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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講我們的第四本書是講包浩斯（Bauhaus），回憶過去的三講，第一講是基

提恩的「空間時間建築」，一直到「建築七燈」，一直到柯比意做的「邁向建築」，我

們大約知道他們的時間點。那我們再回到最原始的時間點，就是羅斯金在 1849 年

講的「建築七燈」，再過來柯比意還有基提恩，大約都是在 1920~1950 年，基提恩

都是在談 1849 年之後現代建築到 1950 年這一百年的現代建築發展，還有我們之前

談到 1920 年柯比意所談的是建築的新精神還有五原則。這些論述跟剛剛前面的三

講，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他們所面對的問題，都是工業革命之後機械時代在建築發產

上產生的震撼，羅斯金提到對於工業革命所建構出來的新願景，感到非常緊張，非

常憂慮，憂慮這些工業革命所帶出來的建築或手工藝會因此而崩解，那這崩解主要

還不是針對手工藝，主要還是憂慮藝術、文化跟建築之間的崩解。那到了基提恩還

有柯比意，他們都談到工業革命回應生活的方式有別於當初的手工藝，而是應該回

應到生活跟機械之間的關係，所以上一講我們可以知道柯比意對於機械時代所產生

的飛機、輪船、汽車各有他自己的定義，而他這個定義其實希望建築人能夠向兩件

事情學習，一個向工程師學習，另一個向工業設計師所做的生產學習。當然柯比意

所找到的向汽車、輪船、飛機學習，大概不是學習它的生產面，而是學習它在工業

革命之後所對應出來的新形式。我們可以看到柯比意對於工業革命所產生的影響，

最後關注在新型式，這個新型式他稱為新精神。如果你能夠把工業革命所發展出來

的美或生活的對應面（住宅就是生活的機器）對應到機械中，就會產生新的樣貌。

甚至柯比意企圖把古典的美學，包括模矩、巴特農神殿所作的細部，巴特農神殿所

提供出來精神上的美，加上工業革命之後，這些機械時代回應生活的美，兩個加起

來，他認為現代建築應該往前走。如果說柯比意所提的生活跟生產的事實對於二十

世紀有這麼大的影響，柯比意把這些事情落到抽象面的話，那工業革命就只有這樣

的影響嗎？還有沒有其他論述可以回應工業革命的其他問題或想法？那今天我們提

到的第四本書的導讀，基本上是提到另一個觀點，這個觀點叫包浩斯，那包浩斯的



 
觀點跟柯比意的觀點在某些程度上是接近的，接受新時代的大量生產跟機械文明。

可是兩邊的著力點不一樣，包浩斯基本上是從德國的觀點來面對這些問題，他們的

接受點第一個利用新的機械文明解決生產問題，那這是一個很大的論述。簡單來說，

柯比意所在意的是抽象形式或空間形式的一個大發展，他認為這些抽象形式、空間

形式或因為十九世紀的工程師所建構出來的新材料、新構造（包括鋼筋混泥土），加

上後來二十世紀初的抽象派、印象派、立體派加起來，他認為有機會發展一種新的

形式。他直接看到飛機、輪船、汽車的關係。可是他比較少接觸的點，就是在談生

產面。直接從 Mechanism 到系統跟機制到底對現代建築有什麼影響？這些是德國人

非常非常在意的，所以今天我們談的包浩斯，他企圖做幾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把原

來以前十九世紀中提出來的手工藝到二十世紀初所提出來的藝術，到二十世紀中的

工業生產，希望把這三件事情加在一起。如果可以把這三件事情結合在一起，有可

能產生建築新的形態或新的樣貌。這樣貌不見得是抽象的，反而是實用主義的。有

可能把實用主義與藝術結合在一起。所以我今天這一講的標題是「從抽象美學到生

產型式」，那這件事情就是從我們上次的第三講直接跳到第四講，這兩件事情的觀點

非常不同或有再往前跳躍的概念。 

那今天基本上要講的是兩本書，我們今天要講的這兩本書分屬在不同的時代，包浩

斯這本書所談的時代在 1919 年到 1933 年，這個時代是介於一次世界大戰到二次世

界大戰之間。這段時間剛好是在歐洲文明裡面是非常重要的時期，這時期產生了非

常重大的改變。1919 年到 1933 年，期間不過 14 年，在建築上有包浩斯、有柯比意

（我們上次提到柯比意建築新精神在 1920 年到 1925 年中）。柯比意所提出來的，

包浩斯所提出來的對於現代建築都有非常大的影響。可惜的是在 1930 年到 1940 年

的時候，所有的新運動都嘎然而止，因為發生二次世界大戰，二次世界大戰讓歐洲

所有國家的菁英都逃離戰場，甚至逃到美國去。讓歐洲整個建築文明在那時後突然

告一個段落，這是歷史的時勢所改變的一個發展。所以我們來看 1919 年到 1933 年

大概是西方現代文明、現代藝術、現代建築最重要的十幾年，而包浩斯就在這十幾

年裡面，短短的十四年造成一個重要的現代美學的影響，這影響一直到我們今天

2012 年，幾乎九十幾年快一百年，100 年前的一個學校，開了十四年竟然可以影響

到 100 年後，幾乎所有學校對於藝術或設計的訓練都還在回應包浩斯，所以我們就



 
可以看到包浩斯的重要性。 

所以我們可以看懷特佛德（Frank Whitford）所寫的這本書不是本評論書，主要是在

介紹包浩斯。而這本書在西洋原文本，1984 年大概是後現代主義時代，重新回顧

1911 年到 1933 年，那這本書一直到兩年前（2010 年）台灣才翻譯出來。我會提這

本書是因為台灣翻譯出來以後，大家對這時間的事實或影響會有一個比較輪廓性的

了解。以前在談包浩斯大家都耳熟能詳，但並沒有把包浩斯這十四年的精神從頭到

尾講一次。那這本書不是評論書，是一個簡單的介紹書，所以這本書不會像前面三

本書這麼困難，基本上就想是一個平白的流水記，只不過這個流水記把各個時段的

包浩斯（大概五個時段）講的還滿清楚。那等一下還會介紹一本書，這本書大概是

在講包浩斯的人。這本書主要是在講包浩斯的事。那如果你未來看包浩斯的書，把

人跟事結合在一起的話，會對比較容易理解這段時間的發展。接下來看湯姆沃爾夫

（Tom Wolfe）在 1990 年左右寫書這本書「從包浩斯到我們的房子」，兩本書在差不

多時間，是一本非常小的枕頭書，很容易看，裡面甚至還有一些小漫畫。但這本書

影響非常大，因為他處處用嘲諷的方式來諷刺包浩斯，諷刺包浩斯影響了 1960 年

的 International Style（國際樣式）。如果說包浩斯奠定了現代建築的信仰與基礎，奠

定在 1950 年到 1960 年，世界形成一種新的建築美學或建築的學派，稱為國際樣式

（International Style），在戰後被稱為現代建築最重要的一種表現，可是到 1980 年到

1990 年湯姆沃爾夫（Tom Wolfe）處於後現代主義，直接批判現代建築的不足與無

能。幾乎同樣一個時間點裡面，一本書再回顧包浩斯的貢獻，另外一本書則是在批

評包浩斯的不當，所以這兩本書基本上是一對，讓大家可以理解包浩斯在二十世紀

這一百年來的影響。 

我們第一個看得懷特佛德（Frank Whitford）寫的這本「包浩斯」，原文本在 1984 年，

直到前兩年才開始翻譯這本書，當然出了這本書有個很重要的時間點，主要是高雄

美術館做了一個展覽，就在談包浩斯。讓台灣出了幾本關於包浩斯的書，也讓大家

回看包浩斯的概念。我們來介紹一下書單，這次希望大家看的書單就是前兩本，1984

年、1985 年所提出的兩本書。如果大家對這個議題有更大興趣的話，我建議看其他

幾本書，第一本是原研哉寫的「原研哉－設計中的設計」，我相信這本書很多年輕人

都有買，雖然主要是在談他自己的 Design thinking（設計思考），甚至於談他自己在



 
日本的現代美學，包含無印良品與他思考的設計、理念與美學價值。所以如果你了

解包浩斯的話，看這本書會特別容易，因為原研哉的訓練基本上是在於包浩斯解體

分散到世界國之後，原研哉到瑞士後直接進入包浩斯的後代開始受到影響。所以原

研哉在「原研哉－設計中的設計」裡面談到非常多的美學，甚至談到現代歷史、現

代美學、現代設計等很多都是架在包浩斯的價值下。當然時代不一樣， 所以原研哉

所談的時代跟包浩斯的時代有完全不同的社會背影，可是對於美學有基本的延續。

所以這本書我會建議大家看，這本書也非常淺顯易懂，直接就一個設計人來看包浩

斯對設計的影響。另外去年緊接著前年又出了一本書「包浩斯人」，這本書基本上談

現代建築的六個大師，這六個大師基本上在那十四年的時間輪番上陣，各別在包浩

斯貢獻了一些時間，當然貢獻最大的就是葛羅培斯（Walter Gropius），剩下的人也

都各自貢獻了一小段時間，這些時間都影響了包浩斯學院的重要性。這本書跟「包

浩斯」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包浩斯」是在談史記，順著包浩斯五個階段的影響以及

大概的方向。但「包浩斯人」比較八卦，主要是在談人，可以知道這幾個大師在包

浩斯的裡面的鬥爭也好、愛情故事也好、史記也好，還包含他們的美學信仰。在一

個時代裡面，突然讓這些人聚在一起，聚在一起的每個人的信仰基本上不完全一樣，

大家有共同的敵人就是古典主義，大家有個共同信仰是如何讓工業、機械時代的現

代文明跟美學結合在一起。他們有共同的敵人與信仰，可他們各自的美學完全不同，

有的美學比較接近藝術家的直覺傾向、有的是非常理性的，甚至有的藝術家是非常

非常信仰生產的，所以每一個人所建構出來的東西都非常不一樣，裡面包括葛羅培

斯（Walter Gropius）是位建築師，包括克利（Paul Klee）是個畫家，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是個畫家、亞伯斯（Josef Albers）是個設計師、密斯（Mies Van Der Rohe）

是個建築師等。這些人我們永遠都不能放棄他，因為他們對於現代設計有很大的影

響。這本書是以人為主，所以稱為「包浩斯人」，講他們在那時期經歷的人、事、物。

那如果你們對於他們每個人有興趣的話，所以我建議你們可以去看這本書。另外一

本書也是在 2011 年同一個人翻譯、同個出版社是「包浩斯告訴我們的事：圖解現

代設計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這本書比較接近圖畫書，他是在談現代設計、包浩斯

所做出來的設計作品及各自的美學。所以人、事、物這三本書都在談這些不同的關

係，一個是在談人、一個談事，另外一個在談作品，那這三本書剛好在這兩年台灣



 
都翻譯出來，那這三本書都不小，所以這三本書合在一起看的話就是一系列，可以

理解包浩斯。所以我建議大家可以把這三本書都先收起來，在看的時候可以交叉比

對，這是一個滿有意思的看法。 

包浩斯時間非常非常短，1919 年到 1933 年總共十四年。我對於時間非常有興趣，

對一個學校來講十四年說長不長，說短不短。我們交大建築所，成立建築所已經十

年，再加上我們成立建築所前，我們是在應藝所的建築組，合起來超過十四年，那

就知道我們有多慚愧，十四年成立了建築所，十四年成就了包浩斯，我們也號稱帶

進台灣最好的老師，可是看看人家做了多少事情，那我們交叉比對完可以了解交大

建築所在台灣還是最年輕的，那剩下更多的老學校，所以我們就知道你完全不可以

忽視包浩斯，因為這個十四年幾乎每個人每一天都在奮鬥，講難聽一點叫做鬥爭，

每個人每一天都鬥來鬥去。可是每一個人在鬥爭的時候都是拿出他的論述在跟這個

時代對抗，所以幾乎每個老師、每個時間都是在這跟這個社會對抗，不斷的在訂下

Statement。因為如此，才讓後代的人可以透過他們的 Statement 受到影響。我們常

說設計作品是一個影響，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影響是思想。思想是你設下的 Statement，

