悉。那我

們今天的架構主要是在談柯比意的論述，那大家如果聽完這個論述，我也非常希望

能夠從他的論述跟作品間做一個相對的比較，這樣會比較完整。因為柯比意這個人

不只是做作品，他隨時都非常清晰的了解自己可以做什麼事。所以他在整個論述裡

面，非常清楚的回應他自己後來所有的作品脈絡。那柯比意的整個作品基本上都是

自我在做答辯，把他的論述跟他的作品做一個比較，所以我們可以說他所有的作品

都是跟著他自己的原則在發展。雖然我們知道所有作品不見得都需要理論去支持他。

但柯比意這個人很特別，他所有的作品都是有一個系列在談論自己的理論關係。那

我們今天就用這三本書來跟各位談，大家第一個要拿捏柯比意這個人。我們所有的

課程架構都一樣，從這個人談起，那跟上次的幾章都是一樣的，我們會瞭解柯比意

在不同的年代，我上次跟大家說過一樣，年代很重要，年紀也很重要。理解柯比意

在什麼樣的歲數，什麼樣的年代，提出什麼樣的論述。這個論述對大家比較有幫助

的你可以從這個論述回應到這個時代裡面，同一個時代到底發生哪些事情。我們現

在來談到柯比意這個人，他被稱為二十世紀中最偉大的建築師之一，那當然跟他齊

名的還好多人，那我們很難認定什麼是最偉大的建築師，那我們大概可以有個基本

共識在於他們對於現代建築的影響，除了柯比意之外還有美國建築師 Frank Lord 

Wright、北歐瑞典建築師 Alvar Allto、美國建築師 Louis Kahn、德國建築師 Mies Van Der 

Rohe，那麼這幾個人各自有各自對現代建築的討論跟貢獻。那柯比意這個人對現代

建築最大的貢獻是 Methodology（方法學），這個方法學直接面對空間形式上與空間

構築上的問題，這個空間的構築跟空間的形式非常有別於上一次我們談到的羅斯金

（John Roskin），我們可以說他是跟羅斯金（John Roskin）在做一個對比性的對話。



 
當然柯比意生於 1887 年，大家都不能看他出生的年紀，因為出生的年紀都太小，

我們只能看 1910 年他大約 23 歲的時候，23 歲大概是各位的年紀，也就是說剛進入

建築這個行業、受建築教育的這個年紀。1910 年跟 1849 年基本上已經差了 61 年，

已經在建築七盞明燈的論述 60 年之後，已經隔了三代，在建築上也大概隔了一個

階段，也就是說現代建築的發展已經邁進成熟期，如果從 1910 年再跨 60 年到 1970

年，大概就是現代建築最完整的時候，開始發展出後現代主義。我們可以知道現代

主義最成熟的時間就是 1910 年到 1925 年，柯比意那個時候大概是 23 歲到 40 歲之

間，是那個時期非常重要的中間份子。 

 

那我們可以看到柯比意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是他的名子一直在變，所以要理解他就

像他的名子一樣，非常非常多元的。我們最常看到的是 Le Corbusier，這是一個法國

的名子。我們知道他是一個瑞士出生的建築師，早期的名字叫 Jeannerset（堅尼瑞），

後來到法國發展，發展了一個現在最常被看到的名子就是 Le Corbusier，這個名子剛

開始像是一個筆名的模式，意思是小烏鴉。提醒自己隨時要在這個時代提出有別於

他人的脈絡，所以可以說如果你能瞭解他個名子就可以知道他的個性是非常難以捉

摸的。那我們要來看他的角色跟背景，從 1887 年到 1965 年，活了 78 歲，78 歲或

許不是一個很長的年紀，但最可怕的是他一直到死前都還在作設計，所以他的作品

非常多。所以我說一個建築師要成為一個非常非常對時代有貢獻的建築師有兩種，

一種是死的很早，另一種是死得很晚，死得很早的人很早就提出一個 statement，還

沒被發展出來，有一個很大的夢想，這個夢想還沒有被發展成形，但他的 statement

對後代有很大很大的影響，比如說未來主義的安東尼歐（Antonio  Sant'Elia），他在

25 歲就提出未來主義，後來就出車禍過世了。未來主義在當時並沒有被完成，可是

在五十年後就一一的被當代的一些建築師給完成。那柯比意不一樣，他所有的理論

都自己完成，他是個自我執行、自我完成率非常高的建築師，他本身的多產才會產

生有這麼大的貢獻。他本身是一個建築師，但他自詡為都市計畫家，這個都市計畫

家的個性跟貢獻，我們可以很明顯從上兩講的［空間時間建築］這本書看到，基提

恩（Gidion）的書中前面都在談他的論述，在最後一個章節提出來當代最需要被解

決跟建立的不只是建築而已，一定要談到城市規劃或城市設計，我們也知道基提恩



 
當初在談城市設計的時候，他是 CIAM 的總秘書長，他的背後另一個旗幟鮮明的推

手就是柯比意。柯比意把他原來建築的概念在一次推向城市設計，那時候大部分的

建築師都認為除了做建築外，還要面對自己對城市的論述，所以幾乎每一個建築師

都提到城市論述，雖然不是每個人都擅長城市，可是幾乎每個人都碰觸到，包括你

可以看到萊特（Frank Lord Wright），他跟城市八竿子打不在一起，縱使如此，他也

認為自己還是要提出一個自己的城市論述，所以他為加州提過一個叫做無邊際的城

市。甚至於路康（Louis Kahn）城市設計的概念，在這時代並不是有非常大的貢獻，

可是他也提出城市規劃、城市設計的理念。柯比意大概所有提出都市設計理念的人

之中，提出最清晰的且有實作的建築師。那當然還有一個我們今天談到的光輝城市

並沒有被做出來，但光輝城市對於當代的城市發展影響非常大。 

他自己本身是評論家也是一個作家，在非常多雜誌寫了很多評論，他的文字論述等

同於作品，兩件事情是同等重要。同時他也是一位畫家，年輕的時候一直是立體派

的畫家，雖然他在立體派的作品並不是非常非常好，可是實際上在他的建築裡面充

滿立體派作品的影響。他提到的建築五原則，這五原則所創造出來現代新建築的概

念，基本上是根基於他是立體派畫家，對於時間空間的概念所發展出來。我們可以

看到他各種不同的角色，讓他成為現代建築非常重要的啟蒙者。那他也是社會運動

的激進份子，幾乎所有的文章、作品都直指這個時代或古典建築，古典建築包括他

非常喜歡的希臘、羅馬、文藝復興，直接挑戰的是歷史主義、折衷主義，還包括裝

飾，我們稱他為現代建築的一個旗手。 

我們今天除了討論這幾本書外，我還建議幾本書：模矩論、光輝城市。除了邁向建

築這本書以外，還要談他的都市學，如何建構一個從小的建築案回應到大的都市概

念，從這幾本書我們可以看到他所寫的時間幾乎都是同一個時間，他所有的論述大

概都建構在 1920 年代那 5 年期間，大概在他 35 歲到 40 歲之間是他最精華期，大

概是他建構最清楚論述的時間點。當然如果從台灣觀點，我還推薦有一本書非常棒

的是王錦堂先生，也就是我的老師，現已經去世了，他翻譯一本 Charles Janks 的［

勒‧柯必意－與建築的悲劇觀點］。我覺得這是當時非常重要的一本書，直接談到柯

比意在抵抗這個社會或者成為社會激進份子的一環，建立出來他自己不同的觀點。

另外一本是模矩論（Moduler）也是我們今天要談的，他用了一個字叫規線，所以



 
模矩論是我們所定義下來的，對他們來講，成為模矩的背後，就跟我們看到

photoshop 一樣，可以拉出很多條規線，那些規線是建構在模矩論的架構，所以對

柯比意而言，所有的建築看到的部分都隱藏了非常多的規線，這些規線建構了模矩。

為了這件事情，重新提出他對模矩的美學關係。另外提出來的是 [閒情偶記]，跟今

天談的雖然有一點跳 Tone，但這是我非常喜歡的一本書，建議給各位，他其實是清

朝 1671 年，再比柯比意早很多年，非常重要的一本在談有關中國美學，而且這個

中國美學有非常清晰的審美觀點來談生活跟居室、生活跟空間。如果同學想要比較

西方美學與東方美學的觀點的話，我建議各位同學一定要去看這本書。這本書很棒，

他告訴你什麼叫做美，什麼樣的居住空間是美，雖然在清朝，但他提到很多明末一

些文人對於空間的美的需求，那為什麼我一直要提到這些概念呢？因為這個概念是

告訴我們說，今天在看西方的理論以外，其實試著回應東方在美學上，到底跟西方

有甚麼不同。那我並不是很早就看這本書，大概是在十年內在才看這本書，也就是

我對於西方建築比較瞭解的時候我才看這本書。我覺得這本書對我的影響非常大，

讓我對美學的概念啟發出一種不同的差異，所以這是我讓各位可以參考的一本書。 

柯比意在他的整個建築生涯裡面，我們都稱他是一個多變但主軸永遠不變的建築師，

他的多變是因為他總是覺得自己本身同時存在有兩種風格，兩種不同的血液，這兩

種不同的血液大概就是我們身為一個創作者最羨慕也最必要的一個狀態，就是心理

或腦裡一邊是太陽神，一邊要是酒神，太陽神是非常理性，非常清晰，對於任何事

情非常強烈而正義的談出自己認為美學的對跟錯的觀點，這是太陽神在整個西方希

臘神話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相對太陽神的另外一面，比較屬於人性的陰暗面

或心理面，也就是酒神。酒神所代表的是藏在人心裡面的慾望（Desire），對於各種

事物，纖細的、看不見的、無法整理出理性架構的事情，能夠發揮到極致，這是酒

神的定義。很多人說酒神基本上代表的是淫亂、縱慾，但如果看到柯比意的建築，

除了在早期對於建築的五原則、建築新精神以外，其實他的作品裡面是充滿他自己

的各種不同的慾望，而這個慾望表現在他身為一個畫家與一個建築師合在一起的那

個狀態。從這個觀點來看，他幾乎是一個 100%的太陽神也是 100%的酒神，不像我

們只是 30%太陽神與 70%的酒神，或是 70%的太陽神與 30%的酒神，大概很難有人

在他的左腦與右腦，或左手與右手把這兩個傾向推到極致。從這個觀點看柯比意是



 
很有趣的，因為他早期的建築，在架構上尤其是在 1920 年代這個現代建築最重要

的時間點上，他提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建築都跟理性的太陽神有很重要的關係，可是

