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類型建構到城市構築 

阿道‧羅西《城市建築》／《一個科學的自傳》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 / A Scientific Autobiography by Aldo Rossi 

 

今天上我們的第六本書是跟上星期范裘利（（Robert Venturi））的「建築中的複

雜與矛盾」成為一對，兩個都屬於後現代主義剛開始的時候，非常重要的兩本書或

者是兩位啟蒙的建築理論家、建築師。他們兩位寫了後現代主義最重要的啟蒙理論

以外，他們本身都是建築師。我們今天上的是阿道‧羅西（Aldo Rossi），這個人其

實跟上個星期的范裘利，最大的比較或最大的不同，其實是阿道‧羅西是歐洲系統，

那上次談到的范裘利是美國系統。在二次大戰後，基本上整個建築的發言權轉到美

國去，美國對後現代主義的影響非常大，所以上次談到范裘利的「建築中的複雜與

矛盾」，基本上是從美國的觀點，承繼歐洲的整個歷史所談論出來建築新的一些批判

性或者是建築的新方向。那上次的范裘利，他最大的一個重點就是抵抗整個現代主

義，國際樣式（internatonal style）一發展到美國的時候就庸俗化了，並不是現代主

義所有的事情都不好，而是整個現代主義從密斯（Mies van der Rohe）之後拉到美國

去，本來講得極簡或者去裝飾或者面對於空間的形態，其實他們有很多很多的優點

都讓美國或全世界接受。可是最大的一個觀點是到 1960 年，他們有一個反省的批判

性，一直認為密斯（Mies van der Rohe）把建築變成「Less is More」，那個 less 基本

上留下的東西都是比較直接、庸俗的生活機能，包括現實的效率跟現實的技術，而

失去了對於文化、歷史、社區、場所的關注，甚至於形式上也縮減到什麼都沒有。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的是范裘利的「建築中的複雜與矛盾」一直談「Less is Bore」，任

何的東西少到一定程度之後，就去除了很多多面向的思考或多面向的發展，而變成

一個非常單向的美學標準，所以上次范裘利談到「Less is Bore」來面對「Less is More」

這件事情，然後提到建築不要非黑即白，最好在灰，灰有那個大的一個範圍，然後

希望所有的多跟豐富都來自於各種不同形式之間的曖昧、矛盾或者複雜性。那我上

個星期跟各位談到范裘利這樣的觀點對世界上影響很大，包括他後來一本書叫做「向

拉斯維加斯學習」向一個最受歡迎的、最常民文化的、最流行文化的拉斯維加斯，

做一種新的論述。所以他的後面這本書「向拉斯維加斯學習」，其實對後代的影響也



 
非常非常大，范裘利這本書希望大家再回來看這種最平凡無奇的流行文化，其實也

相對詮釋了新的後現代主義，對於文化性的另外一種關懷。那這是上次我們跟大家

談的「向拉斯維加斯學習」他所做的一個貢獻。他影響了下一堂我們要講的庫哈斯

（Rem Koolhaas）。庫哈斯在哈佛（Harvard）帶了正統學院派的人去做「Shopping」

這本書來理解現實文化裡面的各種不同想像。 

我們今天談另外一個觀點，也是一樣後現代主義出的這本書也是在 1966 年，

基本上就是跟范裘利寫的「建築中的複雜與矛盾」同一年，可是這本書論述的方式，

基本上是阿道‧羅西是個義大利人，他在歐洲看到歐洲整個現代主義的發展一樣有

貧瘠化、庸俗化的傾向，所以他用義大利人對於建築歷史、建築文化的觀點，來重

新看待在 1960 年之後現代建築的新走向跟新論述。「城市建築」（「Architecture of the 

City」）這本書影響非常大的原因是因為他開始重新定義建築本身乘載的內容，不再

只是建築形式的發展，而是建築所乘載的內容比建築本身來的更深、更大、更遠。

原因是他認為建築其實就是城市，做建築的任何形式或建築發展的任何注目、關懷，

其實它都代表一個城市非常重要的進展內容，所以他把建築放的非常非常龐大，所

以他稱為叫「城市建築」（「architecture of the city」），建築本身就在詮釋城市。那他

的觀點跟范裘利最大的不同是，他不在於像范裘利去談複雜跟矛盾這種多樣性，也

不是去談平凡的、生活的流行文化。大家都知道義大利是西洋古典建築、歐美建築

裡面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核心國家，從希臘轉到羅馬之後，從羅馬開始一直到文藝

復興，一直到巴洛克，我們都知道整個西洋古典建築最大的主脈絡都是在義大利。

所以阿道‧羅西身為一個義大利的建築理論家或建築學者，他非常關心的是，歷史

以來所有的歐洲城市或歐洲建築，它的發展到底有多少東西被現代主義給扁平化了。

他企圖用一個文化觀點、用一個場所觀點或用一個歷史觀點來重新定義「城市建築」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就是定義建築到底在現代主義之後到底要發生什麼事。

如果說范裘利企圖用一種多元的觀點來看建築的話，我們今天來看阿道‧羅西這個

人企圖用這個叫做科學化的觀點來看建築，他希望能夠藉由一個比較理性科學化的

觀點來重新建構建築後面的一個體系，而且這個體系能夠囊括城市、囊括歷史跟文

化。所以這兩個人最大的不同是，范裘利企圖用一個包容萬物的、海納百川的多元

文化觀點來看建築；阿道˙羅西企圖用一個科學性的觀點來重新看建築。這是這兩



 
個人在後現代主義的時候最大一個影響。當然這個影響在 1990 年之後擴展到全世界，

1966 年出的書，如果 1966 年在讀建築的人到 1990 年大概四十幾歲，所以 1990 年開

始有另外一批非常重要的當代建築師，一直到現在都很活躍的當代建築師，他們大

部分的都是在 1966 年那個時候，在學校或剛畢業的這些建築學生們。這些學生們到

了 1990 年就開始變成建築最成熟的時間，所以他們就造就現在我們看到的當代建築。

如果我們今天企圖理解二十一世紀的當代建築，最近的一個時間點就是要回到 1966

年，因為那個時候剛好是這些當代建築師在學習建築，建構他們的建築思想、建築

信仰最重要的時間。當然不能只看 1990 年，因為 1990 年他們已經夠成熟了。 

阿道‧羅西基本上寫了重要的兩本書，一本叫做「城市建築」，另外一本書是

「一個科學的自傳」企圖用一個科學的、理性的觀點來為建築寫下一些目錄。這本

書非常難，因為他的目錄不太像我們今天在做建築資料集成，用一個科學的方法把

它數據化、類型化，並不是這樣子。阿道‧羅西之所以具有啟發性或之所以變很難

的原因，是因為他科學化的觀點藏在他腦子的背後，可是他呈現出來的東西其實是

非常多元，而且這個多元囊括各種不同的歷史文化跟場所經驗，甚至於還有一個更

抽像的叫做記憶。他企圖把記憶這件事情可以目錄化，所以這個是我們今天要談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 

阿道‧羅西的東西非常抽象，背後還有一些叫做文學理論基礎，這個文學理論

包括結構主義。今天的課有點難，對我來講我都敢跟各位說我自己對這本書不是很

了解，不是很了解但是我大概可以感覺到他背後所要談的事情，可是如果說真正對

這本書的了解，我大概只到百分之七十。所以我在跟各位談這件事情，如果再用這

種比較抽象的文字性理論來跟各位談的話，我相信各位同學在還沒有看這本書的時

候會更難了解這本書。所以我們今天會利用後半堂或者後面的三分之一堂，用阿道‧

羅西的案子來解釋他自己本身的理論。那這個星期跟上個星期非常有意思的是這兩

位建築師，范裘利、阿道‧羅西本身都是建築師，也都拿過普立茲克獎（Pritzker Prize），

所以他們本身都是一個非常傑出的建築創作者，所以他們兩個人自都有各自的案子

來反映他們的理論，這也是他們兩位重要的地方。兩位在做的案子基本上都在回應

自己本身所建構出來的書，那案子剛開始的開業，也剛好就是在這本書開始。所以

大概都是案子在之後發生，論述在之前就已經建構完畢了，那用這樣的觀點來看阿



 
道‧羅西，一定要用他的案子來重新回看他原來所建構的這種抽象論述，這樣比較

容易理解。當然跟我們下個星期要談的庫哈斯（Rem Koolhaas）也是，他也是同樣

的得過普立茲克獎，同樣自己本身是一個建築理論家，同樣的寫了一本非常重要的

書在 1978 年叫「狂瞻紐約」（「Delirious New York」），他也是先寫了「狂瞻紐約」

（「Delirious New York」）才開始蓋自己的建築。所以要看庫哈斯的房子，也是回看

他當初的理論是什麼，所以非常有趣的是我們這次講的三位重要的建築師，從范裘

利、阿道‧羅西到庫哈斯（Rem Koolhaas）都是同樣傾向的人。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其實建築不只是一種叫做作品的實踐，它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實踐，如何在理

論跟作品上面建構起來自己本身的論述、本身的美學標準是非常重要的。當然這也

是可以供各位同學參考，其實你們每一天都在做創作者都在做案子，當你今天開始

要把你的案子做到具有獨特性、具有論述性的話，你要思考你自己的另外一面，你

的論述在哪裡？你的歷史架構在哪裡？歷史絕對是幫助你建構自己本身的作品理論

時，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條線索。那不要忽視一些直觀性的創造，裡面包括一些比較

屬於自我論述性的一個架構。 

阿道‧羅西生於 1931 年，相較於上個星期跟各位談的范裘利，范裘利是 1925

年生，也就是比范裘利大概小了六歲，小了六歲可是他算是早熟，范裘利四十歲才

開始寫了他那一本「建築中的複雜與矛盾」，可是阿道‧羅西三十五歲就已經寫下了

「城市建築」這本非常重要的書。雖然是同一個時間寫下這本書，但他年紀比較輕，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整個發展架構，1931 年出生之後，他念大學的時候在 1955 年之

前，1955 年到 1959 年他還繼續在念另外一個建築，所以他學習建築的時間比較長，

他在邊念書的時候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他開始做雜誌跟一些美學社團裡面的

編輯人員，甚至於主編。阿道‧羅西是一個非常早熟的一個人，他在你們現在這個

年紀的時候，他已經大量介入雜誌的主編，甚至於到了三十歲到三十三歲，也就是

所有的青年建築師剛開始的萌發期，我們都是說青年建築師成熟大概在四十五歲，

可是萌發期大概在三十歲，也就是畢業大概兩三年到四五年之間。阿道˙羅西三十

歲到三十三歲做了一個最重要的事情，是他在法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雜誌，而

且這個雜誌是當時的一個理論先鋒，非常重要的一個建築理論個雜誌叫做

「CASABELLA」，他在這邊擔任評論者、編輯。所以他在三十歲開始的時候，他已



 
經開始大量運用他的文字跟理論來建構他自己的美學標準，或者是來評論當時的建

築的架構。那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說，包括台灣的一些比較前輩的學者，一直說建

築的人非常非常晚熟，都要五十歲才能發出聲音，五十歲之前發出聲音都太早，我

個人有一點點意見，我不覺得那個是完全對的。那種觀點其實都比較屬於老陳的觀

點，認為說年輕人不需要建構太多的理論基礎，還不夠成熟，要到五十歲建築才成

熟。我相對的相信五十歲做出來的建築，成熟度當然是很好的，就像我現在這個年

紀，如果我們還夠努力的話，五十歲算是一個成熟的人。可是我有點不太相信，我

覺得那樣的論述有點倚老賣老，我覺得我們回來看這些建築史裡面的非常重要的幾

位，包括阿道‧羅西，包括范裘利，包括我們之前看到柯比意（Le Corbusier），其實

他們最重要的精華期都是在三十歲到三十五歲，絕對不是到四十五歲到五十歲才開

始成熟。如果三十歲到三十五歲你沒有建構出自己的某一種意志力跟某一種位置，

或者你沒有把自己這個人的位置放在一個強烈的、具有影響力的地方，你大概就很

難在五十歲成熟的時候建構出一套標準。因為建築在設計的時間非常長，任何一棟

房子的完成都需要五年到十年，所以你沒有在三十五歲前開始建構自己的理論基礎，

你再把你的作品開始發展到四十五歲到五十歲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你沒辦法同

時讓你的論述跟建築結合在一起。所以很多人都是在這個時候就開始，那阿道‧羅

西就是這樣，從 1963 年之後一直到後面的十幾年，也就是說三十歲一直到五十歲，

這二十年，他最大的力氣除了開事務所做建築以外，他最大的力氣就是在各個學校

擔任理論上的先鋒。所以他自己介入理論非常多，包括我們現在看到的米蘭學院、

威尼斯學院，包括後來到美國到耶魯（Yale）這些學校，建構他自己在建築理論的

地位。這也影響了非常多的建築師，所以三十五歲開始的這一整段時間，他其實都

在各個學校擔任助教，一直到老師，甚至於他在米蘭建築學院裡面擔任一個非常重

要的學生運動的主要角色。這個時候是 1965 年，在阿道‧羅西三十幾歲歲的時候的

1965 年，全世界大概是整個在理論思想上最澎湃的時候。我們都知道 1965 年到 1970

年尤其在 1968 年，包括法國、歐洲的各個國家，還有美國，開始整個社會的氛圍非

常的反動，可是反省力也非常強。在 1968 年的時候要不就是社會革命、社會運動，

要不就是學生運動，那個時候還包括美國有一群叫嬉皮。重新建構一個反學院理論

的概念，那個時候的學生開始都不進學校了，開始都走到社會去、走到街頭去，去



 
參加各種不同的遊行。所以到現在已經是二十一世紀了，所有人在談二十世紀裡面

最精華的兩個黃金時期，一個是在 1910 年到 1925 年現代主義都是在建構一個革命

性的美學，也就是我們現在稱為現代主義的黃金時代。所以那個時候看到柯比意、

立體派、印象派、野獸派，然後包括達達主義、俄國構成主義、未來主義，全部都

在 1910 年到 1925 年，那個時候是現代主義最重要最重要的黃金時期。二十世紀還

有另外一個黃金時期，其實就是 1960 年到 1970 年，尤其以 1968 年為里程碑。這個

時候是二十世紀另外一個反動期，可是這個時候的反動期跟 1910 年到 1925 年不一

樣，這個時候的反動期，基本上是反美學，之前的 1910 年到 1925 年是在建構一種

現代美學。1960 年到 1970 年所謂的反美學，是把所有的知識份子放在社會的觀點，

不是放在純藝術或美學的觀點，那這個時候非常多的各種不同的藝術類的人，都在

這個時候做了一些反動性革命，包括音樂，那個時候最盛行的全部都是搖滾樂，那

個時候的藝術是普普藝術，那個時候的建築開始所謂後現代主義的論述。那個時候

所有建築的人，所有美學的人都在學習結構主義，開始要把各種不同的學門當作語

言來思考，不是當作美學的形式來思考。所以這個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兩個時期，

兩個時期中間還有什麼還重要的事情嗎？基本上可以說沒有，當然你可以說有很多

的運動，有很多很多的美學思考，可是並沒有像 1968 年，或是像 1910 年到 1925 年

這麼重要的一個全世界翻轉的概念。 

我們可以看到 1965 年，在阿道‧羅西的黃金時期，三十四歲的時候他參與了

非常多的運動，緊接著 1965 年之後他到了三十五歲，他建構出我們今天談的「城市

建築」這本書，這本書的另外一端美國，范裘利四十一歲，他也寫了一本書叫做「建

築中的複雜與矛盾」，所以這兩本書就在這個時間點出來。讓所有的學生運動，所有

的學生的標的物開始由現代主義轉移到所謂的後現代主義。我們可以說 1960 年其實

對所有的這些年輕建築師們是一個很重要的啟蒙期，這個啟蒙讓大家都走進社會、

走進運動，然後做改革的一種新的形態。到了他四十歲、四十一歲，他開始到蘇黎

世教書，從米蘭移到瑞士的蘇黎世教書，從義大利到瑞士教書時候也影響了今天最

重要的建築師叫 Herzog & De Meuron。今天看到的非常多 Herzog & De Meuron 的理論，

早期除了受到藝術家的影響以外，他們的建築受到很重要的影響就是阿道‧羅西到

瑞士去交書的時候，剛剛好 Herzog & De Meuron 他們在這個時候當學習的學生，開



 
始建構出他們非常重要的理論。Herzog & De Meuron 如果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談他們