而且這個 Statement 要有力量，常常是在 Statement 裡面要跟時代做對抗、一直在回

應時代上的問題。那包浩斯到底回應到這個時代甚麼問題？在包浩斯剛開始的宣言

就已經非常強烈，他的宣言是主張藝術家、手工匠和建築師間界線必須淘汰，這是

個非常重大的 Statement。因為如果你看 1849 年，所謂的「建築七盞明燈」由羅斯

金所提出，他所緊張的就是藝術跟手工藝在工業革命之後就會整個崩毀，建築師如

果從古典建築的手工藝回應到機械時代，建築師的建築文化也會崩毀。建築師有些

人是非常樂觀的不斷往前走，像是基提恩、柯比意在往前走的時候，羅斯金是一直

在關心藝術跟手工藝之間的關係，而且這三個人在這個共同的時代，影響他們的或

最令他們緊張的就是工業革命、工業生產。包浩斯正因為面對這個問題，所以 1919

年設立這個學校的第一個 Statement 就是把藝術家、手工匠和建築師整合在一起，

而且要「結合所有文化藝術及工藝於一體，實現在建築」建築被包浩斯認為是一個

整體，這就是為什麼建築人這麼喜歡談包浩斯，因為包浩斯的中心思想認為建築是

所有藝術的統合體，因為建築可以至整合藝術、整合家俱、整合工藝、整合舞台，

整合了各種不同的美學，建築是一個整合型藝術的概念。這裡一聽到就知道是建築



 
人所寫的 Statement，是葛羅培斯（Walter Gropius）所寫的，他自己就是個建築師。

包浩斯的校長第一任到最後一任每一位都是建築人，第一代的葛羅培斯、末代的密

斯都是現代建築最重要的大師。再過來更重要的一點，藝術家、工匠、建築師之間

的界線被淘汰掉之後，工業生產要成為另一個完成創造的工具，這句話非常重要，

直接指向他所面對機械時代、工業革命最重要的問題。藝術、手工藝在建築上不會

因為工業革命而消失，反而應該用工業革命的技術來實現工匠、藝術跟建築之間要

表現的事情，所以工業生產是完成創造非常重要的工具。這裡非常強調必須了解機

械（包括生產技術、材料）才能取代傳統的手工藝，成為生活必要的創作成品，成

為歐洲知識的中心。其實柯比意也談到這個問題，在柯比意的建築新精神中，都在

指認所有的材料跟機械本身取代了傳統，而且成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創作成品。所

以上次的柯比意也因應這些問題，進而建構出他的建築新精神，建築五原則。只不

過柯比意比較在意最後產出成品本身的時代意義，可是包浩斯跟柯比意非常不一樣

的是他們把眼睛放在工業生產、大量生產。柯比意非常聰明，同時活在包浩斯的時

代裏面，在 1920 年到 1950 年是他寫所有論述最熱衷的時代，他在寫這些論述的時

候，正好是葛羅培斯成立包浩斯的時候。柯比意完全理解德國的現代建築發生什麼

事、現代藝術發生甚麼事，所以他寫的這些文章絕對不是他憑空想出來的，是因為

他洞察了那個時候荷蘭有風格學派、德國有包浩斯、法國有立體派等新藝術。他當

時在 1920 年到 1925 年的時候，他非常清楚這些事情，所以他建構了這本書「邁向

建築」談建築新精神、五原則，雖然這本書是他原創寫出來的，可以所有的背景都

是跟些事情一起進行的。所以我們說第三堂與第四堂要放在一起看，因為這兩個都

存在同一個時代，就像我們看到 Herzog & De Meuron 的設計越來越像 OMA 的 Rem 

Koolhaas，Koolhaas 的設計越來越像 Herzog & De Meuron，因為他們在同一個時代，

所有人雖然各自在發展原創性，但是都知道隔壁、對面有多少人在做不同的事。包

浩斯就在這個架構裡面提出結合藝術與工藝並且回應到工業，工業是在結合藝術與

工藝，等下還會談到他所成立的德國藝工聯盟。 

包浩斯這本書告訴大家說這個學校成立了 14 年，它一直在移居。這個學校被遷校

最後被解散，所以包浩斯的五個階段，基本上分屬在德國中部三個城市，那我們知

道是慕尼黑在德國南部、柯隆在德國中西部與漢堡在德國北部。包浩斯成立在德國



 
的中間點，從威瑪開始，之後曾經在中間的一段時間遷校，並且蓋了包浩斯的總部

大樓，也就是包浩斯的大學、學院，移到了德紹。德紹是包浩斯真正蓋起他們學校

的房子，也就是說他們在威瑪時期就開始設計德紹了。所以他們把這些表現整合成

這些圖，然後在德紹蓋出來，當他們遷到德紹之後就開始往下了，真正的高峰期都

在威瑪。我們常說一個藝術派別開始往下的時候，往往就是它的高峰期，而德紹就

是包浩斯的高峰期，業務最多、人數最多，但是它在整個前衛發展上或影響力已經

開始走下坡，最後它移到柏林被解體，被希特勒政府解體掉，所以他們就各自逃難

逃走了。 

在這裡面總共十四年，最長的時間就是在威瑪時期總共有九年，這九年都由葛羅培

斯整握大局，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先鋒者，最後包浩斯被解散後，他跑到美國的波

士頓建構了非常重要的核心建築教育的學校，就是哈佛的 GSD（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所以你看哈佛整個核心的教育體系是承繼包浩斯的。另外一個比較在乎材

料跟技術的關係，這個人是包浩斯的最後一任校長密斯，他在包浩斯解散後一樣逃

難到美國芝加哥，也成立一個建築學院叫 IIT（伊利諾理工學院），也為 IIT 蓋了幾棟

非常重要的房子，那時候他提出了 Less is More，影響了整個美國北部、芝加哥為中

心點的建築系統。可是密斯跟葛羅培斯他們兩人所影響的建築系統在美國是不一樣

的，密斯在美國影響的建築系統大都在專業界，所以看到現在的 KPF、SOM 這種蓋

帷幕牆大樓的技術，其實都是密斯在美國帶出來的 IIT，所訓練出一批專業設計師。

而葛羅培斯影響的是學術界，所以美國東岸、長春藤學校都受到他的影響。所以一

個是在美國影響建築體系的理論，一個影響建築體系裡面的營造、專業跟實踐。所

以這兩個人合起來就是包浩斯整體的概念，只不過兩個人傾向不一樣，所以也造成

包浩斯兩個不同時期的關係。 

葛羅培斯在包浩斯當校長的時候大約可分成三個階段，可是這三個階段分屬在不同

的領域。我們知道包浩斯是一群各自都有非常多理念的人組成的學校，所以每個老

師都在影響這個學校，每個老師所建構出來的氣氛也都不一樣。不一定所有人都認

同這本書區分的五個階段，那我們今天依循作者區分的五個階段，看他是怎麼將包

浩斯分成五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包浩斯最重要的開始，稱為威瑪時期的包浩斯。葛羅培斯非常具有理



 
論藝術的理想性，他對藝術非常的理解，跟藝術的關係也非常綿密，所以他在擔任

校長時，找來非常多的藝術家。所以第一批進到包浩斯教書的人非常多都是藝術家，

他開始建構新的藝術教育。他是一個意志力超強的人，非常會立下論述、方向。這

些藝術家被找來，當然他不太容易能夠去改變藝術家，因為藝術家都有各自的理念

跟傾向。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指定每個藝術家必須要搭配一個工作坊師父帶

一門課，所以在包浩斯所有的課，包括像我們現在的 Studio，都跟包浩斯一樣，都

是小組小組，一個老師帶一群人。可是包浩斯在葛羅培斯剛成立的時候，作了一個

非常重要的事情，是讓每個 Studio 都有兩個老師，一個老師是藝術家，另一個老師

是非常棒工匠（可能是木工、鐵工、金工，不太說理論、藝術，只會實作），所以他

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把藝術跟工藝加在一起，讓一個會實作，一個會理論，成立一個

新的學校的關係。這個關係不叫做教授、老師，而是叫做師父。整個 Studio 跟我們

現在的建築教育非常像，是師徒制的、是要傳承的。這種教育的方式到今天為止還

有非常多學校都有，這是包浩斯建構出來最重要的影響。第二個影響是這些進來的

形式師父（藝術家）、工作坊師父（工匠）意見永遠不合，從來沒有一組合的，每天

都是互相罵來罵去，所以學生非常可憐，夾在兩個不同信仰的老師當中。今天跟著

藝術家做的東西，明天就被工匠罵得滿頭包。可是學生就是在這非常衝突跟矛盾中

成長，後來也滿成氣候，因為他知道這兩種價值之間的差異在哪裡。我常告訴學生

要成人長大，就要經歷過這種急劇的衝突，這個急劇的衝突是連價值觀都不一樣。

這大概就是當初包浩斯的震撼期，幾乎葛羅培斯每天都在處理老師之間的不合，也

就是這個樣子，產生這個學校非常不一樣的化學作用，跟當初法國的布雜藝術，所

有價值大一統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第一階段到第二個階段大約只有四年。其實包浩斯的每一個時期都非常短，這麼短

的時間產生這麼大的變化讓人覺得羨慕、奇蹟，從 1919 年到 1923 年大概就是第一

屆剛畢業而已，然後就沒有相同的第二屆了，因為方向就改變了。所以是一屆成就

了一屆，然後每一屆就開始不斷的發酵。很多學校在第一屆、第二屆都失一個不成

熟的階段，可是卻有某種革命感情，創造出一些奇怪的事情，大概就是四到五年的

時間。 

第二階段從藝術家開始整合了，這整合的階段是理性跟類科學，希望把原來藝術家



 
們非常主觀的、心理感情的、哲學的樣貌整合成一個可以被教育的、體系化的關係，

開始變成類科學。 

之後葛羅培斯繼續到了第三階段，第三階段也大概只有三年，這個時候他們正式遷

校到德紹，也就是葛羅培斯設計的德紹包浩斯學校。這個時候大概是他們最有錢的

時候，為什麼選在德紹，因為這個時候德紹這個城市需要大量的發展，投注了非常

大筆的基金讓包浩斯成立，而且有非常多的工作坊可以做很多實際的事情，有點像

現在的建教合作，這個時期也是他們建教合作案最多的時候。這同時也是包浩斯的

信念，因為包浩斯認為我們學校必須要有所貢獻、服務、產出、實踐，不是關在象

牙塔裡面談理論，所有的事情都必須可以被生產。所以這個時期他們大量因應工業

生產，讓所有的老師帶學生們用工業、藝術、工藝三個方向，開始做了很多的發展。

正因為這樣子，所以包浩斯把工業大量生產的東西都建構得很完整。可是它也失去

一些東西，它就失去了第一代對於藝術的論述性與理想性，比竟開始偏向實用性，

可是這也是包浩斯最重要的精神，因為開始偏向實用性，也就開始變成現在的包浩

斯。所以這個是他們的發展，在最高峰有最多資金、做最多的建教合作案，也讓學

生有最大的實踐，可是相對地，性格就被定在那裏，接著就開始走下坡了。當然包

浩斯最後關掉不是因為走下坡，而是因為戰爭。可是在創作上他們也在這個階段到

達了高峰點。 

第四段，另一個建築師變成校長 Hannes Meyer，他在德國成立一個新實用主義（有

人把它翻譯成新客觀主義），所有東西都必須要客觀、所有東西都必須要實用。我們

看到慢慢的類科學化，慢慢的回應實際上的需求而被實踐化。建築的發展越來越具

有現實性，越來越有實用價值，而不是藝術價值。Hannes Meyer 後來被批評的很厲

害，被批評說包浩斯因為他，讓整個學校的教育變成社會的工具。比如現在建築界

的所批評建築教育一樣，說現在的學生做出來的東西都不能用，學校應該多開一點

課，訓練學生畢業後可以直接到事務所上線化施工圖、做實際上的東西。理論上是

對的，學校必須要建構一個體系跟職業界完整的接軌。可是反過來說，有一件事情

不太對，教育的本質不應該只是做職業界的養成，因為時代一直再改變，今天教育

如果只教導學生回應當下的可以用技術，可能無法訓練出十年後時代改變時，還可

以繼續往前走的人。所以教育的本質雖然要與業界做連結，但是並不是一個職業訓



 
練所。這個時候的包浩斯有一種氣氛，在批評 Meyer 說這個學校怎麼接這麼多的案

子，每個案子就開始服務社會的現實面，就像台灣有許多學校，接了很多建教合作

案，讓學生一入學就做指派做建教合作案，然後開始跟著老師在做這些事，中國大

陸更是如此，學生一入學就開始做案子。有好處在於學生進步成長非常快，壞處是

失去教育背後真正的本質。所以像我們交大建築所，不希望老師跟學生一直在做建

造合作案，因為那不是我們的宗旨，我們還是回到教育本身，看看教育該做甚麼。

在這第四個階段，很短的兩年 Meyer 就被轟下台了，再過來第五階段就是密斯，也

是這個學校關校的校長。 

第五階段，密斯不完全認為教育這件事情是做實用價值，他有自己的美學，但是他

被攻擊的地方，或者說這是他做得最好也做得最不好的地方，是他認為所有的包浩

斯應該要以建築訓練為中心，本來是個 Design School 到密斯的時候變成了

Architecture School，當然他把原來葛羅培斯藏在心裡面的話外顯化，葛羅培斯認為

建築是所有藝術的主體，可以控制所有的事情，可是葛羅培斯並沒有把這個學校變

成只是建築師的討論，還有很多藝術家的討論。可是到了密斯之後，把建築變成一

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訓練，所有人都在做建築的訓練，那怕你是一個工業設計、燈光