到了 50 年代，大概就是在他六十歲之後，他把理性的方式放在心裡面，他反而把

他感性的層次放到最大。我們可以看到後期 1950 年代他六十歲之後蓋的幾個房子，

充滿著各種縱慾的、複雜的、心裡面非常直觀的想像。這個時期我們最常看到的兩

個案子，一個就是廊香教堂、另一個就是拉圖雷特修道院（La Tourette），最後他在

印度做了一系列的房子，充滿著這兩種性格的對立。這兩個對立也是我最好奇的，

也是很多人難以理解後期柯比意到底是怎樣的建築師，但他早期的觀念非常清晰，

幾乎都在做關於太陽神的這個理性跟原則的架構，所以他才會提出新精神、五原則

的概念。我會希望大家如果看他作品的時候，可以稍微花一些時間去比較他前期與

後期的作品，對於我們一個創作者而言，能夠表現的方式到底是什麼。再回到柯比

意 1887 年到 1965 年，總共活了 78 歲，生於瑞士。大家都知道歐洲是一個各國組

成的聯邦，跟美洲從頭到尾一大塊都是美國，與中國一大塊土地都是中國不一樣，

歐洲這個本身充滿不同的種族、語言和文化，但每個國家間的連結是非常接近的，

國家的交流幾乎都是隨時在脈動，每個國家不同的種族，如日耳曼、法國還有比較

南邊的義大利、西班牙，甚至是北歐，各種不同的個性，各種不同面對天氣的方式

都不太一樣。柯比意雖然生於瑞士，但他剛開始 20 歲就到布達佩斯與巴黎去學建

築，也就是說他真正的建築啟蒙，其實是從巴黎開始的。可是他真正的建築概念其

實也是由於他是生於一個也是充滿工藝技術的地方，大家都知道瑞士是生產鐘錶的，

其工藝技術非常的純熟，其所有的設計，以及在設計後面的技術，他從很小很小就

受到訓練。他受到最大的影響是他在 1908 年到巴黎時，跟一位非常重要的現代建

築師學習，叫做佩雷（Auguste Perret），這個人只不過大柯比意 13 歲而已，大約大

他一個輩分，也就是他的導師。我比你們大很多，我剛開始教書的時候，大概比我

學生大十多歲，就差不多跟我第一代學生和我當時的年齡差距一樣，我第一代學生

現在大多 35 歲左右，年紀差距不大後來他們也像朋友一樣的關係。他在佩雷那邊

受到非常堅定而完整的古典主義訓練，然後佩雷在巴黎這個時候，算是巴黎最重要

的建築師，他建構了一個新的建築的概念或建築的實作，讓現代建築往前跨一步，

最大的一部是他開始研究鋼筋混凝土，他發展了鋼筋混凝土成為叫做塑姓建築。直



 
接自己自成結構也自成空間，不需要跟靠以前古典主義用磚石堆砌起來的厚重材料。

所以當佩雷開始在實驗、製作、使用大量的鋼筋混擬土，大大影響了柯比意，還有

佩雷承繼了基本古典主義的原則也影響了柯比意，所以柯比意幾乎在佩雷那邊受到

影響後，後來寫了幾本書，幾乎都在回應兩個問題，一個是新時代的技術，另一個

是古典精神、古典的紀念性、古典的美學，都是從佩雷之後開始發展。所以原先柯

比意所發展的是從一些比較他自己個性的另一個部分，比較激昂、諞亂的這種新藝

術開始，走向一個非常嚴謹的古典主義。這是他學到鋼筋混擬土外，還學到了新的

審美觀。當初他在佩雷那做事情的時候受到了影響之後，他又到德國去，23 歲大概

是你們這時候的年紀，到德國非常重要的事務所叫 Peter Behrens（貝倫斯），貝倫斯

年紀也比他大一小輪大概差 20 歲，貝倫斯那個時候的角色是德國非常重要的建築

師，他成立了德國藝工連盟也就是包浩斯（Bauhaus）的前身。柯比意並沒有真正受

到包浩斯的影響，但他卻受到貝倫斯這個導師的影響，那受到這個影響後，他也把

德國藝工聯盟對於大量生產的概念，放到他自己對於建築的大原則裡面。所以他一

手接收到新的鋼筋混擬土的技術，一手接收到嚴謹的古典原則、審美原則，再一次

接收到德國大量生產的技術觀點以後，他直接發展出來他後來所有的建築觀點，所

有事情都不脫於受到佩雷及貝倫斯這兩個人的大影響。另外除了受到這兩人的影響

以外，他在貝倫斯的事務所工作，那時候進入事務所跟他一起工作的實習生或著是

剛開始進入事務所的設計師有誰，有密斯（Mies Van der Rohe）德國最重要的一個

建築大師，幾乎跟柯比意齊名的，再那時候他們是同事，另外還有一個是葛羅培斯

（Walter Gropius），包浩斯的第一任的校長，後來也是美國哈佛 GSD 第一任的主任，

這兩個人後來都開啟了現代建築非常重要的面向，所以你可以知道那是多麼光輝的

一個時期，在一個小小的事務所裡面，就藏了三個改變現代建築時代的人，當然這

三個人不合，可是這三個人分別自立門派的開始建構了現代建築。這是一個非常重

要的黃金時代，這個時代開創了現代建築非常重要的思潮。對柯比意來講受到這兩

個人的影響，所以他自己說，如果巴黎是藝術之都，提供最重要的時代美學，把時

代的美學發展到極致，而且非常具有前衛性的概念的話，那德國是個偉大生產的王

國，建構出一種新的、面對機械主義，或者是基提恩（Gidion）所提到的，機械主

義工業革命之後，對於大量生產還有工藝這兩件事情結合在一起的國家，所以才產



 
生一個德國工藝聯盟，德國工藝聯盟是把工業與藝術結合在一起，所以用大量生產

重新建構一個新的建築概念跟新的美學，這兩件事對柯比意而言，都是抱負非常大

的，他認為他一個人的手就可以把這兩件事情放在一起，可以整合出一個完整的概

念，這個啟蒙時期他只有 23 歲。他 23 歲就已經建構了一個自己對建築的認識還有

抱負。所以他當初在跟佩雷學習的時候，佩雷對於現代建築最重要的一個房子在巴

黎富蘭克林 25 號公寓，在 1903 年到 1904 年大概就在跨世紀，前衛運動剛開始還

沒完全建構完畢，建築還承繼在一個所謂古典原則的概念中，所以你看這個建築還

是在對稱關係中，看起來非常古典主義。它背後有一個嚴謹古典主義的模矩跟秩序，

所以這個時候還沒有到所謂瘋狂的、前衛的、新的現代主義的思考。但是他在材料

跟結構上有非常大的準備，這個準備是他開始利用 RC 結構，讓 RC 的牆跟柱脫開來，

所以可以看到每一個點，牆都變薄了，甚至於牆都沒有了，認為 RC 建築是最具有

現代建築潛力的材料與技術，牆開始不需要承重，開始留下了梁柱結構，所有的建

築都可以變成塑性建築，所有的空間可以自動跑、可以彎彎曲曲，隨著內部的機能

跟意念成為塑性空間，或者我們現在稱為 Free Space 自由空間。它不再受到原來磚

石結構的限制，它可以把牆大大的打開，幾乎讓牆可以消失，可是在這個時候牆還

沒有完全消失。這個 1903 年、1904 年的時間點蓋完之後，緊接著 1910 年左右柯比

意就提出了建築五原則，把牆全部拿掉，那這是他受到佩雷最重要的啟發。所以我

們來看佩雷的建築，在我們現在看來非常古典，可是裝飾不見了，什麼還在，古典

原則的比例、軸線、空間秩序還在，可是牆不見了，開始挖大量的窗戶，剩下柱子

跟樑，它是一個框架式建築，只剩下框的樑跟框的柱，剩下的大量去開窗。所以在

這個時候可以看到佩雷對建築的影響，當然也當我們看到柯比意的建築五原則時，

他提出了一個水平開窗，他不希望所有的開窗被這些柱子給框成一個一個框，他希

望這些窗戶可以從頭到尾連續不斷，那這是他最大的啟發，他希望留出最大的開口

而不要被柱子斷掉。因為要做這個事情，他作了一個最大的貢獻，一樣做樑柱結構

以外，他把所有柱子往後退，把柱子與牆分離，牆就可以連續不斷，窗戶就可以連

續不斷。這個概念從佩雷剛開始，但柯比意開始大量的把它全部分開，這時侯還有

密斯也是這樣做，所以密斯才有辦法做「less is more」（少即是多）透明的建築，從

頭到尾都是個玻璃盒子。這些都是受到佩雷的啟發跟影響。24 歲對柯比意有最大的



 
影響，從 20 到 23 歲他經歷了德國、法國的訓練，最重要的是他 24 歲開始了一個

歐洲的 Grand Tour（壯遊），連續做了三次一個人的壯遊，然後從他自己的國家繞到

歐亞的界線，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古典時期稱為君士坦丁堡），看到了東方與西方

文化在那邊交融的、偉大的紀念性，看到了多元文化在那邊被建構出來成為新的概

念。大家都知道君士坦丁堡在第三世紀到第五世紀被羅馬人佔據，那時叫東羅馬帝

國，那時候基督教把他的教義放在回教的地域裡，建構了聖索菲亞大教堂，然後讓

東西文化成為新的建築啟蒙的交會。完了之後，他又拉回歐洲的最南端，到了歐洲

跟非洲的地中海交界，從南往上跑，從義大利的最南部開始，經歷了對他影響最大

的羅馬與希臘，在那裡他看到古典的美，看到古典建築雖然已經崩毀了，沒有再用

了，可是就如同羅斯金所講的，古典建築、歷史建築怎麼留下來？留在那邊沒有備

用才是人們最大的記憶。柯比意就重新回去看巴特農神殿、萬神殿、羅馬的建築，

對他有非常大的影響，然後才回到歐洲。這期間他看到君士坦丁堡，看到鄉間的最

簡單的、不是貴族所蓋出的、白色的房子。他認為現代建築必須要向這些房子學習，

應該像一個簡單的生活機能，不再加上這些瑣碎的、頹廢的、裝飾的、貴族的美學

風格。他從君士坦丁堡的幾何大量體看到紀念性，看到生活建築的白色純樸、單純

形狀，從這些的啟發，最後回到雅典、羅馬看到紀念性如何被留下，真正美的精神

在哪裡？是 Sublime（壯美）而不是 Beauty（美觀）。這些事情繞一圈之後，對他的

一生產生很大的影響，而這些也不過經歷短短的四年、五年而已。經過了兩個國家

的實習，經過了一個壯遊，回來就正式開始自己的創作。當代也有一個很知名的建

築師，也學習他作一個壯遊，從印度一直拉到歐洲，這個人就是安藤忠雄。安藤忠

雄不只跟著柯比意去看房子，也去看柯比意的房子，所以柯比意對安藤忠雄的影響，

除了在壯遊中看到古典原則，同時也看到了柯比意建構的房子。所以我們看到安藤

忠雄在講自己的自學經驗，也就談到他的壯遊，他的壯遊建構起一個他自己美學的

標準。我們可以看到柯比意從中歐拉到君士坦丁堡，再從君士坦丁堡到義大利再回

來，這中間總共經歷了三次壯遊，而講他壯遊計畫部分最多的是徐明松，在台灣也

出了一本中文的書，就是講柯比意這三次的壯遊，你們可以去看一下。當柯比意 24

歲回來後，他在 27 歲時提出了一個嚇死人的影響，是一個原則和架構叫作 Dom-Ino

系統，重新建構了一個新的建築概念 Frame Architecture（構架結構），把牆跟結構



 
分離，牆不再跟結構產生關係。因為這樣子，他提出了一個 Free Plan（自由平面），

幾乎在 21 歲到 23 歲看到佩雷的 RC 架構之後，27 歲直接跳躍過了佩雷，提出牆柱

分離的概念，產生自由化的建築。緊接著在他的 30 歲，我們說柯比意最精華的時

期就是在他 30~40 歲這十年，尤其大概在 1920 年到 1925 年，就是他最精華、立下

他大部分的 Statement 的時間點，這時候我們稱為他革命的英雄時期。這時候他回

到了巴黎，希望開始建構起他自己的建築原則，不是回到瑞士，而是到巴黎。因為

他在巴黎有很多藝術界的朋友，他跟這些朋友結合起來，開始寫文章，開始作案子。

他一輩子是非常坎坷的，隨然我們看他是一個多產的作家，可是他陣亡的案子大概

是他多產的 90%，所以他的多產是很可怕的，每天都在畫圖。他也喜歡練他的肌肉，

所以很喜歡赤膊畫畫。就是在那個時候的人認為做一個好的創作者，身體要非常好、

要健身，柯比意每次在畫畫的時候，都會畫一個打拳擊的人、運動的人在他的圖裡

面。包括台灣非常重要的建築師，也說到他在年輕的時候精練身體，因為練身體就

像修道一樣，用非常嚴謹的概念去練習自己的身體，就像去修道院練習自己的精神

一樣。這位建築師就是王大閎，你如果看他銀色的月球那本書，其中有一張圖就是

一個肌肉非常漂亮的人，在那時候的人都有這種信念，不像我們現在的人都非常臃

腫。那柯比意在 30~40 歲時企圖以他年輕時的 Dom-Ino 系統為基礎，去做創新。他

是個非常能夠設定原則的人，對他來說做建築不只是藝術創作，他非常反對建築的

獨特性，他認為任何作品都必須被別人拿去應用。簡單來說他的作品雖然實驗性非

常強，但都有具有原型的討論。為什麼要做原型？如果你野心大一點，你就會去做

這件事，因為如果你提出一個原型，別人可以應用並且大量去做的話，你就是這最

重要的原型創作者。柯比意就是這樣的人，他創造 Dom-Ino 系統的時候，希望創造

的是一個原型，可以發展出大量生產的工業居住。工業存在於大量製造，不是工業

住宅，而是大量製造的住宅建築。他希望他的建築可以放在 80~90%的勞工住宅上，

這大概是社會主義思考。歐洲在二十世紀初期，當時所有建築師最大的志願就是為

這個社會主義的大眾，提供一個最簡單的、最不裝飾、最符合生活機能的住宅，可

以被大量製造。所以後來的 International Style（國際樣式）才會在這樣的狀態下變

成 CIAM 的原則，後來才會變成 International Style，被全世界大量的複製，複製的前