受到阿道‧羅西甚麼理論的影響？對建築的兩件事情，一個叫建築的類型（Typology），

重新看建築的類型、原型（Prototype），這是後來 Herzog & De Meuron 不管做一個方

形的農舍，做一個工廠外觀的整建，他們最大的貢獻就是在看類型（Typology）。用

最簡單的方法來談阿道‧羅西除了影響他們 Typology 的觀點以外，還影響另外一個

觀點，叫做構築（Tectonic）。阿道‧羅西對於構築的概念來自於各種不同的社會歷

史文化，這個概念影響了 Herzog & De Meuron，所以 Herzog & De Meuron 對於構築的

觀點不盡然只有純材料技術觀點，背後還有一種叫做歷史的記憶，還有場所的精神。

這兩件事情是讓 Herzog & De Meuron 的材料跟構築提升到被社會、整個世界所注目

的觀點，而不純粹只有技術而已，所以千萬大家不要覺得今天談構築，大家都在談

建築的技術，如何運用材料跟構造。其實 Herzog & De Meuron 在裡面學到最多的其

實是場所精神，在一個空間場所如何建構出一種自我的、精神的闡述性。那什麼叫

作場所精神？或者什麼樣叫做記憶的詮釋？我們今天就會談。正是因為阿道‧羅西

寫的這本書非常非常難，所以他背後有一些東西其實看起來很曖昧，正因為他的曖

昧，所以讓很多的建築師可以自我發展，可以發展出他們自己的關係，如果你今天

建構的只是一個叫做形式美學，那所有的建築師就是跟著抄就是了，沒有什麼太多

的空間去發展他的一些概念。到四十四歲阿道‧羅西又回到義大利，建構了一個非

常重要的學院叫威尼斯建築學院，如果說今天看到義大利最重要的一個寫史論、評

論的學校，那威尼斯建築學院絕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而且是一個非常重要

的錨定主體。到四十六歲以後產生一個非常大的變化，四十六歲阿道‧羅西已經非

常成熟了，他寫「城市建築」已經過了快十二年，1977 年他到了 Cooper Union（美

國一個非常重要的前衛學院）及到 Yale（耶魯）去當訪問教授。這個時候他帶著成

熟的建築概念跟理論概念去美國。1977 年他到美國受到非常大的震撼，所以對他在

十二年前所寫「城市建築」，產生非常重要的反應期。因為美國畢竟跟歐洲非常不一

樣，美國是一個號稱沒有文化的地方，可是因為它沒有文化就比較沒有包袱，因為

沒有包袱，它產生了很多混合，很多不該在一起的地方混和在一起。不像歐洲的正

統，所有東西都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系統承傳，所以比較看不到多元，看得到單一的

歷史傳承。可是阿道‧羅西當他到美國的時候受到非常大的震撼，看到美國這種多



 
文化的交集、融會，而產生了另外一種觀點，所以緊接著他在一九八一年，也就是

他在這邊教書、詮釋他的理論時，到五十歲之後他寫了另外一本書，從第一本書到

第二本書，中間差了十五年，他在十五年之後寫了一本「一個科學的自傳」。第二本

書是他的人生很大的轉折，這個轉折當然包括他受傷，包括感情受到挫折，人生觀

的整個改變，從原來的科學性的概念，轉化成內向性的自我。也就是說到五十歲之

後，他做的東西變成自我性很強，雖然他一直在講科學，可是他做的東西卻非常的

直觀，靠他自己本身內在的主觀意識來創作他的建築。科學反而變成是一個外在的

論述，內在的創作反而變成是非常直觀的。所以有人說到了五十歲之後雖然寫了「一

個科學的自傳」，可是他自己已經開始轉到另外一個方向，從客觀開始轉到一種主觀

的觀點。1977 年他到美國去受到非常大的震撼的同時，1975 年到 1978 年有一個人

到美國去也受到非常大的震撼，這個人就是庫哈斯。庫哈斯在 1960 年代的時候，他

們都在范裘利「建築中的複雜與矛盾」跟「城市建築」這個時代，可是當庫哈斯從

學校畢業之後，1970 年代他到美國去，看到美國這種多元的流行文化，各種文化全

部都夾雜在一起，沒有任何包袱的時候，除了對阿道‧羅西有很大的影響以外對庫

哈斯也有很大很大的影響，所以庫哈斯就開始寫這一本書「Delirious New York」（「狂

瞻紐約」）在 1978 年出版。庫哈斯寫了這本書其實是向紐約致敬，他認為紐約是一

個全世界最棒的實驗場，什麼叫實驗場？實驗場就是在剛開始看起來沒有什麼基底，

它比較屬於一些新的事務合在一起的狀態，產生非常大的衝擊。所以大家可以發現

1968 年到 1970 年代，其實很多歐洲人都把他的目光開始放到美國去，產生他們對

建築的另外一種信仰跟變化。當然1970年代的美國人，那個時候也都到歐洲去取經，

所以歐美兩邊開始交互影響，那這個交互影響才開始發展出來我們現在知道的後現

代理論，把歐洲的正統傳統跟美國的多元文化、流行文化，夾雜在一起。阿道‧羅

西這個時候扮演了另外一個位置，他寫這本書「一個科學的自傳」的時候，他的下

一代，庫哈斯寫了另外一本書「狂瞻紐約」。到了 1990 年，阿道‧羅西五十九歲就

拿到普立茲克獎。1990 年大概是全世界後現代主義最高峰，後現代主義的啟蒙剛開

始是 1960 年到 1970 年。如果用書來看的話，1966 年是重要的起點，1966 年這些建

築師成熟，影響著下一代，下一代把後現代主義發揚光大就是在 1990 年。所以這些

阿道‧羅西的徒子徒孫，開始變成成熟的建築師，在建構後現代理論的時候，整個



 
世界的趨勢，包括建築的評論、美學的評論，開始覺得阿道‧羅西是這個時代非常

重要的啟蒙者，然後自己也經過了二十幾年來做他的建築，所以他得到了普立茲克

獎。為什麼說這個時候是後現代主義的最高點，一九九一年在他的下一年，拿到普

立茲克獎的是范裘利，1991 年他的年紀六十六歲，足足比阿道‧羅西晚了七年，可

是他們同樣都是因為在 1990 年的兩本書，讓他們在 1990 年最高峰的時候，被拱為

兩個最重要的舵手，那這兩個人影響了整個建築的概念非常非常大。阿道‧羅西跟

范裘利在 1990 年成就了整個後現代主義的二十幾年的發展。今天已經 2012 年了還

要把這兩本書拿出來談，就是因為他在那個二十幾年當中的影響完全不可忽視，如

果你不去看這兩本書，你基本上會漏掉掉一個時代，你會失去對那個時代的理解。

跟大家提醒這本書的重要性，雖然連我自己都不覺得我看得懂所有的事情，可是他

的整個影響非常非常大。可惜的是六十六歲阿道‧羅西就因為車禍逝世，所以他的

整個後面應該非常多產的高峰期，就很快的停下來了。 

阿道‧羅西這一個人是一個理論家也是一個創作者，這兩件事情是身為建築師，

兩個加在一起最重要的一種角色。我們常常說我自詡為建築人，不是稱為建築師，

建築師是一個專業系統，那就是一個創作者。建築家是日本人在講的，我稱為自己

是建築人，成為一個建築人我最崇拜的角色是一個人能夠同時肩擔理論、創作、教

育，甚至於他的創作能夠有藝術的思考。我自己希望能夠成為這樣的角色，這種角

色非常多，如果你看到范裘利，你看到庫哈斯，看到非常多的經典建築師，包括有

個我非常喜歡的建築師叫做 John Hejduk，他本身是論述者也是一個建築師也是一個

教育家，他對這三件事情是合在一起的狀態，那阿道‧羅西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典

範，他就是在這樣的一個角色建構出他自己。他剛開始成立了一個「CASABELLA」，

就在他三十歲開始建構這樣的評論之後，有一個非常重要得觀點，反對現代理論。

他開始在 1960 年左右，開始寫了一大堆文章來反現代性，反現代性並不代表他把現

代性全部都一次抹煞，他反對的是現代性太崇尚純視覺跟純形式，所以那個時候有

一個人 Bruno Zevi，一樣是義大利的評論家，他在談現代建築的整個理論時，基本

上都是用比較美學的觀點，甚至於他在看歷史、看文藝復興、看羅馬，都是用比較

形式上的觀點來談論對現代的影響。阿道‧羅西認為這是不足的，這樣的觀點太偏

頗，這樣的觀點純粹都是用風格跟樣式來談。阿道‧羅西他第一個觀點就是建築不



 
能只是風格跟樣式，歷史不是要讓所有的建築師去追隨歷史傳統，來採取它的風格。

所以他早期的批判跟理論就是建構在這樣一個觀點裡面，所有的美學觀點不能只是

形式、風格、樣式。所以當初 Bruno Zevi 認為萊特（Frank Lord Wright）的建築是現

代建築的典範，因為萊特把歐洲很多的形式系統慢慢整合，形成他自己的系統。可

是阿道‧羅西對這一件事情是反對的，他認為用這樣的觀點來評判一個建築師或者

一個建築太過偏頗，太單一的。那他後面寫的「城市建築」基本上就建構在早期在

「CASABELLA」所做的一個評論跟編輯之後，他所建立出來的何謂建築？這樣的

一個概念。他的另外一端，同時在建構一個理論的是范裘利，上次我們看到范裘利

寫得那一本書寫得非常精彩，用了各種不同的案例，來告訴大家什麼叫做矛盾，是

整體性跟微觀個體性的關係、是一個少數跟多數的關係、是一個兩種主題交錯的矛

盾關係。范裘利寫了一堆，每一個篇幅都在談各種不同建築上的矛盾跟複雜。范裘

利寫的複雜與矛盾，基本上在談的是形式上的關聯，都是在談內部跟外部有什麼不

同，還有立面開一些錯亂的小窗跟那個大窗的主軸對稱到底有什麼不同。范裘利雖

然在談複雜與矛盾，可是他比較關注在從歷史建築，一脈相傳到美國的時候，這麼

大段的時間，一千多年到兩千年的建築。在形式上有什麼複雜跟矛盾的關係，是一

個形式觀點，是一個就外在整個建築組構的觀點。如果從阿道‧羅西來看范裘利，

他應該會覺得這個太單薄，因為他只談形式、他只談樣式。雖然范裘利反現代性，

他反現代性是反那個抽象而簡單的、無聊的現代性，可是范裘利基本上建構的還是

用一種比較屬於外在形式的觀點，阿道‧羅西身為一個歐洲人，他認為建築不能只

是在於樣式跟形式上的觀點，它背後應該有更深沉的、跟社會、跟歷史、跟文化、

跟記憶有關的概念。所以請大家釐清，雖然兩本書都非常重要，可是兩本書所架構

建築的價值跟觀點是非常不一致的。所以這兩個事情才會影響到建築的兩派，或者

更多派別之間的發展。 

對阿道‧羅西來說，他說建築不只是一個藝術的行業，或不只是語言上的探索。

這是他開門見山說，他認為的建築不能只是探索它單一存在的藝術性，或者不能只

單一討論他的形式語言，這樣是不夠的，他說建築是一個正面的科學，在談科學時

大家不要讓當代觀念影響你，大家當代談科學都把它當作理工，以為那個叫做科學。

科學（Science）是包括知識，知識就是一種科學，哲學就也是一種科學，所以他所



 
認為的科學是一個範圍比較大的，Science 這個字大概放在啟蒙時代的架構裡比較容

易理解。我們都說啟蒙時代是一個理性時代，十八世紀啟蒙時代為什麼讓西方文化，

起這麼大的轉變，就是因為啟蒙時代背後有一個叫做理性實證主義。什麼事情都把

他當科學來看，科學是必須要有知識、必須要有實證性、必須要去證明、必須要去

推演，這叫科學。不是我們現在所謂理工科的那種叫做科學，那個科學是比較狹隘

的，社會學也是一種科學。建築不是只在做藝術跟語言上的探討，語言基本上對建

築來講就是一種形式上的探討，他說不只是這樣子，它其實是一個科學。建築師的

作品，必需要當作 Science 的成果一樣。也就是建築師每蓋一個房子，不能只是看這

一個房子藝術性的表達夠不夠，我們今天要理解建築，不是把建築當一個單一獨特

的藝術品來看待。每蓋出一棟建築，最後有一點很重要的是，如果你把它放到一個

大的科學架構，城市的科學來看。建築基本上是這個城市的某個結果，這個結果背

後有一種城市上的邏輯或城市的意義，所以為什麼這本書叫做「城市建築」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建築本身就是城市學，整個城市科學裡面的一部分。建

