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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跟各位講的是我們的第五講，我們今天要講的是范裘利（Robert Venturi）

的「建築中的複雜與矛盾」。如果大家記得前幾堂個，前兩堂在講 1849 年跟 1920

年左右的兩本書，在講如何從古典主義進入到現代主義的批判。這兩本書基本上從

基提恩（Siegfried Giedion）的觀點與羅斯金（John Ruskin）的觀點，可以看到兩個

完全不同的方向，一個往未來看，一個往回看。而上兩堂課主要是在講柯比意與包

浩斯，在 1920 年到 1950 年的兩個非常不一樣的現代主義論述，柯比意提出了建築

的新精神，而包浩斯是整合了英國美術工藝運動加上工業革命的大量生產成為德國

義工聯盟，甚至創立了一個學校叫包浩斯，奠定了現代主義所有的美學基礎。所以

我們上次談到包浩斯，大家大概可以理解包浩斯在短短的十多年建構出新的美學，

把現在建築的所有事情訂下了一個統一性的美學。這個概念一直延續到 1950 年代，

發展成國際樣式，發展到全世界去。開了 CIAM（現代建築國際會議）讓全世界的人

都有了一個共同標準，這個共同的標準就是國際樣式（International Style）。這個時

間點一直延續到二次世界大戰後，從德國傳到美國。我們知道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

國為美國，所以整個西洋建築史的基礎就從歐洲傳到美國，美國開始取得了發言權，

繼續發展現代主義。今天的第五講跟下星期的第六講，這兩本書的時代又往後推了

一段，大概都推到 1966 年，也就是大戰結束後的二十一年。大家可以想像大戰後

的二十一年，所寫的這些書包括今天談的范裘利的「建築中的複雜與矛盾」及下星

期談羅西（Aldo Rossi）的「城市建築」都在 1966 年所寫下來。作者當時大概都四

十歲，不難發現這些人大概在 1945 年進入大學開始接觸建築，一直到四十歲，中

間大概隔了二十幾年，這兩位建築師基本上是在大戰後受教育的，在開始接觸建築

二十年之後，他們用他們自己的角度來反省現代建築。這兩位建築師被列為非常重

要的後現代建築的大師，後現代建築沒辦法說清楚成立在哪個時間點，但真正的關

鍵期大概在 1960 年代，當時的學生運動、社會運動之後，他們開始對現代建築有



 
所反省。所以這兩本書是繼柯比意與包浩斯 二十年到四十年之後，過了大概兩個世

代。 

我們看到基本上談兩本書，但主要是在談「建築中的複雜與矛盾」，在 1968

年到 1972 年以後他又寫了「向拉斯維加斯學習」，這兩本書奠定了范裘利在建築界

的地位。大家看到我寫的這個標題「寧可雜亂豐富，而非清晰統合」大概可以理解，

當初包浩斯在談的是統一性的美學，有一個現代主義的美學標準，可是到了 1966

年開始抵抗這種統一性美學。這種統一性美學稱為現代主義。大家看到建築史的書，

談到現代主義建築或現代建築，不是指最近一百年發生的事，而是那個國際樣式

（international style），在英文中如果看到 modern architecture 基本上就是指一個時

代，指 1849 年之後一百年建築的發展。如果看到 Modern architecture 則是指國際樣

式的建築。當初國際樣式都在談簡單的、去裝飾的統一風格。可是這一點被范裘利

寫了「建築中的複雜與矛盾」大大的反省。他認為好的建築寧可雜亂豐富，而不是

清晰統合。從這個論點我們可以知道他的敵人就是現代建築。這本書回應了後現代

主義的思考，影響了全世界所謂後現代主義的風潮，雖然後現代主義不完全是范裘

利，但他的影響非常巨大。 

有三本書推薦大家去看，這三本書都是我大學時代 1980 年代的教科書。第一

本就是我們今天要談的「建築中的複雜與矛盾」寫在 1966 年，第二本是 1972 年「向

拉斯維加斯學習」（learning from Las Vagas），這本書影響很大，在我們的第七講將

會談到庫哈斯（Rem Koolhaas）其實在 1990 年寫了一本書就像是「向拉斯維加斯學

習」的第二版就是「Shopping」，「Shopping」也是對於平民文化、流行文化的一種

學習態度。庫哈斯雖然在 1990 年開始對於商業建築、消費主義的學習，但回看他

的背景剛好在 1960 年代的時候當學生，在當學生的時候受到范裘利論述的影響，

才能讓他在二十幾年後開始重新回看，什麼建築可以跟菁英文化及普羅大眾的文化

做一種靈感上的溝通。第三本書滿重要的是在 1991 年已經跨過了後現代主義時代，

一個英國非常重要的理論家 Charles Jencks 寫的「後現代建築語言」，這本書在談這

20 年來各個建築師如何用自己的建築語言來反抗國際樣式及現代建築。正因為 1991

年 Charles Jencks 寫了這本書後，開始有一批所謂後現代主義的建築師開始在全世界

取得發言權。 



 
我們現在先談現代主義，Charles Jencks 在 1991 年寫了的「後現代建築語言」，

在一開始就用了這張圖，直指後現代主義最重要的宣言「現代主義已死」、「國際樣

式已死」，他論述上的敵人以這個 Crown Hall 的設計師密斯（Mies Van Der Rohe）為

主。前一堂課談到包浩斯有三位校長，最後一位校長的任期很短，很快的就被納粹

給解體了，而這位校長就是密斯。葛羅培斯原來希望包浩斯讓建築變成統合性的，

工匠加上藝術家加上大量生產的科技，但到了密斯的時候，他把包浩斯變成了一個

建築學校，所以建築變成包浩斯後期非常重要的中心點。但之後包浩斯就被納粹解

體了，於是密斯就逃到美國去了，成立了 IIT 的建築學院，甚至蓋了這棟建築系館

Crown Hall，充分把包浩斯或是他個人的建築美學建構起來，最後提出了一句話「少

即是多」（ less is more）。這句話到了范裘利的書裡面，第一個抵抗的就是這句「少

即是多」。范裘利認為「少即是多」是非常專制性的、非常狹隘的觀點，因此把它當

作敵人給丟到海裡，說「現代建築已死」。 

其實現代建築在今天都還佔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包括我們現在的建築教育、

建築美學都還在跟著現代建築的基本準則。後現代主義直指現代主義已死，其實是

在美國戰勝之後，取得真正的發言權，發展出歐洲包浩斯之後的現代主義。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現象是現代主義被庸俗化。整個現代建築本來是一個經過思考、非常菁

英主義的關係，到了美國以後整個被庸俗化，包括密斯（Mies Van Der Rohe）談到

的「少即是多」（ less is more）這個語言，到美國被各個專業的人吸收完之後，發

展出許多簡單的、乾淨的現代建築。這時候反過來看建築發生了甚麼事？這些建築

是當初密斯（Mies Van Der Rohe）所信仰的建築中，非常重要的張力，在美國都被

拿掉了，美國為了現代主義的快速、效率、經濟的效果，把真正的美學都拿掉了，

只求快速、有效、現實、符合機能的建築。這個建築當然讓所有的現代建築變得幾

乎無法往下走的狀態。其中非常重要的史學家 Bruno Zevi 以及後來後現代主義的

Team X、Alvar Allto、Louis Kahn 都希望他們信仰的現代建築，不要像美國這樣如此

的僵硬及停滯，他們想要抓到這個能量，可是這個能量敵不過大量的快速生產，所

以這也是這些現代建築師們面對世界趨勢集體墮落的概念。在這樣的概念中，范裘

利的這本書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用來反射密斯（Mies Van Der Rohe）的概念，

就是「Less is Bore」本來少就是多，到了范裘利提出這個概念少就是無聊。他覺得



 
現代建築把東西少到一個層次，他的所有東西都平庸化之後，幾乎這個建築已經一

無可取。他還談密斯（Mies Van Der Rohe），密斯（Mies Van Der Rohe）是他們的敵

人，他把密斯（Mies Van Der Rohe）的建築拿來看，他說密斯（Mies Van Der Rohe）

創造了許多精采的建築。我們今天都知道他做了非常多精彩的建築，也理解他 Less is 

More 中的 More 在於它的材料、構築的關係、細節，他的東西非常非常好。可是就

范裘利的觀點，他承認這是精彩的案子，可是就因為他沒有顧慮太多的建築上觀點，

他沒有解決太多的問題。如果密斯（Mies Van Der Rohe）需要解決更多問題的話，

他的建築就不會這麼強而有力。他認為整個社會、國際上各種不同的城市文化、歷

史、生活，建築有太多事情必須要面對。密斯（Mies Van Der Rohe）之所以建築會

做的好，就是因為他放棄了面對這些問題，他關起門來做自己的美學。范裘利認為

那是錯的，如果今天建築只在乎這種內在性的美學，而放棄了世界上、社會上、文

化上、歷史上的各種不同可能性，建築就喪失了太多。他就認為說照密斯（Mies Van 

Der Rohe）的能力，如果他同時面對這些問題，他的建築就無法這麼純淨。在這樣

的觀點裡面，他不認為這件事情達不到，范裘利最大的貢獻在他認為這件事情其實

處處充滿很多的、很豐富的好建築。這個好建築是跟密斯（Mies Van Der Rohe）有

差別的，他是用這樣的論述來重新定義他的「建築中的複雜與矛盾」。他的背立面就

是他的敵人密斯（Mies Van Der Rohe）所建構的事情。 

Charles Jencksu 也提出，在 1972 年在美國的聖路易市有一棟建築物才蓋好沒幾

年就被炸掉，這個建築是國民住宅，就像我們現在談到的社會住宅，他認為 1972

年這個建築被炸掉，告示著現代主義的終結。因為美國聖路易市政府幾乎無法解決

這棟建築所建立的社會問題，這個社會問題是因為所有住在其中的人對這個地點沒

有感情，所有的人產生非常大的疏離，產生非常多的犯罪，甚至像是一個貧民窟，

讓政府根本無法解決，所以政府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把他炸掉。Charles Jencksu 把它

歸類到建築問題，現代建築這麼的專制，為了要產生一個集體的文化，失去了所有

的人性，失去了社區文化性的感情，所以這個建築才會造成整個世界非常大的毒瘤。

因此 Charles Jencksu 把這個例子當作現代建築已死的一個里程碑。大家注意 1972

年，這個房子被炸掉的同時，整個世界的氣氛是范裘利剛好把第二本書寫完「向拉

斯維加斯學習」，包括 1966 年「建築中的複雜與矛盾」，其中也包括歐洲 Aldo Rossi



 
寫的「城市建築」，也在抵抗現代建築。所以這幾個時間點放在一起，大概就是那個

時候最重要的世界趨勢。 

范裘利這個人，他 1925 年出生，在 1950 年拿到碩士學位。1945 年是世界大

戰結束，1950年他拿到學位。基本上他整個大學教育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開始，