提是他設定了很多原則。所以那時候的基提恩，開了 CIAM 一直在談住宅原則、城



 
市原則，基本上柯比意從最早期 30~40 歲的時候就是在做這件事情。他在建構一個

建築的新原則，最重要的時間就在 1920~1925 這五年的時間，32 到 37 歲這麼年輕

的一個黃金時期，同時在四、五年之間寫了四本書。這四本書非常可怕，第一本叫

「邁向（新）建築」，第二本談到「都市論」（Urbanisme：英譯本書名為「未來都市」

（The City of Tomorrow）），開始為未來設定新城市的想像，這個未來城市不是在做

炫麗的城市，而是提出未來城市的新原則。另外他不甘於只是成為建築師或都市設

計師，所以他開始在「現代裝飾藝術」寫評論，他自詡為評論家，他與歐贊氾（Amedee 

Ozenfant）寫了一本「現代繪畫」，開始建構了一個新的、前衛的繪畫理論。1920~1925

年那時期大概就是現代藝術史最澎湃的一段，立體派、印象派、野獸派……等等，都

在那時候蓬勃發展。所以那個時候柯比意除了大量提供建築原則外，還大量與現代

藝術家接軌，開始談論何謂現代藝術，所以現代藝術對於他及他的建築影響非常大。

所以在這四年當中，他是建築師、都市設計師、藝術家與評論家，這四點非常令人

欽佩，這時候他幾乎是一個攻擊性的角色，每寫一篇文章、每做一個建築，都在攻

擊那個時代、攻擊其他派系。他一直在化名，用各種不同的筆名，在各個角色出現。

他這時的角色是多變的且具有攻擊性的，這時可以看 1914 年一直往下拉，27 歲這

麼年輕的時候建立一個 Dom-Ino 系統，1917 年這時候他已經開始做工人住宅，開始

用混擬土做一個 Prototype Model（原型模型）。在 1920 年他寫「邁向（新）建築」

的同時，他蓋了一個房子，這個房子是他最經典的房子，這房子叫 Citrohan（雪鐵

龍公寓），混擬土加軟石做的房子。這個房子的名字不是叫劉宅、龔宅……，取一個

叫 Citrohan。他把建築取一個名子，這名子不屬於主人，非常像現在的汽車，開始

用了工業製品的概念，名子展開了一個產品的系列，不是為了某個人量身訂做的房

子。這個概念來自於工業設計，在每個時期提出一個 Type，這個 Type 建構出在這

個時間點的審美註解，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概念。就像是音樂家一樣，音樂家常

在做音樂的時候也不給作品名字，只給一個編號，那是在談作者論，依作者有一系

列的編號，完全脫離感情上的指涉，完全沒有給音樂一個具體的名字。我們都知道

音樂跟數學一樣是很抽象的，柯比意也是在這樣的概念下建構他的 Citrohan，之後

開始做大量的 Housing（集合住宅），對他而言 Housing 是他建構原型的一個非常重

要的手段。你如果看到他的 Housing 會非常訝異，看到他 1920 年所做的事情，會發



 
現包括我們現在看到的 MVRDV 在荷蘭阿姆斯特丹所做的、看起來非常特別的

Housing 一點都沒什麼了不起，因為柯比意都已經做過了，而且做完了。我們可以

看到現在我們很多同學所作的設計、大學畢業設計，做了很多 Sky Garden、綠陽台、

穿插，看起好像很炫。但那已經是 1920 年的東西，一百年前柯比意都做了，叫做

莊園公寓、蜂巢房子的居住，都已經做完了。所以我們今天要做一個好的建築，必

須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必須要瞭解建築歷史，必須要知道其實你做的很多新的

嘗試，其實架在別人的身上早就已經開始了，尤其是像柯比意這樣的人，1925 年就

提出了「光輝城市」非常重要的城市的原型，那時候他 38 歲，影響到現在，雖然

很多人慶幸光輝城市沒有被蓋起來，不然巴黎就沒有了。雖然沒有破壞了巴黎，但

光輝城市在全世界都蓋起來了，建構了一個新加坡，新加坡是一個光輝城市，你可

以看到健康、水、空氣、陽光，但是無聊。光輝城市的概念在那時候就已經被完成

的非常嚴謹。1926 年，39 歲提出一個最大最大影響我們這個時代的建築五原則，

這個時候他已經在做一個案子，三年後把他蓋起來，就是 Villa Savoye（薩伏瓦別墅），

幾乎你現在看到所有建築的典例，或你要讀柯比意最重要的建築，基本上都要讀 Villa 

Savoye。Villa Savoye 基本上是依據他自己的建築五原則，讓他一一成型。雖然很多

人說這個房子到處漏水，業主把柯比意告死了，業主也因為住在這棟房子死了，最

後因為戰爭這個司法案才結束。雖然 Villa Savoye 充滿了各種抱怨跟八卦，但離開這

些私人的八卦後，Villa Savoye 永遠是現代建築非常重要的典例，它非常重要的呈現

了建築五原則。接著他提出城市論，到了 1942 年與 1948 年，大約在 40~50 歲之間，

他做了兩件事情，他提出了模矩論，重新回顧他以前做的所有建築，裡面的美學精

神是藏在哪裡？企圖建立一個原則讓全世界的人可以應用，這個應用還不是具體的

應用，而是回到美學概念的應用，建立一種美學的標準。另外一個，他完成了都市

與建築合在一起的合體，他把城市論做在建築上，叫做馬賽公寓。雖然這是一個

Housing，一個集居公寓，可是裡面充斥著他未完成的城市理論、機械美學理論，把

他的機械美學理論、模矩概念直到他的精神美學都放在這一個非常大的一棟建築，

也是到我們今天為止不能不題的作品，如果今天看柯比意的房子，一定不能不題的

有 Villa Savoye、馬賽公寓還有後期的廊香教堂、拉圖雷特修道院，這幾個作品就是

他最重要的幾個里程碑，這些里程碑都對我們有非常大的影響，這大約是他五十歲



 
做的事情。五十歲之後柯比意就有個大轉型，他把所有太陽神的原則寫完後，開始

打破他自己，開始離開他自己建構的五原則，開始建構一個屬於直觀的關係，所以

我們在馬賽公寓後可以看到廊香教堂跟拉圖雷特修道院。未來大家有機會可以看他

前期與後期的觀點，我們今天談的都是他太陽神的那塊。 

1920 年非常早的時候，他的年紀大約 32 歲，就跟這個畫家兼詩人的歐贊氾（Amedee 

Ozenfant）合辦了在法國非常重要的雜誌叫「新精神」，那時候也因為這樣他提出建

築新精神。第一期就寫到了這是一個時代的開始，必須要有一個新的精神，而且要

有明確的目標並具有綜合性跟建設性。新的時代建構一個綜合性、建設性的概念，

請大家腦子再回想一下跟我們談過的第一本書，跟基提恩所提出的「空間時間建築」

的這本書其實非常一致，都認為這個時代都必須要有新的概念並且結合技術，還要

把各種不同時代的歷史事實整合在一起，必須具有建設性、綜合性、時代性。那個

時候他開始用了 Le Corbusier（柯比意）這個名字寫一些文章。那個時候他負責寫文

章，他的夥伴歐贊氾（Amedee Ozenfant）負責提供一些意見跟給他一些基本的圖片。

最後兩個人非常不高興的拆夥，這種人不拆夥才怪，因為兩個人都屬於鬥牛型的、

鬥雞型的，一定是在外面啟動運動，但也因為他們的在一起，很快的把建築與藝術

結合在一起。之後很快的柯比意就建立起自己的這本書叫「邁向建築」。 

我們現在開始進入這本書。每次看書我都會建議大家一定要看目錄，目錄非常重要，

你看一本書最好先看目錄，看完書後再翻回來再看一次目錄，回想這本書的架構，

如果你能說得出他的架構的話，基本上這就值得了，對你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回饋。

那我來看這目錄，柯比意提出的這幾章，幾乎可以看到他背後架構出來的東西，這

幾章其實是雜文。這本書並不是一個從頭到尾完整的書，大家會發現為什麼這本書

常常會出現重複的語言，因為這本書不是一個完整的書的架構，他就是一個雜文，

是他在雜誌上寫的文章，由於兩篇的讀者並不一定是同一個人，所以他必須要承接

原來的理念很快的再講過一遍，就跟連續劇在廣告後會重複之前的一小段一樣。在

這裡面第一章幾乎在回應基提恩，認為這個時代建築師幾乎是完全缺席的，十九世

紀到二十世紀真正掌控美學的其實是工程師。工程師是十九世紀最後貢獻的一群人，

建築師在這時候非常可憐，建築師都在幫一些貴族做一些美術裝飾，完全沒有面對

時代問題。所以第一章他就提出來工程師的美學才是最重要的，他認為建築師必須



 
再次勇敢的站出來重新回應這個時代工程師美學所做的事情。當工程師美學已經走

到一百年後，建築師還停留在這個點，這是非常糟的事情。相對我們在今天更可怕，

我們的航空技術、科技技術已經走到哪裡了？建築在台灣還是被稱為傳統產業，建

築師一直在整個創造事業的最底端。當然我們說建築師被稱為傳統產業是應該的，

因為它是基礎產業，但這話對柯比意而言，這種話是推托之詞，因為再怎麼樣的基

礎產業如果不能回應新時代，建築師就是等著出局，所以那時候工程師美學在這個

時代才是重要的。 

第二章他不談工程師所做的事情，他先談建築有幾件事情是從古典時期到現在都不

能變的，必須要把本行裡面最重要的審美精神建立起來。他認為控制建築第一件事

情，在去掉裝飾之後最重要事情有三個，量體（Massing），建築師必須要掌握好量

體，第二是為了這個好量體做一個 Façade（立面），包這層立面必須要有概念，直

接挑戰裝飾性立面，他希望裝飾性的立面要拿掉，立面必須要回應量體。然後建築

控制好壞最重要的精神在於平面，他認為平面控制了建築的好壞，平面做好了，很

多事情都架完了，平面做不好就甚麼都不用談了，所以他非常重視這幾個古典原則，

這幾個原則是非常古典的，並不是柯比意的新觀念，是他承繼了希臘、羅馬、文藝

復興的概念。 

第三章他特別拉出來，他認為美學除了建構在這種非常實質的量體外，還有一種藏

在背後的精神就是規線，看不見的、只存在一些美學人的眼睛，就像我們常說你的

眼睛要有很多規線，才看得到世界萬物的美，那個規線進而發展出 Moduler（模矩

論），這個規線是建築的淺規則不是外顯的，可是內在具有非常嚴謹的、規律的精神，

也歸咎在美學精神裡。當建築把自己的本行該注意的事情提醒完了，讓你知道什麼

是美的建築以外，他開始要拿大石頭，他要將這些被這個世紀的建築師放在地上大

石頭，開始砸出在建築人身上，這大石頭是什麼呢？這大石頭是你們這些建築師們

都視而未見，到處發生在我們周遭的事實。建築師都還在夢裡面，都還在作一些三

百年前的事情，哪些東西是你們視而未見呢？你幾乎每天都在用的輪船、飛機跟汽

車，這些東西早就存在我們這個世界了，結果你們這些建築師們都視而不見，以為

那些不可能成為建築。所以你在輪船裡面，每天開著汽車，你都認為這不是建築。

輪船裡面的空間關係、夾板與隔間還有輪船重頭到尾可以看到海的視野，這個概念



 
在輪船很理所當然，可是你視而不見都認為這些不是建築。你每天看到汽車的大量

製造，同一款可以製造成一千輛、一萬輛，為什麼你認為建築不可能這樣子，為什

麼你視而不見，為什麼你認為建築還是個工藝品。這些事情直接拿了好幾個石頭挑

戰了建築師們。前兩章柯比意告訴你們建築甚麼部分是好的？接下來第三章告訴你

建築未來的可能性但你們都沒試過。再過來第四章告訴你 To Be or Not To Be，第五

章告訴你建築什麼叫做美？建築除了量體、潛在的規線、對於時代的新精神以外，

建築必須要創造精神的美學，這裡他提到巴特農神殿，為什麼它都已經崩毀了卻還

是這麼美，因為它背後有一種精神性的創造。這些事情我認為可以回應到建築七燈，

雖然前面三章都跟「建築七燈」非常對立。可是這一點非常像「建築七燈」的第一

章，在講無用之用。建築必須要獻給神，創造一種沒有用的精神面，這種精神面是

建築師不可或缺的。羅馬的啟示是在批評羅馬，他說羅馬從米開朗基羅之後就開始

墮落了，甚至也在抵抗米開朗基羅，最主要是羅馬這個城在過了文義復興、過了米

開朗基羅之後，開啟了一個叫做巴洛克運動，才讓建築開始加了很多反秩序東西，

柯比意寧願將建築的美定著在米開朗基羅之前，文藝復興所訂下來的、嚴謹的建築

美學。所以他說 To Be or Not To Be，不要去創造這種米開朗基羅之後這種複雜的美

學，必須要保留精神的創造。第五章就是他的 statement，到了第六章他認為我們身

為一個建築師，我們關注的當代精神、古典精神，知道了 To Be or Not To Be，請你

做為一個建築師不要只是做一個單一的建築作品。請建築師要站出來提供一個建築

的 Prototype（原型），可以被大量的生產，為大量的人群創造居住空間。這其實是

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論述，建築師不能躲在房子裡面，做一個單一美學的藝術創造，