築本身必需要納入城市的整個邏輯來看，不能把建築當作一個單一藝術品的思考。

跟我們以前看到其他的理論家，包括他批判的 Zevi 這個人，把建築一個單一藝術品

好好的來分析它，分析這棟的美學在哪裡。阿道‧羅西都覺得這太偏頗、太狹隘了。

用這個觀點來看，其實他受到基提恩（Sigfried Giedion）「空間、時間、建築」影響

非常大。如果你去看基提恩的書，第一講跟各位提過基提恩從頭到尾跟各位講說，

城市是一個動態邏輯。之前從凡爾賽宮開始，從早期的住宅變凡爾賽宮，再變成都

市的一個線性的面，後來才變柯比意，最後做了一個新建築的動態概念。基提恩在

寫「空間、時間、建築」的時候，他告訴你說其實建築是一個動態的觀點，他是一

個連續性觀點，建築不會單一存在，這個建築最大的影響是會影響到後來，比如說

從橋開始慢慢變成大的市場，慢慢這市場影響到後來變成水晶宮，水晶宮後來影響

到現代主義。它是一個連續性的脈絡，那從這一點的觀點來看，阿道‧羅西受到他

的前一輩的影響，這一輩很大的影響就是基提恩，基提恩是用這樣的一個觀點來看。

基提恩當然沒有明說建築是一門科學，可是他是用這樣的觀點來看。所以阿道‧羅

西說建築師的作品，必須要當作科學家的成果一樣，我們必需要看它如何可以脫離

傳統對於藝術的依賴。這個在我們今天二十一世紀的現在，很多人有這種論述，很



 
多人現在拒絕用藝術的單一觀點來看我們大家的作品，反對建築師現在還在討論自

己的作品有什麼樣獨特性的藝術表現或美學。當然也有很多人覺得這是對的，所以

這個永遠是兩種不同的辯論關係。阿道‧羅西認為我們必須把它當作科學，以脫離

傳統對藝術的依賴。普立茲克獎在 1990 年給他的一個評審的觀點，說他是一個成為

建築師的詩人。因為從這兩本書「一個科學的自傳」跟「城市建築」，基本上談的東

西有一點點曖昧，空間都要來自於一種場所的氛圍，建築的簡單的形態背後有容納

更多的歷史跟記憶。這個聽起來都非常的抽象，不是一個單一的美學，所以普立茲

克獎頒給他的時候，把他稱為一個建築詩人。他建構的東西背後有非常多的意涵，

而不只是一個藝術的表現。我建議大家，除了看這本書以外，另外一個手上可以拿

到也可以馬上看到的就是 Rafeal Moneo 在台灣出的那本「八位當代建築師」，其中有

一個篇幅專門在講阿道‧羅西。其實 Rafeal Moneo 對阿道‧羅西的論述，在他的文

字裡面隱隱約約可以看到，他非常的欣賞。可是當然 Rafeal Moneo 沒有說不好，可

是你從他的文字裡面大概可以隱隱約約理解到，Rafeal Moneo 並不太正面的看待阿

道‧羅西後期的作品，那種非常個人化的、主觀式的作品，他認為不是這麼好。可

是他在文字裡面非常推崇，阿道‧羅西 1966 年到 1990 年也就是寫完「城市建築」

之後的論述跟表現。如果大家還沒看完「城市建築」，或是還沒有完全理解，倒是可

以看看 Rafeal Moneo 怎麼介紹阿道‧羅西。Rafeal Moneo 在書中說，如果將來歷史學

家要為威脅城市破壞趨勢發生轉變來找這個解釋的時候，如果未來，很多人想要在

這個建築的發展裡面找到一個轉捩點、一個里程碑，如何讓建築開始從不同的藝術

觀點回到城市、回到歷史上，對這個歷史產生很大很大的轉變的時候，他說阿道‧

羅西絕對要被列出來。這句話基本上是說，阿道‧羅西「城市建築」這本書，對整

個建築界的後現代主義影響巨大。不是只有他自己做一個建築理想，而是阿道‧羅

西所建構出來的這個理論，對後面的二三十年影響非常大。那些曾經幫助人們建構

一個對待城市更明智、更尊重的態度，阿道‧羅西一定要被列在名單裡面。他對於

城市的另外一種新的觀點是絕對重要的，絕對不能把他名子拿掉。那也就是為什麼

這本這麼枯澀的、不容易懂的書，被拿來當我們的讀本。為什麼過了這麼久遠以後，

從 1966 年到現在，都已經四十幾年了，還當它是讀本，因為你絕對沒辦法忽視阿道‧

羅西，這一個人對於「城市建築」的論述，形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城市跟建築上的



 
改變。那這是 Rafeal Moneo 開門見山的一句話，講阿道‧羅西的重要性。 

那這兩本書，1966 年是他在米蘭成為一個評論家所寫的一本非常重要的一本書

「城市建築」；十五年後 1981 年，寫了「一個科學的自傳」，基本上他已經到美國去

了。他在美國受到美國系統的影響，受到自己人生的轉變，開始建構了一個理論。

那這兩本書都非常重要，那我寧願說「城市建築」更重要，因為他把理論思考都做

完了。「一個科學的自傳」只是在做各種不同的分類性，分類他自己本身的一些基本

的架構。基本上如果要去理解「城市建築」這本書，第一個他開始用一個科學的觀

點，可是這個科學觀點架在當時非常重要的一種學門，語言學的學門，叫做結構主

義。結構主義基本上不是建築的人在學的，是學語言學的人在學的、學哲學的人在

學的，語言學跟哲學把文字、文學當作一種語言在討論，討論它的結構性，討論它

結構背後的另外一些意涵。這樣的概念當然影響那個時代所有的學者，阿道‧羅西

用這樣的結構主義的概念，重新為建築建構一個建築的結構性，那這個建築的結構

性是架在科學的觀點。雖然這本書沒辦法讓我們看到阿道‧羅西所建構出來的非常

精確的觀點，顯現出來的觀點都很模糊、不精確、散漫，這樣反而讓後來的建築師

們有機可循，而且有更大的發展力。他不是用科學就把所有東西都講死了，他反而

文字裡面是一種模糊性的結構主義，你隱隱約約可以看得到他受結構主義的影響，

建構出一種科學性的脈絡。因為他隱隱約約，所以他並沒有把這個變成非常清晰的

分類，沒有清晰的分類反而更模糊，非常具有魅力。如果說他這麼模糊、這麼曖昧

的關係，那為什麼他對後代的影響如此巨大，你可以看得到當初的模糊常常是一種

正面的，比如說我們今天再回來看上個星期的「建築中的複雜與矛盾」也是一個充

滿著模糊，不具有單一定位的，這個就是後現代主義。1960 年之後的一種價值，1910

年到 1925 年是現代藝術最澎湃的時期，立體派、印象派、未來主義那些人都是著重

單一的信仰、要樹立一個旗幟、要建立一個非常重要的標竿，建構一個讓大家共同

嚮往的一種新論述。1966 年、1968 年後現代主義其實是急著要打破這個旗幟，可是

不急著要建立一個「什麼是我們？」，而是建立「什麼是他們？」，我們不要他們，

我們要開始建構一個自己。所以這個時候阿道‧羅西的「城市建築」跟范裘利的「建

築中的複雜與矛盾」都模糊、不清晰，都不一定有完整的邏輯，因為那個時代是這

樣子的一個關係。可是他對後代的影響是他提出了這幾個字眼，讓後來的所有人對



 
這些字眼充滿著各種不同的詮釋跟想像，比如說「地方」（Place）。我們現在常常談

到的 Place，另外一個字叫做「場所」（Locates）。地方跟場所這個字以前在現代建築

是不被談論的，因為這個太抽象了，因為這個太感官，因為這個不是形式，這個是

看不到的。可是地方跟場所這件事情，所謂的看不到的這個部分，可是跟感知有關

的，包括現象學都在談這個事情。這種跟感知有關的，開始變成一個非常有魅力的

字眼，這樣的定義讓所有的建築師們非常關心，而認為這件事情是可以介入的。第

二個，他談到「類型」（Typology），企圖用一個科學性的觀點來建構各種不同的類

型。每一個類型背後都要承擔社會的狀況、要承擔歷史、承擔記憶、承擔文化，所

以我們看到的 Typology，不是那個形式上的 Typology，而是看到 Typology 當作一個

載體。讓各種不同的東西放在這個載體裡面，形成它自己跟別人不一樣，所以非常

多的人受到影響。後來在 1960 年代，開始有人講場所精神，有人談類型，有人講都

市意象，告訴你說都市意象有節點、街道。這些所有的事情都跟這個論述所開啟的

面向有關。談到「紀念碑」（Monument），重新定義什麼叫做紀念性，紀念性一直是

所有的建築師最急著或最不可缺席的一種論述。從古典的紀念性到現代的紀念性一

直到當代，我們今天都還在談紀念性（Monumentality），紀念性他把它建構叫做「紀

念碑」。所以這些事情讓阿道‧羅西在「城市建築」這本書顯得如此重要。他在談這

件事情很重要的是他其實是在談建築，所以建築當它有了這些「地方」、「類型」跟

「紀念碑」以後，建築本身的角色就變大。建築本身就是在談城市，所以為什麼叫

做「城市建築」，建築是城市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詮釋者，建築不是一個單一的藝術作