也就是整個建築文化的主導權，在戰後從歐洲轉到美國的時候。大概在那幾年，有

非常多的歐洲人因為逃難到了美國，幫美國建構了一個對於歐洲建築的理解。剛好

在 1950 年范裘利拿到他的碩士學位，之後我們看到他在 32 歲時就開始教書。「建

築中的複雜與矛盾」這本書並不是一個完整的論文。這本書其實是一個完整的工作

營最後做出來的論文式手稿。這個手稿是他帶著一群賓州大學（U Penn）的學生到

羅馬去做在地調查，重新理解歐洲建築。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點，這個時候美

國的大學對於整個建築教育，對於建築專業影響很大。完了之後，33 歲他就開了事

務所，真正完成「建築中的複雜與矛盾」是在 41 歲。中間經過了 10 年的時間，也

就是這十年間他開了事務所、蓋了房子。在學校教書以後，最後把當初所做的一些

手稿跟一些調查資料重新整合在一起。這本書其實可以說是一個田野調查書，裡面

提了非常多案例。這本書是一個非常容易念也非常難的一本書，容易的地方是一個

田野調查，談的都是各種不同的案例來證明，Less is Bore，建築應該更複雜、更豐

富、更矛盾，把矛盾的東西放在一起，才讓建築整合在一起。這本書難的地方，在

於它沒有複雜的學術語言，都是平鋪直述在談建築。難的是他對於每個建築都只描

述一小段話 500 字，是他跟學生到歐洲做的調查。因此對於歐洲的建築史不夠理解

的話，就變得很難理解。整本書所有的用字都很簡單，但是沒有對於建築史夠了解

的話，就會像天書一樣，所以今天的責任就是拿出他提的各種不同案例，做複雜與

矛盾的比較，讓大家理解。如果大家理解了這些案子，大概就可以知道它文本的架

構。他在很年輕在 1972 年 47 歲就寫了「向拉斯維加斯學習」，我們可以說 40 歲到

50 歲是范裘利跟他的太太最重要的時間點。基本上所有的論述都在這個時候說完了，

後來一樣跟他太太 Scott Brown 做了非常多的案子。這些案子讓他在 66 歲（寫完書

的 25 年後）拿到普立茲克獎。雖然他拿到普立茲克獎，但是我們可以說范裘利這

個人最精采的還是它的論述，而不見得是他的作品。他的作品當然一一的在證明他

「建築中的複雜與矛盾」中的架構如何變為實踐。可是他最重要的影響還是在於這



 
本書，這本書影響了所有在 1960 年代的年輕學子。當時讀到這本書的年輕學子，

現在大概也才 60~70 歲。他們大概都難以避免受到范裘利的影響。1991 年范裘利拿

到普立茲克獎，這個時代就是後現代主義最盛行的高峰，之後現代主義就開始往下

走。那時候他已經寫完了「建築中的複雜與矛盾」、「向拉斯維加斯學習」兩本書，

同時做了非常多自己的案子，再過十年大概就不是范裘利的時代了。 

我跟各位解釋一下「建築中的複雜與矛盾」的重要性，Vincent Scully 是一個非

常重要的西洋建築史學家，他曾經提到 1923 年柯比意寫的「邁向新建築」的這本

書，距離此書約 40 年，其中提到建築新精神，建築五原則，大家如果有聽過前兩

講我相信大家都知道。40 年後最重要的一本書，Vincent Scully 說「建築中的複雜與

矛盾」是「邁向建築」以後最重要的一本書。我們可以知道這本書有多麼重要，他

奠定了時代的標準。它最重要講的就是複雜跟矛盾。「建築中的複雜與矛盾」為什麼

這麼特別，因為他背後具有批判性。范裘利寧願相信「兩者並同時存在勝過兩者間

的一方」。如果建築是一個光譜，古典建築如果是白色，光譜的極端現代建築如果是

黑的話，那他寧願喜歡灰色。灰色擁有最多的層次，在黑跟白之間。他喜歡兩個合

而為一勝過黑色或白色、古典建築或現代建築、極簡或複雜。他寧願相信包括在內，

而不相信排除在外。他相信所有建築美學不要把不喜歡的東西丟在美學之外，他寧

願所有東西像海納百川一樣，把所有生活的、歷史的、文化的、建築的所有標準包

在一起。他要那個 ALL 而不是一個 ONE，所以他寧願把所有東西都包在他的美學標

準裡面。另外他說豐富的差異勝過透過排他獲得的獨特，他寧願相信所有東西是來

自豐富的差異，相信矛盾的、多重意義的、不確定的詮釋。他相信這種事情勝過現

代主義，他寧願讓它的建築開始從矛盾、多重性裡面得到很多不同的滋養。他的下

一本書「向拉斯維加斯學習」，他的第二個觀點是讚頌大街文化。他希望所有社會的

建築美學標準，要打開雙手來迎接專業學院外的、常被認為平庸的、矛盾的大街事

務。大家如果能夠瞭解一個時間點，1966 年到 1970 年在藝術界也有一個非常重要

的美學潮流，就是普普藝術。Pop Culture 在藝術上也是一樣，包括 Andy Warhol（安

迪‧沃荷）開始用很多的可樂罐、瑪麗蓮夢露、玉米罐頭，用很多不同的流行文化

當作美學創作，去除了原來抽象畫這種非常菁英式的抽象思考。那時的美學界跟建

築界其實都有這樣的觀點，所以他說我們必須用雙手擁抱大街文化。這本書告示著



 
Populism，這當然跟當初的藝術史有很大的關係。「向拉斯維加斯學習」企圖重新分

析拉斯維加斯中所創造的各種不同不應該放在一起的矛盾事項，這些矛盾事項，我

們大概可以從 Rem Koolhaas 那本書寫完後的 12 年，Rem Koolhaa 在 1978 年畢業幾

年後，出了一本書叫「Delirious New York」（狂瞻紐約），也是用一樣的標準，企圖

拿紐約市或范裘利拿拉斯維加斯，這種所謂虛構想像的城市，來討論他建築或美學

上豐富的啟發。所以兩本書「向拉斯維加斯學習」跟後來 1978 年的「Delirious New 

York」（狂瞻紐約），都是這樣的觀點。這兩個觀點中間只隔六年，「向拉斯維加斯學

習」出現的時候剛好就是 Rem Koolhaas 在讀大學，快要畢業的時候，那時候全世界

充滿了興奮去理解所謂的大眾文化，或者現實社會裡面的想像。把這兩件事情放在

一起，大概就可以比較容易看到 1990 年一直到現在的 2012 年，中間 20 年這幾個

建築師們對於現代建築的影響。 

在這個目錄裡面，可以看到夏鑄九先生為他寫的序。夏鑄九先生幫他寫這個序

的時間的時候，大概就是夏鑄九先生在學術的最高峰時期。夏鑄九先生及郭肇立先

生在美國唸書的時候，就是在 1980 年後現代主義最盛行的時候，也包括後現代主

義跟各種不同的論述結合在一起。在夏老師跟郭老師這一輩，大概是把建築擴張到

最寬廣的一代，同時也包括哲學、社會學及各種不同文化融合在一起。夏先生把這

個序寫得很棒，我希望大家在看這本書可以先看夏老師的序。這本書分成幾個章節，

這幾個章節跟之前談的一樣，都是成對的。第一個章節很簡單的就是一個前言，一

開始就告訴你他所認為的建築其實必須要理解複雜與矛盾，而且這個複雜與矛盾不

是隨意的。如果今天看到所有東西混雜在一起，他認為那是平庸的複雜與矛盾，那

不是他想要的。他說如果把所有東西都湊在一起叫做拼貼，是一種簡化或擬化的。

這種沒有組織性的、沒有概念的、沒有系統的拼貼，是一個虛假的混亂。他提到建

築的複雜與矛盾，都必須對整體盡到義務。范裘利認為的複雜與矛盾，背後都有一

個整體性，背後都有一個內在的某種秩序、美學標準或統一的概念。只有在統一之

中，那個複雜才會最多。如果這些複雜與矛盾看不到一個 overall 的 view，整體不代

表要有一個統一的秩序，而是要有一個整體的畫面，所以真實存在完整性或隱藏在

完整性之中。在一個有完整性的架構裡面隱藏著複雜與矛盾，表現出來的真實事情

才是最美好的、最豐富的。所以他認為非常重要的是兼容並蓄，但要維持這個整體



 
是非常艱難的。也就是一個建築師、一個美學家要做一個簡單式、豐富式的矛盾與

複雜的拼貼其實很簡單，但如果有能力創造出兼容並蓄的統一就非常很不簡單。每

一個好的 Project 都要能看到你企圖尋找這種兼容並蓄的豐富性的能力。他說這樣艱

難的統一完全不是簡單的統一，像是現代主義、國際樣式。國際樣式為了求統一，

只好把不要的東西排除在外，所以可以看到一個統一性的美學。范裘利說這太簡單

了，那是不對的，我們不應該像密斯（Mies Van Der Rohe）把所有他解決不了的複

雜問題排除在外，才建構新的美學。范裘利認為這是簡單的統一。 

他的宣言是有趣的，可是是一個溫和的宣言，可是是一個強烈的批判。他的溫

和宣言是我們要兼容並蓄。第一章大概在談這樣的一個內容。緊接著來定義第二章

的宣言，複雜與矛盾的定義絕對不是簡化、擬化，簡化就是現代主義，擬化則一個

毫無組織、毫無思考的拼貼。他重新定義讓大家不要誤解他的複雜與矛盾是那種簡

化的拼貼。他在第二章對於複雜與矛盾做了一個完整的論述，說它不是一個簡化，

但他也不要那種庸俗的、媚俗的擬化。比如說我們在看很多住宅在談 Mix & Match，

難道這種混搭就是一種很棒的房子嗎？台灣現在的室內設計基本上就是這兩種，一

種是建築師做的室內設計，非常簡單、乾淨俐落，不能說它不好，但它就是在現代

主義的那種思考。還有一種就是混搭，像在獎室內設計的電視節目，找來的設計師

都說想要做混搭。聽起來好像在回應新的美學思考，但這個混搭在范裘利的標準上

只能稱作擬化，就是一個完全沒有思考的拼貼。當范裘利第二章定義了標準之後，

後面的幾章從第三章開始到第九章，全部是用各種案例來做各種分類，企圖抽絲剝

繭地告訴你他認為複雜與矛盾的層次有那些。所以如果你們能理解前兩章，才有辦

法繼續看第三章到第八章。 

第三章還不完全談建築，第三章講的是一個曖昧的概念，認為建築有曖昧才有

張力，他說建築上的曖昧與張力隨處可見。這個張力常常是因為不該碰在一起事情

的，突然碰在一起產生張力。這個時候范裘利不只是談建築案例，他還談詩、畫、

莎士比亞的戲劇，他用各種不同的藝術標準來說明藝術的文本中，因為曖昧才碰觸

出張力，這些張力才開始產生出藝術最高的層次。這些曖昧的層次既是形式又為本

體，既抽象又具體。甚至在抽象的文體中，跑出些具象的象徵，不像現代建築。現

代建築常常是為了表達抽象，把所有的具象排除在外。他認為藝術中的畫、詩、戲



 
劇，其實常常是因為有一些具象的、混雜的、不同的形式，才讓空間、作品產生張

力。 

接下來才看第四與第五章，這兩章是一對，要一起看，這兩章是在定義甚麼是

矛盾。矛盾的層次有哪兩種，是個體跟整體的雙重意義。同樣一個作品在矛盾的這

一章叫作「不僅……卻又……」，某棟建築可能是微觀的為了周邊環境所做的事情，也

可能是為了巨觀的大脈絡所做的事情，有時候在回應個體有時候在回應整體。所以

建築有 Micro View 也有Macro View，兩種不同的層次。好的建築常常看起來不一致，

看起來矛盾，但其實有的矛盾是在回應整體，有的矛盾是在回應個體。大概不能只

回應單一的面貌。因為他在回應各種尺度、各種不同的環境，造成自我的矛盾。所

以有時候大家會看建築有時候會很不搭，可是這個不搭如果在高空上看，才發現原

來是這個樣子，原來是為了全區的環境才做了這些動作，可是這些動作在整體的美

學中是不搭的、矛盾的。范裘利認為這種矛盾是最棒的，他不僅為了空間的幾何美

學還讓都市形成一個新的統一脈絡。建築要為自己還要為了都市，所創造出來的矛

盾就非常偉大。這是他提出的第一種矛盾，也就是說他的矛盾不是隨便的。矛盾背

後是有新的觀點。 

第五章「續矛盾的層次」他提到另外一種矛盾是為了不同的功能或結構。比如

說一個建築要變成停車場與居住處，所以創造出的這種矛盾很偉大。從我們今天的

觀點來看，Rem Koolhaas 很常運用這種矛盾。庫哈斯（Rem Koolhaas）用了另外一

個字不叫矛盾，叫做 Hybrid Programing，如何讓各種不同的 Program 可以交雜在一

起，整合在一起成為 All in One，庫哈斯（Rem Koolhaas）基本上就是在談這件事情。

如何讓各種不同的、複雜的機能整合在一起變成一種新的矛盾。我們從當代的非常

多建築師身上可以看到。這種矛盾是由各種不同處理結構之間的關係所產生新的矛

盾，比如說外在有一個厚重的牆面抵抗力量，可是內部卻是一個非常輕巧的概念，

所以同時有一種輕巧的、一種厚重的關係，同然整合在一起，他認為這個矛盾是非

常值得被看到的。 

大家請記得這兩章是一對的，一種是從整體、個體觀的；一種面對內在機的能

跟形式、結構所產生的矛盾。因為這樣的矛盾讓建築有話語可以說，這樣的話語充

滿在各種古典的案例，他一一拿出來證明其實古典建築最棒的地方是這些部份。 



 
接下來六七八章是在談另外一種矛盾的關係，這種矛盾的關係是在談通融與秩

序是第一個矛盾。他認為建築應要有一種秩序存在，他還是認為建築要有秩序，他

還是個古典主義者。古典建築中的文藝復興、希臘、羅馬認為建築必須要有秩序，

縱使今天看到的范裘利也是認為建築要有秩序。可是在這個秩序下面，最重要的是

一種通融很多複雜與矛盾的因襲元素。因襲元素就是因襲著社會的某些脈絡，或因

為以前的歷史標準，例如以前留下來的拱結構，所以面對這個建築的時候，重新看

待這個拱結構，雖然它與你這種秩序美學是不一樣的，現在是用鋼筋、水泥、玻璃、

鋼鐵，已經不再用磚石構造的拱結構，可是這個拱結構一旦被留下來，那裏面蘊含

著非常多歷史跟文化的豐富性。建築師要創造的秩序是要能夠通融這些因襲元素，

才會產生更大的力量，而是為了創造一種新的美學把以前的歷史文化一掃而空，要