而是提供大量人的需求，所有的建築必須要回饋到住屋上面。在歐洲一直有一個非

常重要的運動叫 Housing，我認為 Housing 是建築師絕對不可逃避的問題，Housing

非常複雜，因為跟人有關，可是建築師不能因為複雜、跟人有關、有很多社會問題

就去逃避它。那柯比意基本上，直接把自己跟建築師們就是要面對這些問題。最後

他談到最可怕的一段話，建築必須是一種革命，所以這本書很可怕，前面告訴你一

些美學，最後把所有建築師拉出來，告訴建築師們必須對這社會做出一些投射，做

一個社會運動，最後建築師必須要做一個革命。我不曉得有多少人會跟他一起站出

來做革命，但他自己本身就是一個典型的革命家，他一直在革建築的命，也在革自



 
己的命，一直在做典範型的改革，每一個階段都在做典範型的改革。很多建築師會

作出非常美的建築作品，可是對我來說，我不希望大家只看柯比意的作品的原因，

是你要把柯比意的作品當作一種典範、原型，因為他背後都在回應這兩個，回應居

住空間（Housing）還有回應城市，最後面建築必須是一種革命。 

為什麼今天要告訴大家這本「邁向建築」，因為這本書的整體架構是清晰表達建築論

述，裡面沒有太多建築的手法，可是他卻啟動了他自己後半輩子所做的事情，也啟

動了建築所有的其他人。「邁向（新）建築」第一章開始在談工程師的美學，談建築

人如何忽略了工程師美學。第一步建構了建築與營造，他說到建築是一種藝術跟精

神的創造，他沒有否定這點，他說建築是一種藝術的創作，一種情感的表現，要超

越營造的問題，提到更高的層次，這是他的中心思想。你要超過工程師，你必須要

看到工程師做的事情，回應這個時代然後超越工程師，同時找到情感的表現、精神

的創造，建築是這樣的表現。建築師之所不同於工程師，營造講求穩固，而建築是

在追求令人感動，也正因為這樣子，他認為建築具有很多關聯性，建築必須要做整

合性的思考。它必須把所有事情關連在一起，建築不能是純機能，建築也不能是純

藝術，它必須具有關聯性，可是這個關聯性必須包含精神的創造。這點他在第六章

有提到建築的精神是什麼？To Be or Not To Be，那這是他第一章就開始講，建築是最

特殊的藝術，它有動人的整體關係，它能達到柏拉圖式的高尚，太陽神的、正確的

美，這個正確美的位置被拉回到希臘、羅馬，那個時期所建構出來數學的、幾何的

美。你必須要有這些事情，他必須要有數學的秩序、必須要和諧，這是他認為建築

最高的境界跟層次。之後他開始回應基提恩（這是我寫的，不是柯比意自己說他在

回應基提恩），他說其實所謂的新精神就是提出問題，找到解決方式的邏輯過程

（Problem Solving），必須對這個時代提出好的問題、提出好的解決方式，而且從問

題到解決方式建構了一個完整的邏輯過程，這個邏輯過程必須要讓別人理解。這具

有很大企圖心，建立這個邏輯過程被人理解，是為了要變成一種典範，讓別人可以

依循，一直到當代的很多創作人都還是這句話在談，包括現在很知名的設計團體叫

ideal，ideal 這個團體是跨界做任何設計。如果你去看 Ted 網站的演講，這個 ideal

的創辦人他有三場演講，都告訴你他們都是 design thinking（設計思考）不是叫 Design

（設計），設計本身沒甚麼意思，而是提出問題尋找解決方法的邏輯過程，到今天為



 
止全世界最棒的創作公司 ideal 都還是這麼談。這裡面換做基提恩的話，這個時代最

好的建築都呈現歷史事實，比如說芝加哥被火燒掉了，為了提供高密度的都市，所

以大量用了鋼鐵、玻璃蓋了高密度的房子，最後變成芝加哥學派。為了需要大跨距，

所以把市場跟商店結合在一起，變成一個超級市場。為了大跨距的展覽，又把超級

市場變成水晶宮。這些都是 Problem Solving，背後有一個邏輯，是因為它的問題跟

解決方式。這些都在本來的建築領域不認為美的房子，可是這個邏輯的推演，卻引

發了新時代的精神，柯比意稱之為新精神，柯比意一生最討厭的就是脫離現實的學

院教條，基本上把我們都給罵了，因為台灣所有建築系都在做脫離現實的學院教條。

柯比意本身的設計其實非常超現實，可是他的超現實是架構在現實之上所做的想像，

他不認為建築是一個天馬行空從天空掉下來的事情。他一生最反對的是脫離現實，

他以法國作為他的基地，可是最重要的攻擊也在攻擊法國，最攻擊法國最重要的學

院派，叫做布雜藝術學院（Beaux Art），因為該學院的訓練就是在 Tracing（描）古

典建築或藝術家的技法。對柯比意來講，這些事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如何回

應現實。所以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找到敵人，他的敵人就是那個時代的歷史古典主

義、折衷主義、布雜藝術的教條。他非常非常的意志堅定，對柯比意來講非常重要

的就是堅定的意志，他堅信世界上所有的問題被提出來，一定都可以找到解決的方

法，當然這方法可能非常武斷，也可能危害社會。但在他個人的信念中，不管他提

出的任何問題都一定有解決方法。這個概念非常接近我們現在在做的畢業設計

（Thesis Design），就是你提出來的問題，你要相信你的畢業設計一定有解決方法。

不管它是什麼過程，你一定要提出結果。這個結果可能是錯的，很可能在一年後有

人來挑戰反抗它，可是你為了自己，你必須提出這結果，這也是柯比意堅信的。另

外柯比意提到建築師必須要提出能夠解決問題的營造方法，所有的營造方法要能夠

解決工程或建築上的問題，比如說獨立柱、輕隔間、混凝土、鋼結構、標準化、模

矩，這些事情當初都散落在營造方法的各個部分，可是這些事情都必需要整合在一

起。他認為建築是一個整體性的學問，全部整合在一起就是他的建築五原則，然後

變成一種美學的呈現。被當時視為前衛的營造方法，現在大家都很熟悉了，他企圖

列出這問題，就是為了提出解決的方法。大家記得他 1920 年提出這問題，再過五

年就提出的新精神。我覺得這種人很厲害，剛開始寫的論述在罵別人，五年後自己



 
做到了，建構了一個非常完整的理論。 

他一直認為這個社會的居住問題一直沒有被解決，所以看到第六章談到居住問題是

建築師所面臨的最大問題，這是一個非常社會主義的思考。他面對兩件事情，基提

恩也是這個樣子，基提恩在工業革命後重新面對古典時期，所以基提恩說古典的文

藝復興在做甚麼模矩、比例怎麼做，基提恩也是相信古典原則、也相信現代主義。

所以你看機械文明與建築文化都在裡面，柯比意要大家去看看工業文明的產品，比

如輪船、汽車、飛機。要去看他們的審美觀，在看他們審美觀的時候，也不要忘記

看巴特農神殿，巴特農神殿是他認為最崇高的美學精神。現在所有的工業製品是最

接近這個時代現實的前衛美學。建築師不要視而不見的面對現在的工業美學、前衛

美學，它已經是既成事實了，建築師還必須要回去看巴特農神殿、雅典衛城那時候

所做出來的崇高的精神美學，做到這兩件事情才能真正體驗到建築。他說：「飛機是

動員了所有創造力，智慧與膽識的結晶，想像力與冷靜理智的結合。」這個結合再

放回兩千年前，它也是巴特農神殿的創造精神，他把巴特農神殿跟現在的工業設計

加在一起。其實在這句話中，飛機這件事可以拿巴特農神殿取代。也可以用柯比意

自己做取代，他自己動員了所有創造力，是智慧與膽識的結晶，想像力與冷靜理智

的結合（酒神跟太陽神）。基本上柯比意是在建構自己的心智跟意志，要直接面對飛

機跟巴特農神殿，他自己就成為那件事情。所以我為什麼把這句話寫出來，其實回

應的就是他自己本身對於創造及對於建築的概念。他最後提出住屋、住宅其實是一

個居住的機器，居住是 Use（使用）不是 Function（機能）。我們之前有談過英國美

術工藝運動，我們提到「空間時間建築」一直再提 Use（使用）。人的居住的行為，

不只是 Function（機能），還包含行為、生活模式，也就是我們今天很常談的 Life Style

（生活風格），Use 包括 Life Style、Activity，也包括 Function，建築就是它的機器。

這個絕對不是天真的機能主義，而是要回應所有的需求，他認為這才是美。最後這

句話變成二十世紀現代建築最重要的一句話「住宅是居住的機器」。他強調工程師的

美學，認為工程的美學原本與建築是息息相關的，因為工程師在做的東西是在回應

建築，回應那個骨頭、基礎，可是這個骨頭卻被建築師忽視了，竟然視而不見。所

以工程師在這 19~20 世紀蓬勃發展，可是建築師卻嚴重退化，建築師都在用陳舊的

工具，當所有東西變成科技產業的時候，建築卻還是傳統產業。把柯比意的話放在



 
現在，也滿有意思的。建築師竟然這麼陳腐的用陳舊的工具在回應現在這個新的時

代。我們必須捨棄、替換掉傳統的工具跟建築。他說「法國有一所國立藝術學院……

教導一些誤謬、虛飾及朝臣似的牽承虛迎！」都是在為貴族們提供裝飾性的服務，

都沒有面對社會 90%的大眾，提出大眾應該要有的事情。但工程師不同，他們創造

了屬於他們的時代工具，負起了建造的責任，反觀建築師魅力盡失無所是事，不是

愛說大話就是悶悶不樂。他說建築必須同時存在於電話機上及萬神殿裡，這是多麼

具有詩意的一句話。建築絕對是一個造型的情感，柯比意相信造型、形式（Form）、

幾何，不太像現在的人說我們要相信社會運動的時候，美學就不重要。柯比意不是

這樣，他認為美學超級重要，社會也超級重要，他希望在這裡面找到一個整體性的

概念。柯比意認為美學跟社會行動應該是在一起的，而且是建築師的責任，建築師

必須透過造型的處理，實現某種秩序（Order）、精神的純粹創造，才能感受到美的

存在，這是西方在談 Sublime（壯美）、紀念性一直有這些討論。可是建築師還必須

跟工程師一起，同時面對住宅、接到、城市的問題。我們看到的這兩段話直接把建

築的新精神，或是建築師應該面對的新精神直接就提出來。 

我們回顧一下剛剛所講的，第一章他直指建築師跟工程師之間的差別，也提醒建築

師不僅要學習工程師還要超越工程師，還必須要面對所有社會的、大眾的使用跟居

住問題。像我自己在交大帶 Studio，這學期剛開始在談美學，可是我幾乎每一年會

有一學期都希望同學能夠面對居住的、社會的問題，我覺得美學跟社會的面向都是

很重要，因為我覺得面對現實是做想像非常重要的一個起頭點。大家可以看到柯比

意就是在那個時代站在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位置，面對當代建築。我們來看第二章，

第二章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各個雜誌裡面寫的雜文，提出對於建築師們的三項提醒，