設計、家具設計……都一樣，都是在做建築的訓練，這個時候包浩斯幾乎到了一個回

應現代建築的狀態。現在最常談包浩斯的人是在工業設計領域，也就是工業設計是

在這個時段裡面受到最大的影響，所以後段開始回應到建築上的是國際樣式，可是

真正對未來一百年的影響很大的都是在藝術、工業設計，所以現在很多工業設計的

書都會談到包浩斯，反倒建築的人比較沒有那麼常在談包浩斯，因為包浩斯已經被

轉換為國際樣式、變成現代建築。 

1933 年納粹就把包浩斯給關掉，他們認為包浩斯是一個全球化的藝術（包浩斯那時

推崇全球都可用的通用設計），可是納粹整個政治主體是非常具有民族主義的，認為

德國人就是世界的中心，必須把德國這個種族跟文化發展到最菁英的階段。所以那

個時候的納粹是非常民粹的。在這樣的民粹價值下，他們絕不希望有一個這麼重大

的學院在談全球化，他只希望談自己，所以他們認為包浩斯是一個頹廢主義，都在

做一些沒有意義的東西，完全不具有象徵跟文化，沒有本體意識。這個在世界各地

跟台灣都常常發生，在談本體意識要不要被放大？全球化讓世界變成扁平的關係是



 
不是要小一點？在這個因素下，納粹就把包浩斯關掉。也正因為包浩斯被關掉，所

以全世界就擁有了包浩斯，包浩斯因此散到世界各地去。而且這些人每個人都是刺

龍刺鳳的、每一個人自我意識都非常強烈的。當然這些老師們被壓迫逃離德國到各

個國家都自成一派，形成全球的包浩斯。 

大家對包浩斯的五個階段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就可以了，接下來我們來看包浩斯的前

身，以前我們談人都會談年紀，今天我們談包浩斯是一群人，所以我們談這個學校

時我比較喜歡談這個時代，他的前身發生了什麼事。1849 年到 1919 年到底這樣的

幾年時發生了甚麼事，才讓包浩斯可以正式發展。我們大約回到 1849 年，我們都

知道羅斯金是反對工業、崇尚工匠、崇尚工藝，從這開始六十年後，包浩斯也一樣

強調藝術、強調手工藝，可是他不反對工業。甚至六十年後的包浩斯企圖借由工業

實踐藝術跟工藝，並且開始回應大量生產。企圖把藝術跟實用價值合在一起，藝術

實用價值就像是柯比意談住宅是居住的機器，住宅要回應實用性。從這點看到，包

浩斯把藝術這個行門推到另一個行門叫做應用藝術。本來藝術就是藝術家在做的事

情，作畫、寫音樂、作雕刻、寫文章都是為了自己，藝術家並不一定要回應社會，

社會對藝術家來說是一面鏡子，他們看到這面鏡子，用自己心理的主觀方式來回應

社會及時代。可是到了包浩斯以後，他們希望藝術家必須要跟實用性、生產結合在

一起，藝術家不能再自說自話，這時候產生了應用藝術學門。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我

門學校有一種科系叫做藝術系，有一種叫應用藝術系。應用藝術系就是在包浩斯的

概念下發展出來，可是現在很少人把應用與藝術定義在一起了，現在應用藝術系改

成怎樣的學門？Design School，Design School 包括工業、服裝、舞台、劇場、家俱、

燈光等，當然也包括建築，建築以包浩斯的觀念來說更是一個領頭的學門。因為建

築在整個設計裡面是最重要的，因為它是一個整合性的概念。Design開始有別於Art，

所以身為一個設計師跟身為一個藝術家不完全相同，因為道德與責任不同，一個責

任在眾人，一個責任在自己，所以這兩件事情有根本上的不同，可是他們的設計原

則可以互通，也就是包浩斯認為所有的設計原則、創造的來源都必須要來自於藝術、

材料。 

1898 年，五十年後，成立了分離學派，同樣從德國日耳曼體系開始要復興建築跟工

藝，要將他們從繪畫與歷史解脫開來，那個時候大家都急於離開繪畫這樣純藝術的



 
層次，希望將藝術的美應用於建築。而且維也納學派之所以叫分離學派，因為它要

跟正統學派脫離。它建構了一些跟手工藝有關的事情，所以維也納大概是我們看到

新藝術運動最盛行的地方，新藝術運動基本上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跟傳統學院脫離，