能夠跟因襲元素產生關係。這一點很重要，我們現在學習建築，學習各種不同的新

美學也是另外一種標準，當然這個標準不是每個人都接受的。比如說密斯（Mies Van 

Der Rohe）不接受這些事情，密斯（Mies Van Der Rohe）認為他要的美學如果多了一

個圓拱、磚石構造，那他的 Less is More、他要的建築美學就會打折，但范裘利他而

言這是加分的。 

第七跟第八都在談兩種矛盾，「被適性之矛盾」談到整體中所包含的例外跟矛

盾。這是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談到建築的矛盾如果沒有整體，那建築的矛盾

就不存在。因為建築必須艱難的找到那個整體性，那個矛盾才會有力量。他希望大

家能夠接受整體中包容的例外跟矛盾，建築應該要可以接受破格，而且建築需要破

格。首先要有格，要先架出一個格，然後在這個格之中找到破格元素，破格元素反

而是讓建築產生生命力量的地方，所以整體要能夠包容很多的例外。第二個點他提

到其實整體性還可能是各自獨立衝撞的，他稱為「被並列之矛盾」。並列性矛盾就不

一樣了，他不一定要有一個大秩序，它可能是兩三種不同的矛盾秩序整合在一起。

剛剛談的被適應的矛盾是有一個大東西，有破格的小東西。並列矛盾是兩個一大一

小或是一樣大的秩序整合在一起，還是有秩序但它們是並列的，產生衝撞的。剛剛

談「被適性之矛盾」中的破格是沒有秩序的，它只是破格。但到了「被並列之矛盾」

他是各自獨立的秩序，並列或相重鄰接，拼貼在一起。它各自有各自的格，所以我

們可以看到不同的格狀在一起產生的張力。在這邊可以看到第六、七、八章所談的



 
矛盾是因襲下來的，他用了一個詞叫「退化元素」，可能以前羅馬的圓頂很強烈，慢

慢因為技術的關係開始退化，可是這個退化還是要能夠被看到，這是其中的一種狀

態。一種是破格的，一種是並列的，這三種矛盾是他用各種不同的案例來補述矛盾

的關係。這五個矛盾非常非常精彩，他用盡了好幾十個不同的案例來談這五個不同

的關係:機能的不同、整體跟個體的不同、破格的關係、並列的關係、因襲的關係。 

第九章獨立存在，他談的是建築的另一種空間性，他談到建築中內根外之間的

對比，盒中有盒，他在談建築室內跟室外可以用同一種眼睛、觀點來看待。這不是

他才發生的，早在文藝復興、巴洛克就有談到，例如要做一個教堂，裡面空間的內

部環境跟外部的廣場空間環境，只不過多了一個屋頂，兩個的秩序是可以同樣看待

的。還有建築不必只有統一性，一個建築可以裡面為裡面的秩序，立面是為外面的

秩序。他把皮層開始分離，建築的外觀可以為了都市，建築的內在可以為了內在本

身的秩序。這一點在挑戰現代建築，因為現代建築都說內外合一，建築必須從內到

外要有一致性。范裘利說不必，建築的外皮面對城市跟內部不必有關係，建築的內

部可以自成一格。所以同一棟建築可以既面對外面也同時面對裡面。內部和外部可

以產生對比與矛盾，不需要一致性。從 1920 年到 1960 年這四十年，建築都強調型

隨機能而生，每一個內部的機能邏輯必須反映到外部的邏輯，外部就會因為機能而

變成一些簡單的幾何量體，表現它的內外關係。內跟外之間因為要穿透，所以內外

要一致。這時候他告訴我們內外不一定要一致。 

第十章，其實這又回到最原始的第一章，強調建築其實是艱難的整體。建築師

必須為了維護這個整體而付出努力，所有的複雜跟矛盾必須要被接納在一起，建築

必須為了這個複雜跟矛盾付出非常大的努力，要為艱難的整體盡義務，才會是一個

好建築。一個好的建築不可以排除所有外部的可能性，所有外部的能性都是豐富的，

可是內部要非常非常努力的用盡力氣，將這些所有東西型成整體，然後他必須包容

不連貫的及微弱元素。要能夠聽到建築裡面的極弱音，就是我們在音樂、音符裡面

的極弱音，極弱音基本上可以不存在，但是極弱音它必須存在，但這個存在是處於

一個非常非常弱小的狀態，可是正因為它存在，才讓整體產生另一種新的豐富性或

張力。建築必須要包容這些事情，才讓建築有小事件發生，而且還可以變相，不會

永遠都就在一個單體的架構。這整個目錄就是用這樣的架構，一直在繞圈子說明甚



 
麼是複雜與矛盾，所以這本書其實不太容易懂，如果不理解他所談的案例，那麼就

會不理解他的繞圈子的原因。那其實每個章節都是有各自的重點，每個章節都在談

各種不同矛盾的狀態。 

最後，第十一章是他早期自己的作品，他 41 歲寫這本書，可是他從 33 歲開始

執業，中間的八年他做了一些還不錯的案子，我也認為是他最好的案子，就是他寫

書的這時候做出來的案子最 Unique，之後案子越做越大的時候，對我而也那些案子

沒有那麼重要。大家一定要看到他在第十一章所放的案子，包括他媽媽的家，包括

他在賓州做的公園、幾個住宅、幾個紀念碑、幾個體育館都非常精彩。這是一個非

常勇敢的建築師所寫的書，因為他敢在前面做了非常大的批判，後面還敢把自己的

作品搬出來，告訴大家他所有的批判在那八年自我實踐，不是只是身為一個批判理

論家，只是對外看。他自己本身就在做這樣的實踐，而且把他們都收在同一本書裡

面。因此他很偉大也很勇敢，他不但是一個建築師，也是一個理論家。這樣的人在

1966 年之後的 1978 年有 OMA 的 Rem Koolhaas 寫了 Delirious New York，我甚至都

覺得 Delirious New York 在學「建築中的複雜與矛盾」跟「向拉斯維加斯學習」。一

樣在前面 70%的篇幅在談理論，後面 30%在談自己的案子。把自己的案子重新建構

在他的理論基礎上。這些人都是我很敬佩的人，既是建築師也是理論家，可以同時

把這兩件事情放在同一個平台，是非常有勇氣的建築師。這兩本書在 12 年之間，

造成不同時代的影響，一個造成 1990 年前的影響，一個則影響了 1990 年後。 

我們直接進入第一章，看到我標記了他的幾個宣言，他說：「我喜歡建築中的

複雜與矛盾，但我既不偏好也不夠格的建築所有的紊雜或武斷性。」，他不喜歡的有

兩種，一種是武斷的現代主義，一種是紊雜的古典主義、折衷主義做了很多沒有章

法的拼貼，對於這兩件事情他都稱為不夠格的建築。這些不夠格的建築有一個是擬

畫派，就是我們談的折衷主義，或者他稱現代建築是一種表現主義，簡單的說就是

密斯（Mies Van Der Rohe），他對這些都沒有好感。他要談的不是那種現代主義只具

有表現自己的概念，也不是要談那種毫不表現自己，只是在做拼貼的建築。他要談

的是複雜跟矛盾的建築，他立足在豐富且曖昧。這些豐富曖昧的概念，存在藝術本

身的體驗，包括音樂、戲劇都有這樣的經驗，他喜歡這種矛盾跟豐富的狀態。在這

裡面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話，請大家記得，感受一下就好。這段話是郭肇立老師寫下



 
來的，他完全受到後現代主義的影響。「我喜歡建築的複雜與矛盾，我喜歡構件元素

的混血，而非純淨；我寧可折衷，而非清晰；我寧可扭曲變形，而非直接了當；我

寧可含糊不清，而非同一清晰；我既放縱，又客觀；我既退化，卻創新。」這就是

他對於這個時代的註解。「我寧可俗氣，而不設計；我寧可通融，而不排除；我寧可

累贅，而非簡單；我寧可不一致和不確定，而非清晰直接；我喜歡雜亂生猛活力，

取代清晰統合；我接受不推論，喜歡兩面性；我喜歡意義的豐富，而非意義的清晰；

我喜歡既含蓄，卻明顯的功能，我喜歡既黑且白，偶而帶點灰色也不錯。」用這些

話語來看東方，其實東方就是這樣包羅萬象的，跟西方現代建築這種直接了當、分

析性的建築完全不一樣。我非常喜歡這段翻譯，把整個范裘利對於現代建築的批判，

用輕鬆簡單的角度來重新定義。 

第一章他談複雜與矛盾來比對於簡化跟擬化的概念。第一個他批判的是 Philip 

Johnson 做了一個自宅的 Glass House。這是一個在山林之間的玻璃房子，這是向密

斯（Mies Van Der Rohe）致敬。可是 Philip Johnson 也曾經做了一個房子要向密斯（Mies 

Van Der Rohe）致敬，可是有些生活的機能還沒辦法完全整合進這個玻璃房子，因

為玻璃幾乎是完全透明，基本上沒有私密性，所以 Philip Johnson 又做了另外一個案

子，上面是一個 Glass Building，下面為了回應機能，塞進了一些房間，做了一些非

常厚重的石頭的基座。范裘利不喜歡這種 Style，但他喜歡後者勝過前者，因為他充

滿各種不同矛盾的機能，而讓它不得不在下面做一個基座來定義私密性。它不像前

者完全模仿了、學習了密斯（Mies Van Der Rohe），為了表現純淨而放棄所有生活的

必要性。范裘利雖然都不喜歡這些 Philip Johnson 當初做房子，可是比較起這兩個

Philip Johnson 的作品，他還是認為後者接受了生活的現實，進而產生了這種 New 

style，這個 New Style 是前者所沒有的。范裘利說當你不放棄生活，不放棄外在的矛

盾機能時，反而可以產生一些跳開單一化的建築，所以他說「單純失靈之處，就是

過於簡化」，也就成為 less is bore，非常的平淡、非常的平凡。他說 Philip Johnson

的這個房子 Wiley House 一反 Glass House 追求優雅的單純性，淪為過分簡化的生活

起居而少了可能性。Wiley House因為有了一些生活的渴望，所以產生了這樣的房子。

他對於建築複雜的認知，亦如 Louis Kahn 說「對單純之渴望」。建築師一者要對單純

的形式有種渴望，可是建築師還要對於複雜有所認知。好的建築師例如 Louis Kahn



 
絕對是純粹表達秩序的建築師，可是他渴望追求單純的同時，對於建築的複雜認知

也是必備的。他可以理解這個社會、生活裡面各種不同的複雜。「一種既滿足我們內

心之渴望，又合乎美學，既合理且深奧之簡化，則來自於內在的複雜。」你的簡化

如果去除了內在的複雜性，那麼建築的價值就不見了。好的建築價值，是在簡化的

過程中，討論了內部的各種不同的複雜性。內在的複雜性包括在尺度上、機能上……

等各種不同的關係。 

Alvar Aalto 跟 Le Corbusier 都被認為是現代建築師，而且都被稱為是五大現代

建築師大師之一。這五大現代建築大師是柯比意、密斯（Mies Van Der Rohe）、Frank 

Lord Wright、Alvar Aalto、Louis Kahn，范裘利甚至把這五個人都拿出來談，這五個

人他也有排序，從最喜歡的到最不喜歡的，最後一名是密斯（Mies Van Der Rohe），

倒數第二名是 Frank Lord Wright，中間是柯比意，最喜歡的是 Alvar Aalto 跟 Louis Kahn。

雖然他的排序跳來跳去，也沒說誰是第一名，可是從他的話語之中，可以理解他的

排序。這些排序其實是在敘述他的複雜與矛盾。在范裘利的心目中，這五個都是很

棒的建築師，可是這五個很棒的建築師在他心中是有不同的層級的。他說我們其實

都一直忽視 Alvar Aalto，Alvar Aalto 其實是一個很棒的有機建築師，他對於材料跟細

部有非常棒的感受性，Alvar Aalto 常常很隨意地把所有東西拼貼在一起。范裘利說

我們不要誤解 Alvar Aalto 那些隨意拚在一起的東西是沒有章法的，Alvar Aalto 其實

是非常有章法的建築師，透過這種隨意性游刃有餘的把內在複雜機能給整合在一起。

范裘利做了一個比較是他個人的觀點，左邊是 Alvar Aalto 的案子，是個好的複雜與

矛盾；右邊是另一個建築師的案子，是個不好的複雜與矛盾，是一個擬化式的、拼

湊式的複雜與矛盾，把各種不同的東西都拚在一起，他說這種拚在一起東西只是反

射式思考的拼貼，這些拼貼只是為了視覺上。他認為複雜與矛盾的價值不在這裡。

在 Alvar Aalto 的案子中，可以看到很多件事情不應該存在在一起，包括這個曲線，

這個曲線這邊突然裂開來，左手邊裂開的關係與右手邊裂開的關係對於光線的處理

不一樣，左邊開窗與右邊的管風琴也不一樣。Alvar Aalto 在做這個複雜與矛盾的概

念裡面，其實背後是有機能思考的，還包括他的整體性是存在的。這個整體性是這

個教堂的空間是個古典的三分法，Alvar Aalto 接受了這個基本的架構，也接受了內

部各種不同的機能需求，也接受了外部的陽光跟構造的關係，所以他成立了這樣的



 
建築，跟另一個毫無章法的建築完全不一樣。所以范裘利在第一章就開始建立說，

我們今天所創造出來的東西，是瞭解複雜與矛盾的建築，不是只為了要漂亮，或者

密斯（Mies Van Der Rohe）做的平淡無奇，而是真正去理解內在的關係。 

第二章他談到曖昧，艾略特曾把伊麗莎白時代的藝術稱為「一種非純粹的藝術」，

這個非純粹的藝術充分表達了複雜和曖昧這兩種完全不同的情狀。如果在莎士比亞

的戲劇裡面，可以看到非常多不同層次的意義，有很 Macro 的神話性思考，有很

Micro的角色象徵，大架構的思考與小架構的象徵充斥在莎士比亞的各個戲劇裡面，

范裘利認為這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新的表現。William Empson 說莎士比亞是一個桌越