也就是量體、表面跟平面。看起來好像非常幾何，非常屬於美學層面的，他說現在

的建築師已經無法理解簡單的量體，他的論點其實就是直接指著古典折衷主義跟歷

史主義一直在做裝飾的部分，他認為一個簡單的量體其實就蘊含了許多美學，建築

師必須要能夠重新看待這些簡單型體所建構出來的美。他說「建築具有更嚴肅的使

命；建築的客體使得建築足以觸發最劇烈的本能，產生雄偉壯麗的感受（Sublime）；

另一方面建築的抽象性則激發了最高雅的智能。」大家要記得一件事情，1910~1920

年大概是建築或藝術概念開始回應抽象理論的時代，不只在建築，也在繪畫、雕塑，



 
企圖讓大家找到抽象的美一個時代，企圖不只在建築，在畫也是這樣子，雕刻也是

這樣子，企圖找到抽像的美，這個抽象的美除了挑戰感知外，也挑戰你的智能，像

我的同學這兩週在做的訓練其實都是企圖讓你的美學背後有一個 Intellectual 還有

mental 的思考。建築跟風格（Style）不相干，風格跟建築是無關的，風格只不過被

包在建築裏面，跟著時代運動的美的面向而已。他不要跟風格產生任何關係，他說：

「對建築而言，路易十四、十五、十六或哥德甚至是巴洛克，只不過像跟裝飾在女

人頭上的羽毛。」那不過幫女人頭上多戴一個裝飾品而已，那個裝飾品對某些人有

用，可是對真正的創作，它只不過是一個不相干的羽毛。他說量體基本上是我們的

知覺可以感受的、可以感動的、可以觸動人心的元素，眼睛是為了觀看陽光下的形

體而存在的，所以所有做的簡單量體都必須放在大自然裡面，跟著這些陽光。這句

話其實是回應巴特農神殿，希臘人在做巴特農神殿的時候，所做的雕刻、面對石頭

的手工藝，都是在面對跟陽光的關係。「建築是一種智性遊戲－如何在陽光下正確巧

妙地組合量體。」這段話在最後倒數第三章有回應，他用巴特農神殿來回應這件事。

他認為巴特農神殿是歷史上最重要的美，這個美是它組合了基座、組合了柱身、組

合了三角的山牆、組合了空間序列，其實都是在陽光之下創造出這個量體的美。「埃

及、希臘，或羅馬建築都是稜線分明的建築。」哥德式建築，不過仍然是二流的交

雜幾何形體。他直指歌德建築，歌德建築是得法國非常重要的建築，他身在法國，

但心在義大利。他重新在他的壯遊裡面，企圖為義大利的古典美學建構一個位置。

他在這邊馬上急轉直下，他認為工廠，工廠巧妙地顯露新的時代。因為要做工廠，

工廠不跟你談風格，它只講究機能、與如何使用。直接把機能跟使用化簡為一個簡

單的幾何量體，工廠沒有承載風格，所以工廠往往不會在上面做很多裝飾。他認為

這是一個好建築的開始，他其實還不稱它為好建築，可是這是面對時代的一個非常

重要的觀點。他說工程師不奢求所謂的建築理論，他做計算、利用幾何形體，而且

要有邏輯、法則地去組織它。用幾何學滿足我們的眼睛，用數學激發我們的情感。

用所有法則的邏輯組合出來的幾何刺激我們的感知，背後數學的潛規則激發我們的

情感，然後開始跟宇宙秩序產生共鳴，這些事情絕對不是他的理論，這些事情是文

藝復興、古典美學的理論，告訴你所有的空間都必須要有秩序。他們的作品正朝向

偉大的藝術途徑。這裡的他們指的就是工廠，柯比意向他們致敬，因為工廠建構出



 
我們原來看到的希臘、羅馬、埃及這些簡單的幾何，雖然你還是可以看到這些拱、

柱，但是這都是為了維持這個簡單的秩序，也就是說剛開始的羅馬、剛開始的希臘，

所建構出來的元素，其實都是在建構幾何與數學的秩序，還不完全只是關乎到無效

的風格。他認為這些瑣碎的裝飾都是混亂、沒有邏輯的、隨意的。大家要注意，這

些事情在「建築七盞明燈」時，羅斯金卻從歌德開始，他認為歌德建築再次重新忠

實地表達結構以後，忠實表達了手工藝、忠實表達工匠跟材料的關係。但柯比意不

在意這些事情，所以柯比意做的都是白房子，他甚至 RC 灌完，元素做完後就全部

給它漆白，他認為材料本身以及上面的工藝都是貴族、藝術家在做的事，可是他認

為藝術家並沒有面對社會大眾。 

繪畫有實物繪畫，畫一些實景、風景，或畫一些靜物。立體派企圖用不同的時間跟

空間的觀點，把這些食物化整成簡單的幾何，找到一個 Universal Order（寰宇性的

秩序），也就是環宇性的幾何所表達的情感。甚至於他的純粹主義，希望從羅馬古典

主義的這些不同時期的紀念物，從中找到一些幾合邏輯，他認為這些紀念物已經沒

有用了，無用之用被留下來是因為它自己本身有一些幾何秩序的美感，讓整個羅馬

市變得這麼偉大，沒有這些幾何原型的典範，羅馬就不能成為這個好的紀念性的城

市。所以他一邊在自己的壯遊、在羅馬建構出來純粹主義的概念，一邊在立體派的

概念，讓他引發出他對於量體變成純粹抽象幾何的量體有一個比較大的啟發，所以

他在量體裡去除了具象的、裝飾的、風格的面向。這是立體派的靜物，重新反射瓶

底的圓，管子的圓、風箱的圓，企圖把好幾個不同使用性的圓畫成同一個圓，成為

宇宙性的情感。今天我們沒什麼時間可以談到立體派，但立體派對柯比意影響非常

大。他基本上在立體派找到同時性、拼貼性、透明性。急轉直下，他把過去古典的

美學、現代的藝術美學，急轉到工業建築，他認為這些是最美的東西。到現在為止，

我們大概可以同意這件事，比如大家到大型工廠（水泥廠）都產生崇高的、震撼的

美，因為它直接、純粹，所以有所謂工業建築，這種建築跟我們在城市裡看到裝飾

過的建築是不一樣且無法被取代的。站在水泥廠跟站在埃及金字塔前的狀態很接近，

那種美是說不出來的，大、直接、壯美。因為當初有這麼多的工業建築，不是由設

計師、藝術家、建築師為主導，而是由工程師、工廠就他們所要的使用法則所訂定

的關係，到今天為止還這麼受用。其實有一個學派對這件事情也非常迷戀，在俄國



 
有個前衛的構成主義，做了非常多拼貼，把工廠這種直接、暴力的量體直接組合在

一起，也是產生在 1915~1920 年，幾乎是跟柯比意同一個時代，你幾乎無法讀出來

辨別孰先孰後，那時候同個時代很多人都在面對這件事情，只不過柯比意把它整合

成一個完整的理論。再過來，他提到表面，他認為量體剛剛建立起來，量體的表面

也非常重要，建築師必須要進一步去處理表面，這些表面足以消除量體，讓這個大

的量體鬆掉、消除不見或者強化量體的效果。所以你做了簡單的幾何以外，還要重

新面對幾何本身的表面，你要加進任何一種所謂創作性的、藝術性的思考來強化或

弱化這個量體的關係。量體跟表面是同時存在的，量體被表面所包覆，可是表面會

依照量體所創造的母線跟基線，開始創造出量體的獨特性，這基本上不是他的理論，

這是文藝復興的理論。文藝復興一直在講韻律，為什麼要 ABABA，為什麼要讓所有

東西都是正方形，就是在一次從簡單的量體處理另外一層表面上的問題，企圖創造

另外一種美。工程師已經幫忙做完基礎的量體構造，可是工程師不是建築師，建築

師必須還要把現代營造的問題用幾何學去解決美學的問題。所以建築師依方面必須

要讓量體在陽光下嶄露出他的壯美，可是另一方面，必須要面對它實用價值的表面，

包覆出視覺上的、秩序上的美，要尋找出量體的原線、母線，尋找出它秩序，建築

是住屋、神廟、工廠，所以他的表面必須要面對各種不同的機能，開始創造牆面的

開洞（門或窗）。可是他認為現在的古典主義常常開完洞後就把量體破壞掉了，甚至

加很多羽毛、很多裝飾，他認為這不美。所以他認為建築師面臨的第二個問題，是

要去遵循形體的原則，遵循原來的原型，進一步進行表面上的詮釋、美學上的詮釋，

這個美學不是壯美而是視覺上的秩序，這也是文藝復興所提出來的。比如說我們看

到凱旋門架了很多規線，就回應到柯比意在做的模矩，重新建構一個表面必須要有

潛規則，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非常多文藝復興的黃金比（1:414~1:1.618）、正方形，潛

在於建築。我們只能看到呈現出來的檯度線、屋簷線、開窗原則跟量體關係，這個

量體關係被帕拉底歐（Andrea Palladio）做的最好，幾乎把這件事情做到底了，柯比

意再重新提出來。柯比意在早期也做古典建築，可是這個古典建築非常像萊特，那

時候還受到英國美術工藝運動的影響，做了磚、石頭、小開窗，可是你知道他在做

這個的時候回應了英國美術工藝運動的原則，非常重視開窗的比例，非常的文藝復

興。他到法國就不一樣了，開始加進了工業革命、機械時代、工廠營造加上秩序，



 
最後創造出他自己的空間關係。甚至於他向工廠學習，工廠如何在這量體裡面，直

接表達他自己對於量體的分割，而且這個量體分割不太有裝飾，所以該開窗的地方

開窗，該檯度的地方檯度，該有一個很漂亮的幾何量體，甚至他認為有時候工廠的

量體清楚可是不夠漂亮，建築師必須要重新回應這個立面上的問題。第三個，他談

到平面，平面是量體和表面的原動力，對我而言，我也很重視平面，我認為平面是

一個建築最重要的精神。所有的一且都因為平面所產生，平面一產生就做了一些無

法改變的決定，平面是建築裡最重要的精神。平面是建構潛在的骨架，所有的精神

力量。沒有平面，一切將會是混亂、恣意。我倒是希望能夠用這點回來提醒我們的

同學，現在學生畫的圖常常作品都是在電腦３Ｄ裡面量體都拉完了，平面是甚麼都

還不知道，最後再回到平面，那種平面是沒有精神的平面。你再用另一個工具的時

候，你要去想在柯比意的精神裡面，平面是一個最重要的主軸。他說平面本身具有

感覺的本質，埃及、印度的神廟、雅典衛城、聖蘇菲亞教堂，如果去年有上過我的

建築史，我那時候用各種平面告訴你它的精神所在，一個好的平面便能解決問題。

今後最大的問題是如何將集體需求重新反映到平面問題上，所以他認為現代生活的

住屋、集合住宅或城市，必須要有新的平面。他認為建構一個平面的原型是這個時

代最重要的任務。這是一個問題重重的時代、分析跟實驗的時代、百家爭鳴的時代、

發展新美學的時代。我們必須研究的是平面，因為這個平面反映這個時代這麼複雜

的問題、這麼多的時代風格，這才是關鍵所在，絕對不是那根羽毛。 

他的話都講得非常清楚，看他這本書，都是白話文，絕對沒有那種複雜的哲學話語、

抖包袱的字眼，都是平鋪直述告訴你這個時代必須要面對的事情。他認為印度神廟

的平面，是如何從明到暗，從高到低，這些個別有機的關係也是非常重要的，所有

的量體已經架構了秩序、軸線的關係，包括我們去年談到的神廟，如何從第一進到

第二進到第三進到第四進，這個平面從大到小、從明到暗、從高到低，所有事情都

已經建構在一個平面基礎上面，在雅典衛城如何反映巴特農神殿跟戶外的劇場，跟

這些個別有機的關係，都是靠量體來建構他的有機跟軸線的秩序觀點，這個我們上

學期有提過，如何去建構這些運作方式，如何運用這些點在行走的過程建構出各種

不同的軸線關係，產生很多視點，這些視點都是量體關係，都是一座一座視覺上的

軸線還有比例。所以他一再告訴大家雅典衛城，所以在他的壯遊計畫中，他在雅典



 
衛城待在下面很久，去看這個雅典衛城的建構，一直不敢上去。最後他在巴特農神

殿也待很久，因為他對其是非常敬畏的，他的敬畏不是欣賞它的美，而是重新理解

它的美學精神。包括去聖蘇菲亞教堂看到的，瀰漫的光線跟那個崇高的關係。 

第三章，講了量體、表面必須要做美學的處理回歸到最基礎的平面。緊接下來他說

歸線，「歸線是對抗恣意紊亂的一項保證」也就是我們談到的潛規則。每個建築雖然

它外部顯現的東西忠看不到規線，但它確保了該有的秩序。規線必須要有秩序、韻

律，再次重複這在文藝復興時就已經建構完畢了。規線跟模舉需要創造的是黃金比

例、韻律，規線的抉擇及其表現是建築創造中整體的一部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技術，比如說你做了一個量體，最後因為內部的使用就開始亂開窗。你在開窗的時