品、單一的創作作品。1976 年他到美國去，在 1981 年出了這本書，雖然他這邊寫

的是「一個科學的自傳」，可是他最重要的是希望把科學的知識，再一次的跳躍到另

外一個最重要的感知，推到感覺，推到一個更不可辨認的、抽象的事情，而且更主

觀的。這個是他最大的轉變，當然這跟他人生受傷、離婚，到美國受到美國的衝擊

都有關。他從美國回來以後，他說他唯一能相信的解釋就是他自己，他雖然做了一

個科學可是卻是用自傳。他把原來的科學的大範圍架構，拉回到他自己來。他開始

不希望建構一個大家都可以適用的事情，他反而認為他在表達他自己所有的感知、

感覺最重要，只有主觀是最重要的。他開始用科學的概念開始建構他感受到的所有

事情，然後不是去建構層級（Hierarchy），開始更混亂，沒有主從關係，開始從類型



 
到紀念碑，去界定一連串的連結。對他來講，他所接受到的這些「地方」、「類型」、

「紀念碑」，所有東西是他心裡面的一大盤菜。他在做這盤菜的時候是把它做成一個

一連串的連接，並沒有主從關係。這是非常主觀的，因為你認就認，不認就不認，

可是他認為這是他的自傳。對他來說模糊的記憶才是最重要的。尤其他認為市場、

大教堂、公共建築這些東西的建築本身都扮演一種角色，是都市跟人的複雜歷史。

聽起來已經越來越抽象了，像一個哲學思考，像一個社會學的思考，可是卻非常的

有意思，非常的迷人。因為他把建築放在一個歷史、社會、人跟城市這樣的範圍。

他自己那個時候寫了一篇小短文說，我一直以來對於市場都很著迷，那些展示出來

的食物量永遠震撼我。他對市場的著迷開始不是去那個市場，向基提恩著迷那個市

場的那個大架構，這個科學性的大架構慢慢發展成博覽會、水晶宮的這個技術。阿

道‧羅西他開始迷戀那個進到市場以後，像旅行者常常到每個地方都需要去市場，

去感受那個被堆疊出來的那個量、那個氛圍、那個食物，這是我們身為一個人，去

除我們的專業角色，會感受到的事物。我們建築師一進市場第一件事情大概就是照

相機開始拍細部，非建築師的人，他開始去感受地點、場所的一些氛圍。阿道‧羅

西雖然是一個非常專業的建築師，尤其在這邊建構了這麼多的專業概念，可是到了

年老的時候，他反而對這種所謂的場所氛圍非常的著迷。那個場所氛圍一旦說出來

都是非常模糊的，他認為這是一個模糊的記憶，那模糊的記憶反而是建築最重要的

一個有趣的精神所在。當他到「一個科學的自傳」這本書寫完之後，基本上他已經

慢慢的離開這個他自己建構的完整科學概念，可是縱使他離開，1981 年縱使他寫了

「一個科學的自傳」這本書，開始離開他原來 1966 年的架構，他的徒子徒孫們，受

他影響的建築師們，早就因為受了這些影響，發展了很多建築理論跟建築，這個影

響力早就建立起來了，已經在這個時候發揚光大到世界的各部份。所以到那個時候

阿道‧羅西的離開，他自己也理所當然，因為當大家都開始在做那件事情的時候，

他開始對那件事情有一點點不相信，或者他覺得他要回歸他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回

歸到這個世界上大家人云亦云的這個建築、城市的思考。 

我們再過來談到「城市建築」的整個目錄，這本書非常的不容易讀，不容易讀

不是因為他用的字眼深澀。基本上這些建築師們都非常棒，寫出來的字眼都非常簡

單，仔細去看我們現在講過的四本書都非常非常簡單。科比意「新精神」、阿道‧羅



 
西、范裘利「建築中的複雜與矛盾」，都寫的非常口語化，基提恩寫的「空間、時間、

建築」也是非常口語化。千萬不要吊書袋，千萬不要一堆什麼主義，那會把人搞死，

而且影響力不大。這些人的影響力都是他的整個文字本身非常簡單，可是他的內容

卻很複雜。為什麼說複雜，讀他的書都必須要對於歐洲的整個城市、歷史、建築專

業有相當的了解。所以他的書的難，不是難在他的文字艱深，他這書的難是因為要

讀他這本書，必須具備有非常龐大的知識。這個龐大的知識在歐洲，對歐洲人來講

理所當然，對我們來講因為那個架構並不是我們熟悉的，所以對我們的困難是因為

他談到的城市，談到的各種不同的歷史都不是屬於我們自己的歷史，是西方人尤其

義大利人，或者是西方人非常熟悉的雅典、羅馬等其他的城市。他難的就在這裡，

就像上個星期我們談到范裘利的「建築中的複雜與矛盾」，難在范裘利所談的不是他

的文字很難，而是他所有談的案例我們不懂，或大家不了解那個案例到底長什麼樣

子，或者沒有他背後的背景知識。所以阿道‧羅西這本書我建議大家跟上個星期的

「建築中的複雜與矛盾」一樣，在讀的時候旁邊必須要有一部電腦，那部電腦隨時

要輸入關鍵字，談到那個案子、談到那個城市，你可能要試著去搜尋他，去了解他

到底是什麼，從維基百科、Google 任何的參考資料去理解那個案例，或是找到那個

案子的圖或者一些論述延伸閱讀，你才有辦法去理解他講的那一段話，這是他難的

地方。 

這本書的第一章基本上開門見山談的一件事情就是，建築其實是一個都市人為

事實的結構，這件事情基提恩也講過，基提恩說建築其實就是整個歷史造成的事實，

可是基提恩的概念著重在科技技術，因為他所寫的那本書最重要是著墨在十九世紀

的工業革命，所以他對技術的論述稱為人為事實。基提恩除了構造、技術的發展，

面對工業革命以外，他對於空間的形態、形式是著墨的。後來他才會寫了科比意、

路康、萊特這些關係，他提出的都是在形式上、技術上、構築上的關注。建築其實

就是一個人為事實，是一個歷史發展的事實造就了建築的整個脈絡。所以他才會談

「時間、空間、建築」整個大概念。今天阿道‧羅西提了一件事情，他談到說建築

本身就是一個人為事實的結構，可是他不見得建構在科技技術跟外在的形式，這是

他們的不同，他接受了基提恩對於建築歷史的觀點，可是他建構出自己的觀點。建

築基本上開始因為它要變成城市的現實，所以建築的兩件事情很重要。建築開始可



 
以做很多很多的類型學（Typology）的分類。各種建築有各種不同的類型，可是這

個類型並不是科學性的這種類型分類而已。每一個類型之所以成立，每一個類型之

所以可以承擔它在城市裡面的角色，成為一個城市或歷史的事實，非常重要的是每

個類型必須具備描述性。你必須用語言去描述這個類型真正的精神。所以他類型學

的分類並不是數學，並不是科學，更不是機能。他在這邊對於膚淺的機能主義做了

批判，不能用機能來分類，就像我們現在最常看到的建築基本資料集成。圖書館、

車站、市場、學校就有一大堆資料集成，告訴你人體工學是什麼樣子，教室的空間

跟行政的空間要怎麼配比，要怎麼落成一個垂直化的關係，資料集成基本上在做這

種分類，所以資料集成好多本，每本都會告訴你叫做建築的類型。阿道·羅西基本上

談類型，可是他反這種純粹膚淺的、機能主義的類型，他不認為建築被列為這種類

型學，把自己提升為城市裡面的、歷史上的一個人造事實的時候，是用這種膚淺的

關係來建構。如果要開始面對這樣一個都市的問題，很重要就是我們在描述建築時

要做這個類型分類，最重要的是都市人為事實的複合性。這個觀點跟范裘利很像，

建築他是容納很多很多複合性，不是一個單一機能性的思考。當然他不像范裘利只

談形式上，他談到文化上、談到歷史上。他認為建築其實是一個叫做持續性理論，

城市的持續發展都是依靠建築，你幾乎可以在一個城市裡面讀到各種不同類的建築，

了解這個城市的持續發展，這個跟基提恩談他的「空間、時間、建築」很像。你在

一個都市裡面可以看到三四棟房子都不一樣，可是你可以從中間讀到他怎麼從羅馬

時代變成文藝復興，變成十八世紀，或者變成戰亂時期。之後為什麼會有這樣高密

度的建築，最後變成現代。這個整個建築是可以理解這個持續性理論，阿道‧羅西

除了談到建築是一個城市的持續性理論，一直在轉變而且從它可以理解歷史、理解

記憶以外，他說有一件事情是永恆不變的，他被留下來了，因為他被留下來，他自

成了一個獨特性，而且也讓這個城市產生非常重要的光芒，這件事情叫做紀念建築。

一個城市有兩種建築，一種是跟歷史文化一直在轉變的，其實是一直在變動的，是

一個多元容納各種不同文化的，可是有一種建築他認為永遠不變，就是紀念建築，

所以他才會談到紀念性（Monument）。他認為你如果到一個城市看到了幾個別的地

方都轉變了，但它永遠不變的這件事情，你要特別的注視它，因為它非常重要。它

其實是承繼了永恆性、承繼了大家的共通性。它也因為承繼了共通性，永遠不變，



 
他才產生獨特性。我們以前都把共通性跟獨特性分開，獨特就是非常的 Unique、

Singular；共通就是 Universal。可是他說永恆建築就有這種魅力，讓那個永恆是代表

大家的共同的象徵、共同的思考、共同的文化，可是它最後是獨特的，他在建構這

樣子的概念。這樣子一個紀念性建築的概念，在第二章有部分會拿出來，第三章再

拿出來跟各位談。從這個部分再來談第二章，他就從剛剛的類型學，闡述建築跟城

市之間的定義之後，他第二章就開始提到獨特性元素跟範圍。他在談理解建築，是

理解單棟？還是理解一區？還是理解整個城市？這個範圍的關係要怎麼被定義。他

這邊在講說，如果我們要理解城市、理解建築，他是以城市的局部關係來理解城市

的結構，這也是反對當初的 1950 年後的 CIAM，除了把歷史趨保留下來之外，建構

了新區重新規畫。它認為那是不對的。他認為城市是被累積出來的，城市是連續的

狀態，所以城市的新跟舊的混雜，其實是代表城市裡面的連續性發展。從這個連續

性發展可以由城市的局部了解這個城市本身，那這個城市本身要從很小的地方，從

一個競技場了解城市，還是從河邊的一個大區來了解城市，或從城市的脈絡來了解

都可以。他開始在定義各種不同的研究範圍，這個研究範圍理解了城市觀也理解了

建築觀。他說建築不能只是談建築形式觀，建築是在建構這些城市的概念。所以他

這邊談到一個重要的元素--住宅。這跟基提恩很像，上次我們在談基提恩城市的時

候，有一段時間都在談歐洲十八世紀住宅的改變，它的改變怎麼影響城市的規劃。

阿道‧羅西用城市希望把住宅變成一種 Prototype，用這個 Prototype 來理解整個城市。

一直到今天的歐洲都一樣，住宅佔據城市 70%。他從住宅的 Prototype 研究，基本上

也是種新的城市研究，了解這個城市怎麼回事，為什麼他們的住宅型態只有一種？

這種型態為什麼占據了四十年？背後可能是跟社會型態有關，在這裡面他又提到了

花園城市跟光輝城市，提到了美國跟歐洲最重要的兩個城市發展。這城市的發展有

一種 Prototype 叫做雙拼別墅，這個是花園城市建構出來，自己有自己的庭院關係，

花園城市是從英國開始，從自然主義開始，一直到美國萊特做了一個叫做無際的城

市。另外發展一個叫做光輝城市，發展一個叫做連續的、連棟的建築。他在談連棟

的建築跟單棟別墅這樣的關係，對城市有多麼大的影響。去理解背後的經濟、背後

的原則（Philosophy），理解這個 Prototype 對建築的影響。他說這些各種不同的影響，

都會形成了各種不同建築類型的獨特性元素，建築的獨特性元素不是因為它長得特



 
別、並不是因為它是艾菲爾鐵塔、不是因為它是方尖碑而產生了獨特性影響因素。

可能科比意的建築新精神所提出來的連棟公寓，這個本身也就是獨特元素，因為他

有一種社會主義、勞工階層的思考，還有一種叫做社會思考（Social meaning），認為

連棟別墅圍出來的花園是大家共享的社區空間，跟花園城市每一個單棟建築都有個

小地塊，這個地塊是自己的花園可以自給自足。兩者不太一樣，所以它背後都形成

了一些叫做獨特性觀點。所以如果你要去了解一個城市跟建築發展的獨特性觀點，

不在於它的造型，不在於它的風格，而在於它後面對於歷史社會文化的理解，這個

時候會讓這個城市元素產生一個叫做動態關係，一直在轉變，這個跟基提恩的概念

很像。城市還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了解古代城市。一個有歷史的城市最迷人，

它被理解的是它的轉變過程。一個羅馬怎麼從五個大山丘建構出好幾個不同的紀念

性（Monument），後來被拉了很多的路、軸線，把這幾個山丘變成幾個視覺的焦點。

把所有的方尖碑跟教堂全部連在一起，開始建構一個高密度的社區。羅馬是各個時

期的轉變，它其實是一種對於建築型態的另外一種理解。因為這樣的理解，他說其

實有兩件事情很重要，了解建築、地理跟歷史，才能夠充分了解這個城市的建築類

型是如何被產生。就像我剛剛講羅馬是因為有五個大山丘，因為他躲過那幾個山丘，

建構出不同的軸線，還有一條彎曲的河。地理的關係一直在影響我們對於城市或建

築的發展跟理解。還有歷史，各個不同的時代跟君王所做定下來的策略，產生不同

的關係。這是他第二章在講的城市跟建築之間的關係，他才叫城市建築。 

第三章比較虛玄，他在談生態學跟心理學。都市裡面除了剛剛講的大歷史大地

理的關係。建築還有另外一個 Typology 叫做場所跟記憶。場所、記憶是非常的個人

化的，可是也非常共通（Universal）。這一句影響後代非常大，我們談到記憶常常在

談到幾件事情，集體記憶、個別記憶，這件事情非常重要，尤其我們做建築的人絕

對不能不理解這件事情。在做一個博物館、紀念碑、公共建築，腦子要想到這個公

共建築或紀念性建築，要怎麼樣去喚起集體記憶，可是怎麼樣又不要讓集體記憶的

那麼法西斯，讓那個集體記憶除了給人共同感以外，還能夠讓那個集體記憶開始轉

到個人的記憶。不要變成法西斯，讓每一個人的集體記憶都一樣，如果每個人集體

記憶都一樣的話，那個記憶可能是假的。就像中正紀念堂，那個是集體記憶是塑造

出來的象徵，最後是一個假象，因為他只拿到集體記憶，他沒有拿到個人的各種不



 
同記憶去整合。阿道‧羅西在這個時候的論述開始提到所有的集體性記憶跟個人記

憶之間的關係。他談到都市裡面有所謂的生態學跟心理學，每一個建築都有一個基

本元素，建築也是都市的基本元素，在這個基本元素裡面要得到很多不同的認同，

要在這個認同性的考量非常多，這個我們統稱為 Place、場所精神。後來才會有另外

一本書，諾伯舒茲（Christian Norberg-Schulz）寫的「場所精神」，影響了非常多人。

包括台大城鄉所曾經把場所精神當作一個非常重要的教科書及中心信仰，就是因為

台大城鄉所認為形式不重要。重要的在於這些場所，在於這些心理性的、地理的、

社會的關係。阿道‧羅西對這個東西的影響非常大，他甚至於拿 Plaza（廣場）來討

論。他說羅馬的廣場就是一個非常經典的例子，它具有集體性還具有紀念性同時具

備生活性。它是歐洲尤其義大利人非常重要的集體記憶，它已經變成一個場所。他

認為任何一個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場所精神，所以義大利人到現在都還是非常迷戀要

去做廣場，因為廣場是他們生活共同的課題，他們生活最精彩的地方。可以很亂也

可以很單一，因為它也是一個紀念場所。就在這樣的一個觀念裡面，他重新詮釋這

個城市所留下歷史記載的場所跟記憶。這一章都在講這個，包括去理解雅典衛城跟

羅馬有什麼不同，包括背後的地理狀態、歷史狀態，包括它的紀念性跟記憶。 

剛剛談到了都市人為本質就是建築，談到類型學。最後一章：都市人為事實的

演進。這裡再一次的提醒建築必須要能夠回應都市的動態現象，都市不是一天就被

造起來，它需要動態發展。阿道‧羅西是義大利人，他對這個事情特別著迷，因為

義大利就是這樣建起來的，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它有非常多不同的時期，所以它

絕對是一個動態現象。了解建築，一定要了解它背後的政策決策，這個其實是非常

重要的思考。早期台大城鄉所對這本書的論述理解非常強，因為這裡面是重新打破

建築形式論概念，包括經濟、政策的決策。所有建築的發展都跟當時的土地徵收、

所有權、住宅問題、住宅面積的問題、都市尺度、政策等有關，並且有決定性的影

響。這個時候他談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字眼，甚至到我們今天都還被談論叫做都市更