的曖昧家，他的張力往往來自於這種複雜與矛盾。William Empson 說「詩，做卓越

處在於其意義之不明確，而此特質卻曾被指責為詩之敗筆。」錯了，詩常常因為這

種不明確性產生另外一種張力。他用詩跟戲劇來表達這樣的觀點，如果建築開始源

自於內在的特質或特殊涵構，足以讓建築產生特有的曖昧跟張力。這也引發了後面

的兩章，特殊涵構就是指剛剛談的小涵構跟大涵構；內在特質就是指機能、結構，

因為機能或結構這些 Contexture。因為這些才讓建築產生特有的曖昧跟張力，第三

章跟第四章就在談這些產生的張力。如果我們把「或者」這連接詞，再加上「問號」

即可描述出曖昧的關係。這個「問號」是一個不確定性，「或者」是一種包容。接受

了外部各種不同的情狀，最後給他一個不確定，這就是曖昧的張力。他認為所有的

藝術都不可缺少這一部分，這個問號是很重要的，可是前面要有一個或者，要有一

個推論點。問號不是隨便打的，是對於那個推論點所留下的不確定性。他說我們常

常要問這一件事情「這個是……或者是……？」，他提到了這個現代主義最完美的作品

也是我們提到建築新精神裡面建築五原則的「Villa Savoye」。他說「Villa Savoye」大

家都認為是現代建築，甚至於之後的人都在學習它，可是你們有學到柯比意嗎？你

們有看到柯比意純淨的五原則以外，有看到他裡面曖昧的張力嗎？這些張力早就存

在了，到了 1950 年代這些庸俗化的現代主義放棄了這種曖昧的張力。他認為裡面

其實有很多東西都可以學習的，但都被放棄了，很多人只學習乾淨俐落那種現代的

表現性，可是少了柯比意曖昧的關係。他問「Villa Savoye」到底是個方形平面，或

者不是？有沒有問過這個問題，柯比意的建築裡面充滿了各種不同的矛盾。二樓是

一個方形的架構，甚至它還不是方形，這裏面被挖了好幾個洞。一樓因為外在有一



 
個停車車道，產生了一個圓弧，它到底是不是方形？也正因為這樣，柯比意下面半

圓弧的底層挑空，可以讓 Mobile 進來。中間圍繞的方盒子跟上面的屋頂花園，這種

曖昧性產生了柯比意 Villa Savoye 最大張力。這是范裘利所提出來的論述，它每一次

提出來的論述都是一個案例，都是用案例提出他自己的看法。 

我們來看 Moretti 的公寓大廈，它到底是兩棟建築？還是一棟建築被車一條縫？

范裘利認為這件事情是曖昧的。因為這條縫，把原來基本的雛型給切掉了，所以造

成了新的空間張力跟可能性。范裘利提出的這些案例有時候不容易懂，因為他都是

放一張圖，裡面描述大概 300 字，只是題問或者提出他的一些觀察，這些觀察都是

他跟他的學生們所提出。他問道:我們接不接受這種建築的存在？如果我們接受這種

建築，表示建築有非常多的可能性，既要分開但水平帶又連在一起，看起來像合而

為一又像一分為二。 

建築中充滿了各種「不僅……卻又……」的層次，這個層次來自於不同的層級。

建築有大層級也有小層級，不同的層級可能有些矛盾，這些矛盾的元素有時候不僅

大卻又小，不僅封閉卻又開放，不僅是圓卻又是方（Villa Savoye），不僅是連續卻又

分離（Moretti 的公寓大廈），不僅是結構性卻又有空間性的，所以建築充滿了曖昧。

Louis Kahn 有句話非常重要，也是范裘利認為 Louis Kahn 最偉大的地方，他說建築必

須要有壞空間也要有好空間，建築必須有這些破格的，違反原來規則的概念，同時

必須要是一個好空間，他認為建築必須要有這個概念。一個看起來極不合理的單元

（壞空間）如果能夠導致整體化，因為它的壞、它的破格讓整體的形式跑出來。為

了保全全體，每個單元都必須加以妥協，建築師的責任是找到這艱難的整體。建築

師所背負的責任是為了這個正確的妥協而有所抉擇，為了小的破格跟大的整體而抉

擇，找到 Position、找到 value，建築才會產生力量。如果建築師因為這個不合理的

東西而把它撇開，排除在外，那麼他認為這樣的建築師並沒有擔負責任，就像密斯

（Mies Van Der Rohe）。密斯（Mies Van Der Rohe）排出了那麼多的外在需求、複雜

的機能，而成就自己。范裘利稱這為表現性的建築，並沒有回應建築的關係。 

再次回到 Villa Savoye，他談到這裡面充滿不同的複雜與矛盾。包含它的柱子都

很矛盾，本來是三排柱子，到了下面突然變成了三排柱子，只是為了回應機能。你

可以說柯比意沒辦法只好改變柱子，可是正因為改變柱子，才讓范裘利覺得這個案



 
子很帥。為什麼上面是三排，下面是四排，在比較現代建築觀念的建築師會認為這

個秩序不對，但范裘利認為這就對了，這是非常重要的既 A 又 B。 

范裘利談到非常多歷史的案例，這些案例都已經成立了，而且都是非常重要的

案例。他談到了 Bernini 所做的作品，本來萬神殿都是正圓的，到了這個房子的時候

被壓成了橢圓。這個橢圓非常有意思，以前我們在萬神殿所看到的中軸線底端有個

神龕，橫向的軸線兩端也有神龕，可是到了 Bernini 的時候，把這個神龕由單數變成

雙數，橫向軸線的底端變成了柱子。因為橫向沒有神龕了，更強化了短向的軸向。

這個壓扁的橢圓，去除了長向，強化了短向。這個矛盾我們平常都感覺不到，但范

裘利認為這個跟萬神殿最大的不同在於，他把橫向的軸向拿掉，強化了另外一個軸

向，讓這個神龕變成偶數而不是奇數。他說到這個巴洛克充滿了破格性的討論，然

後沒有方向性的圓被拉成橢圓以後，開始產生新的方向性。此外這個建築矛盾之處，

在於這個明明是向心性的建築，卻長出了兩條腿，這兩條腿是為了大格局，為何表

達對於都市環境、廣場形狀的關注，所以房子的正立面並不是一個自成一格的性心

性橢圓，反而是一個 U 字型。所以范裘利說外部跟內部不一定要統合，外部可以為

了都市空間，內部可以為了自己的空間，這兩件事情可以同時存在。這樣同時存在

的建築從 Bernini（巴洛克時期最重要的建築大師）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到。這是一個

非常具體的案子，所以可以看到從 Bernini 在 15 世紀的案子到柯比意在 20 世紀的案

子都充滿了各種不同的複雜與矛盾。 

大家在看這個案子的時候有發現甚麼特別的地方嗎？這個特別的地方在為了

都市的狀態，但背後有個秩序上的邏輯，還是非常古典的想法。教堂或公共空間必

須要回應都市、必須具有正面性、必須要對稱，這是古典建築留下來的基本原則。

他說這建築有趣的地方在於其面對兩種都市條件，必須要創造造兩種立面，兩個立

面都是正立面，所以產生了這樣的平面。這個平面雖然看起來矛盾不一致，可是卻

也因為它的矛盾不一致產生了獨特性。它有一個正面的軸線在這裡，創造了一個巴

特農神殿的正立面、大階梯跟抬高的架構作為一個正入口的軸線，可是另外一端產

生另外一個軸，讓人從街面的兩個樓梯近來以後轉成這個軸，兩個軸為了不要產生

衝突，他建構了另外一個 Power，一邊用高塔來表達這個方向的軸線，一邊用巴特

農神殿的正立面來表達。兩個立面在都市涵構中同時存在，兩邊都有正面性，兩邊



 
都在面對不同的都市涵構。可是進到裡面，會發現裡面部分是矛盾，可是這矛盾裡

面產生了「艱難的整體」，產生了整體感，這個整體感是被整合過的、努力過的，這

個艱難的整體就是范裘利所談的。他說這個案子在伊斯坦堡太有趣了，不是個名建

築師的案子而是個民間的案子。一般來說希臘、羅馬建構下來的建築裡面，非常重

要的建築元素包括三段式的頭身腳，柱頭、柱身、柱腳，柱子上一定有個 Plate 才

去架眉樑。在希臘的眉樑系統跟柱子的系統是非常完整的，柱頭有自己的形式，柱

子有自己的比例關係，眉樑有眉樑的結構關係，可是轉到伊斯坦堡後，受到伊斯坦

堡文化內容的影響，伊斯坦堡的建築常有當地文化性的圖騰，這些圖騰就通通刻在

柱子、柱頭、Plate 上。一個西方相信的結構元素加上文化的圖騰，產生一個超級曖

昧的建築，兩者融為一體。既分離又合而為一，才是讓建築產生創新、產生新力量

的開始。所以它既是一個清楚的柱頭也是一個完整的雕刻，後來也是後現代主義非

常嚮往、崇尚的「曖昧性統合」。另外這個例子是十八世紀 John Soane 非常重要的

案子，這個房子產生了一些矛盾。大家都知道古典建築有圓拱，圓拱是為了傳力給

柱子，所以圓拱下來一定有柱頭再有柱身。可是他為了回應這古典建築的關係而做

了圓拱，可是這個圓拱阻擋了這個空間的開放性，因此他索性就把這兩根柱子拿掉，

所以突然產生一個不合理的狀態，有拱沒有柱。所以原來圓拱承接力量的結構關係

就不建了，但這個拱為什麼還存在呢？因為有了這個拱，讓這兩個空間既合在一起

開放，有界定出這兩個空間（一個大空間一個小空間），所以它還是具備了原來西方

拱廊用以界定空間的元素。它既形成了一種界定空間的元素，可是又滿足了開放性

的思考，去除了原來的結構性。范裘利認為這樣的關係在十八世紀，產生新的空間

狀態，在古典建築、文藝復興甚至現代建築是不接受這個美感。這是一個曖昧而不

合理的美感，但范裘利重新看待 John Soane 這個房子，認為這些美感有它的獨特功

能，有它獨特在界定空間的新功能，不管是象徵性的、文化性的、空間性的功能，

它都開始建立起來。另外這個案子大家有沒有覺得什麼奇怪的地方？這房子到底美

還是醜？應該是醜，因為這像一個大龍砲放在一個站不住的基座。房子本身小小的，

但上面的塔卻大的嚇死人，是一個完全失去比例系統、完全失去建築美學的一棟建

築，而且是一個誇大性的建築。范裘利說這棟建築，你站在旁邊這個廣場裡面，會

發現這些旁邊周圍的 Context 非常完整。這個 Palace 所建構出來下面的量體，為了



 
是跟旁邊這些 Context 的高度融在一起。可是它既是整體也是個體，他自己本身的

這個塔其實不是為了這個廣場，是為了遠方的 Landmark。當今天這個建築身上擔負

著兩種角色，一種是角色是必須要跟整個城市、廣場有象徵性、地標性的意義，它

又要人走到這個廣場的時候，回到一個基本的都市涵構而不會覺得突兀。這兩件事

情它都辦到了，也因為它既整體有個體，既 Macro 也 Micro。從空中來看它在整個

都市所扮演的角色是必要的，從廣場接近人尺度的角色也是必要的，這兩個必要加

在一起的矛盾，成就了這個建築。這個建築的角色不容大家忽視，因為它沒有去除

它所該扮演的角色關係。這非常非常有意思，這是現代主義思考或古典完整的文藝

復興完全不接受的。這棟建築大家有沒有覺得奇怪的地方？看起來它非常現代主義，

但你不覺得這建築上的 PSFS 很奇怪嗎？這個字它包住了上面的水塔，但下面的人完

全看不到。為什麼一棟建築這麼完整但上面還要加那個頭，這個頭下面的人看不到，

但它是給遠方看的，它是給其他高樓或都市更遠的地方或飛機看的招牌。它有自己

獨特的功能，這個獨特的功能跟建築的功能是分開來的。好玩的建築、有意思的建

築是它接受了這棟建築在地面上以及在空中的不同角色。所以他不會為了無謂的堅

持而回到原來的狀態，但密斯（Mies Van Der Rohe）救世會堅持那個無謂的狀態，

所以密斯（Mies Van Der Rohe）蓋了 Seagram Building，從頭到尾的每個細節他都很

在意，包括沒有人會看到的頂樓細部，可是從頭到尾都要完整表現他整體的細部。

這是現代建物師不知道為什麼的某種堅持。可是對范裘利來說，他寧願接受這樣兩

種不同得曖昧跟矛盾所建構出來的整體、個體間的關係。 

剛剛已經談了矛盾層次的第一層，就是從大的都市架構跟小的架構看到不同層

級，整體跟個體之間的關係。范裘利在這成對章節中的第二章「續矛盾之層次」談

到雙重機能元素。建築內在有些機能的混和，本來這些混和不應該在一起的，可是

面對、接受了這不合理的機能產生了新的矛盾。我們剛剛談到庫哈斯（Rem Koolhaas）

受到他的影響非常大，庫哈斯（Rem Koolhaas）的建築常常是同時接受了兩三種不

同 Programing 的架構合為一體。范裘利提到這除了涉及剛剛談的「個體、整體的關

係」還非常強調多元性的機能。他提到幾個非常重要的案例，包含柯比意後期的案

子。柯比意早期都在做建築的新精神，可是到了後期他開始把他個人主觀的意識放

出來做了一些很棒的案子。范裘利提到了柯比意的 La Tourette 修道院以及一個沒有



 
蓋出來的阿爾及爾都市設計、集合住宅設計，他也回到文藝復興時間看到佛羅倫斯

的老橋。這些案子讓他看到了多元性的機能，也就是 Hybrid Function、Hybrid Program

所創造出來的建築。這個影響一直到今天都還不變，這也是為什麼范裘利的書這麼

重要的原因，因為他絕對不是隨便說矛盾跟拼貼有多好。范裘利本身是一個建築師，

他是一個非常了解古典主義也非常了解現代主義的史論家，所以他的架構背後有一

個非常完整的理論基礎。他談到一件事情是「退化元素」，這個退化元素看起來有礙

於意義的清晰，例如歷史上留下來的這些拱……等等，在我們蓋新建築的時候總要把

它去除，因為它讓我們的建築不純粹。它有礙於意義的清晰，但有助於意義的豐富。

這個以前曾經強勢過的元素退化了，但它的退化還保留了原來的歷史意義、文化意

義、結構意義、機能意義，讓建築的意義非常豐富。這個退化元素絕對不是一個累

贅，它可能是引發舊意義的概念。你看台北市其實是一個格子系統，可是台北市裡

面有一條安和路跟新生南北路是彎的，產生一些奇怪的三角形空間。因為台北在做

格子系統裡面，保留了以前舊有河道瑠公圳，是一個非肌理的、矛盾的一條線。因

為這條線被留在台北的格子系統，所以會發現台北的馬路裡面多了一條安和路，這

就是退化元素，但請不要把它當作累贅，它本身有種地理上的、文化上的意涵。紐

約市裡面也可以看到全部都是格子系統，垂直的是 Avenue，水平的是 Street，可是

中間多了一條路是斜的稱為 Broadway，整條斜的穿越所有格子。這些東西都是因為

它舊有的意義，激發了新的涵構中的意涵。一旦這些東西合而為一，就會產生新的

狀態。我們常在做基地調查的時候或研究歷史涵構的時候，請記得有幾個重要元素，

不一定要去除它，如果看得到它不累贅。它背後有一種以前被反應過的元素，范裘

利稱為退化元素，就他的觀念而言，這有助於意義上的豐富。現代主義者常常把這

些東西一次去除，因為現代主義希望維持一種新的信仰、新的美學系統。 

范裘利開始思考佛羅倫斯的這座橋，他既是一個橋，但有產生了另一個機能是

商店街，延續了這整條商店街。既是商店街又是橋，所以才會產生這個重要且有別

於其他的橋。如果你到佛羅倫斯，一定要走到這座橋，因為這座橋不只是橋，橋還

是一個街道。另外看這個例子是柯比意在阿爾及爾的都市計畫或集合住宅案，它既

是連在一起集合住宅，上面還是一個高速公路。如果回去看我們第一堂談的「空間、

時間、建築」，基提恩也提過這個案子，這個案子在轉化的過程裡面，因為凡爾賽宮



 
需要一個最長的景觀，所以把建築拉的非常水平，經過好幾次的改變，到了阿爾及

爾的時候，柯比意希望創造一個公路，這個公路可以沿著海岸走，它既是一個線性

的架構，可是它也是一個非常好的視覺效果，所以他把集合住宅蓋在公路之下，它

既是公路也是住宅，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創造出一整條複雜的、包含各種 Metropolitan 