開始建構新的美學，這個美學來自工藝的材料還有來自於自然的美。這當然也回應

到羅斯金，羅斯金說 Beauty 的力量來自自然，所以新藝術運動在這裡開始。另外有

一批人一樣在維也納叫Adolf Loos跟分離派這批人剛好相反，他提出「裝飾與罪惡」，

他說物品上的裝飾越多，就表示受雇的工匠就被剝削的越多。這跟羅斯金很不一樣，

羅斯金認為物品上所有的手工藝都代表勞動的精神力量，可是 Adolf Loos 認為這些

勞動都是給資產階級使用，給貴族使用，它剝削了勞工的勞動，所以認為物品上不

應該有這麼多的裝飾，這些裝飾都是白費的，而且是虛耗社會的勞動資源，所以認

為裝飾就是罪惡。所以這分離派跟 Adolf Loos 這兩個在發展裡面都有很大很大的發

展。到了比利時的 Henry van de Velde，他實現了藝術家、工匠與工業家們合作的夢

想，他把藝術家、工匠與工業家全部合再一起，開始設計、開模、打樣。在包浩斯

還沒有成立的時候，他就開始做了，開始大量製作桌子、椅子。他當然受到新藝術

運動的影響，並且把新藝術運動中不該是工業生產的東西去掉，留下工業生產可以

實踐的項目，同時還包含了手工藝的細節，希望都用工業製品達成，而且他把所有

的藝術變成結合藝術家、工匠與工業家的開始。在這之間他還創造了一個叫做藝術

的靈感。葛羅培斯跟 Henry van de Velde 非常接近，常常聚在一起，在討論的過程裡

面決定要設下一個宣言然後成立包浩斯這個學校。 

1903 年有一個德國非常重要的建築師叫 Peter Behrens，他創立的一個類似現代建築

教育的建築事務所，開始做大量的建築，這個建築必須要有工業製造的細節、要有

藝術的概念。Behrens 在那邊基本上叫做宗師，開了事務所但是卻是一個類學校的

事務所（大概有點像台灣的田中央一樣）。對那時候的影響非常大，因為在這個事務

所裏面有三個非常重要的人，葛羅培斯、密斯與柯比意。甚麼樣的廟可以養這三個

大佛？他們三個都在裡面，從藝術創作、從工業生產、從理論的角度面對建築。這

三個人非常特別，葛羅培斯是一個強烈的教育理論家，柯比意是個論述者、是一個

強烈的創作者，密斯是一個非常重視材料、細節、工業的人。這三個人同時處在一

個屋頂之下，在 Behrens 的事務所裡。Behrens 是一個暴君，可是他是一個非常強烈



 
的教育體系的實踐家。他把這三個人拉在一起，變成包浩斯非常重要的前身。所以

我們說包浩斯的前身，大概就在比利時的 Henry van de Velde 開始把這個東西整合變

成工業化，包括 Behrens 成立了這樣一個藝術教育體系的這種實作工作室，讓包浩

斯可以形成。還有一個人是德國的 Hermann Muthesius，他寫了一本書叫「英國住

宅」，他認為英國的住宅都必須要有功能性，而且是一般大眾都能負擔的。英國人的

觀念裡面手工藝很重要，手工藝跟生活很重要，我們上次提到說英國美術工藝運動

或者羅斯金對於 Use 跟大自然的材料、在地的風格與手工藝都非常重要，唯一不贊

同的就是工業生產。在這邊Hermann Muthesius認為兩者對立的狀態必須要被解決，

所以他回看到英國建築的美好，美術工藝運動所建立出來的材料、構造、工藝的美

好，可是他認為這個時候的英國建築跟機械生產是對立的。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責

任是想要把這兩件事情拉在一起。所以在 1907 年，他成立一個聯盟，這個聯盟組

織了十二個藝術家跟十二個工業家，把這兩個價值觀完全不一樣的人結合在一起，

成立一個叫做德國藝工聯盟。我們可以這麼說，對國際樣式影響最大的、造成現代

主義運動對大的功臣就是德國藝工聯盟。背後有另一個學校在支撐它就是包浩斯，

可是德國藝工聯盟還不只是包浩斯，它還有一堆外圍的建築師跟一堆藝術家。這是

一個非常非常了不起的運動，我們可以看到大概在英國美術工藝運動之後，另外一

個重大的運動就是德國藝工聯盟，德國藝工聯盟結合了藝術與工業。有人問我英國

美術工藝運動與德國藝工聯盟字面不是很像嗎？我告訴大家這兩個完全不一樣，英

國美術工藝運動的工藝是 Crafts、是手工藝；德國藝工聯盟的工是 Industry，講的是

大量生產，所以兩個運動的基本邏輯非常不一樣。可是德國藝工聯盟還收納了英國

美術工藝運動最棒的信仰（如何被使用、如何去裝飾、如何重視材料、如何表達手

工藝、如何產生藝術價值），進而成立了德國藝工聯盟在 1907 年，距離 1919 年大

概有 12 年，也就是藝工聯盟這群人（包含葛羅培斯）在這 12 年當中，互相討論交

流。當葛羅培斯覺得時間成熟了就創立了包浩斯。這中間當然還包括另一個人，非

常表現主義的類藝術家建築師叫 Bruno Taut，成立了玻璃宮，建立了非常透明的房

子，也影響了密斯。 

理解了 1849 年開始到 1909 年這六十年當中所發展的東西，我們才有辦法討論包浩

斯是如何被建立的。我們很快理解 1851 年水晶宮這個奠定了工業大量生產的里程



 
碑，所以 1849 年羅斯金所寫的「建築七燈」跟 1851 年的水晶宮勢必有一天要加在

一起。英國美術工藝運動加上水晶宮在 1849 年的時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是

在 1907 年的德國藝工聯盟就是把羅斯金跟水晶宮加在一起。我們可以看到羅斯金

跟紅屋最大的貢獻就是材料、去裝飾，所有的建築量體是在抵抗古典主義的大原則

而回應生活的使用。所以非常有機、自然的表現有機生活的概念及羅斯金對抗工業

的概念。 

Morris 開始回應英國美術工藝運動所在乎的東西。用了很多的工匠設計非常多很美

的家俱。一樣是去除裝飾，把裝飾去掉只留下一點點小的手工藝的裝飾。Morris 所

做的事大概在1850年代，可是到了50年後有一個比利時的人同樣成立了家俱公司，

那就是 Henry van de Velde，可是他跟 Morris 不一樣。Morris 所做的都是工匠做出來

的手工藝。到了 Henry van de Velde 開始建構了工業生產的家俱，此外他更希望在工

業製造發展成熟時，還能讓工業製造保留手工藝的細部，所以做出來的家俱必須要

有工匠般的細部，工匠才有機會跟工業結合在一起。 

分離學派企圖開始做很多的磁磚、欄杆，華格納（Otto Wagner）、奧布利奇（Josef maria 

oibrich）這些人企圖從繪畫回到建築上，變成很多手工藝的 Pattern，而且是可以大

量製造。Adolf Loos 開始提到了裝飾就是罪惡，因為裝飾越多，工匠被剝削的越多。

他畫了這張圖，看起來其實沒什麼，但是卻對歷史影響很大，他畫了一個紳士站在

路上，看著一個水溝蓋板說這個水溝蓋板好美。它回應了一個框加上蓋板與螺絲的

絞鍊，蓋板可以翻起來，上頭有很多的小洞，翻起來以後留下一個大洞，這個棟說

大不大說小不小，剛好是六十公分，讓人可以鑽下去。蓋起來以後只剩下小洞，讓

水可以下去但人下不去。他說這不就是一個最好的設計嗎？這個設計所有的美都來

自於所有最簡單的功能，也包括它的模矩。他把這些事情做完就美了，他站在這裡

看到這麼美，可是這裡的建築為什麼做的這麼複雜呢？所以他提出來裝飾就是罪惡，

認為我們在大量生產的時候是不是只要做這麼簡單就好了。雖然這個理論提出六十

年以後成立了國際樣式，蓋出來的房子全都是白色的方盒子，大家有都覺得很爛，

我們看到「從包浩斯到我們的房子」這本書裡面就充滿著這樣的指責，指責這樣的

房子是沒有人性的。但是 Adolf Loos 的貢獻還是很大，他看了水溝蓋板後做出這樣

的房子，簡單到只有落水頭、欄杆、窗戶、窗台跟量體，在那個時候是非常前衛的，



 
變成一個簡單的白房子。後來也影響了柯比意，柯比意做的都是白房子，也影響了

New York Five（紐約白派五人組），影響了現代主義。Henry van de Velde 開始建構這

些家俱，把這些東西開始模舉化。大家看看這些家俱，還非常具有手工精神，非常

接近 Morris 做的那些手工藝家俱。Henry van de Velde 並沒有拋棄手工藝精神，可以

他把它模矩化大量生產。他找了一群做工業的人，重新跟這些做藝術、手工藝的人

結合在一起，生產出有手工藝價值並且可以大量生產的東西。也就是當初羅斯金非

常緊張手工藝會消失的狀態，在 Henry van de Velde 這個時間點，企圖把手工藝價值

與工業生產接在一起，在那個階段是成功的，對後來的影響很大。當然也有人覺得

這還是太裝飾了，應該去裝飾到甚麼都沒有。 

最特別的是 Behrens 蓋的 AEG 工廠，做了很多工業設計，這些工業設計基本上跟

Henry van de Velde 不一樣，它們非常的工業化，非常乾淨俐落。我們可以說所有的

工業生產在此時取得一個非常重要的認可，開始建構世界上對於工業生產的美學概

念。那德國大概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國家，德國人把工業生產推到一個極致，另外一

面 Hermann Muthesius 談到生產必須要與生活結合在一起。一邊叫做 Behrens 的大

量生產，把工業化的東西做的非常棒；一個是 Hermann Muthesius 提到生活、提到

英國美術工藝運動的藝術美與使用，這兩個人一直在跟當時德國的人溝通、交流。

我們可以看到 Behrens 蓋了一個這樣的工廠，很多人說這像巴特農神殿，有山牆、

基座、柱廊，只不過這個柱廊全部變成了鋼柱以及帷幕牆，原來巴特農神殿的山牆，

開始變成一個類拱頂，拱頂後面全部是鋼架，用這些工業材料表達古典的紀念性。

所以這時候 Behrens 認為說，我們要表達古典的紀念性但是我們用的材料都要是工

業材料，空間可以越輕越好。回想柯比意提到兩種美，一種是新時代工業生產的美，

一個是古典紀念性創造出來的永恆美，並且想要將這兩個加在一起。柯比意曾經在

Behrens 的辦公室上過班，Behrens 那時候企圖用工業生產的東西做一個工廠，可是

這個工廠做的像聖殿一樣，企圖把紀念性跟工業生產合在一起，這個時候以 Behrens、

Hermann Muthesius 為首成立了德國藝工聯盟。而後 Bruno Taut 的玻璃鏈，建構了工

業材料、透明的房子，基座不見了只剩下透明的盒子跟玻璃磚，企圖把工業與技術

整合在一起。 

葛羅培斯這時候開始蓋房子了，幫一些工廠蓋房子，甚至設計了火車、像飛機機尾



 
的紀念碑。你可以開始理解那個時代崇尚火車、汽車、飛機、輪船的人不是只有柯

比意，還有葛羅培斯及德國藝工聯盟裡面的很多人。開始對建築產生了很大的貢獻，

它的角開始透明化了，把樓梯間都變成帷幕牆，開始虛體化了。以前我們看到的建

築角落都必須非常重，因為角落是乘載量體部分。可是他把邊緣去角了，我們常說

要消去一個量體、打破一個方盒，最重要的就是打破角，角被打破，方盒就不見了。

他設計的工廠全部變成透明的玻璃，葛羅培斯開始把建築變成另一種工業生產化。

剛開始他還沒有設計包浩斯的學校時，他設計了工廠，讓工廠全部透明化。我們可

以知道葛羅培斯之前在 Behrens 那邊工作時看到了 AEG 工廠，讓他有機會這樣做。

葛羅培斯在哈佛當系主任時，非常喜歡兩個東方學生，分別是貝聿銘與王大閎。他

非常喜歡這兩個人，雖然這兩個人一個像東方的西方人，一個像西方的東方人。貝

聿銘完全是實作主義，把建築做到非常極致，可是王大閎背後有非常多的文化思考，

這兩個人雖然很不一樣，可是同時面對葛羅培斯對於技術、文化論述的理解與發展。 

我們現在正式進入包浩斯，你們在聽完這堂課後再去看這本書我想你們應該會更加

理解，那我們講的課與這本書有一些不同或是不足的地方是我無法告訴你每一個人，

可是理解包浩斯不是只有理解它的體質，最重要是理解每一個人，因為每一個人都

不一樣，各自的理念及藝術發展也都不一樣。讀包浩斯就是讀這些人最有意思，我

建議你們可以有一些 Reference Book，有一本很厚的包浩斯的圖畫書，是美國的

MOMA（紐約現代美術館）出版的一本包浩斯專輯，幾乎把包浩斯所有老師的作品

都列出來。你必須要看這本書才可以在讀到這個人的時候同時看到他的作品。每一

個人的作品也有不同的架構，影響了後代很多的人。如果只看我們現在這本「包浩

斯」的文字，大概很難理解每個藝術家、設計師所做的努力及貢獻。所以我建議各

位在看這些文字書的時候，必須要搭配工具書、圖畫書，那我覺得 MOMA 這本做的

很好、印刷也很好、挑選的作品也非常棒。這本「包浩斯」書裡面有寫很多包浩斯

每一個人的方向，我們今天只是概要性的提出來，真正的重點在於書裡面講了很多

每個人對於包浩斯的影響。 

葛羅培斯在 1919 年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舉辦了一個「烏托邦建築展」，設定