候必須要非常非常小心，因為要維持量體的美。他認為當時後的建築在古典主義裡

概念裡，基本上是恣意的濫用，最後只是一種裝飾的風格。他說建築師是一個奇怪

的職業，他必須要把一些毫不相關的元素結合在一起，有實用價值的、不完全有實

用價值的（就像「建築七燈」所說的無用之），建築師就非常奇怪，必須要整合這些

事情。希臘人、埃及人或米開朗基羅，運用規線的方法修正他們的作品，使他們的

藝術靈感與數學思維達到完美的境界。在米開朗基羅後面的巴洛克，就一敗塗地，

所有的羅馬市在米開朗基羅後面就失去了這樣的完美。模矩還要加進人性尺度，這

是羅馬比較少談的，開始把人性尺度建構在最方便可靠的方法與工具：步伐、腳、

手臂、手指的尺寸、重量。這些人性尺度必須要回應到秩序，我們在這學期到第九

講的時候，我們會談到隈研吾（Kengo Kuma），他做了一個石頭博物館，為了要做

那個石頭，定了一個石頭尺寸，這石頭做的很薄、很扁，就是以石匠的工人一個人

可以搬起的重量，這就是人性尺度回應到材料、構造、模矩，就成為他在談「自然

的建築」的起點。柯比意也是在提這件事情，所有東西都要回到營造者、還有使用

者的人性尺度，所以可以決定某一個尺寸，這個尺寸不只是來自於抽象美學而已，

不像古典建築靠集體的意志做出來。這個尺寸可能要來自營造者、工匠或使用者的

角度，，所以他寫的一個「Le Modulor」（模矩論），這個圖其實不能算是他的圖，

這張圖其實是 Alberti（阿伯提 Leon Battista Alberti）談數學的模矩、音樂的和諧時

就畫出來了。那柯比意把這些尺寸變成很多很多小方塊，小到人的指頭的尺寸。所

以他畫了另一張圖，在談所有的模矩必須要來自人性尺度的所有元素，建築必須要



 
能回應人體，建築必須要能回應宇宙的幾何，建築還要回應到數學跟韻律，建築還

要回應到自然仿生的數學韻律。對柯比意來講，建築是一個奇怪的行業，必須要整

合許多東西，他必須要來自於自然界、宇宙、音樂、幾何、人體等元素，這是他後

來在講「模矩論」重要的精神。他認為早期希臘就已經在討論這些東西，希臘用數

學談螺旋，做女性的 Ionic 的柱頭。怎樣的長寬比是在模擬男人 Doric？怎樣的長寬

比是在模擬女人的 Ionic？他認為從希臘時期就已經開始了，所有的溝槽為了要讓太

陽打在柱子上顯得纖細。希臘人都是在想這樣的事情。柯比意從希臘人的這件事，

畫到他的這些數學原則到人體，他的設計不只是回應擬人化，最主要回應人身體的

各種不同的使用、各種不同尺度的元素。談到 Proportion（比例），談到所有的開口

回應到量體跟表面。談到數學跟自然，談到黃金比，這個黃金比來自早期的螺旋、

蝸牛這樣自然體的關係變成數學原則，所以最後回應到幾何。所以幾何、數學跟自

然是合在一起的，合在一起就變成寰宇性（Universal）的美。看柯比意自己做的房

子都有一些潛規線，幾乎每一個點、表面上的每一條線都不是隨便出現的，每一條

線都決定了尺寸。柯比意的每個房子都要去挑戰它，這是非常困難的，完全要靠意

志力去完成。當你看到的些房子的時候，看看自己有沒有這樣的眼睛，可以把這些

規線映射在這個房子的表面，看到柯比意談的美的架構。可不可以看到這個長條房

子每個窗戶與每個定點呈現的黃金比，看到這棟房子能不能映射剛剛歸線的狀態，

這就是他談到的美的層次是這樣被架構起來的。他的實踐就是從古典原則從巴特農

神殿到文藝復興的房子再到他自己的房子，都一直跟著這些原則。 

第四章，他認為所有人都視而未見，他說「我們這些人每天都在界定本身的樣式，

樣式就在我們的眼前，眼睛都視而不見。偉大的時代剛展開，存在著一種新精神。

許多由新精神所產生的作品；特別是在工業生產中。我們的眼睛，可惜得很，能無

法加以辨認。」這句話回應了基提恩，基提恩也是從這些無法辨認的社會歷史事實

裡面，找到他認為新的歷史精神或新的時代精神，而他與基提恩同時在做這件事。

他說這三件事非常重要，他 1920 年在「新精神」提出宣言，他說「今天已沒有人

會否定現代工業創造中所顯示的美學（在 1849 年是被羅斯金否認），由於愈來愈著

重整體的比例關係以及對量體和材料的重視；許多營造工程和機器，可以說是不折

不扣的藝術作品；正因為他們具有「數字」的關係，亦即「秩序」。」不會像 19 世



 
紀這麼粗躁，因為此時他又加進一些數字觀念，而這些數字概念一開始不是為了藝

術、美學，剛開始數字的模矩是為了生產，為了要大量單元生產的時候才訂定模矩。

這些模矩讓工業開始產生美麗的作品，大家認為這些活動（模矩工業生產）都跟美

學沒有關係，其實錯了，他們才是當代美學中最活躍的創造者。這些汽車、飛機、

輪船，大家都認為與美學無關，但他們才是真正美學的創造者。時代的樣式正是存

在於一般的產品中，而非存在於人們過分相信的一些精緻裝飾的創作中。他又談到

住屋是居住的機器，住屋就像輪船、飛機和汽車一樣，要非常合理、和諧而且健全

完整。他開始提到躺椅是坐的機器。澡缸是洗澡的機器，裡面要有隨心所欲的溫度。

要做一個廚房，菜餚的儲存、衛生的機能，也是創造整體美感的一個部分。所謂建

築就是要非常合理創造每一個構想，每個構想都能夠帶來解決方法，帶來為生活的

機器提供解決的方法。所以不管做衣櫃、浴室到住屋，一切都以生活使用為主，而

不是以風格為主。我們說古典建築一間一間被畫出來後，並沒有回應真正的生活機

能。可是汽車中的方向盤、椅子、門、汽缸，所有的東西都要回應使用。輪船要能

夠在水上漂浮、航行。飛機要抵抗重力，要飛出去。所有這些合理的考量都是重要，

這些無關乎風格，可是最後會產生風格，這個風格也會非常清晰。最後他對建築師

的忠告「完全是窗戶的牆，才能夠充滿陽光。」所以他才把牆拿掉，變成窗戶，密

斯也是這樣，所有牆的定義是用窗去定義，不再像以前用牆定義內外，而是用窗戶

取代了牆，而且是用整片的窗戶，成為水平連續開窗。要必須是一個乾淨、健康的

建築，讓 80%的人使用。合諧性都存在工作室或工廠中生產的產品中。這些事情都

不是他發明的，是受到貝倫斯、德國藝工聯盟、Bauhaus 所影響，他們早就在談這

個問題，密斯才會做出少即是多（Less is More）。如果柯比意在法國學到美學思考的

話，他在德國是學到這件事情，重新看待這些工作室、工廠生產的這些東西。「這不

是藝術，不是西斯汀教堂，也不是雅典娜神廟；而是全世界以意識、心智、精確性；

並以想像力、果斷而一絲不苟地工作態度所產生的日常生活物品。」這是他認為好

的建築師必須要理解的。這是他的前言，他的前言就直指這三件事情是建築師沒有

面對的，比如說輪船，我們是用另一種眼光去看它的話，你不把他看做運輸工具的

話，輪船呈現的是由魄力、規律、寧靜產生新的美感，具有強烈的美感形式。你把

他當作一種空間，當作是一種建築，這就是它給我們的事情。而且輪船有一件非常



 
重要的事情，就是它對於大自然的力量非常尊重（飛機也是），對水的浮力、地球的

重力、對大自然的力量極度尊重。他提醒建築師在以前的時代，基本上放棄了對大

自然的尊重，放棄了對陽光、空氣與水的尊重，而只在做風格上的美感。他對這用

了一個字眼叫「懶惰的傳統」，直指建築師們都是懶惰的，不像他在練身體、在磨練

心志，就為了成就建築的藝術。建築師總是懶惰的只看到這些傳統的美學，忘記了

眼前發生的事情以及對大自然的尊重。這些事情對我們今天而言都是很重要的提醒，

我們現在是在做懶惰的事情，還是在做具有前瞻性的概念。「輪船所完成的「宮殿」

使大教堂頓然失色，而且他們甚至將所建造的宮殿放到水面上。」它產生的力量是

震撼的，這個震撼是大教堂在怎麼做裝飾都沒用、都無法抵抗的。甚至把宮殿放在

水上，非常具有詩意的話。把宮殿放在水上就是輪船，把紀念性跟精神性放在浮動

的、運動的、具有自然力量的水上，是他最關注的部分。你可以看到這樣力量的存

在，而且是浮游的與大自然的力量產生對比。它有居住的狀態、面對天空、陽光、

空氣、水的甲板。它有非常機能的幾何量體都不加裝飾，為了那些煙囪、馬達、船

艙、浮力、船桅，每樣事情都在交代這些量體、表面、平面、機能。他認為這是一

個超級偉大的宮殿，能夠回應機能以外，還可以留下空間面對離開地面後的陽光、

空氣、水，所以創造一個新的 Public Area 叫做甲板，原來在陸地的 Public Area 都在

地面，當今天失去地面的時候，它把 Public Area 翻到最上面來，變成甲板來面對整

個天空，變成一個社交的場域。這個概念大大影響了柯比意，柯比意為此創造了五

原則中的一個原則，叫屋頂花園，有一個 Second Nature。所以你看到馬賽公寓的屋

頂回應的就是甲板，把社交生活放到屋頂去，有幼稚園、社區中心、遊樂場，這所

有的事情都來自這個偉大的水上宮殿給他的衝擊。他說這些偉大的、前衛的創作都

已經發生，為什麼我們這些建築師沒有向它學習，這是他提出最大的質疑。在船艙

之下需要最大的採光，要讓光線、空氣從外部流進來，所以它把牆都拿掉，開始變

成連續的落地門，直接可以看到外部的海、陽光、城市，從頭到尾都沒有柱子與牆。

這個時候的建築都還是用牆挖洞，他說輪船都已經做完了，都有從頭到尾的落地窗，

大家在這個空間可以有很好的社交活動，坐船的時候可以接受這個事情，跟戶外非

常接近。但為什麼當回道陸地上，住在家的時候卻放棄了與大自然的關係。生產者

把輪船都做到了這些東西，卻沒有啟發建築師回應這些東西。所以他說建築師是偷



 
懶的，根本沒有面對這個時代所創造出來的居住的機器。包含像這麼乾淨的走廊、

這樣簡單結構性的屋頂、從頭到尾的水平開窗，結構存在於裡面，它有一個完整的

通道，整個空間內部是透明的、連續不斷的、自由的，跟古典建築那麼不一樣。 

接下來他提出飛機，他說飛機最重要的意義是它能掌握「陳述問題」。我們不敢製造

飛機，因為我們不會，因為我們無法處理這個問題，包括浮力、包括飛機到天空後

遇到的風力、包括整體的結構要一體成形，要儲藏、機能、機器全部整還在一個非

常簡單的量體。這些所有事情都是飛機在解決整個過程的邏輯，如果輪船是建構一

個水上的宮殿，那飛機是動員所有的創造力跟智慧去解決所有的問題與邏輯。他認

為建築師必須要面對這個，面對所有的問題，處理一個邏輯，最後給他一個解決方

式，這就是創作。這個解決方式放回兩千年就是巴特農，巴特農在處理結構上的問

題、空間上的陽光問題，面對陽光創造了一個 Arcade（拱廊），創造溝槽來面對陽

光。所以他提出這兩件事情，是在兩個不同時代的邏輯，兩個不同時代的偉大創作

者都在建構他們的邏輯。一個是落地的，落地要有基座、要把它抬起來、要用柱子

去支撐。飛機面對重力、風力、結構、機能，所有的事情整合在一起。所以當時的

飛機超棒的，充滿了結構性、機能性、量體性，這時候的飛機充滿者各整不同的關

係，為什麼建築師視而不見。 

接下來談到汽車，汽車對他的啟示是大量生產。汽車面臨了機械時代，從蒸汽機發

明之後的一百年就是汽車工業，面臨這大量生產的汽車工業，他說我們的住宅問題

與汽車問題是一樣的，都要回應 80%的人的應用。我們的住宅問題為何不能跟汽車

一樣，快速的被研究發展，以工業化的方式、系統化的生產，創造意想不到的造型，

而且這個意想不到的造型是有充分理由的，創要一個準確的、有充分理由的美學。

這時他大膽的提出建築是一個居住的機器，就像汽車所有的事情包括檔泥板、引擎、

座位、人的視線、方向盤，幾乎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道理，都有它的必要性，一個

東西都不多。當今天所有的需求建構完之後，加進了美學、加進了量體表面，創造

一種新的美學，而且這美學可以被單元化、模矩化，可以被大量生產。所以機能單

純，可是卻有複雜的目標，標準規格是絕對的必要，住宅絕對不是特製的、為了少

數的人創作的單一住宅風個，對他而言住宅是有社會主義的因素存在的，他的社會

責任是藉由工業生產的絕對必要性。 



 
標準規格，他一再重複雅典衛城，當初為了蓋起來，用數學建構每根柱子、每個基

座、屋頂的結構性、模矩的美學性、量體立面的比例。那個時候每個東西都結構化

了、都標準化了，最後產生了精神提升的美感。汽車也是，他把巴特農跟汽車並列，

他認為在不同的時代跟不同領域，都產生了完美的境界。可是他認為巴特農已經到

了一個永恆的狀態，我們現在這個時代不只要尋找永恆，他認為汽車還在發展中，

它還有很大一段的空間可以繼續往前走，所以他認為關注這些工業生產與關注古典

的永恆同等重要，可是不要忽視，現在這些工業生產還在持續發展，還在持續回應

這個時代的問題。巴特農神殿充滿偉大的和諧性，這種完美跟各種規範是沒有關係

的，純粹是感官的美感。他說你若不是工業的製造家、營造師，你必須要為汽車、

飛機、輪船找到精神性美感，超越他們才能為人類文明創造新的東西，這是他的預

言，甚至他的預言認為這是建築師必須要做到的。 

緊接著他談到住屋，他說現在的建築不能回應我們的需求，現在要能回應需求的東

西，基本上就是美的。現在的住屋平面完全忽視人的存在，只是構想一個空的東西

讓家具能夠放進去，只是擺設家具，那些人就是現在我們稱之為的 Decorator（裝飾

家），進入一個空間就是加上壁布、加上窗簾、加上飾品。柯比意基本上是反對這個

事情，他認為應該在你做空間、處裡平面的時候，就應該要容納這些家具，變成一

個整合性產品像汽車一樣，像工業製品一樣，所以建築必須要容納很多不同的機器，

所以建築是整個居住的機器。他開始批評很多很多的人，為什麼市郊有那麼多毫無

價值的屋頂，只是作風格用的，所以他後來都做平屋頂，但也有人批評平屋頂很熱。

斜屋頂當然有很多好處包含防止積雪、隔熱，但在那時代屋頂除了這些小小的功能

外，基本上是無用之用的裝飾。他質疑為什麼窗戶都那麼細小？如果剛剛看到輪船

的時候，輪船都可以有大片玻璃跟自然再一起。為什麼房子要有那麼多上鎖的、沒

用的房間，為什麼那些貴族所做的宮殿有這麼多沒用的房間？為什麼要有這麼多餐

具、托盤及裝飾性的書架？為什麼這麼多閃閃發光的東西？為什麼要有壁爐？為什

麼有這麼多華麗的床蓋蓬？為什麼有這些五顏六色的織品？為什麼那麼多工業製品

都另外做好後才放進空間？建築師不就是要讓這些所有東西都到位、放在空間裡面

對那個問題嗎？所以這是他問這麼多問題，他說住屋是對抗熱、冷、雨、偷竊，基

本上是個庇護所。建築要的是什麼陽光、空氣、水還有生活的空間單元，他開始提



 
每個空間，他說房間是要一個能夠自由活動的面積，要有一個休息的床就好了。所

以他做的房子都像修道院，小小的床靠在牆邊，他說床就只是要讓你休息而已。要

舒適的工作的桌子，要能夠讓東西安定為的廚架，是個很機能性的關係。房間的數

量不要太多，廚房、客廳、工作室、洗衣房、臥室，這些最簡單的精能性的房間，

每個房間都有機能。在廚房安置的廚架等，這些都必須符合人性的尺度，而且像行

李箱一樣鑲嵌進牆裡面，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很多崁牆式的櫥架。每個東西都是鑲嵌