新。他認為城市每一次的都市更新，這些大的都市更新概念，包括你到巴黎去看到

郝斯曼（Baron Haussmann）所做的綠園道、林蔭大道；包括羅馬。各個不同城市每

一次的都市更新，其實建構了另外一種新的演進基礎。不要忽視都市更新，就像我

們現在台灣在討論：我們的都市更新，如果未來蓋的新房子都變成高樓的時候，我



 
們的街道系統都不見了，所以我們在意的不是都市更新的新建築跟舊建築的問題。

很多人只是在意舊房子要改變、要變新房子，我們不反對新房子，甚至於我不反對

高密度，都市走向高密度是一個必然的狀態。可是我認為要重新檢討都市原來的街

道尺度，不然都市類型會在一夕之間全部變樣。他提到住宅問題、都市尺度、政策

的決策，這個演進的內容其實是建築非常重要的觀點。建築師要有能力洞察都市裡

面的 Building Type（建築類型），而且 Building Type 不要只是洞察它的形式，要洞

察這個 Building Type 所乘載的集體性、個體性、記憶、歷史。建築師必須要有這個

能力理解這個事情，這個其實是針對現代主義的人，針對那個 CIAM 告訴你說：建

築全部要南北向、要鄰棟間隔，所以建築要有個制式標準的樣子。他說這個也不可

忽視，因為這個是城市或建築演變的一種。可是建築是不能這麼狹隘，只是技術性

跟機能性的科學，科學必須要包容更多的知識，這個知識再重複一次，地理、歷史、

場所、生態、心理、紀念性、都市尺度，包括土地所有權的住宅問題，他再次把建

築擴張到這裡，變成空間跟時間、城市跟時間。最後這一章，超級像基提恩的最後

一章，也超級像柯比意的最後一章。柯比意寫了一大堆建築新精神理論，寫到最後

一章告訴你說（基提恩也是這麼說）：建築要在城市上頭，建築在城市的政策有決

定性的思考。再一次提醒各位，在 1960 年甚至更早的時候，所有的建築師絕對不會

自絕於城市之外，不會自絕於社會之外，不會只是當一個藝術家做一個藝術品。建

築需要成就藝術，可是建築不能只是那樣子，它背後有那麼多思考來講這個架構。 

我們用雨果的一句話：最偉大的建築作品往往是社會性的作品，而非個體性的

作品。雨果當初所定義下來的就已經非常接近阿道‧羅西所說，建築的作品不是一

個單一個體性，他是一個集體性的關係。縱使是單一的建築，絕大多是民族集體勞

動的創作，而非人類才華的浮現。這句話非常嚴苛，這句話的觀點足以重新面對現

在建築大師們所做的建築作品，用這樣的觀點來看建築跟用單一的藝術創作來看建

築其實是衝突的兩端，所以才會造成現在的建築學派、學門如此不同，甚至對立。

因為有的人認為建築是集體勞動所做出來的創作；國家遺留下來的產業；世紀累積

的財富；人類不斷蒸發的餘渣；總而言之，是某種組織的構成。這是個非常科學性

的理念，理解建築是在理解它是在甚麼樣的不同社會、文化、政策、經濟所建構出

來的一種組織關係。它背後必須要有一個科學性的思考，所以阿道‧羅西說：我所



 
謂的建築，不僅是城市醒目的意象（這個當然是指個體性的創作）和各種建築的總

和，而是將建築是為構造體。可是建築不只是一個構造體，建築必須要超越這個構

造體。這個世世代代所建造的城市構造物，如果要用我們之前上的課，談到的羅斯

金、談到 Architecture 或者 Building 的差別。Building 是不具有任何的意念性的，它

只符合功能，可是 Architecture 必須要有一種美學的、精神上的、藝術的改變。阿道‧

羅西把這個事情擴大，不只是精神上的呈現，其實是一個城市的、一種組合的 Building 

Type 及一個總和的組織概念。他說建築是為了創造更舒適的環境加上美學的意圖。

你要回應當時的社會狀態跟人，創造一個美好的生活環境以外，還要有美學的意圖。

這句話跟柯比意很像，柯比剛開始告訴你說比例、模矩，再告訴你要回應像飛機、

輪船、汽車等這個工業時代所產出來的東西以後，柯比意在最後一章講美學。建築

必須要有精神的創造，所以對阿道‧羅西來講，他跟柯比意的這個基本觀念很像，

雖然他們的脈絡跟在意的事情不一樣，可是他們認為建築最重要的是回應生活，另

外要有美學的意圖。建築具有兩種永恆的特徵，建築之所以被保留下來具有永恆性，

大部分都是在回應連續性中間一段當時的生活，加上美學意圖。建築很顯然是集體

創作，所以建築是永恆的。它自己具有某種永恆性，還須具有普遍性，大家可以共

同認同的，包括等下會談到的集體記憶。建築還是一個必要性，他是在創造那個時

代的某些必要條件，就像城市一樣，它有一些必要性。當人類開始建造住宅的時候，

他們企圖創造更舒適的生活環境，一般我們在做住宅，大多是為了生活環境所創造。

阿道‧羅西認為這是不夠的，它不能只是想要建造人為環境，它同時也要為了美學

意圖而創造，也就是說他直指國際樣式。他認為國際樣式裡面有回應第一點，回應

各種不同的人、陽光、水、空氣、建康等所謂生活舒適的標準。可是不夠，現代主

義那樣子不行，因為它把所有的標準變成機能性、效率，可是少了美學的意圖。阿

道‧羅西在這本書裡面最大的貢獻是因為他重新建構了他的美學意圖，這個美學意

圖還不像其他建築師只是為了要創造個人風格及個人才華而已，這個美學的標準來

自於社會裡面的各種不同心理的、地理的、社會的狀態。這是阿道‧羅西最大的貢

獻，他把建築提升到跟城市有關、跟歷史有關的這個角色，然後他去除了只是單一

想像的生活機能，他也去除了只有單一的個人表現，重新建構他的美學意圖。第二

個他提到建築跟城市之間的關係，不像我們想像中這麼必然、絕對，他舉了這張圖



 
當例子：城市的記憶是一個充滿價值觀的意象，還有各種普遍性經驗。建築除了普

遍性經驗還要具有獨特性，這個獨特性沒辦法被明列出來。可是建築師們或者城市

都要去感受的這個獨特性的存在，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獨特性。他提這張畫，他說

這個大家都知道這個城市是威尼斯，大家都說它是威尼斯，可是它是不是威尼斯。

這張畫裡面的案子，全部都是帕拉底歐（Andrea Palladio）。他是把帕拉底歐蓋成的、

沒有蓋成的建築，全部畫在一張畫裡面。它具有某種獨特性，它是帕拉底歐，可是

它又是威尼斯。人很奇怪，人會轉換他的共同記憶、他的共同性，他也具有某種獨

特性，因為他讀的出來這是帕拉底歐的狀態。他說這畫裡面的堤岸、運河、渡船、

任何景物都讓人聯想到威尼斯，許多威尼斯人也感到非常訝異，這個到底在哪裡。

很多人說可能在 Rialto Bridge 附近，因為 Rialto Bridge 是威尼斯最重要的一個運河跟

橋的定義點。甚至於這一棟建築是帕拉底歐幫威尼斯設計的 Rialto Bridge，雖然沒有

蓋起來，蓋起來是另外一個橋。可是既然他們都沒去過，可是所有人都可以說這是

威尼斯。這句話非常的具有啟發性跟哲理，建築師要想的就是這件事情。建築師要

創造一個建築，除了創造自己的獨特性以外，還能夠抓到每一個國家或每個城市裡

面，某些地點的、場所的概念，這個概念無法說清楚，它們也不是那麼的具象的。

其實這本書，這張圖讓我想到另外一本非常重要的書，是義大利文學家卡爾維諾

（Italo Calvino）寫的「看不見的城市」（Invisible City）。馬可波羅在跟可汗對話的

時候，跟可汗講了五十五個城市。這五十五個城市充滿了很多細節、充滿了很多的

氛圍、充滿很多記憶。講了一大段之後，這個可汗就問馬可波羅說，你跟我講那麼

久，五十五個不同的城市，為什麼沒有跟我講威尼斯？因為馬可波羅來自於威尼斯，

結果馬可波羅就跟可汗說，我跟你講了五十五個全部都是威尼斯，因為城市具有某

種共通性，很多細節在這個城市也都存在，或者是說存在的這些東西也藏在各種不

同的局部裡面。所以那個時候，卡爾維諾在裡面說，一個城市是用一堆局部的石頭

所堆積起來的，沒有這些石頭就沒有威尼斯、沒有城市。可是每一個石頭他都自己

有名子，非常抽像的一種想像性的文學小說跟文學理論在談城市，可是談城市的這

個觀點跟阿道‧羅西在談的城市觀點非常接近，只是卡爾維諾沒有那麼科學性，只

是接近的狀態。其實這個每個都代表一種類型，是一個公共建築的類型、是一個住

宅的類型、是一個橋的類型，可是城市的氛圍，各種不同地理上的氛圍。那這張圖



 
我最喜歡，因為這張圖幾乎講明了阿道‧羅西這整個對於建築類型跟城市建築之間

的一種非常曖昧、矛盾、複雜的關係，可是他具有獨特性，這個獨特性是必須要被

標示起來。一個城市如果不具有任何永恆性跟獨特性，那城市就是一堆構造物。他

重新定義建築跟構造物之間的不同，所有的類型學是必須要被描述的，就像我剛剛

講的卡爾維諾在描述這個看不見的城市，那五十五個美好城市或想像中的城市的概

念。描述城市是非常重要的，建築的領域就是在描述這個城市。阿道‧羅西認為描

述城市是幫他尋找解釋建築的關鍵。你在做任何一棟建築做一個自我辨認的獨特性

建築，最重要的觀點是你必須依靠這個建築來描述這個城市。那是你發展一個城市、

發展一個建築非常重要的觀點。建築不是單一存在、單一的美，這句話非常重要，

城市的建築（屬於描述城市的這個建築），也就是我們成為叫做原型（Prototype）

或類型（Typology）的這個建築，是最完整表現出人類的狀態。要做一個建築的時

候你要先問幾個問題，城市是如何被建造出來的？到底有多少原則來引導這個城市

的發展？在城市裡面的不同區域跟地方是怎麼被形成的？你如果對這一些事情有一

定的了解（不是被它綁住），其實有助於你去建構你自己的建築論述跟獨特性。所

以我們常常說我們要去做都市的觀察，都市的理解常常不只是在做基本的圖學而已，

它必須要描述。所以阿道‧羅西企圖在這本書建立了一套分析的方法，是科學性的。

這套方法以都市人為事實為主，並將城市視為人造物跟城市之間的關係，所以它不

是只存在人造構造物的關係。他首先定義了兩種東西是他最有興趣的，一種東西叫

做住宅，因為他認為住宅其實是占據這個城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空間，了解住宅的

類型（Housing Type）足以了解這個城市怎麼被形成。如果你今天做住宅，純粹只是

在做單一思考，去除了這個住宅在城市連續性過程裡面的重要性。另外一個，離開

住宅裡面有小部分的不屬於住宅類型的，叫做首要元素。住宅是一個叫做均勻的生

活狀態，還有另外一個非常重要，他稱為叫首要元素、叫獨特性場所或者紀念性建

築。紀念性建築有它本身所包容的意義，因為它包容了集體記憶、共同的想像，它

雖然不屬於生活所需，可是它本身在這個城市裡面是一個必要條件。這個必要條件

是建構一個城市獨特性的另外一種重要的點，如果在城市裡面把這兩個觀點釐清的

話，足以建構一種新的城市建築的觀點。請大家記得，大部分都在談住宅、政策、

經濟、決策的關係，另外一個部分在談，Universal、Memory、History、Monument、



 
Monumentality 的概念。那城市是被這兩件事情給架構起來，這兩件事情其實是這三

十年來所有建築師在討論的，尤其是歐洲。歐洲的住宅理論其實是發展的非常完整，

跟美國、跟我們現在、跟資本主義之後的住宅理論是不太一樣的概念。這裡面他提

出了這麼多，我認為最重要的關鍵字，這些關鍵字大概就是所有的建築師在這三四

十年來最重要所面對的事情。除了做一個人造的構造物以外，最重要的是建築必須

要具備人為事實的並存。它既要具有共同的普遍性還是要同時具有獨特性，從共通

性裡面找到他的獨特性。有點像剛剛我們看威尼斯，在共同的普遍狀態裡面，帕拉

底歐所建構出來的事情。這兩件事情回到這裡，建築要成為一個紀念物（Monument）

或成為一個住宅，它同時具有共同的集體性生活所需或者是另外一種藝術上的精神。

這個集體性裡面還可以發展出個體性，非常重要的、屬於主觀的、屬於個人的狀態。

當一個建築只有集體性的話，很容易變得法西斯，變成單一的價值思考。建築有兩

個事情非常重要，建築要討論公共性，這個公共性跟大家在講的集體性有關，比如

說他談到廣場，如何在一個歐洲的廣場裡面看到屬於社會的生活狀態。那種公共性，

比如說市場，完了以後還能夠找到那個屬於個人的私密性、角落的關係。這個在現

象學常常提到，所有的私密性是個人的感知系統，還有一個永恆不變的。建築必須

要尋找到永恆性跟紀念性，這個永恆性紀念性包括以前的紀念碑，包括現在的某一

個紀念的場所，或者某一個廣場，都有可能要具備這樣子。他認為人為事實裡面這

些都是並存的，身為一個建築師必須能夠理解自己同時面對這兩件事情，這兩件事

情是建築最重要的一種造成美學的標準，因為要同時建構這樣的事情，所以他重新

詮釋了城市建築裡面的元素跟定義。他從原來談到的城市中的風格，開始轉換變成

叫做類型學（Typology）、類型（Type），跟風格（Style）不一樣。類型必須要有

一種共同性、普遍性，要不然它就會變成一個獨特的個體而已。從獨特的個體變成

類型，它具備某種共同性的狀況。類型必須要被描述，它要有能力能夠描述出這個

城市，灌注在這個類型，因為類型就是一個載具。它必須能夠承載文化內容、承載

社會上的意義。 

我們以前在都市計畫裡面都在談分區、談領域，這是不夠的，這個是專業者的

霸權。他其實把所有東西當作一個幾何的地圖去畫，尤其是叫做都市計畫、都市設

計的時候，總是在談論這個事情。可是身為一個建築師做一個建築，這個建築又必



 
須承納城市上的意義，必須要把領域、區位開始變成場所（Place），要有場所精神。

這個場所精神就是像剛剛講的，看到那個運河、渡輪、小舟，中間要穿過一個橋，

島上面都沒有車子，那個就是威尼斯的某種場所精神。這個場所精神是別的地方沒

有的，這件事情必須要被敘述出來，所以類型跟場所是他最大的貢獻。阿道‧羅西

把這兩件事情提出來以後，讓所有的建築師們開始有很大的啟發，建築要開始從使

用生活的機能，開始離開機能，它有可能變成象徵。有些東西是不需要機能的，比

如說你去看方尖碑，它沒有機能，你去看現在的羅馬競技場，它已經沒有機能了。

它已經開始變成一個象徵的意義，變成一個獨特的紀念物，所以「使用」開始要變

成「象徵」，這也是建築裡面非常重要的關係。這裡面談到的是 Tectonic（建構），

建築在建構的時候，永遠要想符合人的需求跟美學價值，這兩件事情要加在一起。

你的建築所蓋的建築形式，包括構造、材料，包括他的形成，基本上你要去想這一

類的事情。最後一點，從歷史到記憶，建築不能只談大歷史，不能談這個什麼時代

而已。建築每過了一個歷史之後，都會轉化到一些個體性的或集體性的記憶。你要

把大歷史觀開始變成一種記憶的觀點。History（歷史）跟 Memory（記憶）有一點不

太一樣，歷史是一個被完整建構完的一種大的空間關係，你如何在建築的考慮裡面，

從歷史跳躍開始變成記憶，他就有機會拼貼在一起，它不是一個絕對的。歷史是很

絕對的、一步一步形成的，可是到記憶的時候變成是剛剛看到沒有被蓋完的 Rialto 

Bridge。Rialto Bridge 是個記憶也存在歷史的某小一塊，它在這邊開始占據一定的地

位。這個部分非常抽像，可是這個部分轉化成這些關鍵字非常重要。要理解這些關

鍵字，其實就是要理解他這本書所記述的所有內容。理解的越多，就會幫助你在做

設計思考或創作裡面抽絲剝繭的那一塊，你大概才有辦法，從創造一個人為構造物

或創造一個個人創作，開始變成一個城市建築，變成建築真正重要的點。這是他所

建構出來的一個概念。 

他談到永恆性跟功能性，他說建築可能從功能的義務裡面抽取出來，他說建築

功能不一定完全重要。建築形式要賦予它自己的價值是要去除「形式」跟「使用」，

一定有絕對的關係。這個是直指現代主義，現代主義在做一個建築，總是從現實的

機能觀點，從現實的技術跟效率觀點來蓋這個建築。例如討論建築夠不夠符合人的

使用健康，所以我們到今天為止我們在評斷，尤其台灣是一個非常具有現實感的地



 
方，所以台灣的業主們包括公部門、私部門都會問你說:你做的這個東西不好用？那

當然如果你從羅斯金的觀點來講，羅斯金會跟你說「無用之用」，不好用才是建築最

重要的部分，這是第一句話他就講。建築功能不一定重要，如果我們今天用當代的

一個例子-巴黎的奧賽美術館，奧賽美術館當初在蓋的時候其實是在做車站，如果今

天車站的意義不見了，奧賽美術館再也不是車站的意義，它應該要拆掉，可是正因

為奧賽美術館蓋在巴黎河邊的鐵道邊，除了當初去做為車站以外，那棟建築對於整

個巴黎歷史或是建築歷史的某種美學上、形式上的意義，或者稱為叫做象徵性也好、

記憶性也好、歷史性也好。當今天這個車站的機能拿掉，不代表這個建築沒有意義

了。奧賽美術館如果當初在機能以外，它沒有擔負了各種不同時代、象徵、歷史意

義的話，一旦它失去了機能，它就應該拆掉，可是它沒有被拆掉，因為建築開始從

功能的義務上抽離出來了，形成了一個自我的美學價值或歷史價值。它開始有重要

性，所以再也不是承擔了背後的功能。當我們今天奧賽開始變成美術館，它又存在

了另外一種功能，它也繼續流傳下去。奧賽美術館這個字眼已經不是這個建築漂不

漂亮，而是這一個建築的意義從以前的車站到現在的美術館，成為它在巴黎市的某

種意義。所以建築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它開始脫離了功能性的取向。這個每個人都談，