Condition 的 Housing。這樣的案子後來被庫哈斯（Rem Koolhaas）重新拿出來看，庫

哈斯（Rem Koolhaas）重新把建築跟交通合為一體，他要做交通、停車場、碼頭、

貿易中心全部合在一起，變成一個 double function element。這不只是庫哈斯（Rem 

Koolhaas）在談，在范裘利早期就在談。 

La Tourette 的修道院，這個修道院有個原始的雛型就是個 U 型的合院。可是這

個 U 型的合院中因為各種不同的元素，產生很多奇形怪狀的、破格的 element，重

新改變了原始宗教性、神聖性的修道院，也正因為柯比意不僅在看一個原型的合院

系統也在看各種不同的獨特機能跟風格，讓這個 La Tourette 修道院變成柯比意的集

大成之作。柯比意把他從早起到晚期各種不同象徵性的思考、美學上的思考合在一

起，變成他後期最重要的作品。 

范裘利認為在當代藝術中也有非常曖昧的概念。例如這個藝術家曾經畫了一幅

畫，這幅畫的彩墨最後拉到椅子上，椅子跟畫合為一體，畫掛在牆上，而椅子是給

人坐的，這兩件事情因為一道彩墨合為一體，變成不可分。把椅子拿掉，這個藝術

作品就不存在了。范裘利也談到日本桂離宮最重要的是這根木頭，這木頭既代表整

個木結構系統，可是這個木結構有別於其他木結構，他找到一個非常自然的木結構。

它既具有結構元素有具有象徵元素。這個量體跟樹，在日本文化性的象徵中被放在

一起，它不只是一個原始的結構元素，而是在原始的結構元素裡面產生了雙重意義。

這個雙重意義讓這樹幹跟這個元素產生了另一種組構關係，彼此密不可分。有人說

桂離宮是日本最現代主義的建築，縱使如此日本人在做這個桂離宮時並沒有放棄退

化元素中的文化象徵、文化意涵。因為這個文化象徵、文化意涵讓這個建築產生另

一種獨特性。它是豐富的，不像一般現代建築那麼的狹隘單薄。 

大家看這萬神殿，大家都非常理解。萬神殿本來是有拱的意義，後來被回填了

磚石，變成一個承重牆來頂住這個圓頂，這個拱原來的意義就消失了。可是這個拱

是代表羅馬非常重要的結構系統，所以這個萬神殿在蓋的時候，既用了大的承重牆



 
頂住這個圓頂，在每個窗戶的留下了這個退化元素、因襲元素，原來的歷史系統還

是輸入到這裏面來，讓這個萬神殿具有新的紀念性也有就的歷史涵構意義。外在可

以看到這個拱，內在幾乎看不到這個拱，只看到新的萬神殿有各種不同層次的空間

系統，兩件事情同時存在。 

Palladio 在他的後期，文藝復興的建築裡面大量使用兩種不同的 Order（秩序）

重疊在一起，第一個 Order 是這個山牆加上這四根柱子，還有另外一個 Order 是這

個矮的山牆跟這些方柱。兩種不同的元素，一種是矮山牆加方柱，一種是高山牆加

圓柱，兩個重疊在一起、拼貼在一起，可是兩個都具有完美的 Order。在文藝復興

的後期為了破格，為了讓空間產生新的曖昧狀態，Palladio 跟米開朗基羅都常做這樣

的事。米開朗基羅常常在做破格，把雙重元素疊合在一起，看到兩種不同的 Order

跟 System。這些拼貼不是無意的、隨意的，這些拼貼背後都有自己本身的空間意涵

或者美學意涵。 

這個是當初 Louis Kahn 所做的一個 Richards Medical Center。他第一件事情是希

望把結構忠實完整的表達出來，這個結構從最深的樑到中間的樑再到最淺的樑。以

前樑要出挑的時候大部份都是用斜樑，是一個從寬到窄的樑。他為了要把柱子拿掉，

他希望這個 Richards Medical Center 的四個角隅能夠變成角窗、能夠通透，所以他把

這四個柱子拿掉，承重在這個方形的中間，所以四個角落都出挑。可是為了做轉角、

為了做窗戶，為了某種空間的機能讓窗戶可以打開。他就不做斜樑，而做了一個樓

梯狀的樑，取代原來的斜樑系統。當他轉化成越來越小的樑時，再回填了一個窗戶

跟門的機能。填回去時因為窗戶跟門要打開的機能，所以讓那個樑產生三層的變化。

一個來自結構元素，一個來自填充的材料元素，兩個結合在一起創造了 Louis Kahn

最偉大的 Richards Medical Center。這背後充滿著理性的思考，可是這個理性思考接

受了兩種不同的狀態。你可以說他是一個具有古典秩序性的建築師，可是在這個時

候，他接受了結構、材料讓這東西產生變形，產生新的張力。兩種事情加在一起，

經過他的統合，成為艱難的整體。他非常努力在這妥協裡找到自己的定位點，創造

出這樣的空間。范裘利就一一把這些案子拿出來，裡面有柯比意、Louis Kahn 等一

大堆建築師，每個人都在做這樣的概念，就是我們剛剛提到雙重元素的概念。 

接著我們談因襲元素。一個合理的秩序可以通融存在於複雜現實中的情況矛盾，



 
也就是破格的狀態。一個建築必須要產生合理的秩序，可是這個合理的秩序為了產

生豐富性，要能夠接受連續狀態裡的不一致。以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破格，所謂格就