的，而且這就像是一個創新的行李箱。這個飯廳要有一個安置存取器皿和玻璃的櫥

櫃（最好是嵌進牆裡），建築師在平面裡面就要做完了，讓所有東西嵌進去，因為這

樣才會有活動空間。當然現在的人不太喜歡這主意，像歐洲人喜歡有一個空間，可

以自己來擺飾家具，那是另外一種風格。但在現代主義裡，他為的是 70~90%的工人、

勞工，他認為他們沒有餘力。建築師應該把這些事情都做完，給一個最小的生活空

間。不像貴族、資本家們有那麼多的空間可以把那麼多的東西，所以必須簡單、精

練。客廳的櫥櫃要避免風沙，它是為書或物品設置的庇護所，所有的畫跟藝術品要

能夠藏得起來，不要家裡像是個美術館一樣，到處擺滿畫作，只要一兩幅就好，甚

至擺幅複製品也可以，他就是要挑戰貴族。櫥櫃、帶有鏡面的衣櫃、閃閃發光的銀

器，請你把它拿出來賣到第三世界國家，那些喜歡閃閃發光東西的地方，我們進步

的國家不需要這些東西，請把它們賣給剛出現在世界地圖的新民族。他其實是在直

指這些暴發戶，請給其他這些國家這些人。椅子是拿來坐的就好了、電是提供光亮

的，繪畫是拿來思考欣賞而不是收藏的，住屋是拿來居住的。窗乎應該要很多很多

的光線，可以採一點點光也可以採很多很多甚至不採光也沒關係。要開始用大片玻

璃，可以用手搖桿像汽車的手搖窗可開可合，可以隱密的封閉也可以全部開放。雖

然他是用文字描述，可是他企圖心非常大，他是在創在典範、在創造原型，他是不

在畫一個漂亮的設計，他告訴你這些原則後，希望被大家使用變成一個共通原則。

各種不同汽車有不同的風格，可是它們都是整合過的，就像一個機器一樣，他是尋

找一種基本的規格，不是要找工匠做一個特定的作品，其實柯比意是在抵抗工匠的。

這裡我會加註一個 1617 年李漁，他在清朝的時候寫一本書叫「閒情偶寄」，把居住

的形式列了很多包括生活風格、飲食、園林、居室、器物、聲音、藝術，他把所有

東西的生活標準都訂定下來。我這裡會提的原因是如果從東方觀點來看，會與柯比



 
意非常不一樣，可是這些人之所以重要在於他們企圖訂定時代標準，這個時代標準

背後是有美學價值的，而不只是風格而已。 

再過來下一章叫建築，羅馬的啟示、平面上的錯覺，最後他提到精神層面的純粹創

造，他說羅馬人後來都把充沛的情感灌注在石頭的戲劇性上面，跟現在的工業生產

不一樣。那時候的建築基本上都是用石頭，石頭的建築基本上是西方藝術非常重要

的容器。這些石頭超越實用性，基本上與實用性沒有關係，而是要表達他對於這個

材料非常動人的關係，他剛剛講的都是實用性，可是他認為不夠，必須在西方建築

傳統裡面找到超越實用性的美學、美感，這個美感來自於簡單的秩序，是羅馬人所

建構的秩序觀。在純粹主義的時候他們說羅馬人所有的紀念物都有一個完整的量體、

雛型，這個完整的雛型是用石頭建構出來的，最後變成廢墟也變成紀念物。如果我

們要向它們學習，它們已經超越實用性。那麼多東西留在這邊都沒有使用，那它的

藝術價值在哪裡？Architecture 跟 Building 的差別在哪裡？因為 Architecture 要超越

Building 的實用關係。就這一點，柯比意跟羅斯金其實是很接近的，可是柯比意把

這個價值放在數學、幾何、邏輯的秩序。他說羅馬人採用了最簡單而且不容置疑的

原則，創造了基本的形體，他稱為秩序的統一，跟平面一樣做了很多布局。建築要

產生力量，這個力量是靠光線來撫摸這些純粹的量體，光線打在量體上才得以展現

精神的力量，包括巴特農神殿、萬神殿，光線的關係讓這個石頭、量體產生力量。

還有古羅馬人就是一個大營造廠，他們非常具有邏輯、非常喜歡組織東西，所以古

羅馬就是個大營造廠，在大營造廠裡面創造各種不同的結構型體。我們都知道羅馬

人創造了拱圈（Arch）、拱廊（Volt）、拱頂（Dome），各種不同的東西來自於營造、

結構，可是羅馬人不簡單，把這些營造、結構變成一種原型。包含我們看到教堂的

雛型，那個十字都因為構造的關係變成的一種元素。這些都非常了不起，包括我們

看到的萬神殿、競技場、埃及的金字塔、凱旋門，包括萬神殿所進來的光線，創造

了虛的形體、內部的秩序。米開朗基羅在聖彼得教堂創造的都市空間一直到內部空

間，從內到外全部都一氣呵成創造了秩序跟原型。羅馬的啟示，羅馬越來越恐怖了，

羅馬什麼時候開始恐怖？羅馬紀米開朗基羅以後到 19 世紀，總共四個世紀以來，

羅馬就開始沉睡，因為羅馬開始被一知半解的人搞沉淪了，開始了巴洛克、折衷主

義、歷史主義，產生縱情的、沒有秩序的、沒有思考過的，就像肖像性的市集，產



 
生各式各樣的恐怖。四個世紀以來，羅馬幾乎已經失去古典時期最原始的秩序觀念，

開始變成裝飾、風格。 

其實在建築上對平面的控制非常重要，平面不只控制了內部，也控制了外部。這個

在文藝復興我們就談過了，有人非常在意內部空間、有人則非常在意都市空間。他

說外部永遠是另一種內部的想法，外部是內部的結果。如果你把廣場視作為內部，

它可能就是一個教堂的公共空間，可是他卻是一個都市設計的空間。所以在整個都

市裡面，建築跟都市都要開始產生軸線跟布局，這些軸線跟布局開始變成基地元素，

就像室內各式各樣的牆，產生各種不同的秩序、玄機，才能產生美感。平面開始有

人把平面的架構變成空洞的錯覺，這個錯覺跟秩序無關，這個錯覺從米開朗基羅開

始，到巴洛克的時候平面就開始亂了，只是產生奇技淫巧。我們在去年跟各位講過

巴洛克做的波狀牆，所有東西開始變形。在虛榮心的誘惑下，違背了平面的規則。

這是他對歐洲文藝復興的讚揚，也是對之後墮落的批判，他對這些事情產生不同的

批判。像萬神殿的格局是多麼多完美、嚴謹，能夠產生精神的力量。縱使這麼亂的

羅馬城，用一個非常複雜的單元組織方法，來建構各種不同的完整性，各種不同的

基本原型。在這麼亂的羅馬城裡面，都可以好多不同的完整性存在於內空間與外空

間裡面。但到了巴洛克，一切都亂了套。所有的東西都開始既橢圓又正圓又三角又

滑動，所有的幾何秩序就開始失去了原型量體的風格，他認為這開始產生了墮落。

建築的立面開始不完全回應單一的量體關係，開始回應五種不同的變化，開始恣意

的、縱慾的，產生毫無意義的、破壞原型的關係。他對這事情是提醒，平面到後來

為了產生錯覺而走道一條不夠好的路。 

最後他提到精神的純粹創造就是在創造各種不同的關聯性，這個關聯必須要統合而

且合諧。他說最能夠表達既和諧又有關聯，每個關聯的元素又很清楚，其實這些音

樂最多，繪畫跟音樂都能夠接受精神的純粹創造。建築總是因為成形後被很多審美

的觀念加了很多裝飾，變成風格。音樂最神奇，因為音樂可以感動很多人，讓人有

不同的感覺，可是音樂永遠維持在五線譜內純粹的創造，那個創造是抽像的，你幾

乎看不到的，你不需要理解五線譜，但這些五線譜化成音樂時卻能夠感動人的心，

這其實是聲音、是情感上的，創造一個精神價值。建築往往在成型的過程，因為實

用的緣故，忽略了精神的純粹創造。這是在提醒除了機能性的創造，建築師們還必



 
須考慮像音樂一樣的純粹創造。 

他說到細部，細部的處理是建築師的試金石，細部的處理是表現出藝術家跟工程師

之別。這時他又把工程師打到地獄去，工程師們沒有這個水準，工程師不像我們建

築師。細部不受任何條件的約束，可以符合實用性，也可以不符合任何實用性，細

部只是為了精神的創造，只是要為了與陽光說話，與風說話，只是要跟一個看不到

的東西說話。他又回到巴特農神殿，他說巴特農神殿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除了各

種明確的尺寸元素，在創造柱子、處理柱子接地的基座所產生的細部，都是為了跟

土地、陽光產生關係，要跟基地的環境配合，或讓整件事情變成整體感所投入的情

感因素。這跟音樂一樣，它不那麼實用，可是他可以處理在細部，哪怕在巴特農神

殿要打一條溝槽，為什麼要在一根柱子上打三十二條溝槽，另一根柱子打十六條溝，

因為他要表現男性的雄偉與女性的纖細的象徵，表達光線打上去時的纖細視覺感。

他認為這個事情是精神的創造，他認為所有事情，也包含汽車、輪船、飛機也都要

有這樣的特質，所以他說線腳的細部是建築是面對的最艱難的一刻。為什麼堅難，

因為稍微縱慾一點的在刻線腳的時候就會開始加了很多裝飾上去，所以你要刻得多

簡單、多乾淨、多收斂，才能創造基本的的美。他說表現陽光與陰影的造型能具體

的表達崇高的思想。這時候他與羅斯金一樣偉大，回到一個宗教家的關係。他認為

做工業設計裡面，手握方向盤的大小，這個大小的原型、形式跟接頭，儀表板與眼

睛的位置，跟最後形塑汽車的關係，這些事情是我們這個時代要面對的事情。我們

面對工業生產需要大量生產的時候，不能忽略背後崇高的精神創造，這個精神創造

是來自純粹美學上的，可是不能縱慾的，必須要產生關連性、和諧感，因為這樣子

就能完整看到「邁向建築」這本書所想要談的東西。 

最後，談到這裡的時候還有兩件事情還沒談，一件是革命。當他建築做完以後，他

其實要革一個社會的命，做兩個運動，一個叫住宅運動，一個叫美學運動。他除了

創造一個美學概念以外，希望這美學大量的回應時代，回到住居。住宅的問題是時

代的問題，我們要用心的工具適應新時代，我們必須要創造系列化的精神，創造系

列化的住屋。我們要創造健康與美麗，美來自於健康、住居。所以又回到他寫的這

本「邁向建築」之前，他做的 Dom-Ino 系統，這系統非常偉大，他把建築回歸到這

麼原始。我們已經知道受到佩雷的影響（RC）、貝倫斯的影響（德國的概念），他提



 
出 Dom-Ino 系統說建築像機器一樣，有個基本原則，提供了建築的基本原型。這個

基本原型，有三塊板、六根柱子，讓人像巴特農神殿一樣，可以做在地上，有一個

基座，人可以離開地面，站在這個空間裡面。空間要有一個基本架構，做完了之後

什麼都不要有，可以跟大自然和諧在一起。為什麼要兩塊板，一塊板跟地面在一起，

一塊板離開地面，為什麼屋頂的第三塊板是要有樓梯能往上去，因為第三塊板是要

見天的。這個談到的是土地、生活、自然，三塊版同時面對地面層、中間層是生活、

最上面來自於輪船的甲板，大家在甲板上都見天，都享受陽光、水、空氣，看到了

自然，所以房子佔據了自然也留下了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也就是頂花園。他

說如果我們可以回到這基礎的原型，我們就可以利用 RC 做出這個結構，牆就不具

有結構作用，它可以最開放到自然、可以自由成長形成一個塑性建築。這個叫做自

由平面（Free Plan），牆可以跟柱子脫離，可以變成自由平面，可以隨意存在，一樓、

二樓、頂樓的平面可以長不一樣，因為牆不具有結構的價值跟限制。那一樓、二樓、

三樓為什麼要不一樣呢？因為他必須要回應自然還要回應居住的機器，所以牆是一

一再回應，牆就像一部汽車一樣，每個牆都要有它的功能，不只是再圍塑空間而已，

更是回應人居住的機器，所以他提出的計畫自由平面（Free Plan）。這時候在 1926

年「邁向建築」之後，馬上提出所謂新建築的五原則，這五原則基本上是回應建築

的新精神，新精神都是論述，建築五原則是作品。他讓論述不只是文字的論述，他

把它們呈現在真實作品的作法上。他提到建築底層必須要掏空，主要層要離開地面，

讓自然跟空間滲透進來。所以第一層樓處理自然的問題，還有處理界面的問題，要

讓車子可以開進來。所以你看柯比意的一樓往往是大眾活動、自然活動、或是停車

空間。所有的樓層因為做了 Dom-Ino 系統，柱牆分離開始產生了自由平面（Free Plan），

這個自由平面做在中間，所以外部都自由、不一定要有牆。第三個就是自由立面（Free 

Elevation），外面的牆越來越自由了，所以外面的人可以透明玻璃看進裡面有各種不

同人。每層樓的牆都不一樣，因為它有不同的生活機能，這些其實都受到立體派的