柯比意也談、羅斯金也談、基提恩也談，幾乎每一個人都再一次詮釋這樣的精神。

永恆性跟功能性之所以被留下來，是因為它離開了功能性以後還有更重要的意義。

可是阿道‧羅西並不否認建築必須要具備生活的功能，讓人使用愉悅，可是他覺得

這樣不夠。建築必須要思考，它在未來的永恆性的思考。 

場所（Locus），他說古典世界裡面有一個神秘而關鍵的東西，讓新跟舊發生關

係，這個關係不僅僅是功能。任何一個建築被留下來，從以前那個時代到後來這個

時代，最重要的關鍵並不只是功能，讓這個新跟舊產生關係的不只是那個功能。一

個建築在新跟舊的整個連續性歷史發展裡面，它形成了特定的建築文化跟生活演進，

這個特定的某一種文化、某一種空間所具體出來的各種不同的生活，跟這個地點所

產生出來的文化，已經留在這棟建築裡面。這棟建築裡面，不一定是建築，我們可

以說它是地點，這個地點我們可以稱為「場所精神」，它已經從一個區位變成一個場

所。場所是一個非常現象學的詞，就是人的感知、人的記憶、人的各種不同的事情

灌注到這個建築裡面，所以它開始產生獨特唯一的狀態，這個場所精神是無法被取



 
代的。奧賽絕對不同於艾菲爾，它是獨特的，可是它會留下來，是因為他這個獨特

性已經非常的普遍，已經變成一個共同的記憶、集體性的記憶，大家對這件事情已

經有個共同的觀點。我們今天常常看到很多古蹟，會什麼要保留，不是因為要回復

以前那個樣子，是因為這個古蹟在歷史演進脈絡裡面已經形成了另外一種新的生活

標準跟場所精神。大稻埕整個都拆掉，並不是因為說我們懷舊的認為這些舊房子不

見了、以前的公寓沒有了。我覺得不只是那樣子，而是大稻埕、迪化街的生活、這

個都市的氛圍，因為它重建以後就不見了。所以如何去理解一個場所是一個非常重

要的，它是既公共又是私密，它存在個人的記憶裡面，它也存在大家的共同記憶裡

面、大家的生活裡面。其實非常像上個星期談到的范裘利，他企圖找到那個曖昧的

灰，不要找到一個絕對的對跟錯，這個概念其實就是後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為什

麼貢獻大，它的形式操作貢獻其實很低，到現在很多人一看到後現代主義的形式都

覺得想吐，覺得那個實在沒什麼價值。可是後現代理論卻非常重要，後現代的形式

已經過去了，後現代理論到我們今天都還一直被大家討論，就是因為它建構了不是

現代主義的單一思考概念。 

再過來談到 Type（原型/類型），類型學（Typology）的每一個類型（Type）都

具有很特別的獨特性，也具有共同性，不然就不稱為類型（Type）。它被應用所以具

有獨特性，這個類型來自於社會的差異，來自於各個地方不同的習俗跟生活習慣。

這個類型還具有承繼性，它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對於阿道‧羅西的觀念來看，類型

學絕對不是天空掉下來的一個單一產品，因為它要承繼了很多社會、生活、習俗的

概念。這些概念都有先例，只不過這個類型可能在轉換。這個類型每一次存在的關

係不一樣，讓這個類型具有發展性。這句話非常重要，因為包括我們現在看到很多

建築師，包括 Herzog & de Meuron，他們最重要一個作品在改變那個英國的電廠，做

了一個美術館。這樣的概念其實都是因為你知道他的先例，而且你企圖去尋找這個

類型。也就是說我們今天如果去看那個古蹟，看一個舊有建築，希望留下它、改變

它的時候，我一直認為不是懷舊而已，懷舊那個是一個很單一的情懷，其實重要的

是在這個先例裡面找到這個類型學持續性發展的意義、精神（場所精神:生活的、習

俗的、社會的概念）。他認為這個類型往往具有獨特性以外還有共同性，這個共同性

讓它恆常不變，因為它有共同性所以更值得留下來。因為如果找到這個類型的共同



 
性，就更知道怎麼樣去面對那個類型、改變那個類型。因為它背後有一種恆常不變

的狀態，這個恆常不變的常常是象徵、儀式、宗教信仰，這時共通性才讓你對這個

類型有所感覺。就像那個十字平面的宗教建築、就像歐洲廣場的廊道式住宅、就像

台灣很多人說要發展台灣的另外一個類型，在一個熱帶、亞熱帶的架構裡面，台灣

最重要的一個類型叫做頂仔腳（騎樓式的建築），這個類型承載了多少公共性、像徵

性或共同性。比如說我們的長條街屋，以前那個細細長長的街屋，是因為某種產權

所建構下來的，前面商店後面生活，讓它變成一個長條的狀態。比如說我們去年找

王維仁來談合院式建築的高密度化，這個類型到底代表什麼？不盡然是懷舊，可是

當然包括懷舊，也包括象徵性、生活性。類型的概念超越了工具而變成一種圖像，

用圖像有點怪應該叫做意像（空間意像、城市意像）。類型之所以偉大、值得重視，

因為它不只是一個工具，不是資料集成的一個工具，它背後存在一種意像。「如何描

述建築？」來成就離開人為構造物，變成一種意像。這個意像當然有時候是很具體，

例如教堂的十字平面。類型超越了理由跟感情，它可以是單一的感情，它可以是科

學的理由，變成非常的 Universal，讓它變成一種永恆性，它才足以被留下來。類型

都是建築跟都市的起源，它要回到建築的原點才有辦法被應用。它要很獨特可是它

必須被應用，才能稱為類型。如果不能被應用，它頂多就是一個藝術品。所以我們

常常說:為什麼我們台灣要有什麼宜蘭厝？宜蘭厝到底好不好？我覺得還不夠好，因

為宜蘭厝在發展裡面曾經正式宣言說要找到一個屬於蘭陽平原的類型。可是最後我

們看到很多的宜蘭厝還是在表面上做了很多懷舊的或者是材料形式上的思考。我們

能不能找到一個宜蘭厝的類型是可以被應用、共用，具有共同的情感。那是一個大

課題，可是辦宜蘭厝這樣的事情，本來就是在尋找類型，而不是在找十個厲害的建

築師，蓋十個藝術品。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做過很多的爭論，每一次辦宜蘭厝的人都

會跟所有的建築師說，我們找你們來是因為你們具有獨特的眼睛、具有獨特的建築

能力，可是我們找你們來不是讓你們十位來做表演。我們希望你們這十位能夠找到

宜蘭的、可以共同應用的類型。這是當初在辦宜蘭厝的時候，希望用住宅來反映特

殊地點的狀態。很不容易，宜蘭厝舉辦了三屆都還沒有看到哪一個建築師是真正把

這個類型建構出來，可以被應用。這個是非常不容易的，可是要找到這個起源，是

回到這個類型非常重要的概念。類型給予了建築形式的價值，阿道‧羅西並不是討



 
厭建築形式，他只是認為建築形式不能是單一的藝術表演，他認為形式就是一種意

像，建築形式必須要從它自己的形式美學概念，變成一種共同的意像。具有共同性

也具有獨特性的概念，他給予的建築形式的價值，可是它要能夠超越這種前衛派個

人的創造力。他不能像 1920 年代前衛派的這些建築師，只是在創造個人的創作。他

總歸一句話，他說類型具有個體性跟集體性，要找到這兩件事情，這個類型才會成

立。那這兩件事情如果成立了，建築其實就是城市的一部分，建築就不是自己了，

建築就是「Architecture as a city」或是「Architecture of City」。我以前在看這本書的書

名叫做「城市建築」，我搞不懂兩個為什麼會合在一起叫做「Architecture of City」？

阿道‧羅西的概念就是何讓建築變成一種類型成為城市的一部分。 

類型（Type）具有永恆性，它已經變成一種意像了，這意像可以被留下來，包

括剛剛講的拱、騎樓、長條街屋、十字形的教堂。它其實具有永恆性，它自己具有

獨特性。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類型（Type）要具有動態性，這個類型是一個

連續性的保證，它可以留下它自己的永恆風格，它也可以讓動態性一直在回應各種

不同社會的持續發展。連續性的現象代表歷史的、實質的記號，這個記號就是紀念

性建築，紀念性建築之所以被留下來，因為每個時代都需要它，每個時代都需要這

個記念性。雖然我們都說他是永恆，可是紀念性是對於每一個時代的人都必須要留

下來，要不然它就被拆掉了。連續性的保證常常是一個建築具有某種永恆跟像徵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另外一個連續性的現象，我們必須要理解城市的痕跡，跟平

面所造成的連續性過程。你可以從一個都市設計的地圖、城市的局部地圖，去了解

這個城市的發展。你做的任何一個建築都跟城市有關，就像我們剛剛講的，今天如

果談都市更新，一下子把所有的街道全部都拆掉，這個整個城市就開始改變。城市

是由很多的痕跡去表現，它給予特定的事件跟地方意義，這個我們稱為場所，建築

具有純粹性，他不反對建築需要有純粹的形式，可是這個建築的形式必須要有一個

可識別性，它必須要被人所認知。所以他相信形式，他不像我們有些做城市運動的

人，談社會性談到後來不相信形式。對他來說，他是一個專業建築師，他相信城市、

他相信形式。他認為形式是擔負了這樣的關係，超越了功能跟歷史，擁有了永恆性，

具有動態性，而且保留了現存場所的獨特性。這句話就是他所有的章節，細細麻麻

的東西都掛載在這樣子的一個觀念來敘述。 



 
他的書裡面有非常多這一類的例子，不容易懂，就有點想我們在看范裘利有非

常多的例子。這些建築師其實都是用很多知識的案例，來表達他對於剛剛講的場所

精神、獨特性、共同性的理解。他說你看這些建築都非常有意思，如果你是一個建

築師可以理解這堆建築的話，你就可以從這些建築裡面找到一些類型學 Typology、

找到一些歷史（History）、找到一些記憶（Memory），例如這個建築現在的模樣跟以

前歷史的模樣，它已經重新被改裝了，建築開始猶如藝術品，可是它有自己的獨特

性以外，他在城市裡面有存在的理由，他要留在這邊開始發展。比如說這一棟建築

是一個市場，它原來是一個棚架（Pavilion），像這樣子的關係，可是你既留下了這

一個建築基礎的象徵型態，像以前宮殿的型態以外。你可以看得到歷史在改變這個

類型的象徵，包括所有的柱子、所有的外觀，開始加上第二個層次跟前面的小攤位。

所有的結構都在回應這個小攤位，變成一個有機的空間關係。平面都是斜的，有大

攤位、小攤位的，有內跟外的。這個 Building Type 跟原來的 Building Type，他已經

建構了不同時間歷史的轉變，個別賦予它意義。它外部有一個象徵的意義，裡面有

一個非常機能性的使用，隨著非常不同時代轉變的意義。阿道‧羅西說我們應該去

注視這種建築，我們應該從這個建築裡面理解當時社會跟現在社會的情狀，然後理

解這個類型所擔負的功能。如果我們今天要再蓋一棟房子，我們要理解為什麼需要

這種象徵性跟歷史，我們要理解為什麼會變成這種場所的概念。當你理解了這些細

細麻麻的事情，你就開始可以去做另外一種新的創造。很多人只看到這些事情，覺

得這個東西不重要。他說外在的形式跟內在的生活機能跟都市涵構一樣重要，所以

開始蓋了很多的小攤位，這些小攤位做了很多增建改變原來這個建築的型態。這些

有機的、新的型態，呈現了另外一種廣場，呈現出來另外一種象徵性的意涵。看到

這個房子具有共同性也具有獨特性，這是這棟建築存在的理由。這個到我們今天都

再面對，我們看台灣的建築，很多人迷戀違章，迷戀違章當然不錯，朗讀違章當然

不錯，可是違章並不代表你去看美學而已。學建築的人常常去看那個美學上的錯落

關係，可是這個美學包括一種社會狀態，可能還包括一種政策。這個政策是你可以

去重新提煉出這個空間的關係。這是他舉的一些例子，這樣的例子一再的被改變生

活狀態，可是這個廣場還是維持它自己本身的象徵意義。他建議大家要能夠從城市

的痕跡裡面，去讀出各種不同時期的策略，這個我們現在稱為叫做 Figure/Ground，



 
或者是我們成為叫做都市涵構（Urban Context）。這裡面你可以找到很多具有生活性

的，你也可以找到這個生活性如何跟地理的山丘產生關係，這山丘一邊的自然面跟

另一邊的城市面，產生兩面的自然關係。你可以從這邊讀到，永遠不變的這個城堡

的歷史經驗，在原來的涵構裡面，因為戰爭在防衛的關係，你也可以讀到這個城堡

突然在某些地方被改變，破開來了，這個破開來以後開始變成另外一種新的生活情

狀。你也可以理解這個城堡被留下來以後，這棟房子跟其他那麼不同，它具有非常

重要的地理的中心點跟象徵性，它具備當初紀念性的狀態跟旁邊生活性的狀態不一

樣。他建議大家讀到每個城市的時候，都能夠理解城市的痕跡，去理解這個平面的

持續性，包括理解這些城牆，從哪個地方開始破掉了。這個破掉讓哪些建築開始長

出來了？面對大自然的時候，這個城堡突然在這邊變成一個破口，從這個地方蜿蜒

進去，進去的時候要面對一個永久性的關係，旁邊才是開始變成錯落的市鎮或像中

古時代的街道。所有的城市痕跡是這樣出來的，這個城市痕跡不要只落於生活，還

要落於其他很多不同原始的、以前的紀念性，這是他談到的都市的痕跡。這個建築

代表了複合性跟持續性，你如果用機能它是無法去理解這棟建築，因為這棟建築的

形式存在於不同時代跟類型。他談到這個早期的清真寺，清真寺不需要偶像，它需

要一個大空間。那個聲音、那個光線，大家會跪地上膜拜，如此而已，這是原始的

清真寺。當清真寺開始被十字軍跟基督教進駐之後，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君士坦丁堡