了一個新的宣言、新的美學。因為做了這個展覽、做了這個美學而且結合了德國藝

工聯盟，所以他決定要成立一所學校。我們常說要建構一個新的美學、學派的時候，



 
需要這幾種人，第一個你需要一個論述者，第二你要一個人辦展覽，第三個必須要

開一個學校，第四個你需要一個社會的團體，最後你需要一群評論家，就像基提恩

跟柯比意的關係，一個歷史評論家加上一個建築師。葛羅培斯是一個意志力超堅強

的人，而且是個具有雄心壯志的謀略家，所以他理解這整個新時代的操盤，所以他

第一個先辦了展覽，在這個展覽裡面他開始說未來的大教堂必須要有創造性的構想，

大家要記得教堂一直是西方建築裡很重要的主體目標。大家還記得上週在談柯比意

的時候，我們看到大輪船，他說這是海上的大教堂。重新去挑戰、重新去定義新時

代的紀念物該如何被建構起來。當然葛羅培斯也談到，未來的大教堂一定要整合建

築、雕塑與繪畫成為一個形式。他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論述者也是個非常重要的形

式主義者，他認為所以的論述都必須要外顯化到一個形式上，所以他非常重視最後

的形式表現，不單純只是一個論述文章而是背後必須要有 Design Thinking 與 Design 

Product。包浩斯在成立的時候著重在藝術教育的改革，希望建立一個新的社團組織，

有就是一個學派，背後就是一個運動。你們念現代主義及現代建築必須要知道各種

不同的學派、各種不同的運動以及運動背後的宣言是什麼，必須要把這三件事情結

合起來才有辦法理解這些關係。葛羅培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是不惜一切代價。他開

始建立一個包浩斯的目標，這目標很重要。第一個，各種藝術要從孤芳自賞中解放

出來，而且要訓練未來的工匠、畫家與雕塑家進行合作計畫，這個計畫就是建築。

建築其實是把藝術家、雕塑家整合在一起的東西。所以他開宗明義說到所有創造的

終極目標就是建築，這大概在包浩斯十四年的生涯中都沒有變過。歷任校長都是建

築師，雖然彼此風格不同，但卻有共同的中心思想。第二個他把工藝提升到精緻藝

術，要等量齊觀。所謂工藝其實包含工業、藝術。所以藝術家跟工匠等於是同樣的

地位，這個目標讓他創立了一個新的建築、藝術教育，就是說每一個 Studio 都要有

一個藝術家再加上一個工匠，都稱為導師。再過來，國內工藝要跟工業領袖保持密

切合作，這是第三個目標，除了要有藝術家跟工匠結合、合作外，所有的這一群人

所做的東西必須要跟工業製造的不同領袖保持接觸。這個保持接觸不只是包浩斯的

信念，也包含了它要如何維持下去。它的十四年幾乎都是由實務界去支持他，做了

非常多的實驗，而且所做的實驗都需要量產。台灣有一個社會學校叫學學文創很像

這個概念，希望能藉由此平台培養一些年輕的設計者，這些設計者可以跟外頭的企



 
業合作、產生量產化，讓所有年輕的創作者有量產的機會，變成實際的東西。包浩

斯最重要的東西是希望能夠過師生與社會大眾的工業界保持接觸，避免學校成為一

個象牙塔，他必須要跟外界保持連絡。學生們要做好投入社會、謀生的準備，但它

不是一個技術訓練所，也就是說它不是一個技術學校，它基本上是做一個藝術學校，

可是這個藝術學校必須可以讓學生很快的進入到社會。 

我們可以看的到他所創造的氛圍，很像我們的地下室，又髒又亂，全部都是生產的

物件。他們不是在教室，他成立了一種新的教室型態叫做 Workshop。這些所有做創

作、做設計的人最重要的中心就是這個 Workshop。最重要的是一群人一起實作，所

有人在 Workshop 裡面做的事情跟社會上的需要是一樣的。所以這批人的組成非常

重要，在學校裡面做創作，在社會上變成實作。在學校裡面叫做 Studio、社會上叫

做工作營，你會發現現在我們的教育其實離不開包浩斯當初所建立出來的東西。這

裡面他們非常厲害的，認為他們自己是在做一個創造歷史的實驗。我覺得這是一個

抱負，我也認為所有的學校應該要有這樣的抱負，應該認為我們都坐在這邊是因為

我們要創造歷史另一種新的實驗與運動。包浩斯做到了，不管它中間多麼的混亂與

分崩離析。他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沒有所謂教師跟學生，因為他認為教師、教授

的稱呼太過於學院派，所以他們稱呼老師叫師傅，學生叫學徒或熟手。表達這個學

校其實是以工藝為基礎跟社會接軌。這件事情也影響到台灣的各個學校，東海建築

系在當初創立的時候希望能夠結合社會文化跟藝術，可是是以建築為主體。那時候

有一個傳統就是學生跟老師之間，學生都不稱呼老師為老師，都叫先生，陳先生、

龔先生，不會說龔老師。對他們來講，所有人只是在建構一個彼此之間的關係，所

以東海的傳統一直都是這樣。當然成大不一樣，比較有位階性，叫陳老、龔老，但

不要叫老龔，因為老龔是小弟，龔老就是大師了。所以成大的系統是這樣的，比較

接近日本的系統。但東海的「先生」是比較特別的，因為即使是女老師也是叫先生，

當然這有點以前的男女階級概念，但現在「先生」比較是一種尊稱。 

包浩斯在設這個學校的時候，有六個月的基礎課程，我們稱為基礎美學教育。他們

在這邊非常嚴苛，六個月的基本課程是他們的核心課程，核心課程的老師訓練他們

六個月，不及格就出去了，根本進不到學校體系。所以它的 Pre-School 是非常重要

的，結束了才能進入他們的 workshop 工作坊，所有的 workshop 都有兩個人，一個



 
藝術家擔任形式師傅，另一個是工匠擔任的工作坊師傅，所以 Thinking 與 Making

是同樣重要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後來的實踐大學，一直在強調 Making，也是在包浩

斯這樣的系統裡面。尤其葛羅培斯在找第一代的老師，找來的人都很不一樣，都是

從各個國家來的（不只是德國），來自各種藝術鏈的小團體。來的每一個人都是有獨

特風格，不是一群教書匠，都是個人色彩強烈的創作者。也正因為這樣，造成後來

包浩斯教育的一團混亂，可是我也跟各位說就是因為這一團混亂，才變成後來百家

爭鳴，這有時候是正面，有時候是負面的，這很難說。 

葛羅培斯非常厲害，他要成立這樣的學校，第一代他就請到了九位形式師傅，也就

是九個藝術家，有雕塑家、做版畫的人、攝影的人、做裝置的人、畫家……等，這些

所有的人其實背後都有創作跟藝術基礎，可是有趣的是他開設的課程全部都是應用

藝術（包含木刻、卡漫、陶藝、彩繪玻璃、版面設計、劇場、壁畫）。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伊登（Johnanes Itten）跟喬治‧莫奇（Georg Muche）這兩個人，指導剛才說的

六個月的預備核心課程。這個核心課程是最重要的，例如我們現在看到實踐大學一

年級最重要的核心課程都是由專任老師指導，之後高年級才開始有 Option Studio。

所以核心課程都是在建立核心價值，Option Studio 是在創造多樣化。這個表非常有

意思，說明所有精英的藝術家開的課程都是應用藝術（或稱為設計），都是有目標的，

都是要回應社會的需求。這裡面有個非常重要的人叫伊登（Johnanes Itten），他在包

浩斯非常久，他是一個具有爭議性的人物。他是個神祕主義者，從看他穿衣服就知

道了，怪裡怪氣的。大家稱他是江湖術士與聖人的綜合體，大家一進來時就幫大家

洗腦，把學生過去所學的一切都抹掉，再給他們新的概念。他的預備課程不是這麼

快進入設計或建築，談的都是藝術美學類的概念。當然有很多人認為他有點妖言惑

眾，在他後面的老師都很不喜歡他，覺得他講的東西不著邊際。其實這背後有一種

教育機制，讓你開始移到另一種思考方式，再由各個不同專業的老師移回來。跟我

們交大很不一樣，我們第一年就是建築，我們前面的暖身設計大概就是基本設計的

課程，每個學校有每個學校的教育方式。這裡面伊登所做的就是各種平面、立體的

創作，材質、形式、色彩、色調……等，就像前幾天在學基本設計的學生問我，為什

麼大家要做這麼奇怪的衣服，還用一堆奇怪的東西做。這就是一種訓練，重新建構

藝術創作的某些韻律及跟自然的關係。尤其是伊登，他不太討論結構上的精準，而



 
在訓練學生談精神及情感性的關係，沒有太多邏輯性的思考。這是他們的伊登在包

浩斯第一代所建構的概念，稱為色彩藝術或精神學。伊登這個人非常特別，因為他

有學了一些哲學和玄學，所以他認為做色彩絕對不能脫離形式，形式也絕對不能脫

離色彩，色彩跟形式背後是有意義的（不是每個人都同意的，但伊登是這樣認為）。

他跟學生們講說你們在做正方型、三角形、圓形，它們每個形式背後都有一種情感

力量，現在不一定每個人都相信，可是跳回到 1920 年有個絕對主義，包含立體派

等很多太派別開始在嘗試做抽象幾何的時候，都會賦予抽象幾何某些情感力量，還

有包含顏色。你看到蒙德里安在作畫時，顏色跟形式是特別重要。伊登在這時候說，

各種不同形式都有代表一種情感，而且這個情感都必須要找到一些歸屬的顏色。他

們剛開始的訓練在我們今天就叫做基本設計。我們研究所沒有基本設計，可是你去

東海、實踐、淡江第一年就有基本設計，就是在訓練形式幾何、量體、色彩、材料。

這些在包浩斯的前六個月是非常重要的訓練。 

接著每個人開始進到不同的藝術家的 Workshop。這個藝術家叫馬爾克斯（Gerhard 

Marcks），他一個多產於各種不同類型的藝術家，他也幫各種不同的設計師做一些附

屬商品，包括雕刻、印刷、Graphic Design……等。他最重要的經驗是他跟很多生產線、

設計師有合作的經驗。所以他大量的訓練學生們在做各種不同的建築裡面的藝術品，

包含印刷、壁畫……等，讓所有的藝術可以跟生產線結合在一起，還可以跟建築在一

起。請記得葛羅培斯在創造這個學校的時候，一直認為藝術與工藝最後的創造是結

合在建築上的，所以才會把藝術家找進來以後，指派了一個設計領域，這個設計的

領域都要能夠回應建築空間。 

開始找一個卡通漫畫家叫費寧格（Lyonel Feininger），如果有興趣你們可以去找一找

這個卡漫家，這個卡漫已經具有各種不同的抽象思考，這個抽象思考還滿具有未來

性的，他畫的這卡漫距離現在大約 100 年，這些空間的場景非常特別。為什麼這麼

特別是因為他雖然是在做卡漫，但有受到立體畫派的影響，所以他把立體畫派的抽

象空間理念放進卡漫，甚至放到到後來他的延伸作品（例如木雕）。他在這裡面最強

調線條、輪廓，這受到立體派很大的影響，所以他的作品裡面有很多塊體、輪廓、

線條，對包浩斯的訓練有非常大的幫助。可是他不把這些線條放在抽象畫上，他把

線條放在生活敘述裡面，因為他畫的是漫畫而不是畫家的抽象畫。 



 
這是另外一個更出名的人，史雷梅爾（Oskar Schlemmer），他這個人是在做舞台設

計，他有非常厲害的抽象概念，他幾乎是把平面的抽像畫變成立體派的雕塑，再把

立體派的雕塑放到場景裡面，所以他的場景裡面具有非常強烈的藝術觀點，這個藝

術觀點跟當時的藝術家、雕刻家結合在一起，可是卻是放在一個空間場景。所以葛

羅培斯指派他成立一個劇場工作坊，劇場工作坊又跟建築不一樣，它沒有那麼真實

也一直在變動，裡面有非常多的議題思考，也不是個穩定性的建築量體，可是它有

很強的空間思考。他把這些東西都整合在一起就像建築一樣，舞台的表演需要很多

仰賴很多藝術家跟工匠的合作。這件事情到今天為止都非常重要，也就是為什麼現

在建築的人常常把自己放回舞台的創作，因為舞台的創作不純粹像建築在追求永恆，

而且舞台裡面還包含很多的燈光設計師、服裝設計師、表演工作者的身體、場景以

及背後有一個故事線，這些事情很重要卻是建築人比較少談論的。葛羅培斯非常厲

害可以找到這樣的一個人來做這樣的事，從這點就可以知道葛羅培斯對於建築的理

解非常廣泛。他認為劇場工作坊非常重要，在這學校的人每一年都必須要作公演。

這件事情對於學生理解場域、自己的身體以及人跟人之間的關係是非常重要，我們

在台灣有兩個學校都要做公演，北藝大、實踐大學都要，每一年都需要做一個公演，

明明是做建築卻還要在舞台上跳來跳去，可是這個公演其實是解放大家對於空間的

思考。這對建築訓練有沒有用，短期不知道，但對未來理解建築空間的方式或許有

用。如果你們關注 1990 年後建築史的發展，其實有一個人在解構主義裡面提出建

築必須要跟空間的表演場域有關，這個人就是楚米（Bernard Tschumi），他在哥倫比

亞大學當過院長，在他當院長之前寫過一本書「Even Architecture」（事件性的建築），

他也曾經做過一個案子在談這個事件性的建築，就是在法國巴黎做了一個解構公園，

在這個公園內設了幾十個小紅點，每個紅點都是一個事件的關係。所以我們現在來

看，我們做建築的人可以做做策展，可以跟各種不同的人做交流，對建築的思考會

有很大的幫助，這在當初包浩斯的訓練就非常的棒。所以我們看史雷梅爾自己做了

很多現代雕塑，可是這個現代雕塑會放在空間場景裡面。這時候的舞台跟每個人的

服裝都很特別，既抽象又具象，看起來像一個道具的舞台，可是這個舞台形塑出另

一個實驗劇場的舞台觀。在這樣的觀點下，服裝設計師、舞台設計師在這個舞台上

建構出不同的數字關係。那個時候包浩斯的劇場工作坊每一年的公演，都變成社會



 
上很重要的目光焦點，這個目光焦點除了看表演以外，還要看服裝設計師怎麼設計

服裝，舞台設計師怎麼設計舞台，舞台上的人表演的形式除了是一種實驗劇場同時

也是一種抽象的表現，所以開始進入了一種儀式性的表演來表達各種秩序的移動，

人、服裝跟空間之間的關係。所以他做出名的舞台是「三人芭蕾」，開始建構一系列

三個不同的人跟場景的關係。如果大家關心現在的實驗劇場跟舞台的關係，其實有

非常多的舞台跟實驗劇場本身在建構人的關係，其實是建構在這樣的系統之下，也

就是劇場藝術，可是從建築的觀點來看，它其實對建築的啟發非常大。 

在包浩斯裡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老師，他是個非常重要的畫家保囉‧克利（Paul Klee）。