是秩序。我們要接受破格，接受這種被通融的矛盾。破格跟不定值反而使建築合理

化，因為它有助於讓整體的架構更清楚。否則整體性很單一的時候，就看不到整體

性。當今天有東西破格的時候，整體性的輪廓反而可以顯現出來。建築因為通融，

反而強化了自己本體性的強度。這個強度跟以往現代建築堅持的一致性強度有很大

的不同。整體秩序的例外反而襯托出常規，因為有破格所以格才會顯現。柯比意的

Villa Savoye 就是因為他有個明顯的建築五元則秩序，反而產生極為特殊的各種矛盾

狀況，也因為這個狀況讓柯比意的建築產生新的拼貼系統。Alvar Aalto 在范裘利心

中是第一名，更會做這樣的事。Alvar Aalto 幾乎能從所有的不一致創造出秩序，這

更是厲害。所有的東西都是拼貼出來的、非常有機的，但卻又好像可以讀出一個秩

序存在。不只是有個東西破格而已，而是所有東西因應各種不同環境的關係，創造

出所謂有機建築（Organic Architecture）。Alvar Aalto 最厲害的地方在於他幾乎可以

在所有的不一致裡面，創造出新的秩序。范裘利認為好的建築不只是設定一個框架，

而是要在各種不同的通融體系下找到秩序。 

建築師常忽視「下等元素」或「因襲元素」，甚於廢棄它。可是這些元素，在

音樂中被稱為極弱音。極弱音在音樂裡面必須要存在，極弱音不能被去除掉，極弱

音有助於把整個曲目的強度拉起來，絕對不要忽視這個東西的存在。以前我們會認

為這些「下等元素」是不重要的，甚至於認為他們是陳腔濫調。例如在基地中看到

的一個破石頭或枯樹，認為把它們剷除就好，忘記這個極弱音說不定在建築重新建

構中，可以產生新生命、新意義。這些所有的下等元素要能夠創造一個嶄新的背景，

來重獲豐富的意義。它不僅新而且舊，不僅平庸可是有機會產生生動的意義，它非

常曖昧不清。柯比意在廊香教堂多麼強勢，一筆畫了一個非常具有個人主體性的教

堂，可是他把原來舊教堂十九世紀的聖母像，那平凡無奇絕對不是完美雕刻的聖母

像放在一個重要的單一洞口，讓這個庸俗的雕刻增添光彩，甚至於這些光彩是進到

廊香教堂無法忽視的。那個單一的洞口留下了聖母像，那個極弱音產生了非常強大

的張力。范裘利認為如果建築師可以不要這麼主觀的排除既有的退化元素，找到並

建構這些極弱音，反而有助於強化整體。我非常相信這個事情，我認為這是建築師



 
們最需要關注的。 

這個建築看起來非常古典，建築師是 Sangallo。Sangallo 絕對是一個文藝復興

人，所有空間、軸線、韻律都是有比例的。可是 Sangallo 這個人竟然接受了這個窗

子的存在，這些破格的極弱音，產生在一個文藝復興人的大秩序之中。這個大秩序

可能因應內部機能的各種不同的層級，或者在新跟舊之間產生重疊的狀態，可是完

全不會感覺到它失去了整體。范裘利認為最棒的作品就是這種，尊重了這些破格的

思考以後還不失一個整體的架構。如果今天把這些窗戶拿掉，重新建構在這個大架

構之中，就成了一個完整的文藝復興作品，可是范裘利認為現在狀態的張力更強。

莎士比亞的戲劇張力常常來自於某種衝突；剛剛看到萬神殿裡面有個完整的秩序，

外部卻留下了羅馬廢墟的圓拱；這些張力都是他認為最棒的作品。 

這座橋不要認為它平淡無奇。它是個理性的、土木的架構，可是這橋是最棒的

是為了架出這條機能性的穿越動線，為了要做出合理的拱型架構，因為這個拱行架

構沒辦法做很大，只好落在不同的山頭。因為它有個非常強烈的意志要跨越這些山

頭，因為圓拱的結構意義，它的垮距沒辦法那麼大，只好暴力的落在每個山頭。上

面的一致性、拱的一致性及下面非常有機的狀態，他認為這個橋非常美。這個橋的

美是因為回應了基地跟結構的關係。很多現代藝術家包括 Christo Jaracheff，開始做

他的 Running Fence 的時候，如何在高山中建構了一座棚架，這座棚架是由帆布構成

的一道牆，整個基地的高低起伏因為它而顯現出來。中國的長城也是一樣，為了保

留 Boundary，非常暴力的放在山上，不管遇到甚麼地形，就是一條線畫上去，當初

畫那條線的時候根本不知道山是長那個樣子。那條線畫上去之後，整個長城的牆就

開始起伏不定。它自己有一個秩序，這個秩序因為它所有的地景，產生另一種Power。

這是范裘利非常尖銳、偉大的眼睛，在看這些土木工程、建築工程所產生的東西。 

他還談到「被適應的矛盾」，這段文章非常有意思，就是他心目中五個建築大

師的層級，第一名就是 Alvar Aalto 使秩序適應了斜線所象徵的「例外」，把各種不同

的例外結合在一起，創造了另一種秩序。Louis Kahn 為了保留某種秩序，以極端的

手法創造了一些例外，碰到各種機能，他以不變應萬變。例如我就是要方盒子，每

個方盒子碰到不同的機能產生，產生某些改變。他有整體觀，這個整體觀非常極端，

最後這個整體觀產生了各種不同的例外及系統。科比意不一樣，他是故意的把各種



 
不同的例外拼貼在一起，這些例外都是他創造出來的。因為柯比意是非常理性的人，

背後有一個自己創造的主體秩序，他也刻意讓這些例外產生。Mies 則把所有的例外

拒於門外，這是范裘利心中的最後一名，把所有東西都拒於門外，就是要創造自己

非常獨一無二的秩序。我們看不出來他對萊特的評價，他說萊特把所有的例外隱藏

在他的整體秩序中，他把例外都變成定規，在他的落水山莊中可以看到。我太喜歡

他對這五位建築師所建構出的不同觀點，非常精確且清楚的表達范裘利主觀的價值，

在這個價值中看到五個建築師所創造出來的關係。 

范裘利也非常關心城市，正因為他關心城市，也才會有下一本書「向拉斯維加

斯學習」。他認為城市是一個平民生活或流行生活的顯現，所以做建築如果不去關心

城市的自然顯現，建築將失去面對城市的意義。他認為其實現代城市中的一成不變

是虛偽的、不對的，像新加坡在社會主義中建立了一排 CIAM 的、沒有表情的城市，

那是不對的。因為這排除了市民的生活，排除了人對於複雜的想像，排除了歷史文

化，排除了社會的活動。真實的城市無法在虛偽的狀態表現出來，城市一如建築，

既要複雜也要矛盾。他希望把複雜與矛盾的關係擴張到城市觀點，這裡面他舉了幾

個例外的案例。這是個民宅，這個民宅有個基本的架構是古典的對稱，可是古典的

對稱中，這兩邊長的不一樣，因為在右邊有個出挑，所以他回應這個大量體的時候，

創造了一個對稱的屋頂。一個回應量體的，一個回應內部開窗的，創造了兩個不同

的秩序，被通融的放在一起，可是卻不會有任何一點不協調。他做了兩個 Shift（平

移），可是 Shift 產生了兩種並融的秩序。這件事情不只是這個民宅在做，包括文藝

復興的 Palladio 曾經在一個市場，面對一堆亂七八糟的、有寬有窄的市場時，用了

一個柱列重新改變市場的模矩關係，創造了一個完整的風格，可是這風格的每個柱

列尺寸都是不一樣的，都是在表達這樣的概念。 

這幾個案子都具有某種整體感，也具有某種例外。一眼望去上面這棟，覺得他

很完整很平整，因為它有個基本的秩序，這個基本的秩序在這一條水平面跟這些開

窗可以看到。可是這些基本的秩序有了一些微妙的變化，本來右邊兩個窗要靠中間

一點，讓五個窗看起來是一組，才有辦法對稱。可是它因為內部的機能，讓這兩個

窗 shift 變成一對，讓 A 變成了 A’再變成 B 再回到 A。開始可以成為一對，也可以變

成四個的關係。這裡面產生小小的破格、微調，可是這個微調不妨礙原來的整體性。



 
下面這棟也是一樣，這個大屋頂跟這個入口產生了一個完美的對稱性，可是除了這

個大屋頂跟入口以外，剩下的元素全部都有機的存在，全部都是散落的，所有的窗

戶都是回應內部基能的問題，可是那個大屋頂跟入口都在回應大的秩序問題。這個

觀念其實在當代也被庫哈斯（Rem Koolhaas）接受了，庫哈斯（Rem Koolhaas）曾經

說希望自己做的建築有一個大整體（One），可是希望這個大整體之中可以包羅萬象，

符合各種不同的基能，各種不同的機能可以有不同的立面，所以立面可以各自存在，

縱使立面各自存在，可能內部是停車場、旅館、交流道都在這立面的各個地方產生，

但是正因為有一個大整體，所以這個包羅萬象可以用 One 把這個 All 給納進來，所

以 All 跟 One 是同時存在的。今天再談這個通融的矛盾，其實也談到這個大整體跟

背後所有的機能矛盾。 

柯比意做的這兩個案子多有意思。柯比意常常把例外的東西跟大體的秩序相同

並列，大家看這案子會覺得很完整，像 Villa Savoye 一樣，中心對稱、坡道、柱列都

完整，只不過他把原來的方盒子轉成弧形，可以這房子到底是方形的房子還是圓形

的房子？大家已經接受了這兩個同時存在，可是大家有沒有注意這一排是五根柱子，

中心也是個柱子不是一個開間，可是他為了塞進一個中心的坡道，突然在這邊讓一

排柱變成兩排柱，突然讓整個坡道拉開來。可是一般人沒有發現，只是注視著那個

坡道，注視坡道中的這道牆，忘記了柯比意順應了這個架構，跑出一個新的 Shift。

還有一個地方怪怪的，他為了讓汽車可以繞進來停車，停車的時候需要閃開柱子，

因此要有一個停車的模矩，這時突然冒出這根柱子，被 Shift 到旁邊去，回應這個停

車的機能、停車的模矩。柯比意在這整體裡面，他的身手非常矯健，他一直在調整

自己跟機能的關係，而不是著迷於同頭到尾的一致性。這樣的案例如果由密斯（Mies 

Van Der Rohe）來看，評價就完全相反了。密斯（Mies Van Der Rohe）所有的東西都

要調到他基本的格子系統，他不容許這種意外。 

柯比意在印度所做的議會廳，這個議會廳最大的改變是一個 U 字型的古典平面，

本來應該在正中間的圓 Shift 到旁邊去，到旁邊去的時候還是保留對稱，可是他把開

口、這個演奏廳轉成 45 度，空間開始轉動。可以看到這個柱子開始產生變化，挖

了一些不同的洞，這些不同的洞像是音樂的韻律一樣開始前後轉移。范裘利提到除

了看到大體性的概念，柯比意還是有一個完整的格，除了 Shift 跟 Rotate 之間的關



 
係以外，要注意它的結構。這排圓結構某些地方既跟這個線性關係架在一起，某些

地方獨自存在，突然歪了、跑掉了，每個歪的柱子卻形成了自成一格的空間關係。

可是你再注意看，每個柱子跟空間的關係非常有意思，圓形的柱子雖然非常歪，可

是到了這兩根卻跟這條線連在一起，跟正軸線連在一起。所以這個柱子在 Rotate 的

過程中永遠定在那裏，從那點開始做 Shift。在這裏面既可以看到柯比意非常艱難的

在維持整體，可是在這整體裡面他容許破格。這容許破格是他接受了各種不同機能

的完整性。對范裘利來說這個是最偉大的案子，他認為這些案子才是最偉大的作品。 

Louis Kahn 看起來是一個超級偏執極端的古典秩序者，所以看到他蓋的這棟

Jewish Community Center 偏執到甚麼程度，主空間都是大正方，主空間的邊角都是

小正方，所以用一個很清楚的格子來建構出空間的層級。可是他在這個格子系統裡

面，為了回應不同的機能，有的機能要大垮距的空間，有的機能要小垮距的空間，

他做了第二件事情是把空間的模矩變大，例如看到這幾條虛線讓這空間變成大跨距、

這變成中跨距，這變成小跨距，這邊柱子拿掉。他讓很多的柱子在這個格子系統中，

保留天窗的格子，可是把柱子一個一個拿掉。柱子拿掉的時候還可以隱約看到天窗

正方形的格子正交系統。可是因為柱子拿掉了，因為回應了一個機能問題以外，為

了偏執極端的保留這個格子秩序，他必須要回應柱子拿掉以後的結構問題。正因為

他要維持這個秩序，他接受機能跟衝突，把柱子拿掉後處理結構問題，可以看到這

裏的結構系統多麼複雜，在大跨距的時候用大的實柱，到小跨距的時候用了點結構，

他可以用 L 型結構。我們看這個地方，這個正方形是兩個 L 配上兩個方，到另一邊

的時候是三個 L 配上一個點。每一個狀況從 L 型到點，重新在建構這個秩序裡面的

變化。這裡包含空間變化、建築變化、機能變化。最後他回應建築的空間形式，背

後最重要的是結構系統。因為要回應機能、回應結構系統，讓這個格子產生新的秩

序，這個秩序是矛盾的、複雜的、共融的。這是范裘利提到 Louis Kahn 以極端的手

法來支配整體，因為支配了整體產生了建築的複雜與矛盾。 

這是他說這排除在外一成不變的密斯（Mies Van Der Rohe）。到今天來看他當

然還是一個經典，要維持這樣的一成不變還真是不簡單。可是范裘利說這一成不變

的狀態中，密斯（Mies Van Der Rohe）把所有的例外排除在外。右邊是 Louis Kahn

曾經提過的一個高層建築，這個高層建築為了回應各種不同的空中機能、回應風壓、



 
回應三角形的結構系統，所以創造出一個有大結構、小結構、三角形模矩的、扭曲

的整體性。左右兩張都是整體性，可是這兩個整體性所接受各種條件是不一樣的。

今天我們在來回看 Louis Kahn 的這個建築，還真覺得他很偉大。因為到今天為止，

很多建築師也不過在重新嘗試、利用新的模矩系統，來回應各種空間機能，創造出

一種新的、有機的系統。這個系統其實當初 Louis Kahn 沒有想那麼多，只期待用一

個極端的單元，極端的桁架系統建構出新的架構。跟密斯（Mies Van Der Rohe）背

後的意圖一樣，可是他接受外在的條件，建構出完全不同的效果。 

他認為最厲害的是 Alvar Aalto。看到 Alvar Aalto 的每個房子都是破格，每個房

子都是曲線、折線、彎彎曲曲的。Alvar Aalto 的案子最難學，幾乎看不到一個完整

的幾何系統，看是他可以把所有的例外變成一個系統。這個弧線的例外，讓這個一

直轉變的廁所空間跟這個角窗跟平台，產生了一種完整性、整體性。這種整體性每

個都是不同的、例外的。到後來幾乎不稱為例外，幾乎這所有不同的例外變成了一

個系統，這個系統成為有機的狀態，是非常難以學習的。包括下面這個案子，這個

案子是把好幾個格子集結在中間，為了集結在中間的關係，他希望中間的四根柱子

成為真正的中心點，所以每碰到這四個柱子的角落，每條折線就穿越柱子的中心點，

產生很多變化的、詭異的空間，這些空間的產生是因為它每個空間都要對到中心點，

產生一個外在清晰的量體，可是內在卻破格有機的狀態，中心點非常的清楚。瞇著

眼睛看，藤本壯介最近做了一些建築，企圖用簡單有秩序的 Diagram 來創造出另一

種秩序，這種秩序是有機的、錯落的。看藤本壯介畫出來的圖、最近出的書跟最近

的案子，再回來看 Alvar Aalto，就會發現 Alvar Aalto 在 100 年前就做到這樣子了。