（伊斯坦堡）。你去伊斯坦堡你會發現它位在西方跟東方交界的，很多的清真寺，回

教（伊斯蘭教）的建築突然變成基督教的教堂，產生了很多不同文化的狀態，變成

另外一種場所精神。阿道‧羅西說要去理解這個部分，它的美好、他的建築精神。

它之所以變成人造物是因為它脫離了原始的機能，創造另外一種新的機能。原來這

個清真寺的架構有一個正立面，有一個大的中間庭園，加上裡面有一堆柱子所建構

出來的大空間。當它變成這樣的時候，經過了很多歷史的增建。最有趣的增建在這

裡，企圖在一個清真寺的基礎架構裡面，建構一個十字架。所以最後變成這樣子，

在一個清真寺大的結構格子系統裡面，突然多了一個十字架的建築。這十字架建築

承載了另外一種歷史的象徵意義，也建構出來它跟這個清真寺，可是清真寺沒有因

為這樣子的空間讓意義不見。清真寺還是架構在這樣子的空間概念。這個庭園還是

被保留，只不過這個庭園邊邊的柱列，開始回填了很多機能。這個機能跟這個入口



 
開始有關，這一邊入口的形式，從這個對稱的點，開始建構了另外一個新的對稱點，

旁邊建構了兩排新的房間類型，讓這個東西變成一個有層次的庭院。這個城市的人

為事實是連續性的保證，讓這個類型發展出一種新的、大家都看不到的類型，創造

另外一種新的歷史氛圍跟城市精神。除了注視剛剛講的都市涵構以外，你也可以注

視建築，建築有另外一個涵構。建築本身都代表很多象徵性意義，不只是機能。一

個十字架如何置入到一個方塊空的地方？這個象徵意義到底怎麼被形成？這是非常

重要的。 

第二章他告訴你，我們在了解這些範圍，我們要利用城市局部範圍的特徵，了

解時間空間的連續性。「空間、時間、建築」開門見山告訴你，用時間空間的演變跟

連續性來理解城市的整體架構，這個連續性絕對有一些催化的因素。比如說某一種

住宅類型（人民住宅、社會住宅），突然在短短的十年，讓整個城市改變了百分之三

十。那個催化因素可能是因為戰爭，突然讓那個城市發展停滯了二十年，開始冰凍

在那邊。這些催化跟減緩的事件，足以來理解這個城市的主體性架構。羅馬城是一

個非常特殊的，經過很多不同的歷史循環的城市。歐洲其實是一個多重種族互相在

占據的，包括羅馬也因為它各種不同的帝國體制到市民社會，經過了各種不同的歷

史，形成了這樣的典範。這個時候他用基提恩的書，書中有一章都在講羅馬，在講

羅馬的整個城市是如何被轉變的。他用這樣的書來討論羅馬如何由農業類型的城鎮

演化變成一個龐大的帝國。他認為這個議題太有趣了，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所以

要去理解一個城市不是去理解一個單棟建築，而是要理解這個整個系統。你還可以

理解一件事情是歐洲如何從官邸（Palazzo），那個盒子裡面有中庭的，這種官邸型

的建築，在一個街區是一個官邸的時候，如何變成現在的街屋。就是基提恩在談如

何變成一個線性系統。本來是一個方盒子的系統，後來怎麼張開來變成線性系統。

你要從這裡面去理解，你要把這些事情當作一個類型來理解。你要從這個局部的空

間類型，來理解這個城市的演變。跟基提恩太像了，基提恩也常常從建築的某種類

型來理解時代的演變，包括理解這個時代裡面工業跟城市之間的發展。單單從住宅

就可以理解住宅類型的演變，它跟社會及生活息息相關，跟生活價值、經濟政策有

絕對的關係。這裡面除了機能以外還有價值觀，如果我們今天理解台灣的住宅有絕

對的價值觀，了解怎麼去定義私密性跟公共性；以前住宅的公共性定義，跟現在豪



 
宅的公共性定義是完全不一樣的。你要從這個觀點來理解城市的結構，你可以理解

在歐洲的城市裡面，單單住宅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類型。從一個街廓住宅，這個街

廓住宅就是這樣子，圍朔起來中間有一個中庭。他是一個街區，是一個完整的方塊。

我們以前稱為叫做官邸（Palazzo）的型態，開始變成雙拼、變成獨棟、變成大型住

宅開發。從以前的文藝復興的官邸，十八世紀開始有一些新的別墅產生，別墅後來

開始產生花園城市，提出來每個別墅都有一塊自己的花園，後來慢慢發展到柯比意

的那種線性住宅，有點像人民公社式的住宅，全部變成連棟在一起的住宅。從以前

的貴族住宅的形式，慢慢變成社會住宅的形式，中間還夾雜了單一住宅。這個就是

獨特性類型的範圍，從街區的關係，慢慢的有一邊單邊張開來了，一邊要對著綠樹，

開始變成一樣是街區，可是變成一個單邊夾中庭的概念，或者U字型夾中庭的狀態。

慢慢變成街區的分解，從這樣以後開始因為社會的高密度關係，整個街區除了圍向

外面以外，裡面開始分解成非常多的小中庭，從超級街區（Super Block）變成小中

庭，在小中庭裡面開始種樹，讓建築內部有內部公園。基提恩曾經提到，以前的單

一住宅裡面只有一個中庭，後來的住宅放大了，因為受到凡爾賽宮的影響，一邊面

對城市，一邊面對公園。放大了以後，裡面就不是中庭，裡面變成一個大花園。變

成一個公園、一個公共的廣場、公共花園的關係。受到高密度的影響，讓這個街區

劃分（Blocking）變得非常細膩，所有的東西極度縮小，變成高密度的住宅方案。另

外一種是高度的擴大，變成一個綠色（Green）跟住宅（Housing）結合在一起的關係，

所以原來那個街區經過了轉變，面對了兩種問題，變成兩種迥然不同的住宅類型，

讓空間開始發展。經過了社會主義，也就是 CIAM 的發展，變成這種連棟住宅，距

離放大，大家為了一個中庭花園，從剛剛那個街區被解放了。一個方塊被解放了一

個角或兩個角，就變成一個叫做線性系統。這個線性系統為了要讓每個人都有絕對

的正面性，所以開始變成雙拼，每個雙拼的住宅中每兩棟就有一個樓梯間。面對一

個大公園，南北向變成 CIAM 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他是具有連續性的，稱為類