他根本不需要依靠包浩斯，他靠他自己的畫就可以在這世界建構自己的位置，不過

他在包浩斯的影響力也是非常大。他是個畫家但被指派去做版型設計，大家都知道

包浩斯的版型設計是非常重要的，現在看到很多的海報都有包浩斯的風格，因為包

浩斯所有的版型設計到今天為止，它的用字、色塊、幾何線條到現在都還維持一個

風格，這個風格在那個時候被建立起來到現在都還繼續沿用，大家可以知道包浩斯

在這個版型設計的這塊其實是非常強烈的。保羅‧克利是一個具有神祕主義的人，

他非常相信藝術跟包浩斯若即若離，他跟包浩斯有時候根本對不上話，因為他本身

是一個藝術家。他非常強調藝術裡面的精神訓練，反而跟工作坊裡的工匠們無法溝

通，因為他自己的藝術性太強，所以藝術性要如何應用到真實的實用層面他始終無

法進入這樣的狀態，但因為他的藝術性非常強，讓包浩斯的第一代學生對於藝術涵

養比後面的幾代更為強烈。也因為像保羅‧克利這些人，明明進來是要教建築，一

學期下來甚麼都沒教，學生好像白來了，可是他卻教了很多藝術精神的論述。他一

直跟學生說了非常多的論述，一直說服學生應該對形式的塑造更為敏感，而且背後

需要具備有批判性。他強調所有的線條都必須要有關係、必須要有相對性，這相對

性是所有學生必須被訓練。因為這些訓練跟論述之後，他才能去駕馭線條跟色彩。

他認為縱使是一個藝術創作，線條本身跟色彩本身有某種創造的自明性，所以這裡

面有非常多的哲學思考。他非常喜歡模擬自然，喜歡從自然裡面找到一些基本形式，

所以他最重要的訓練都來自自然，例如一朵花背後其實有圓有方的幾何關係，他希

望從自然裡面找到一些衍生的秩序，表現出幾何跟色彩之間的關係。衍生的秩序後

來被伊東豊雄寫出來，在伊東豊雄的「衍生的秩序」中提到影響他最大的藝術家就



 
是保羅‧克利，他在書裡面有兩章到三章在談保羅‧克利，對於保羅‧克利如何用

線條表現一條魚，對於魚裡面充滿各種幾何形式非常的迷戀。所以後來伊東豊雄做

了很多像漩渦、漣漪的曲線，這這些曲線中找到各種不同的形式。這樣的概念其實

都來自於保羅‧克利。也就是說保羅‧克利雖然是個畫家，但他對於當時的包浩斯、

甚至於對今天的伊東豊雄影響都非常大，也就是因為他希望藉由自然的形式找到一

些秩序，要注意自然界萬物生成的過程，最後才會變成我們今天看到的「衍生的秩

序」在談幾合根自然界的某種關聯性（互相之間的相對關係）。這些是相信形式的人

會做的事情，但很多人是不相信形式就不談這些，相信形式的人會認為形式背後是

有這種秩序在裡面。所以在 1925 年他在「教學隨筆」談到:「跟著自然萬物學習，

看他們如何生成、如何發揮功能（這個功能不是我們今天談的機能，而是自然界本

生生成的花瓣、靜脈、水波背後的功能）。從自然界出發，完成你自己的形式，甚至

形成自己的小宇宙，開創屬於自己的創造。」他希望所有人第一個要相信形式，第

二個是相信形式之後，要形成自己對於相對性、關聯性的邏輯，這個邏輯會變成自

己的信仰，變成自己的創造。所以他出給學生的第一道練習題，是試著畫出自然界

的葉子，而且還能找到葉脈上的連貫性能量。這句話好哲學，但這句話我相信，每

個人有不同的信仰，但我自己是相信保羅‧克利講的這段話，也就是如果可以慢慢

地找到幾何形式的秩序，變成自己的邏輯，其實可以一貫的創造自己的建築，當然

建築還有另外一塊是包浩斯的另一個信仰，要回應社會各種不同的實用性，但是自

己必須要問自己創作的能量來自甚麼地方，如果你相信形式的話。保羅‧克利相信

形式更相信色彩，這裡有一段虛玄的話「線有三種類型:積極的線、消極的線以及中

性的線。」我很喜歡這句話也相信這句話，所有的線條裡面，有表達積極性的、有

表達消極性的，你在畫出一條線的時候必須知道這條線來自於哪裡，是積極的還是

中性的表達。他說「積極的線是自由自在的、總是在移動，不見得有特定的目的地。」

這是保羅‧克利的定義，不見得每個人對「積極的線」都是這樣定義，例如伊東豊

雄的定義就不太一樣，可是很多人都相信線條中有這些不同的性格，而且要表達出

一個連貫性的幾何，可是這個連貫性的幾何作為一個基礎點，稱為中性的，當上了

顏色之後，線條就會變消極了。因為線條本來是在定義邊界，當色塊被加入之後，

線條就開始變成一種潛規則的關係。我們看到很多畫家作畫的時候有一個方框，上



 
了油彩之後，方框開始消極的不見了，但隱約還是可以看到方框的存在。建築我認

我也是一樣的，當今天你設了一些基本形式，開始外加材料或景觀的時候，建築的

線到底還是在最積極的狀態還是需要退到第二層，這是每個人需要考慮的。他說「一

幅畫就是一條線去散步，而且這條線會隨著途中所發生的狀況而改變它的特性。」

非常像的村上春樹在講的話，讓人有點摸不著頭緒，這個意境也滿有想像力的。在

講這件事情的時候，我覺得現在伊東豊雄、妹島和世，其實在日本的新風格都具有

這種特質，都有讓那條線一直往前走，找到各種不同的狀況。還包括藤本壯介，他

是相信線條的，我相信他是個形式主義者，因為他相信形式會說話，他會把形式推

到非常極致的狀態。很多人說形式完就不建築了，跟社會完全沒有關係，可是回頭

看就會發現他一定是相信形式，認為形式具有力量。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保羅‧克利

的畫，背後有一種基本的幾何，可是在線條跟色彩之間的關係非常特別。在他色彩

根線條的訓練是非常收斂的，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做的事情。 

另外一面大家又可以看到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也是個畫家跟保羅‧克利非

常不合。他對色彩、線條也是非常迷戀，相信形式，可是他基本上更像一個哲學家。

他希望能表達藝術的精神性，這個精神性還必須來自主觀經驗。基本上他被定義到

畫派裡面是表現主義，是完全個人經驗大量表現出來，所以他不像保羅‧克利是把

所有形式收斂在一個單一哲學，用非具象的構圖表達具象的意涵，兩個人士非常不

一樣的。康丁斯基本身是知道很多知識的人，包括物理學、法學，從這裡面可以看

到他的線條很多是具有象徵性的、有些是有物理性的。想要了解康丁斯基不太容易，

他的作品動作非常大、非常重，可以看到他做出表現主義，裡面充滿放肆的幾何，

這些幾何沒有太多的章法跟肌理，可是卻充滿了經驗色彩，可以看到這些飄出來的

線條，很多是具象的、很多是抽像的，全部都卡在一起。如果去看康丁斯基的畫，

大概會跟幾個學派連結，例如達達主義，開始把這種非常放肆、具有某種象徵能量

的關係加上很多文字、拼貼，比如說達達主義很喜歡剪報紙貼在各種不同標題上，

創造浮動的關係；比如俄國構成主義，這種前衛派建構一個飄在空中、失重，可是

具有某種強烈能量的顏色跟塊體的狀態。當代的李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主觀

的畫了很多線條，這些線條有樓梯、甚麼都不是的方塊，有具象的也有抽象的狀態。

康丁斯基其實開始嚴格在訓練類科學，在談幾何、數學、物理，類科學的分析顏色、



 
形式、線條，這些線條都在表達他的實驗性跟創造性，然後康丁斯基說這個畫的尺

寸是對，你想要畫世俗的感覺，世俗的感覺是紅色的，但為什麼你用白色的呢？因

為純白代表空無一物的概念。他在表達白色、紅色、紅點、黃點、藍點、綠點，其

實都在表達他心裡面的某種經驗性狀態，這個經驗性狀態背後其實具有某種哲學或

數學意涵，很難理解，但這其實就是抽像畫的另一個境界，把抽象畫變成一個個人

主義、經驗主義，甚至於我們可以說是象徵表現性的關係。 

我們可以看到保羅‧克利跟康丁斯基其實非常不一樣，所以可以看到康定斯基開始

建構出來科學性、表現性的關係，與保羅‧克利談到的「一條線去散步」有很大的

不一樣，兩個人對於幾何的想法不一樣。一個是劇烈表達某種基礎訓練，可是背後

有經驗主義，跟保羅‧克利都在觀察自然事物，可是背後有一致性的關係。兩個人

形成一種對比，所以我個人認為 1919 年成立的包浩斯，除了有舞台的人、版畫漫

畫的人以外，保羅‧克利跟康丁斯基這兩個人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建構出一種新的

關係。 

後來來了一個人叫杜斯伯格（Theo van Doesberg），帶了一個學派的武器到包浩斯，

來擾亂包浩斯。這個人在荷蘭其實是風格學派（De Stijl）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人，