影響，立體派談到了拼貼性、透明性，所有的空間可以有很多層次，開窗可以透明，

所有三層空間可以疊在一起。因為牆沒有了結構所以他回應了一開始提到的輪船，

有個水平窗帶，窗戶可以水平的圍繞四周、連在一起。就像剛剛看到的船艙、走廊

有這樣連續的開窗。而且他可以忠實的表達結構系統。最後他回應那個甲板，創造



 
了第二自然把建築還給自然，因此提出了屋頂花園。 

那以前的文藝復興的古典建築就像印章一樣，不管裡面的機能是甚麼，外面永遠就

是印章。柯比易受過立體派的影響、受過藝術的訓練，解構了所有的建築，提出

Dom-Ino 系統。他把建築拆開，他把這個東西加這個東西合在一起，這個量體放在

這個結構裡面，回應各種不同的生活機能，像紅屋（Red House）一樣。但這個紅屋

不是一個實的量體，它可以牆柱分離，所以我二樓可以是一個紅屋，三樓也可以是

一個紅屋，每一層也都可以不一樣，可以各自變化，也可以讓這東西直接跟外部空

間接合在一起。所以可以三個有機的機能放在 Dom-Ino 系統裡面。這是一種建築型

態，完整的型，這也是一種型態，有機的型，這是一種自由平面的型態。最後他在

建築五原則裡面提出這個，也就是薩伏瓦別墅。一樓空間是這個型態，讓大自然進

來，所以是凹凹凸凸，二樓基本上是一個方盒子，所有的東西變成一個大大的正方

型，裡面有很多不同的生活機能，三樓的屋頂花園是這個，是凹凹凸凸與自然結合。

所以他提出的這三個原則太厲害了，他是一個 Game Ruler（設定遊戲規則的人），

他把自己設的規則全部疊在一起，疊在 Dom-Ino 系統裡。把建築五原則跟 Dom-Ino

系統跟建築新精神完全整合在一起，最後在 1929 年做了薩伏瓦別墅。這房子的設

計就是在他寫建築五原則的時候，他在寫建築五原則的時候，已經開始一手寫原則，

一手在做這個作品，雖然沒有受過建築訓練的人都會覺得這作品好醜，受到建築訓

練的人才會覺得它美，但重點不在它美不美，重要的是它建構了這個時代的里程碑，

它讓整個建築就往前走，你看到它各層，幾乎像是拼貼各種不同的機器。所以你看

到所有空間的 element，就像汽車組件一樣，每個組件單一存在，一個樓梯間就像

個管子一樣，一個樓梯間的緩坡像個機器的水平的管子，房間就像一個方盒子，一

樓停車場有個大圓弧，這個圓弧來自於車道的迴轉半徑，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回應機

能的關係。因此產生了他這一個三層的空間概念，這三個空間的關係背後就是在創

造空間精神，從尾巴機械房到正面的弧形車道，到他的水平開窗，到他的屋頂花園。

從車道裡面，幾乎可以看到像立體派的畫，穿過連續開窗看到裡面每個元素的存在，

就像是看一部汽車一樣，每樣東西就像是看立體派的畫一樣。裡面有的很大的緩坡，

光線從上面下來。到了二樓做了一個花園，直接看到天、樹，離開剛剛的地面，室

內到室外都連在一起，上道從屋頂花園，開始有綠色花園。從這些空間的場域大概



 
就可以理解他的建築新精神。他在早期也做了一個叫雪鐵龍公寓，他提出了一個標

準公寓，一個標準勞工建築的原型，這個原型來自於他在一家餐廳看到非高的屋頂，

他覺得餐廳的高屋頂很棒，他認為家裡可以有一個工作的空間又有一個住宅的空間，

工作空間有一個最高的屋頂跟最好的視野，住宅空間有一個最私密的、最矮的屋頂。

空間就會變的非常精簡而完整。其實那時候提出來就像現在的 soho 族，而這 soho

族其實一百年前就做過了，一百年前柯比意就做過。甚至他把這些東西當作小抽屜

可以抽出來、可以組合，因為他把這些東西當作機器在做，他把機器當作單元在做。

他做了一個單元底部的單元是一個挑空的基座，上面才有一個兩層樓的挑高跟後面

屋頂花園的居室。這兩層樓的挑高，在這兩層裡面夾了一個天井、開了個大窗，這

個大窗讓所有人可以看到自然的室野。基本上他是在創造最簡單的基本原則，這個

原則他稱做 Citrohan，這個 Citrohan 叫做大量生產，就像我在講任何一個汽車都在

做一個品牌，其實在建立一種新的典範。住屋應該要處理像汽車或穀倉都是處理經

能，目前的住宅機能必須要尋求明確的解決方法，而且要在有限的預算內，提供組

織完善。這個住屋個概念畫出這張打拳擊，柯比意、王大閎、葛羅培斯都是這種人，

每天練身體，練身體是一個意志的訓練。上下挑空的狀態，要下面工作上面居家的

形式，工作、運動、住家的狀態分屬在不同的層次，對外面要看到大自然，家居要

非常精簡，要把大自然要帶進來室內。空間可以具有非常多的活動，這是柯比意當

初提出來的，看到這樣的空間，對我而言其實滿慚愧的，因為我們現在其實也不過

是這樣而已，我們現在距離現在已經一百年了，其實我們還是停留在這個狀態。我

們其實只是在做一些奇技淫巧，大概沒有提出一些新的、不同的風格。他認為處理

及居住宅，那個原型是一個小小的元素，能夠被複製並大量組合成為一個整體，所

以接下來他做的是什麼，他做的了莊園公寓，用 120 棟互相重疊的，大規模的公共

廚房跟餐廳。我聽到真的很慚愧，我們現在都在談我們的 housing 要有大陽台，要

有公共的廚房什麼，我們又回到一百年前。每個空間都要有屋頂花園，但柯比意不

是為了要耍帥，所以他放在一個個的方格裡面。我覺得這更帥，因為更簡潔，不是

那種凹凹凸凸，非常的 MVRDV 那種，那不帥，因為那隨便做就可以了嘛！這種非

常精練的成為一個系統，他認為建築離開道路，空地越來越好，陽光、空氣、水，

上面還有三百米長的游泳池、禮堂、健身訪，Rem Koolhaas 提出來的 Program 大概



 
就也只有如此。他的平面多麼建單，一實一虛，中間還挑空。你看他的平面圖，一

樓跟二樓兩層樓才是一個單元，這張圖一邊畫的是一樓平面一邊畫的是二樓平面。

做的是這種兩層樓挑空非常大的一個巨型結構，中間還有一個公共空間的花園，上

面還有一個屋頂花園做得像輪船的甲板，所有人可以到上面喝喝酒之類的，所有的

冷卻水塔也都上面，下面有這個私密跟開放的空間。提供這樣的花園城市，畫出這

每一層樓，提出室內空間的架構，跟延伸出來的公共空間，其中有大桌子、有樓梯。

告訴你說要非常高效率的創造一個密集性的耕作，他提到了共同集居方式，一個小

花園，三棟住宅有兩個花園，或三棟住宅在一起。他提出來的原型是各種不同的功

能。你看到這個圖，會發現現在有很多建築師都受到他的影響，包括剛剛提到的

MVRDV、歐洲很多做原型的建築師。在建構一個有幸統的、和諧的、具有量體感的，

表面是有好的美學標準的、回應居住的建築關係。 

最後他又提到一個明日城市，他說我們今天已經做到從 Citrohan 到 Villa Savoye 變成

一個花園公寓，再過來我們要創造一個光輝的明日城市。這時候把交通加進來，所

以他希望可以創造一個新的交通，增加密度、增加流量、開闢最大的開放空間，而

且企圖跟基提恩掛在一起，創造一個 CIAM，讓 CIAM 成為一個城市的標準，告訴大

家說我們所有的城市，要變成一個光輝的城市。從這一點來看，我們今天二十世紀

來看這個建築偉不偉大，超偉大，可是這個建築有沒有問題，有問題。包括我們看

到 1968 年有個珍雅各（Jean Jacobs）寫了「美國城市的生與死」直接抵抗柯比意，

說柯比意你把陽光、空氣、水做完，留出最大的空地蓋了高樓之後，其實是反城市。

讓城市沒有了街道，因為都在談最小的房子跟最大的合院，所以以前的街道不見了，

這是當代理論，可是他那時就就是反城市的。他是要求高度集中化的，他的馬賽公

寓就是這個樣子，他要求要非常有效率，非常高密度的。他有貢獻也有盲點，他的

盲點就是一個反街道的觀點。所以他提出光輝城市，都市要做各種不同的分區，每

個分區要有效率，交通要有人車分道，有超高層住宅，凸出來的部分就是讓每個人

都接受到陽光，每個人都三面採光，他要讓表面積最大。住宅開始變成超高層，下

面就可以留下最大的空的，平面也是要做成鋸齒狀，讓每個人都有平均接受太陽的

機會，每個單元做到最小。不是一棟一棟的單棟住宅，是個連在一起的，一起分享

這些設備、學校。 



 
最後他的城市沒有完成，他完成了馬賽公寓，他說我的馬賽公寓就是一個機器，一

個偉大的輪船聖殿。開始回應住宅的關係，把原來下面的機器層，中間的居住層，

上面的公共層，所以他的馬賽公寓每個單元就是雪鐵龍公寓一樣，就像是一個 unit，

可以單一創造，可以有變化。中間要有餐廳、下面要掏空可以停車、可以作服務空

間，可以跟大自然合在一起，面對大自然問題。屋頂要像甲板一樣，要有很多生活

價值，要有很多社交系統，要有很多公共生活。再把建築五原則，把他看到的比例

觀點，變成非常漂亮的黃金比，很漂亮的視覺，用平面來處理他的所有的機能，每

個機能都像機器一樣，所有東西都是鑲嵌的。他是兩個雙層挑空的東西卡在一起，

所以每三層樓中間有兩戶，他是一個交叉的平面組合，最後他在空間有巴特農神殿，

一直到文藝復興的 module，中間夾了一個共同走道。所以他是一個交叉的機械整體

組合，非常漂亮的一個平面，再次回應雪鐵龍公寓的這張圖。最後再這裡面有公共

空間、有甲板、有建築新精神、模矩、住居的生活回到這個案子。這是他非常經典

的作品，包含他的城市關、居住觀、跟他早期機械、美學、建築新精神全部結合在

一起創造了馬賽公寓。一樓挑空的空間到屋頂陽台的概念，大家可以注視這個案子，

對他來講這是一個革命，他說我們世界其實已經脫離我們的掌握，他說進步是可恨

又可洗的事，這個非常嚴重的危機時刻，精神出現了一片混亂，要度過危機必須要

瞭解這是怎麼一回事，而且要教導人們如何去運用這些工具。他所面臨的時代，所

創造所面臨的精神，跟羅斯金跟基提恩一樣。可是他們的態度不一樣，有的人急於

往回去找，有的人樂觀的要我們繼續往前走，我們要必須要放棄之前的觀念，對他

來講，他就在做這個太陽神跟酒神的辯證。那我們今天大概就講到這邊，讓你們理

解雖然後面還有一些東西，不過那是柯比意的後期，到這裡你大概可以理解，在他

的前段，他五十歲之前，他如何用他最小單元的房子，到中間的 Villa Savoye，到花

園公寓，沒蓋起來的，到最後的馬賽公寓，把所有東西都完成，回應他的都市觀。

最後在立面上，做到的是他的模矩，模矩論的那個理論，一直回應他的建築新精神，

那如果你們大家可以理解這些事情，我建議你們花一個月的時間或兩個月的暑假，

把柯比易所有的平面立面瞄過一次，保證你功力大增，因為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自

我訓練。因為它幾乎就像一個大的寶典一樣，把所有你碰過的建築問題都在裡面被

處理，唯一就只有沒被處理的就只有像 Alvar Allto、Peter Zumthor 這些非常個人性



 
的藝術創作。建築的基本原則，從古典到現在，幾乎 70%被柯比意這個奇才全部處

理光了，很多人問我說，我如果不懂建築我可以學建築嗎？建築很難學，因為建築

太廣大，可是如果你要學一個叫做建築的基礎，那我當然沒有什麼辦法可以告訴你，

就去描柯比意。把柯比意描完，你大概知到建築的基本是怎麼一回事。那這是我這

門課最後給大家的一個建議，第二個建議是最好建築師還能回應這個社會的革命，

建築師太懦弱，建築師必須要進到社會裡面去，而且要向他這麼勇敢，進到這社會

還不會被吃掉，他必須要建構一個新的運動，重新建構一個新美學。不要害怕，你

做的東西美學不敢講，很多人進入社會後都不敢講美學，我個人主觀認為，美學還

是很重要，因為他是一個外顯式，可是他的背後其實是一個社會運動，不純粹是一

個美學風格，這是我第二個給大家的建議，那麼今天就講到這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