Alvar Aalto 已經建構了把所有斜線的例外變成一種秩序，而且他打破了所有的格。

另外一個房子裡面，每一條曲線、虛線突然變成秩序，雖然每一條線各自存在，各

自有不同的關係，可是這些曲線、虛線開始形構出它自己必要的秩序。這些案子都

已經不能稱為破格了，而是他自創了一個格，包羅萬象且利用各種不同的矛盾，創

造另一種新的秩序。 

萊特是企圖把例外隱藏在秩序裏面，這是他最完整的例子，這是萊特的落水山

莊。他碰到的是不同山、峭壁與水、瀑布，並且受到風格學派的影響，加入垂直水

平間的關係。但是他碰到的是有機的，非垂直水平的曲線，他開始把這些 organic



 
的東西轉化成本身垂直水平的秩序。最明顯的就是這段，他利用錯落的、階梯狀的

垂直水平、每次轉不同方向的垂直水平，來回應這個曲線。把原來外在的自然曲線

跟自己內在秩序間找到一個新的基礎，這個新的基礎被納進到他的空間秩序。包括

外面的錯落，如何讓石頭撞進去變成一個壁爐的空間。他一再讓秩序不變，可是讓

這個秩序回應各種自然的問題。在這裏面幾乎看不到萊特有任何破格的狀態，不像

柯比意也不像 Alvar Aalto 把各種狀況整合在一起。他還是維持自己的 language，他

自己垂直水平的美學，可是這個垂直水平的美學納進了各種自然的狀態。也因為這

個案子，我們看到落水山莊成為萊特最經典的案子，進到這個空間裡面，不只是感

受到落水山莊的草原建築、垂直水平的建築，還可以看到他跟自然的各種對話，可

是這個對話還是掌握在萊特的手上。可以看到這個自然的對話跟他所創造出來的內

在秩序如何整合在一起，這就是剛剛談的後巷跟錯落的層次關係。可以看到萊特怎

麼跟這個山、水，建構出各種不同錯落的狀態，成就了一個自己的秩序系統。 

基提恩也有提到這五位大師，范裘利也談這五位大師，談的方法完全不一樣。

兩種不同的觀點，但都可以看到這五位大師最精隨的部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比

較，如果大家有興趣回去看「空間、時間、建築」，再回來看范裘利，就可以看到這

兩種不同的歷史觀點、理論觀點在不同時代所建構出來的美學，以及他們所關注的

這些建築師所做出來的重點。 

回到都市，范裘利認為這種都市平白無奇，沒有生命力。這裡面有另外一種生

命力，他非常喜歡這些普普文化的招牌。這些招牌台灣，要說到台灣的優點，很多

人會說台灣很生猛，因為這些東西就在那邊。范裘利認為一個簡單的秩序是虛假的，

這種生猛的狀態，雖然好像沒有建構出甚麼空間關係，可是這兩件事情好像可以在

一起。他認為這種「虛偽的複雜」跟「虛偽的單純」都是錯的。真實的建築應該把

這兩個東西都納在一起，納在一起必須在內在有種艱難的整體思考。他提出了兩個

例子，一個是威尼斯的聖馬可廣場，這個廣場讓人覺得它是一個整體，可是到聖馬

可廣場會發現每棟建築都是不同時代建造的，每棟建築的 Language 都不一樣，可是

為什麼會讓人覺得這廣場是一個整體？因為它背後有一種內在的秩序，例如它有一

圈拱廊，把所有聖馬可廣場的 L 型對在一起，它用三根柱子把這 L 型的轉角界定了

新的意義。它用一個高塔讓這個廣場有一個轉動，它用兩個石柱定義它跟海的關係。



 
有這麼多不同的元素，這些元素不影響舊有建築的豐富性。城市的生活、普普文化

的豐富性完全不影響，可是因為界定了這幾個元素之後，讓聖馬可廣場產生既整體

又單一的氛圍，這是范裘利認為最棒的城市。如果接受了城市，那麼建築師應該努

力去建構這樣的關係，而不是去創造一個烏托邦式的、菁英文化的、單調的、現代

主義的、CIAM 的、科學性的規畫，也不是做一個虛偽的複雜，只是把東西拼貼在一

起而以。他這觀念跟建築是一樣的，一樣都在講這些關係。 

這是迷人的地方是時代廣場，這是美國紐約最重要的一個商業廣場，後面就有

Broadway。這個商業廣場有兩排完全不同時代的建築，甚至這不同時代的建築加進

了非常多平面的廣告。范裘利說時代廣場正因為有都市空間上的模型，剛好是

Broadway 插在一個正交的體系，產生一個三角形的狀態。這個三角形除了在都市中

有自己的格以外，這個貼在面上的招牌，貼滿到自成一個格，所以時代廣場就變成

一個很大的招牌廣場，所有東西都變成非常大的招牌。這種事情還不只是時代廣場，

東京也非常多整個廣場塞滿螢幕跟招牌，這也是都市風格的另一個整體性。正因為

這樣，他認為建築的招牌有多麼重要，也就是為什麼要密斯（Mies Van Der Rohe），

就是因為他認為後現代或當代的城市，再也不像古典的文藝復興或現代主義、社會

主義的集居住宅如此單一的面向，它可以是現在這種新的面向。 

矛盾有一種是沒有層次的，是「被並列的矛盾」。剛剛提到的矛盾有主從關係、

有破格關係、有適應的。被適應的矛盾有主從、有破格的關係，相當於輕捶細打式

的治療，像針灸一點一點的破格，打進那個脈絡，打通任督二脈。「被並列的矛盾」

則好比是電擊治療，兩個直接撞在一起，它是一個撞擊性的，兩個外力合在一起的

狀態，幾乎看不到主從關係，可是這個並列性的關係讓空間兼容並蓄而不排拒。他

認為這種並列性的衝撞力道很大，可是這個很大的力道也要能夠找到統一性，跟剛

剛提的那種微弱的極弱音不太一樣。他提到了柯比意做的一個紡織廠，這個紡織廠

可以看到一個基礎的量體，可是這個基礎的量體也可以看到有一個撞進去的坡道，

有一個新的系統撞進去的時候，量體就破開了一個洞。也可以看到因為陽光跟採光

的關係，柯比意把原來實的量體，因應太陽的關係全部轉成單一方向的遮陽板，這

單一方向產生了新的秩序。范裘利說這個建築既厚實又輕透，在這個面看是一個厚

實的整體，在另一個面看是一個輕透的整體，有這兩種不同的秩序。另外還包括交



 
通的秩序直接插進這個方盒，讓這個方盒破了一個洞。這些所有秩序都是並列的，

可是柯比意這個人非常特別，他是太陽神跟酒神的並列。柯比意有意的讓這些事情

並存，讓這個並存互為主體。這是不容易的，當建築做了兩件事情都要互為主體，

而且這互為主體的衝撞過程中，還保留了整體性，這是我覺得柯比意厲害的地方。 

這是在十八世紀 Lutyens 所做的建築，這個建築有它的主體性，包含圓拱、圓

頂、正拱、對稱、三分法全部都有，可是這個主體性裡面很難去界定它比較強，還

是這些像小蜜蜂般的窗戶比較強。這些小蜜蜂般的窗乎灑滿各地，變成另外一種韻

律的 Pattern。看到 Lutyens 的房子以後，還可以看到現在妹島和世跟西澤立衛的房

子，一個方盒子裡面打了很多洞，這些洞都回應各種不同的機能。這些洞幾乎多到

快占據整個量體，但是它們互為主體。有一個主體性跟另一個主體性兩者沒有所有

的極弱音或破格，可是這兩個整合在一起，范裘利認為這是並列狀態。 

這是一個 Louis Sullivan所做的一個演奏廳，他當初談到了 Form Follow Function，

他回應了圓弧的演奏廳，可是這個圓弧型的狀態被他挖掉成一道一道圓弧的、像碗

的階梯，這個階梯完了之後，為了要回應聲音跟視覺，他做了另一個接題來跟這個

階梯並列，就是這個天花板。他的天花板產生了另一個圓弧的階梯，這個圓弧的階

梯是來自於聲學跟視覺，這個階梯是來自於演奏廳的高度跟機能，兩整剛好化為整

體，他讓這兩個各又各自圓弧的韻律，把這兩個韻律整合在一起。Louis Sullivan 雖

然 Form Follow Function 要回應機能，可是他讓這兩個整體突然合為一體。范裘利認

為這是一個很棒的案子，這個案子也讓聲音、視覺、機能都疊合在一個系統內，這

個系統看起來很怪，可是卻互為整體。 

范裘利又回到了 Louis Kahn。我們剛剛談 Louis Kahn 是個極端的整體者，所以

他做的機能一定要方格子，一定要大方格、小方格，一定要從方格裡面找到他的主

體性。我們看到他用了大正方、中正方、小正方、小小正方，這麼多的正方形都是

群聚的狀態，每個正方形都有它的機能。Louis Kahn 容許每一個正方形回應自我的

機能，所以每個機能開始變形，變成方加圓、圓包方，格子系統的柱子加上邊柱，

虛的方、實的方，加上演奏廳的變形圓跟方的關係，每一個都在變形，每一個都在

回應機能。就像剛剛看到那個瑣碎的窗戶，它已經包容了所有的整體，大概很難說

哪一個是破格，哪一個是主體，可是 Louis Kahn 讓這個整體維持存在。像這樣的案



 
子，像 Louis Kahn 這麼重要的建築師，一直在建構它的空間概念。 

可以看到高第，可以看到仿羅馬式的建築，在這個雙層系統裡面，永遠在建構

生活機能跟外部的另外一個整體，全部都錯落存在。像左邊這個案子，仿羅馬的教

堂中，為了因應空間的輕量化，加入了一個連續柱列，連續圓拱的第二層牆。內部

的第一層牆全部都在回應內部的機能，外部的第二層牆全部都在回應外部的陽光，

兩個疊在一起。包括高第的各種幾何型都在回應各種機能，范裘利認為這些都是互

為整體的狀態。 

這是米開朗基羅所做的一個建築，裡面有它自己的秩序，可是有另一個雕塑體

是從廢墟拿過來的。這個超大尺度的雕塑跟另一個尺度的建築產生很大的矛盾。米

開朗基羅在文藝復興建築師中的角色是破格跟矛盾，他常常希望把不同尺度的東西

疊在一起，創造那個張力，那個張力是其他文藝復興建築師所缺乏的狀態。可以看

到這個不同的層次所建構出來不同的語言，卻在統一的語言中建構出來。古典建築、

現代建築都一樣，范裘利舉例的每一個建築師都有一個破格的概念。 

「內部和外部」的關係是另一個章節。建築的矛盾一則要對城市，一則要對室

內。內部跟外部之間的關係，在二十世紀現代建築中有個信仰，要保持內部跟外部

的一致性。范裘利認為這是錯的，他認為現代主義下的這個宣言告訴我們建築內外

要有一致的系統、一致的思維是不對的。Louis Kahn 曾說房屋是一個庇護之所，內

部有別於外部，房子的內部是在包被空間，將內部跟外部分隔，而非引導空間。他

不只是在建立外部系統，自己的內部有一個包被空間的系統。一個房子可以容許物

中之物、空間中的空間、盒中的盒。如果看到 Louis Kahn 剛剛做的那幾個格子系統，

後面塞了圓（外包圓、內包圓），全部合在一起。如果看到那些之間的關係，就可以

理解 Louis Kahn 心目中有一個完整系統，可是他一直強調要看到內部跟外部之間的

肌理所產生的張力。內部有內部需要關照的事情，不像現代建築只是在關照一件事

情而已。內部和外部的矛盾讓內部脫離外牆，開始變成另一種開放的空囊。這個開

放的空囊就像 Louis Kahn 所講的，一個建築同時要兼備有好空間和壞空間，建築的

剩餘空間都可以為它再創造一個新的內在空間。不要把剩餘空間當作一個壞空間就

不處理了，每一個壞空間都還有自己的性格可以創造。 

范裘利提到這些老的埃及的房子，早就在談門中門，每個門都有自己的性格。



 
雖然在幾何上看到的門中門一直往後退縮，可是就跟去年我跟各位談的埃及神廟一

樣，這個埃及神廟的盒中盒一直退縮，退到內部有一個非常實體的盒子。外部有一

個保護、防衛系統的盒子，每個盒子一直在漸層退縮，產生一種自己的秩序。可是

這個秩序在每個盒子都各自存在，每個盒子都有自己對於空間的架構。千萬不要忽

視，這個內部的架構早就已經脫離外部的架構，自成一體。這個內部的中庭早就已

經脫離外部中庭而自成一格。建築從頭到尾不是一致的，雖然不一致但有個基本秩

序，這個基本秩序讓空間內部有內部自己的話，外部有外部自己的話。這個概念對

當代建築非常重要，當代有非常多的建築師也在挑戰這種事情。面對都市跟面對內

部的狀況，要如何去回應這個概念。 

十八世紀有非常多的建築都在談這內與外之間的事情。外部是一個方盒，有一

個基本對稱的窗戶，可是內部有自己的空間系統，甚至於這些剩餘空間都不能被忽

視。在方形跟圓形做完以後，產生一些小的剩餘空間，像這個既存於方又存於圓。

他為了成就這樣的狀態，做了一個小圓來回應這個圓的軸線。所以看到這個洞跟這

個洞回應在一起，內部變成一個樓梯。這個被稱作剩餘的壞空間開始變成另一個主

體的好空間，也因為這個剩餘的壞空間產生了一種新的、不一致的矛盾系統，可是

這個矛盾系統產生各種不同的形狀。在十八世紀我們稱這種空間為 Poche，是把所

有的 Figure/Ground 中黑的壞空間開始 Poche 掉。 

我們可以看到最經典的例子是 John Soane 的房子，在回應都市的入口有他的對

稱性，可是進到裡面的時候，這個對稱性一直在轉動，稱為多重的轉軸。可以看到

這個方形的獨立存在，可以看到這個方形的開口除了對在一起，它又存在另一個軸

線，幾乎每一個空間都是多層的。我建議如果要理解古典建築，而且要學習古典建

築，請描這個平面。這個平面有太多的秩序，這些秩序都各自存在，都是各自回應

內部的機能。攤開來看的時候，會發現這些機能充滿矛盾，這裏面幾乎沒有肌理、

沒有章法。可是他每一個空間都在一個章法之中，甚至外部空間都有一個章法。例

如右邊這個房子，這裡有對軸，這個斜線為了創造都市中懷抱型的入口，把入口轉

呈弧線，去除了斜線，成為一個正對稱的軸線，讓斜線的軸直接穿進去。穿到底端

的時候突然產生另一個對稱，因為它面對都市的另外一面，是另一個對稱關係。因

此對稱軸改變了，為了表現另一個對稱軸，它把這個窗戶變成到這裏，維持這個對



 
稱軸。利用各種不同的軸線來回應後面的都市、前面的都市還有內部的空間。這裏

面產生非常多的複雜性，這些複雜性是范裘利認為在古典建築中最值得被學習的。 

Louis Kahn 真的是一個古典主義者，可是他又接受了各種不同的關係。這個盒

中盒，一個大正方塞進了十二個小方形，這十二個小方形中塞進了一個圓，有兩個

圓的層次，一個圓的層次面對外面，一個圓的層次面對裡面。一個根據方形所切出

來的圓，一個是他自己本身的圓去挖洞，最後在塞進一個方形。看起來笨的不得了

的房子，但其實超級棒，這個房子詩意的力樑來自於他自己本身各個空間裡面的自

明性，每個自明性都很清楚，包括走廊、廣場、牆都非常清楚。絕對不像柯比意在

這裡面做了非常多的拼貼轉折，他是因應各種機能把這個秩序整在這個極端的系統

裡面，創造了一個內部跟外部之間的關係。我們在看到萊特，面對一個方形的街區，

做了一個方形的建築，可是在裡面他需要有一個美術館，這個是紐約古根漢美術館

的前身，希望這個美術館同時形成動線，把人從下方帶到上面，而且有一個中心的

錨定。因此他硬是把一個圓塞進去，這個圓塞進去的時候，產生跟外部系統、後面

機能系統完全不同的肌理，可是在這肌理裡面創造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虛空間。這個