然後被葛羅培斯邀請進來。他帶進來建構一個幾何或空間的結構主義。他在 1922

年進來已經在第一階段的尾巴，所以在擾亂之後就進到第二階段去，然後建立了結

構性，建築空間要有超邏輯的結構性。這個人是非常具有暴力特質的，在他的眼神

裡面可以看到這個人對於自我的要求。他一進來就批評包浩斯四年來的風格，他說

包浩斯這些人都是浪漫主義，浪漫的無所事事，對這個社會不具有應用性的貢獻，

所以他一進來就帶進非常結構性、邏輯性的思考。當然他背後對於線條、色彩、幾

何有不同的定義。我們現在不特別談風格學派，可是風格學派基本上跟包浩斯是不

一樣的，包浩斯是在談生產，風格學派基本上不談生產。風格學派基本上在談那種

叫超寰宇的意識，例如蒙德里安（Piet Cornelies Mondrian）在談如何把自然界畫成

垂直跟水平線，用三個顏色原色來表達宇宙的深度。這對包浩斯的第二代是個很大

的衝擊。這就是在包浩斯第一代完成階段性任務後，第二代就開始接上手，所以我

們可以看到蒙德里安的畫，還有把蒙德里安跟風個學派的畫變成具有結構性、邏輯

性、空間性的作品，包括椅子、桌子、空間的天花板跟牆壁等。這邊他開始應用到



 
生活的物件上，所以後來在包浩斯從威瑪遷移到德紹的時候，葛羅培斯設計了一盞

燈，這個燈就是受到風格學派的影響，是一個只有三個線的吊燈，第一眼看到知道

是風格學派。連德國葛羅培斯在做自己的辦公室的時候，都檔不住風格學派對建築

的洪流。風格學派大量的新美學，大大影響了德國的包浩斯。就我們可以看到風格

學派所建構出來這種垂直水平、超幾何的建築，建構這樣的流動性讓每個盒子都破

掉，造成德國包浩斯的震撼，甚至震撼了全世界。風格學派在當時去方盒、去紀念

性表達空間的流動性關係，讓現代建築產生非常大的美學影響。 

葛羅培斯開始警覺了一些事情，「原本想像著大方廣納百家之言，在多樣性中創造出

和諧。」結果多樣性有了，但失去了和諧。大家都在鬥爭，每一個人都想要主導一

切，由其是伊登暗暗的在主導一切。在最剛開始的六個月基礎教育時，就把所有學

生洗腦了，後面的人怎麼改也改不動了，所以學生一直在做表現主義，一直在做自

我的藝術表現。也就是說葛羅培斯一直想把藝術拉進來跟工業合在一起，可是在這

裡「表現主義」還是最高的層次，他原來想要的有紀律的、工藝的這些事情一直沒

有產生。所以他認為第二代還必須再調整一次，再找一些老師真正來談實用主義以

及第一個階段沒有完成的任務--工業生產，這是葛羅培斯面臨的問題。所以他的第

二代就另外建構出了邏輯思考，開始拋棄浪漫主義跟烏托邦的想像，開始建構新的

邏輯思考，並且辦了一個演講叫做「藝術與技術，一個全新的整合體」，很清楚的重

新提醒大家如何把藝術跟技術整合在一起。這個時候就是剛剛講的荷蘭風格派的社

團進來了，這個社團以非常理性的關係取代了浪漫，把整個方向變成邏輯思考，開

始要畫分析圖（在此之前是不屑於分析圖的），建築要有分析、要有理性的架構。 

這個時候葛羅培斯找來了另一個人叫莫霍里‧那基（Laszlo Moholy Nagy），我們可

以看到剛剛三個人穿的衣服不一樣，葛羅培斯穿的是軍裝，非常獨裁主義的軍裝，

非常像一個策略家，然後伊登穿的是道袍，哲學思考的道袍。來了一個新的人穿的

是工廠的工作服。每一個的衣服都代表他的意識型態，這些意識形態也代表著他的

某種信仰。那基這個人是從蘇俄構成主義來的革命派，雖然在蘇俄已經犧牲掉了，

可是卻留下非常多的思考觀念。葛羅培斯拉進這個人以後開始要做一個大改革，所

以這個人取代了那個穿道袍的伊登。所以第一代的道袍，在第二代換成了工廠的工

作服。那基對抽象有非常重要的概念，但他基本上是反繪畫的，他認為表現經驗必



 
須被去除，開始迷戀機器。可是他有一個問題在於他在機械主義中對機械的迷戀勝

過生產的貢獻。他在意機械的美學（渦輪、機械的聲音）勝過單元化、模矩化的大

量生產，所以他也有他的問題，可是他是一個對工業充滿迷戀的建築師。他迷戀這

種俄國構成主義的第三世界紀念碑，用大量鋼鐵創造新的運動及紀念性。他開始利

用各種工業的製品來變成他的雕塑，這些不是他發明的，而是在俄國構成主義就開

始被發展出來。希望能在這裡面找的一些邏輯，這個訓練也是我們常在做的，畫了

一條線表達某種動量，這個分析圖企圖在原來畫的草圖裡面找到一些空間的概念，

企圖在雕塑跟平面中找到各種不同空間的表達跟運動性以及時代性的表達。他開始

向俄國構成主義、絕對主義的馬勒維奇（Malevich）學習，這個學習背後還有另外

一個系統就是荷蘭風格學派。荷蘭風格學派全部都是正交的幾何，而俄國構成主義

全部都是飄浮的、重疊的。（康定斯基也在這裏面，希望具有個人的象徵性而不是具

有寰宇性。）包括開始出現了這些版型設計，開始尋找各種類似康丁斯基的概念，

同時加進了荷蘭風格學派、俄國構成主義，產生各種不同的邏輯關，這就是第二代

包浩斯所建構出來的。這些都是我認為包浩斯非常精采的作品，他們的版型設計做

一本書的封面、空間架構都充滿了烏托邦裡面對於空間的思考，這個空間的思考已

經不只是幾何性還包括空間性，可是空間性裡面受到荷蘭風格學派、俄國構成主義、

絕對主義、達達主義、立體派的影響，也就是在 1910~1925 年間所有的藝術學派，

被大量收收納在包浩斯的教育裡面。包浩斯在整合從法國、德國、荷蘭到歐洲各個

國家新進的藝術系統。可是這時候好像少了手工藝，英國的手工藝好像被遺忘了。

結果葛羅培斯跟索莫菲爾德（Sommerfeld）兩個人開始接了一些案子，做了具有表

現風格的木構造建築。當今天那基在做工業的東西的時候，葛羅培斯不忘自己建立

這個學校的另外一個主旨，把藝術、工藝跟工業結合在一起，做了一個這樣的建築，

其中還是有一些手工藝，可是所有垂直水平的架構受到很多風格學派的影響，所以

蓋成一個超寫實、有表現主義的、有手工藝的、有生活使用的木構造房子。雖然還

離不開英國美術工藝運動的關係，可是裡面充斥各種不同藝術家的整合。葛羅培斯

跟索莫菲爾德在蓋這個房子的最大貢獻，就是找了一群包浩斯的老師，每個老師都

必須幫他做一些東西，有設計版畫的人、設計舞台的人、設計木構造的人、設計工

業製造的人，把所有的東西都放進這個房子，一起建構一個各自表現主義的房子，



 
建構一個整合性的工作。真實的面對材料，把每個人做的東西變成工業生產並且保

留了手工藝。基本上這作品不只是一件作品，這等同於一個教育的宣言。在這同時

也蓋了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叫號角屋，建構一個非常簡單的、回應生活的白色方塊

體，充滿了各種不同的幾何組成。我非常佩服葛羅培斯建立那時候包浩斯的氛圍，

他的多樣化及執行的意志，讓剛剛那個木頭房子與號角屋兩個同時出現，兩個房子

重新建構一個未來包浩斯所要整合的方向。我們可以看到這房子裡面，大量運用老

師跟學生們所做的東西，包括化妝台、包括櫥櫃。這化妝台基本上就是一個雕塑，

這個櫥櫃非常乾淨的使用垂直跟水平的線條，完成了現代的抽象主義，還包括櫃門、

抽屜的方格子以及量體的關係。或是像那基用工業製品做出來的雕塑，都一再的放

在這個建築裡面。一邊在做手工藝，一邊在做現代的抽象主義，這就是包浩斯的第

二代，開始建構了整合性的工作。第一代應該叫做藝術性的啟發，第一第二代加起

來，我認為才是包浩斯，包浩斯一直在這樣的關係被建立起來。 

到了第三代，包浩斯搬到德紹。因為那時候威瑪沒錢了，同時威瑪進入民族主義，

開始談論在地性。所以威瑪撤出了所有給包浩斯的資源，這時德紹剛好要做工業建

設，所以就花了一筆錢讓包浩斯蓋校舍，蓋完後就讓他們搬進去。可是搬進去是有

代價的，搬進去的時候必須要對德紹的工業發展提供不同的方向，有一本書叫

「Bauhaus Dessau」拍出了非常多當時的作品。那個時候葛羅培斯開始廢除了「形

式師傅」與「工作坊師傅」，因為這兩個人總是在吵，吵到讓葛羅培斯受不了。當然

還有另一件事情就是來了一批新的老師、第三批的老師，就是第一代的學生。此時

的包浩斯已經不需要藝術家也不需要這些工業生產的匠師，因為他們的學生就是在

這兩種人的荼毒下產生的整合品。所以這些老師進來後又教藝術又教工業，這些老

師以前碰過工作坊受到藝術家及匠師的影響，這些人變成真正包浩斯的核心成員。

第三代的包浩斯雖然沒有第一代那麼具有啟發性，但卻有大量的應用性，因為這些

人將初就是受到兩種老師的訓練及思考，而且每個人都擁有超強的意志都把他們的

東西推崇到極致。這群人就廢除了「形式師傅」與「工作坊師傅」。他們把學校改稱

為 Design School，再一次清楚的把藝術、手工藝、工業合為一體，就開始成為設計

學院。這時候有訓練有素的工匠，就是第二代的學生開始受聘成為工作坊的助理。

而第一代的校友開始肩負「形式/工作坊師傅」的雙重角色，成為一個從來未有的整



 
合者，也就是說包浩斯真正的整合是在第三階段，真正可以把兩件事情整合再一起，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啟發。他們的校舍是由葛羅培斯做的，做出一個非常現代主義

的、非對稱的學舍，這個學校有非常多不同的空間，人車分道、空間還以一道橋跨

越，甚至葛羅培斯自己的事務所也設在裡面。葛羅培斯認為學校還是一個 School、

Studio，也是一個專業的建築事務所，所以他把事務所設在裡面，之後他就成立建

築系。他的建築系其實就是他的事務所，做了非常多的案子。 

你可以看到這棟房子全部都是連續開窗，跟柯比意那時候提到的連續開窗、底層挑

空這些東西都是接合的，可以理解那個時代所有的建築師都是接在一起。他們開始

把他們的版型設計、帷幕牆，包含受到德國藝工聯盟的影響，這些東西都整合在一

起，開始把很多的工藝用工業大量生產的方式做出來。包浩斯的貢獻除了在教育體

制上，這棟建築本身也是很大的貢獻，這個德紹的建築建構了新的機構性建築型態，

跟以前的紀念性建築是不一樣的。裡面的內裝都是他們自己的老師及學生所設計，

包括椅子、地毯（地毯式由做織品的人所設計，而織品設計是包浩斯裡面最賺錢的）、

包括剛剛提過的燈具，葛羅培斯設計這個燈，有四個方向、從牆角架出來浮在半空

中的燈，包括大量使用三原色，都是受到風格學派的影響。包括他們的餐廳，到現

在來看都還很棒，乾淨的色彩、長條型的大桌子、裸露的天花板。他們在創造一個

便宜的建築，如何用色彩來創造空間感，而不是用手工藝。所有的手工藝都必須要

回到大量生產，而不是停留在手工藝的層次。因應工業發展需求為主要方向，這時

如果拿德紹的包浩斯來對比於威瑪包浩斯，德紹的包浩斯有非常簡練的線條，所有

空間充滿了功能性，這個學校已經發展成熟了，而不是一個工藝品，而是一個工業

設計的訓練所。這個大概是包浩斯的高峰，可是我認為包浩斯最大的潛力在第一代，

可是建構包浩斯進而產生影響後代的則是在德紹的包浩斯。他們開始有了「青年師

傅」帶來了全新的教學活動跟教學方法，結合了當初的工作坊師傅與形式師傅。這

些青年師傅跟他們的老師有很大的不同，在於青年師傅非常嫻熟於處理實務問題，

而且親近大眾。他們不再那麼個人化了，開始跟大眾接觸（當然跟提供他們經費的

人有關），所以包浩斯開始大量的做實務性的思考，這讓包浩斯開始進入各種不同的

產業，包括印刷業、平面設計，所以我們今天看的很多的平面設計都是受到包浩斯

影響。他們開始鼓吹另一種新的字型，很多像是 Ariel 這種基本的字型都是包浩斯所



 
建立。這些字必須要大寫的，而且字要寫的很大像是建築的一個圖像。建築本身的

設計就像是在設計一個大的版型，所以建築的版型、量體、藝術、空間全部整合再

一起。視覺背後必須要有種意圖，這也受到達達主義的影響，所以所有的圖像、幾

何都必須要有強烈的意圖。不只是在表達美學的問題，還要表達空間的意圖，都受

到現代藝術家所影響。一個方塊體被切成四塊，從小到大排列，每一塊都有一個基

本的元素，用各種不同的顏色，用透視的關係，讓我們可以看到不同顏色的漸層關

係。建築必須要跟 Graphic 合在一起，我們看到現在荷蘭、德國的建築訓練非常成

熟，他們的建築是一體的，從 Graphic Design 到空間設計；台灣不是，即使建築設

計的再前衛，貼了一個隨便買來的標式，就毀了。歐洲的設計是一個統合性的設計，

從頭到尾的訓練各有專精，可是有同樣美學思考的人一起建構這些關係。這已經成

為一種傳統，而台灣的傳統則不太一樣。這是他們幫康丁斯基出的書，文字對他們

來說也是一個圖像，可是文字跟圖像最大的不一樣在於文字代表著強烈的論述跟意

涵。達達主義也是這樣，文字本身不只是好不好看，還包括文字本身會產生它自己

的強度。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建築到書的封面到文字，現在我再回看他們的印刷品，

我都覺得好棒，現在世界的印刷品不論好壞，我都覺得沒有包浩斯那時候的強度。

這裡面充滿著各種不同專業者的強度。 

包浩斯進來一個很特別的匈牙利人後來到了美國，叫馬歇爾‧布魯耶（Marcel Breuer）。

他進到包浩斯後非常喜歡用金屬、木頭、皮革、布料等材質做家具。後來他回到美

國，成為美國非常重要的現代建築大師，他開始大量用石頭，用卵石跟很乾淨的石

頭配合再一起，被稱為粗曠主義的建築大師。可是他被邀請到第三代的包浩斯，大

量在做家具設計。這些家具受到風格學派的影響、受到密斯的影響，還受到柯比意

的影響，在建築上他也受到柯比意影響很深。受到這些影響，他開始利用皮革、木

頭、金屬……等這些工藝傳統中很奇怪的素材。他用的素材都是非常的直接而粗曠，

開始創造了一些經典。看到這個椅子，他用鋼管做骨架，用皮革靠近身體，兩者合

一。他開始回應更多的工業生產，從第二代知道如何利用，到了第三代開始成熟的

工業生產。所以到後期，包浩斯發展出很多家具，到現在都還是經典之作，就是他

們把工業生產、藝術、線條、幾何、材料都發展出一個完整的關係。這裡我們可以

看到這裡面只有工藝精神，可是都是現代工業的表現。工藝精神已經不只在於手工



 
藝的雕刻，開始變成車線、幾何彎曲的線條、鋼管的比例大小。也就是說我們看德

國工業這麼成熟，其實是因為他們把手工藝轉成新的機械工藝。機械工藝再也不是

以前複雜的、匠師的工藝線條，而是對於每一個材料的線條、比例、接頭的著墨。

比如說你看賓士的車子，他的皮椅二十年都不變，這些高級的皮椅最棒的地方就在

於皮跟皮之間的車線，他很在意車線的線條，那個車線的線條已經到了一種龜毛的

尺度。那這是他們現在對於工藝的著墨點，這個著墨點大概在第三代包浩斯建構的

很成熟完整。 

壁畫工作坊畫出來的東西是為了要成就建築。我在牆壁上作的顏色不管是單色的還

是具像的畫，都是要回應建築。這個時候在訓練壁畫的人，必須要非常有空間觀點。

台灣有個狀況是公共藝術，很多公共藝術家當已經完成的房子加一張畫、加一個雕

塑，每加上一個公共藝術就毀了一個建築，因為藝術跟空間建築在這之前都沒有溝

通或者藝術在接軌的時候，常常只想到藝術，而沒有了解建築上原來要表現得空間

本質。這兩者的接軌沒有所謂的對與錯，但包浩斯認為建築本身是一個整合的工作，

所以任何一個學舞台的人、學服裝的人、學織品的人、學壁畫的人都要了解建築。

建築本身是一個包容器，來回應各種不同的事情，所以作壁畫的人也開始回應各種

不同的顏色對於空間的影響，要創造一種愉悅的、具有設計感的空間。 

他們業務最好的是一個叫做斯陶爾‧龔塔（Stolzl Gunta）的織品工作坊，他是包浩

斯第三代的教員中唯一的女性，也是當代最棒的藝術家之一。他幾乎把藝術大量的

生產，他最大的著墨在於把藝術家的 Graphic 利用工業設計、生產，把這些編織的

關係發明出來，所以他發明非常多的紡織素材及機械生產的方式。他自己本身跟工

業界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他做的很多地毯到今天都還在販售。這些以前都是找工匠

一步一步做出來的，但他慢慢大量分解各種織品的材料及工業生產技術，讓這些東

西一一成真變成空間的一部分，所以開始發展的紡織工作坊。 

到了第四代，葛羅培斯就把包浩斯交棒給另一個建築師叫漢斯‧梅耶（Hannes Meyer）。

這個人是馬克思主義者，那個時候社會主義是非常強烈的，他認為藝術跟建築的價

值沒有所謂好與不好，他認為價值在於對社會服務了多少。所有的建築必須要服務

於社會，如果蓋的房子只是在服務中產階級而已，他覺得不夠；要服務勞工階級，

要做的是全民的建築，而不是一個資產階級化、具有藝術資產色彩的建築。這時候



 
很多人開始回應這個問題，就是建築師應該回應社會的各種面相。他到德紹之後，

包浩斯從原先非常具有美學、社會文化價值的概念轉變到非常社會主義的概念。跟

他認為建築師的任務是透過設計，提出功能性的建築來改變大眾命運、改善社會，

所以這時候發展出實用主義。建築是必須要建構在實用上面，建築不要做多餘的東

西，每個東西都要經濟、有效益、便宜、可以大量製造。建築的美學是建構在這上

面，要服務社會。原先包浩斯純粹談藝術、文化、建築、工藝、工業，這時又再加

了一個社會性。當時受到很多年輕人的響應，他開始批評以前的包浩斯，他說這是

一間設計學院，所有的玻璃茶杯的設計，都被當成結構主義的問題再討論。學校是

不是有點變態，變態到每樣東西都要用美學去討論。他說我們這裡要開始創造一個

社會主義的大教堂，他說包浩斯那時候在做的都是玩具。他認為這樣是不對的，藝

術把生活壓的喘不過氣。不要每個東西都是藝術，建築最重要的其實就是功能乘以

經濟。他其實是抵抗藝術性的，他認為藝術性背後應該要有功能及經濟價值。不要

每天把茶杯拿來談藝術或是生活小確幸，現在年情人怎麼都是在談生活小確幸呢？

年輕人應該把精力放在蓋社會住宅上，而不是在談這種生活的小東西而已。建築是

一個工業的產物，各個專家必須要把東西拿出來，而他自己本身就是整合的專家。

整合社會、整合經濟、整合藝術、整合心理，這時候包浩斯開始偏離了，觀念不一

樣了。雖然都是在做整合，但是整合的重點不一樣了。開始討論基礎建設、都市系

統、機械、科學、經濟甚至政治的議題也必須加入，這是學校的另一個觀點。所以

他建構了一群反表現主義，完全從機能結構出發。反紀念性、反階級性的純機能主

義，所以那時候產生了機能主義的建築。影響非常大，因為整個社會的氛圍，希望

建構全世界大一統的局面。經濟、實用、健康，有陽光、水、空氣的建築，雖然偏

離到這邊，最好的包浩斯不見了，但卻得到全世界的認定。因為包浩斯的轉型加上

柯比意當時提出非常經濟的建築五原則。在此同時，柯比意與基提恩參宇了 CIAM

（國際現代建築會議），型成了國際樣式。包浩斯最後成就了 International style（國

際樣式）創造了這種非常機能性的空間建築，系統非常清楚、結構非常清楚同時非

常具有經濟性。所有的產出都是藉由工業生產，創造出一群工業生產的房子。那時

候柯比意說工廠最棒，工廠從機能性創造出來的那些空間，其實是對社會最具有貢

獻的。藝術不再只是藝術本身，而在於生活的實用價值。所以第三代的包浩斯就轉



 
到這樣的概念，但這個概念卻被非常多的老包浩斯所反對的，認為他把社會意識的

東西帶到包浩斯，把原來包浩斯的宗旨（結合藝術、工藝與工業）轉變為單薄的社

會傾向。最後把漢斯‧梅耶（Hannes Meyer）轟下台。 

最後到第五代，密斯‧凡德羅（Mies van der Rohe）上台。他也的上台也不見得是

好事，因為他也是一個獨裁者，所以他開始以某種程度的集權主義來管理包浩斯。

那個時候包浩斯已經很亂了，外面的社會也很亂，因為開始有納粹、有民族主義開

始活動。所以密斯就把將包浩斯從設計學院轉變成建築學院，非常清楚的講建築的

定義，開始講「Less is More」，建築開始要回應工業生產的所有細節。當然他也具有

工藝的眼睛，他將工藝的眼睛看像工業生產的所有細節，也被批評是形式上主義者。

第四代做社會主義的人批評他，認為他又回到形式主義，但他的形式又沒那麼討人

喜歡，所以老一代的也批評。這時外部的納粹也在壓迫他，所以很快包浩斯就解散

了。其實從第三代到第四代最後到第五代的狀況是非常慘烈的，一邊在建立美學風

格，一邊處於解散狀態。所以包浩斯最集中火力的就在葛羅培斯的前三段時代，也

是現代大家認為包浩斯最具有貢獻的時代。密斯強調建築是所有課程的中心，甚至

還把家具、金工、壁畫整合變成室內設計系，這時候才開始出現了室內設計。室內

設計是在服務建築，室內設計又把所有東西都包起來，包含家具、燈光、壁畫、織

品全部都合在一起。所以整個學校就變成建築設計跟室內設計，跟我們現代的狀態

一樣，建築變成非常重要的主體。這時候的包浩斯幾乎變成一種停滯的狀態，密斯

也非常不討喜，因為他既不像之前那麼強調藝術性跟工藝性，也不向漢斯‧梅耶

（Hannes Meyer）這麼強調社會的實用主義。密斯只強調美，玻璃要漂亮、鋼架要

漂亮。這個美被批評非常形式主義。最後他逃難到美國去，把他形式上的美跟工業

生產發揮在 IIT（伊利諾理工學院），影響了後來的建築發展。 

最後包浩斯就被解體了，被民族主義的納粹給解散了。最有趣的是他們在被解散以

後，我們今天所談到的包浩斯風格，不是只談那十四年的包浩斯。我們還看到每個

人被迫移民後，那基在芝加哥成立了新包浩斯、葛羅培斯在哈佛成立了 GSD、亞伯

斯成立了耶魯跟黑山學院、馬克思‧比爾（Max Bill）成立了烏姆學院（就是剛剛提

到原研哉求學的地方）、密斯成立了 IIT。現在我們看到的包浩斯是包浩斯的徒子徒

孫們，包浩斯是包括後來衍生出來的這些學校，都稱為包浩斯風格。包浩斯風格不



 
會因為政治體系而改變，所以包浩斯就長出了一堆學校，有的以建築為主、有的以

工業設計為主。包浩斯讓葛羅培斯非常沮喪，因為他原來要追求一種多元，可是他

對第四代、第五代非常失望，因為他們一元化，開始濃縮成為一件事情，後來變成

了國際樣式。雖然國際樣式貢獻很大，產生了很多社會的思考，可是這個貢獻也變

成後現代主義最大的批評。 

後現代主義出了一本書，第一章照片就是將密斯的 IIT 丟到海裡。要將「Less is More」

這種沒有文化的、沒有歷史的、沒有本土概念的、沒有材料的風格丟到海裡。因為

這個包浩斯的風格到美國去，「Less is More」的風格到美國都被庸俗化。大量製作變

成重點，美學就不是重點，所以我們看到台灣有很多包浩斯所影響的簡單的房子。

什麼都有就是沒有美學，所以整個美學的國際樣式都被庸俗化。所以後現代主義就

大大的批判出了一本「從包浩斯到我們的房子」，裡面有這張圖:主人看到設計師要

來了，要把他所有的家具藏在櫃子裡面，不然設計師會跟他說這些家具太庸俗不能

放，家要像是一間美術館，現代主義變成壓抑所有文化多元產生的架構。這本書同

時在批判當代藝術，批判現在學校的訓練做了一堆垃圾，完全沒有文化素養，只是

在做抽象的概念。他還批評萊特做的古根漢美術館，為了成就他個人的風格，作了

一個斜坡，所有人在看畫的時候都要用斜的去看。「從包浩斯到我們的房子」用了非

常多揶揄的方式在批判，批判現代建築的專制性，現代建築的專制性完全離開了生

活。為了表現空間的空蕩，所有的東西都要是平的，內外要通透，所以現代建築師

告訴我們要往下坐，坐在地上，不然這個空間會有太多的家具，所以所有人開始坐

地裡面進。這本書都用這樣的方式來挑釁現代主義，現代主義說經濟，可是蓋了那

麼多工業的房子以後，都變成一種非人性的住宅，大家都靠近、擁擠的不得了。現

代建築做出來的東西，鳥看到都還以為是牠們的同伴。這是 TWA（紐約機場的一個

航站），是個薄殼的建築。我不太喜歡他們的揶揄，但這揶揄是非常具有威力 r 的，

然後批判羅伯特‧范裘利（Robert Venturi）做出一個房子叫做老人住宅，但根本不

關心老人，只關心屋頂的天線，說這天線是表現老人住宅的精神象徵。彼得‧艾森

曼（Peter Eisenment）把建築弄得像結構主義一樣，一塊一塊的、柱牆都是分離的，

但是人卻不知道要怎麼住在裡面，所以主人站在房子裡不知道該怎麼辦。他所蓋的

房子都是一號公寓、二號公寓，他根本不管裡面住甚麼樣的人。這些是後來的後現



 
代主義在挑戰包浩斯及國際樣式。 

可是再怎麼挑戰國際樣式的不當，都不能抹煞包浩斯在 1919 年到 1933 年這短短的

十四年所建構出來的貢獻，這個貢獻比對於柯比意、比對先前的時代。這四講合起

來大概就是我們在講戰前現代主義所建構出來的事，下次我們要談的就是後現代主

義了，兩本很重要的書，亞德‧羅西（Aldo Rossi）跟羅伯特‧范裘利（Robert Venturi），

他們的位置是在挑戰現代主義。這是到 1960 年後的另一個時代，那現代主義的時

代我們就在這本書裡跟大家告一個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