虛空間還包括整個空間的 Shifting，包括這邊挖了一個天窗回應這個虛空間的流線角

度，跟外部的盒子完全脫離，所以內部講內部的圓跟錨定，外部講外部的盒子，甚

至於在後面講機能，三件是全部合在一起。 

羅馬的皇宮先做了一個保衛系統，這個保衛系統是一個正圓。把所有的防衛系

統做完之後，把人拉到一個高層，在這個高層塞進一堆盒子，這些盒子曾為城中城。

大圓其實是一個城的外部，這個外部是一個建築，可是裡面塞進各種不同的盒子來

回應各種問題。現在還有另外一個房子幾乎跟這個房子一樣，就是 SANAA 所做的一

些案子包括金澤的二十一世紀美術館。在一個大的公園裡面塞進一個大圓盤，這個

大圓盤變成外部的一個皮層，讓公園的四周圍都開放變成一個完全的開放空間，可

是內在卻塞進很多跟這個圓沒有關係的方盒，每個方盒都有各自的機能。這些東西

早在世紀前就是這樣了。這是世紀之初的羅馬建築，當初的概念是一個封閉性、防

衛性的概念，再加上各種不同的生活機能。金澤二十一世紀美術館一個開方性概念，

用一個圓盤在原來的封閉性加上一層開放空間，讓他跟公園連續不斷。范裘利在寫

這本書的時候當然還沒看到SANAA的案子，可是對范裘利談到的內部、外部的關係，



 
還適用於今天看到的金澤二十一世紀美術館，也就是他所談的複雜與矛盾被應用的

空間概念。 

文藝復興的米開朗基羅在內部有一個聖彼得教堂，外部卻有一個面對都市的空

間，這個空間是一個像室內化的廣場空間。例如這個別墅的每一層空間都長得很奇

怪，這房子的奇怪都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外面的庭園。可是內部的也有各自的

性格，內跟外是分開來的。例如這個巴洛克的房子，內部有一個內部的系統，外部

卻回應了包起來的前庭跟入口，變成一個內凹，每一個系統都各自存在。我們可以

看到巴洛克時期的房子，有點無法理解為何房子長這種形狀，可是當視點放在地上

往上看，就會發覺它的對面也有一個長這樣的房子。因為五、六棟房子要合成一個

橢圓形來面對廣場。所以每一個建築的外牆只不過是都市的一個部分，內牆卻有它

自己的關係。 

再看到 Alvar Aalto 所做的房子。這個建築本來是一個 L 型的狀態，為了回應這

個等高線跟演奏廳，整個建築變成一個內凹的狀態。這個內凹不是為了內部，而室

外了外部。所以建築有些時候內部跟外部其實是可以個自存在的。這也是范裘利提

出來的，建築像一個面對外部的關係，而不是內部的系統。我們可以看到文藝復興

的圓頂（Dome），一個圓頂的外面又加了一個斜屋頂，裡面圓形的 Dome 是為了創

造這個教堂的神聖感，同時也包括結構必須要一個圓頂。外面加了一個矛盾的屋頂，

因為整個佛羅倫斯的城市或義大利的城市都有斜屋頂的狀態。所以這棟建築既符合

教堂中心空間、神聖空間及結構概念，也符合外部都市整體的斜屋頂。一則面對外

部的城市，一則面對內部的神聖性，創造了一個矛盾的建築，這是范裘利認為非常

重要的。 

Philip Johnson 在一個方盒子裡面加了一個弧形屋頂，讓這個房子產生中心性。

外部是一個方盒子，裡面變成一個類圓頂的關係，產生了非常棒的空間跟聲音的狀

態，兩件事情變成兩層皮（雙層皮）。另外一個 Alvar Aalto 非常棒的案子，外部回應

當地所有的建築量體關係，都做了大斜頂，讓雪可以直接滑下來。可是裡面卻用木

構造做了一個連續不斷的天花板，這個天花板把人從外面帶到裡面。內的的連續不

斷跟外部的大斜頂完全不一樣，成為 Double Layer。跟剛才看到很多雙層的關係一

樣，內部在講內部的事情，外部在講外部的事情。 



 
范裘利要我們看到這些矛盾，因為這些矛盾，所以 Alvar Aalto 外在有一個面對

都市的表情，內在回應了內在有機的曲線表情，產生了這個 Double Layer，創造了

這個房子最戲劇性的光線及空間感。這個光線跟空間感，正是因為它獨立在談裡面

的盒子跟外面的盒子，所產生 Double Layer 的矛盾性，反而創造出現代主義其它建

築都無法產生的這種所謂矛盾性所產生的豐富性，這個豐富性是建築最寶貴的事情。

可是這個豐富性又不會抵抗 Alvar Aalto 自己要創造內在空間的秩序思考。 

最後一章范裘利提到我們開始要對這艱難的整體盡義務。單一跟多量永遠是兩

個極端，可是這兩個極端都有機會產生整體感。這句話被很多藝術家及庫哈斯（Rem 

Koolhaas）拿來用，All in One。All 是一個整體感，One 也是一個整體感。數大便是

美，當今天接受了所有數大的量，那個多量跟豐富自然會產生另外一個整體，可是

也可以取一個單一整體、單一秩序。建築有機會在單一跟豐富性、複雜性中找到整

體觀，那大概是建築師最重要的概念。單一部分為一整體，極端眾多部分則因尺度

變化，容易被視為全面性。當數量多到一個程度就變成全面性，這個多不一定要統

一，可是這個多就會造成另一種統一。我們藉由包容取得非常艱難的整體，我們望

這個整體是豐富的，而不是排拒在外的。一個複雜的系統包含許多不單純的互動因

子，這個艱難的整體包容多量的、多類的、不連貫的或者極弱的極弱音，在這個複

雜的組合中達到整體。這個整體才開始產生新的變化狀態。 

最後一章等於做一個結論，把剛剛談的這些事情重新回顧一次。縱使這些抽象

畫都容許這兩件事情產生不同的狀態。文藝復興的這張畫，究竟是單一還是整體？

這裡面有一個非常強烈的整體性，是因為他用了新的透視法，建構了一個框架。這

個框架就如同前一張畫一樣，架了兩個顏色但相互沒有關係。但是這張畫中的框架

產生了各種不同的豐富性。每一個豐富性都有各自的幾何狀態或活動狀態，可是這

個豐富性讓這張畫變成文藝復興非常有意思的一張畫。在這張畫之中，在空間上產

生非常非常多的層次。這個人就是創立透視圖的畫家 Francesco Petrarch，他利用透

視圖法建構了一個空間的框架，讓多數完全不統一個矛盾開始存在在一個幾何的框

架中。甚至可以看到Henry Hobson Richardson跟 Louis Sullivan所創造出單一的整體，

這個單一的整體跟這個完全不一致的生活面貌突然並列的合在一起。這個單一的整

體多到一個程度之後，這個整交的十字架跟這個圓頂讓整棟建築開始有整體性，一



 
點也不在乎他旁邊的房子有多麼的亂。例如這個房子非常亂，但從這之中可以看到

這個複雜、連續不斷的關係一直在重複發生，讓這個建築突然變成一個整體性的概

念，它因為有太多繁複重複的概念。我們看到這個案子的整體性，在這些瑣碎繁複

的概念中，這整體性被建構起來。這整體性中還產生非常多不同的變化，可是它有

一個單一的整體性。下面這個是一個有機的建築，也不過是個農舍。可是正因為這

個農舍加了這個樓梯，讓原來不相關的關係，突然被整合在一起。讓三個有機農舍

的關係，因為一個樓梯連接了三、四種不同的元素之後，所有的整體性就被架構起

來了。 

最厲害的地方是它自己創造了複雜、矛盾，可是卻又自成一格的 Alvar Aalto。

另外還有一個我非常喜歡的建築師是 Hans Scharoun，他是德國最重要的有機建築師。

做了一個柏林愛樂廳，在這個案子中幾乎看不到整體，可是它又讓人感覺到一個整

體。因為它亂到一個程度，整個空間都是折牆，包括外面的折牆跟裡面的折牆還不

一致，塞進了各種機能以後，這個案子在瑣碎複雜的矛盾元素之後，突然變成一個

整體性。當然不是每一個這麼亂都能夠成為整體，Hans Scharoun 是這樣的建築師，

他對於牆面的思考、對於房子的思考雖然是瑣碎的，可是他有一個中心思想，建構

出不同的樓梯角度。背後的中心思想是要回應下面的開放跟上面的碗型，上面的碗

就是柏林愛樂廳的演奏廳，然後變成這個極端性的有機建築。 

上面是美國總統傑佛遜所蓋的一個學校，可是另外一個整體性是下面這種。當

你看到都市裡面混亂的氛圍，包括招牌所建構出看似失序的秩序，但是每一個含義

都開始聚集時，這樣的城市有機會變成新的整體概念。這個時候范裘利已經開始回

應了他後來寫的「向拉斯維加斯學習」。 

最後一張講完之後，甚麼是整體？甚麼是艱難的整體？之後他把這樣的關係方

回到城市之中，在六年後寫了下一本書「向拉斯維加斯學習」。這本書開始因應 1960

年的一些結構主義的思考；結構主義常常在談「符徵」（signifier）跟「符旨」（signified），

談到象徵性，談到現代建築都把空間的象徵性去除，追求的都是放棄了繪畫、雕塑

的關係，放棄了象徵的追求，只是在做抽象性的表現。雖然是抽象性，但他直稱這

是表現主義，只是要表現自己的抽象性。這當然跟整個後現代主義有關，他說空間

的象徵要先於形式，空間裡面會有一個「語構法」（Syntax）跟「語意法」（Semantic）。



 
這已經很難了，得重新去談後現代主義，談語言學中的語構法、語意法。所有的建

築要像語言體系，要開始注重語意法的曖昧與複雜。文字具有象徵性也具有曖昧性，

例如談到紅色，馬上就會想到紅色的紅，可是也可以代表這個人很紅，這個紅就開

始不一樣了，語意本身會從顏色的紅轉到另一個意義，這個意義是一種狀態。經過

了不同文化之後，例如到了中國大陸說這個人很火，其實意思就是很紅。每一個語

意本身大有很多曖昧的意涵，這個曖昧的意涵是既定成俗的、跟文化有關的。范裘

利在那個時代一直在提語意跟象徵，曖昧性跟複雜性不應該被去除，因為他具有非

常多的文化議題，這個文化議題不應該像現代主義為了做表現，而將這些東西全部

排除。正因為這樣，他才要向拉斯維加斯學習，其實就是要跟普羅大眾學習。因為

普羅大眾喜歡平凡的形式，裝飾強又富有隱喻性意涵的建築。他在「建築中的複雜

與矛盾」中提到這樣平民化的東西不應該被放棄，這種平民化的東西應該被尋找出

來。他開始從原來「建築中的複雜與矛盾」的歷史理論、案例分析，談的都是古典

建築，開始面對一個非常具體的城市，這城市是複雜廣告化的標準。白天的拉斯維

加斯跟晚上用霓虹燈的拉斯維加斯完全不一樣，他認為這種赤裸裸的商業主義非常

真實。 

剛剛提到建築要有兩面性，拉斯維加斯多麼複雜與矛盾。後面的賭場都長一樣，

可是到了晚上每個賭場都不一樣。因為有的賭場是火山、有的是人面獅身、有的是

雨林，外面都加了很多的象徵性意涵，但內部都長一樣。建築沒有那麼偉大也沒有

那麼嚴肅，後面就是後面的機能，前面可以建構一個對於民眾反射的關係。建築不

用這麼嚴肅的認為裡面跟外面是一樣的，不要像密斯（Mies Van Der Rohe）一樣建

立一個單一的完整性。建築正因為這種複雜的意涵，讓建築跟都市產生了一種更現

實、更生活性的思考。 

以前的現代建築是這樣，裡面是甚麼樣子外面就是甚麼樣子，都是一體成形。

現在要的建築是這種，餐廳裡面就是一個方盒子就好，可是外面要怎麼表達這個餐

廳並不需要把餐廳做成餐廳的樣子，而是做一個招牌寫上 Eat，只要有了這個意義，

建築在面對城市時就已經獨立了。現在聽起來或許有點可笑，但是這件事情一直影

響到今天的庫哈斯（Rem Koolhaas），例如台北藝術中心的皮蛋豆腐加黑輪，下面還

要有夜市，夜市要跑到台北藝術中心的下面，然後整合在一起。盒子本身就是不同



 
的機能結合在一起，他認為台灣的都市就是這樣的狀態。不管你認為對不對，庫哈

斯（Rem Koolhaas）就是受到這樣的影響。范裘利做了一個體育館，裡面為了做大

跨距所以有一個圓拱，可是外面看到的是這個大招牌。他說在一個大環境中做建築，

五百公尺內都沒有人，那麼做一個漂亮的建築沒有意義，只是表現自己的表現主義。

建築沒那麼複雜，因為最容易看到它的是五百公尺外的公路，要讓人開著車遠遠就

看到這是個體育館，所以外面的構架跟裡面的構架其實是兩件事。Palladio、米開朗

基羅、巴洛克不就是這樣，外部做一個圓弧環抱的空間，裡面做一個圓頂，兩件事

是可以不合一的，建築可以這樣存在。這就是他建築的存在，外部則是一個大招牌。

這個建築還影響了後來的 Digital Architecture 甚至於之後有一個案子是 Renso Piano

跟 Richard Rogers 合蓋的龐畢度中心。龐畢度中心整個建築內在就是做了桁架、做

了很多軌道，讓這個博物館有很多的彈性，可是建築外面就是一個鷹架。把這個鷹

架留給城市跟媒體，建構這個鷹架其實是為了用媒體跟 Digital 的螢幕跟城市講話，

並沒有要去建構一個強烈的現代主義房子。那時候讓法國巴黎產生劇烈的抗議，認

為那是個工地，但是後來變成一種新的架構，這個新的架構留給新的數位時代。 

最後我們來看他的影響。我認為他最大的影響是庫哈斯（Rem Koolhaas）。下

次我們會在第七講談庫哈斯（Rem Koolhaas），他是范裘利加上柯比意，柯比意跟范

裘利基本上是不同派的人，可是庫哈斯（Rem Koolhaas）受到柯比意的系統及建築

美學思考加上范裘利對於當代城市、複雜矛盾的邏輯，兩者加在一起，當然這是我

的主觀認知，你們可以不認同，但我認為他們兩個加在一起就是庫哈斯（Rem 

Koolhaas）。甚至你可以看到庫哈斯（Rem Koolhaas）在哈佛寫了「Shopping」還有

後面的「Content」，把書做得像漫畫、雜誌的關係，一再向建築界宣稱，他向現實

及流行文化學習，不再跟自己本身的菁英文化學習。庫哈斯（Rem Koolhaas）所有

的文章、所有的建築雖然背後有一個非常菁英的建築形式，可是他的理論思考裡面

充滿像是「Shopping」找哈佛這樣的學校，哈佛這樣的學校是不會出題目做「Shopping」

的，可是他到哈佛裡面去一出的題目就是做 guide to shopping。在這樣的關係裡面，

可以讀到范裘利在 1960 年所建構的理論到了 1980 年被發揚光大，到 1990 年被庫

哈斯（Rem Koolhaas）重新轉到一個新的大都會思考。在這樣的系列中，我們可以

理解范裘利在後現代主義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范裘利是美國人，他對流行文



 
化非常在意。因為他受到羅馬、西方教育正統的影響，所以他把這兩件事情架在一

起。下禮拜我們要談的是另外一個人，是純義大利人 Aldo Rossi，他跟范裘利完全不

一樣。同一個時間點 1966 年他寫了另外一本書是完全用後現代理論，重新去看歐

洲傳統的建築，跟美國流行文化的概念完全不一樣，對歐洲所有後現代建築師影響

非常大。這兩個人放在一起看，才可以知道後現代主義的思考脈絡中，從歷史觀點、

從普普文化跟矛盾性觀點有甚麼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