型，這個類型不是永恆不變的，可是這是面對生活之間的關係。現代主義的人開始

對於都市空間，不再只是看他自己的這一條建築，他開始希望用這個線性系統來建

構一個都市涵構，變成我們現在的 Figure/Ground。這個跟早期羅馬的，或者跟這邊

的 Figure/Ground 那麼的不一樣。這個 Figure/Ground 都是單一線條圍出一個大空間，



 
跟以前的 Figure/Ground 圍一圈以後中間一個小空間不同。那城市有趣的部分就是，

每一次的 Figure/Ground 是具有某種進化性功能，也就是說為什麼我們在去年找王維

仁來開個競圖叫做「都市合院的高密度實驗」。就是因為那個合院其實是會被進化

的，它是一個連續性的發展，這連續性發展會跟以前的 Blocking 不太一樣。因為它

的不一樣，所以住宅類型也開始不一樣，變的各種不同的、雙拼的狀態，而且它還

有一個社會經濟住宅的空間概念。在這邊可以看到各種不同的實驗，這個實驗都是

對於 Blocking 各種不同的思考。柯比意的光輝城市是非常劇烈的把原來的類型，把

原來這個官邸（Palazzo）的類型放大，大到一個程度以後，變成裡面都是公共空間，

讓這個公共空間不只是公園，變成更多的公共性，比如說幼稚園、籃球場、社區中

心。大量結合雙拼的關係變成一個大的線性系統，連在一起變成這樣子。這個的系

統跟以前非常不一樣，可是它的發展是從這種合院系統（Courtyard System）開始。

這些城市開發其實是整合了一些不同的概念，這個東西其實都是連續性的發展。阿

道‧羅西第一點就是在談這樣子的部分，他說都市的整體往往是一個住宅、固定性

的活動跟交通所建構出來的關係。除了住宅以外，他還提出來紀念性建築。紀念性

建築也屬於一個都市場所意象中非常重要的元素，紀念性建築被阿道‧羅西稱為「首

要元素」。這個紀念性建築本身要具有優越性、具有公共性，它是一個集體的紀念

性建築才會讓它被留下來。這個我們稱為歷史性跟記念性的建築，這個紀念性建築

自己本身要很獨特，而且他要能夠當作一個動態性的觸媒。紀念性建築會留下來，

常常面臨一個問題在於機能；它失去了機能性，因為以前的機能跟現在的機能絕對

不一樣，社會做了這麼劇烈的改變，從羅馬時期到現代時期這麼大的改變。紀念性

建築留下來一定會面對這個問題。他失去了機能性，失去機能性有一種叫做廢墟，

不再使用了，就變成一個紀念性建築；還有一種是，它承載了各個時代的、過多的

機能性，成為一個紀念性建築，它每一次都被轉用再轉用，所以這個紀念性建築被

留下來除了它自己的紀念性以外。他承載了過多的紀念性，讓它變得很獨特，這也

是阿道‧羅西最關心的一個點。這個動態往往是在封閉空間裡面，一直再做活動跟

造型的再創造。這是他最喜歡的，他舉個非常迷人的例子，他說古羅馬的競技場，

以前乘載的功能叫做鬥獸場，當它不再是鬥獸場的時候，那個古典的拱廊跟那個橢

圓形，太單一太特別，所以它被羅馬給留下來，變成一個獨特的城市。可是它一直



 
再被轉用，他曾經變成一個劇場，現在時期又被改成一個紡織廠，甚至於再非常急

劇的高密度生活發展時，被改成集合住宅。這個集合住宅裡面需要有一些象徵，所

以又加建了教堂。這個競技場突然被覺得是城市裡面最重要的一個獨特性元素，因

為它不像剛剛住宅的原型是被發展獨創出來的，是在一個空地裡面承繼了以前住宅

而轉變出來。他是在原地不動而一直再轉變，那這個叫做首要元素。這種在城市裡

面的首要元素並不多，可是這個首要元素是不可被忽視的，包括我們現在看松山菸

廠、華山藝文特區、台北車站，這些東西都叫做首要元素，它可以轉用功能，可是

它不可以被抹滅它自己本身在城市上的意義。他說在這個地圖裡面可以讀到這些住

宅，再轉變各種不同時代的住宅關係。你可以讀到住宅裡面藏著很多紀念性建築，

這紀念性建築可能永遠不變，你可以讀出為了要圍塑出中間的廣場，留下了這個很

劇烈的、獨特的空地；可以讀到這個公共建築的關係，都市裡面本來就可以讀到這

兩種，有一個承載最多的動態性元素。最特別的是這一個，你發覺都市怎麼有一個

這麼奇怪的房子，住宅在這麼紛亂裡面，突然有一個橢圓形，這個橢圓形的住宅還

四邊全部都是向心型的往外放。外面是向心，裡面才變成格子狀。最可怕的是這個

獨特的類型還被兩條路給切開來，他說這一個動態性的獨特元素，非常值得去學習、

值得去理解。後來理解它就是一個紀念性建築的一個鬥獸場，它開始慢慢轉化變成

住宅，才形成這樣的關係。他甚至於外面還外加了另外一個跟這個街區、街到有關

的住宅，把它連成一氣，可是這個環道的動線跟其他不一樣。他認為歐洲不一定每

個城市都有這種關係，可是至少在歐洲，身為一個歐洲人，他認為這件事情是存在

的。如果是身為一個美國人就不存在了，美國人其實所有東西都是新的，他是自我

開發出來的，所以庫哈斯認為美國是一個實驗場，可是歐洲不是一個實驗場。歐洲

是一個傳承的、動態性的發展，這兩個地點所發展出來的空間型態非常不一樣。他

說我們都市也是一樣，總是會留下一些首要元素，來有別於中間的這樣一個空間關

係。你也可以看到外面的地理關係拉到我們的邊界時，這裡面還有一個首要元素就

是一個邊城。這個邊城的架構曾經好幾次擴張到這麼外面（有一個叫做內層，有個

叫做外層），這些東西都是首要元素。我們怎麼去面對這樣一個首要元素的關係，

我們可以重新去看待這樣子的競技場，在都市的住宅範圍裡面所承載的意義。他說

如果理解這個 Prototype，它會被留下來，一再利用它具有的象徵性，它的象徵性除



 
了外面的牆跟這個層層落落的關係跟這個舞台以外，不斷被轉用，中間曾經被轉用

成工廠、表演場、住宅，最後這個裡面變成一個教堂。這個非常有意思，庫哈斯非

常喜歡這個，把一個舊工廠上面蓋一個東西，重新在一個舊形態裡面加一個新形態，

開始變成一個元件。他們都是在關注這個原來的 Prototype，重新建構承載過多的記

憶。裡面還有一些地圖，有一些空間的印記，都是後來在做住宅的時候被增建過。

曾經從一個象徵性的元素變成生活性的元素，現在又回到象徵性元素，在這樣的一

個觀念裡面，你怎麼去重新發展這樣的一個類型學（Typology），重新去看原來競

技場被增建完以後，變成一個大的集合住宅。可是留下了這個象徵性的圓環跟裡面

的內部廣場，那個空間到底形成了什麼樣的因素，阿道‧羅西一再的提出了這些非

常有趣的概念。我建議大家去看范裘利跟阿道‧羅西的書，特別有趣的都是這些案

例，好好的去研究這些案例，會幫你很多忙。你平常看的案例都是從建築師雜誌理

解，很少從這種歷史觀點去理解的案例。我個人認為這些歷史的案例可以給你更多

的啟發，可以激發你更多的靈感，而不是說你看到那些雜誌類的，單一建築師所蓋

的這些建築作品。你看這層層落落的圓環，從一個老的古圖裡面可以看到，怎麼去

定義這個外部的象徵跟內部的關係。看到這張圖就讓我想到，上個星期談到范裘利

的外跟內、各種不同層疊之間的關係，既矛盾又單一、具有整體性又具有個體性的

概念，這是他們兩個人同時在呼應的狀況。 

再過來他開始提到原型，場所精神的基本原型。他說原型非常特別，原型常常

是因為來自於地理性跟形式的重複性，變成另外一種場所。因為重複了很多的事情，

所以那個場所氛圍就會跑出來。場所的氛圍常常是兩件事情，儀式行為還有因應當

地的地理關係，兩件事情加在一起，就會留下了很多的場所，具有地方性的情境跟

地理關係，而且這個地裡關係是因為加進了某種特殊的文化意識、大家的共同的信

仰、共同的關係，讓那個場所精神從單一獨特的東西，突然變成一個具有永恆跟象

徵的關係，他就會變成某一個共同的場所。他這邊告訴你，這個類型很簡單，你可

以去關注這個地理的特殊紋理關係，你要在裡面找到某一種特殊的、共同的、重複

的單一行為。這個 Site Plan 之所以形成場所是因為在西方信仰裡面的，求道、求神、

求他們的信仰之道，因為求信仰之道，人需要從山下，慢慢的行走一直往上走，所

以它有種地理性的關係，可是這個求神之道在地理性的關係中，他在走這座山的過



 
程裡面，處處都要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所以走這個求神之道，他創造一個場所是別

的地方沒有的，別的地方可能一樣是有這種道路（地理性的道路），可是正因為他

加進了一個叫做集體性的、重複性的概念。把一堆教堂放在一個求神之路之後，他

產生了一個非常特別的場所精神，這個場所精神是無法被取代的。京都也可以看到

一個伏見稻荷神社。在那個神舍裡面，看到了很多很多的鳥居。這些鳥居是因為神

社需要籌很多錢，所以這個伏見稻禾神舍就向民間產業募款，他們每捐了一筆錢就

幫他蓋一個鳥居。這鳥居是非常具有象徵性，可是上千個鳥居沒地方放，就放在這

個神舍從山下到山上這條山路裡面，只要是人走的山路都蓋鳥居。一個一個鳥居重

疊在一起，變成全世界最出名的場所。這個場所非常奇怪，人是走在上千個鳥居的

登山之道，最後到了神舍的最上端。這個鳥居還刻上的名字，刻上了什麼時候捐款

的株式會社的名字及捐款的時間。這裡面存在的時間、人名或公司名的關係。這樣

的神舍開始跟別人完全不同，它形成了獨特的場所精神，這個獨特性還包括地理性，

因為如果不是把鳥舍放在這條山路上，它也沒辦法形成這麼有機的狀態，阿道‧羅

西講的就是這種情形。建築的形式具有某種象徵性，這個重複性加上這個地理的整

體性以後形成這個場所，這個場所才會變成另外一種新的空間關係。這個在世界非

常多的地方都存在，包括說羅馬的七座教堂也是一樣，具有特殊性跟普遍性，把七

個教堂蓋在一座山上，每個都非常巨大，形成那座山非常重要的場所精神，它具有

某種共同的統一性，還具有象徵的概念。那這是阿道‧羅西認為的類型，這個對所

有建築師啟發及貢獻非常大。阿道‧羅西對這個理解，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種空間

概念。他說建築的歷史還留下很多叫作歷史記載場所，比如說羅馬的廣場，它是各

種不同時代建造的參考點，廣場的虛一直被留下來，它是這個羅馬城市很多重要的

參考點，它也是紀念性建築和生活場所的總和。在裡面的生活不斷在這個方場重複

發生，每一個發生都要容納各種紀念性建築的紀念性加上生活場所，那個廊道跟大

家在這個方場的生活。所以它開始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生活性，他批判很多歷史古

蹟專家都把這個變成一個空虛的舞台，就像我們今天在批判說我們往往把歷史建築

拿來復原。只是復原，裡面不存在任何現代生活或不具有生活總和，所以它就變成

一個空虛的舞台。阿到‧羅西認為歷史的建築必須具有連續性的保證，必須要和每

一個時代在對話，留下來的時候都要和生活對話。他說在歐洲尤其是義大利，這個



 
都市裡面非常重要的類型，就是這個廣場，你可以藉由這個廣場去理解整個歐洲的

關係。歐洲除了廣場還有很多紀念物，當初羅馬為了要讓這些紀念物（教堂、廣場、

方尖碑），直接讓善男信女可以直接到達，作了一些不該作的事情。本來是莊嚴的五

座山，五個山頭在羅馬市裡面，他沒辦法繞那麼遠，所以他企圖就在這個方尖碑跟

那個教堂拉一條直線，這個教堂到那個廣場拉一條直線，讓這些善男信女這種信仰

的人可以直接得以暢通。因為某種共同的信仰、重覆的信仰、共同的關係結合剛剛

生活性的，因為這些觀念，所以羅馬變成多軸線，這個多軸線是因為他們有個地理

關係，是因為有個五座山；另外是因為他們有善男信女的基本要求，他希望暢通的

移動。從這個點可以從看到另外一個教堂，看到另外一個方尖碑，可以直接過去，

所以羅馬就變成多軸的狀態。那你要去理解這樣的多軸狀態才能知道什麼叫做原型

（Phototype），一個教市建築的原型 Phototype，所以才可以看到這些羅馬對於幾何去

轉軸，各自有各自的紀念性關係，在這個紀念性裡有非常多空間的產生。去理解羅

馬市不可能不去了解什麼叫作紀念物，不可能不去了解什麼叫做生活廣場，也不可

能不去了解什麼叫作教堂的紀念性形成的現代羅馬。他絶對不是單一的建築形成而

已。 

反過來看希臘，希臘又不一樣了。希臘其實是從自然跟文化的轉變，它在談神

話跟自然的關係，神話就是多神，每個神都各自存在，所以我們常說希臘神話裡面，

所有的神話都跟各種不同的神、人有關係，而且是各自存在的，然後跟自然產生關

係。因為這樣子，所以羅馬是一個國家體制，希臘是一個多神體制，市民社會。希

臘的雅典衛城跟整個希臘城市，形成一個自由政治理念的生活跟有機多元的場所。

它是一個各自存在的，它比較不像羅馬用一個國家主義要把所有的東西都整合在一

起。所以希臘的東西的是散落的，雅典衛城散在這個山頭的正上方，下面還有一個

劇場。每個東西、每棟房子都是散落各地，單一存在就像單一的神一樣，各自存在

而不具有整合性，雅典衛城變成希臘有別於羅馬的地方。羅馬對自然的關係是抗拒

的，所以加了很多這個軸線，可是希臘對自然的關係是順應的，所以碰到斜坡就變

成戶外的劇場，兩種關係其實是非常不一樣。雅典衛城的轉變，可以看到因應等高

線的關係，在一個有機的彎延路線裡面，創造各種不同的多神狀態，可是它還是有

各自的象徵性意涵。希臘的類型跟羅馬的類型就不一樣。 



 
你如果去看到威尼斯雙年展，還有非常多的歐洲人，努力的在建構他們的原型，

企圖建構他們的住宅類型。他說這個住宅類型，這個動態的現象，都在處理這種基

本的政治問題。這基本的政治問題來自於土地徵收、街道、密度、尺度，還有決策

的意外。作了一個決策，沒有想到會變成那個樣子。例如台北的好好看，作了以後

突然變成到處都是高樓，因為鼓勵了容積率，留下了外面的空地，所以所有的人就

把外面的空地變成綠地，自己縮減然後變高樓，容積率擴張後就變成高樓，這是決

策的意外。當初可能都沒想到，因為這個決策叫台北好好看，獎勵容積率，整個都

市更新把街道都去掉了。常常因為決策跟一些基本的密度、街道的計畫、土地的徵

收，決定了一個城市的發展。所以身為一個建築師必須要理解這些事情，重新建構

這樣一個類型，去理解這個類型。不同的容積率加上密度會變成什麼樣子，有沒有

維持一個類型的概念。我們再回到去年找王維仁來作的都市合院的高密度發展，抗

拒高密度，我覺得是不對的。高密度發展就代表一個城市一直在再度發展的狀態。，

我們今天不要把台北市變成高密度，我們要回到低密度的房子是不可能的！可是高

密度要如何配置，高密度的原型（Phototype）要如何被發展，需要很多專業者重新

再討論我們需要什麼樣高密度的類型街道。如果今天這個事情是成立的，我們要如

何在原來台北市混合使用（Mix use）裡面重新建構一個新的住宅系統，這種是阿道‧

羅西特別提出來。他說都市理論、都市住宅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住宅觀念。這些觀

念裡面可以從舊有住宅，原來是這樣一個官邸的古典狀態，從這個古典狀態裡面看

到各種不同新的發展，面對各種不同的密度。從原來的合院住宅（Courtyard House）

開始變成另外一種集居的住宅，可是這合院住宅跟集居住宅在一個共同範圍裡面，

重新去定義高密度、低密度，甚至從這樣一個圓型變成另一個原型的時候。建築物

就開始變成不一樣，建築是一個演進的過程，建築在演進過程的時候一定要注意、

注視類型，這個注視類型不是不能變的，可是要注視這整個類型的關係。在這個類

型關係一定要保留很多重要的紀念性元素，跟原來合院系統的空間關係。我們今天

在都市計畫裡面，可以看到都市計畫從最早的分割地塊看到最後。這個城市的發展，

不是你想像中的這個樣子，這個城市的發展最後會發展成這個樣子，這跟土地政策

有關係。以前土地政策是劃成一大塊的，這劃成中塊的，到這個土地政策，每一個

地址、地塊只剩下一點點。所以當你今天把土地政策地塊切到只剩下一點點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定義了那個類型發展的狀態。比如說你現在在台北市，你要拒絕大量開

發的超級街區（Super Block），只要要把土地切成非常多塊的時候，它的土地發展，

整個類型就不一樣。如果你希望這個建築每一棟都是前面商業，後面居住，你只要

把現在的台北市地塊重新切一個像迪化街一樣，長長的一條一條，建築就會變成另

外一種類型。不要忽視這土地徵收地塊的時候，所建構出來背後的意涵，我們要有

能力去解這個題，我們要有能力去重新建構一個土地關係，我們不要那麼天真認為，

這個事情都是建築師建構出來的。建築師建構出來的歷史都是當初在劃定這個土地

徵收的時候，它背後的意圖，這背後的意圖其實是在發展一個原型，這對我來講是

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今天能力夠大的話，如果我能夠發展出一個好的住宅類型，

面對城市的話，我甚至就有能力到台北市跟台北市政府說，我們要把土地的地塊重

劃，劃成這個樣子。它才有機會抵制建設公司或抵制另外一種人所作的發展，要不

然每個地塊都是這樣子。那個樣子的地塊發展出來的住宅就是那個樣子，它背後有

一個叫作類型學的狀態，那這個是建築師要去理解的空間範圍。他說我們在作建築，

從一個地塊回到白的，由市政府徵收拆除重建，拆除、重建的時候。你畫的土地地

塊會變成這個樣子，如果你不畫土地地塊把這個回歸到最空白，它就可能變成現代

建築這個樣子，這就是現代建築。現代建築是把地徵收完後變成一個大地塊，之後

利用 CIAM 所建構出來的新系統來設定鄰棟間格，來談陽光、水、空氣。可是如果

地塊不變，維持地塊重新發展的時候，它會變成這個樣子，那這兩件事情是一個土

地徵收跟一個建築發展出來完全不同的原型。它對城市的發展不可謂不重要，因為

它是所有住宅發展出來的系列，每一個都在對土地作解答，比如說西方人認為拱廊

很重要，你看他一直在維持拱廊，高樓塞在中間留住拱廊。我們希望未來建築在面

對高密度的問題，我們如果覺得說街道是重要的，我們必須要作一些都市設計的原

型。前面都必須要有街道，後面才能是作高樓，所以解決了高密度的發展，高樓還

必須要有合院，要有一種生活空間以後，你才能建構出這樣子的一個空間概念。這

本書基本上就是架構在這個概念裡面，從原始對於都市、對於建築、對類型的定義，

慢慢回到城市的規劃，城市原型的象徵。 

阿道‧羅西所提出來的東西裡面還有非常多的案例，如果你們有機會回去看他

所有的案例，理解這對於他重要的影響。類型是建築真正的概念，是最接近建築的



 
本質。它都是在原則之下，加進我自己本身主觀的感覺。他認為建築師在面對建築

問題，第一個是把自己放在一個城市的原型標準。他還作一件事情，是他回到自己

對於場所的經驗跟感覺，那個可以很主觀，可以就像他在講市場，他說市場的感覺

是充滿食物的事情，不是架構上的事情。你加進了這些感覺和理由，就是我剛剛講

的描述建築，讓這個原來的原型變成一個基本原則加上描述性、象徵性、心理性、

場所性，這是阿道‧羅西理想中的建築。我也非常欽佩及同意他所提到的這樣一個

類型，不管他作的是什麼，他談到說紀念碑。 

大家必須要重新去面對紀念碑，紀念碑具有具體的形象，這個形象不要排斥它，

紀念碑本來就有形象才會讓人感知很特別。人的感知對具象有某種感知，當現代主

義把所有的具象都去掉，把所有象徵都去掉，都變成方盒子，其實你去掉人類很重

要的認知系統，這認知系統是對意義的感知。在我們的歷史上所學到任何的建築事

件，都有一些過去的實質象徵，，過去所留下來的這些象徵，象徵做舊了、做壞了

叫作媚俗。三太子已經作到媚俗的感覺，可是象徵本身這件事情是重要的，不能被

抹除的。紀念碑就是它藉由具體的象徵來標出不可見的崇高，你要有能力從具體的

象徵，找到所有人共同感知上面最高貴，最具有精神上的東西。你一則要理解具體

性象徵的重要，你一則要抗拒這個具體性的媚俗，你必須要讓那個媚俗拉到另外一

個較崇高的價值。你要把可見之處化為不可見的價值，這是很重要的一點。他，這

個叫作「敍述」（Scenario）。你要把所有的象徵儀式變成一種「敍述」（Scenario），

當變成「敍述」（Scenario）的時候，它就可以灌注到類型上面。對阿道‧羅西來說，

建築必須被遺忘。遺忘就是你接受這個影像，可是不要被這個影像給鎖死。不要被

冰凍化，冰凍化就叫作媚俗。你必須要遺忘它以後，再重新建構你的描述性，這個

描述能夠從裡面抽取一個比較崇高的精神意象。你要能夠理解精神意象是什麼，你

要抵抗媚俗的概念，然後得到這個崇高意象的概念。這個意象也可以是具體的，他

舉幾個例子，我覺得非常重要。他說，大家看到這一張是中國式的屋頂，它非常具

象也非常抽象。它已經沒有那些斗拱、中國的顏色、中國的材料，它只剩下一條線。

當形式性的象徵變成這個樣子的時候，其實已經開始遺忘原來的建築，留下了建築

的象徵。看到這件事情就可以理解它來自於原來這種象徵，所以這個中國式的建築

型態應該是很重要，它是一脈相傳下來的關係。可是一味地把這些東西都保留下來，



 
重新作這個東西，那個叫作媚俗，那個叫作冰凍化以前的歷史。你要有能力重新讓

原型建構起來。他說東方跟西方可能兩條線就具備完了。這張圖可能比較難理解，

可是對西方人搞不好比較容易理解，這是歌德的雙塔，一個非常對稱的雙塔。這個

類型有一個高聳的正立面，兩個崇高的關係來面對一個大廣場。當中國都在談水平

線跟這個曲線的屋頂，西方則是在談崇高性的垂直性意義。這應該是重要的，它可

能裡面還有些語言是重要的。他說燈塔站在山上，具有非常強烈的重要性，這個燈

塔的重要性不只是為他自己。它自己的形式一看就知道具有重要性，還包括它的地

理位置，還包括它對遠端海上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點。這個點具有地理性、

具有象徵性。這個神像站在一個高塔，站在一個大的空地裡的超大神像，在西方的

某個地點是非常重要的，那是遙祭的關係。當然如果我們要在八卦山作一個如來佛，

可能很重要，可是必須要抵抗媚俗。如果不是觀光而是某種集體性（集體性有兩種，

一種是共同精神上的集體性，還有另外一種是共同品味上的集體性），台灣比較容易

作的是共同品味上的集體性，作出來是觀光客型的，反而不是在談共同精神上的集

體性。對阿道‧羅西來說，那個集體性是精神投入的、是一個精神投射的。宗教的、

地理的關係對他來講都是非常重要。 

對他來說，創造建築就是去學習如何構築，建構一個解決方法。他的構築很特

別，不是在談材料跟技術而己。他說構築是在建構一個解決方法，從分析事實促進

一個空間的形成，而且它可以在一個特定的象徵裡面解決。你要能夠分析原來的科

學、類型，知道它連續性的關係以外，建築師必須要提出一個解決方法，解決方法

背後具有一種文化的、場所的、精神性的象徵來解決它。這個時候類型才會被顯現，

而且這個類型必須要醞釀出感覺。類型是一種載具，它能夠承載對場所的感覺、對

歷史的感覺、對文化的感覺。阿道‧羅西說當一個人去到一個慈善機構，幾乎都會

感到難過的，即使這個慈善機構可能是一個學校的校舍而已。為什麼你進到一個慈

善機構為難過？為什麼你到一個儐儀館會覺得整個身體稍為僵化？為什麼你到教堂

會覺得自己很渺小？因為它是一個建築的類型，它已經從一個類型醞釀這個感覺，

它已經存在於內牆、中庭與房間內。好奇怪的一個建築詩人所講的話。你進入到一

個慈善機構，因為你知道它是慈善機構，所以你的同情心是被激發出來的，因為對

那個類型有同樣的感覺。你如果到一個校舍，你不見得有那個同情心，你看到小孩



 
子不見得有同情心，可是你一旦進入到一個慈善機構，或在一個大廣場的中間，有

些東西是被激發出來，因為你對於某一些類型的感知。建築師的責任就是要把這些

感知放進這些所有的牆、中庭等元素裡面，那這些感知就會把類型接到某個高度。

他對「類型」最後醞釀這句話，最後類型的顯現就是要把感覺醞釀出來，你要遺忘

原來象徵隸屬的繼承觀點，你要把那個感覺抓到，放在你的原型。你要把你的合院

建築，具有的生活性及合院的感知，放到當代的合院建築裡面，而不是用以前合院

建築那個具體的歷史型式。 

歷史及記憶對阿道‧羅西來講，模糊的記憶才是重要的，因為記憶太清楚，它

就會被冰凍起來，它就會變成一種陳舊的、媚俗的形式。建築師要有能力知道這些

記憶的來源，知道這些具體的象徵，可是你要有能力模糊它。「我渺視記憶，我運用

都市的印象，在感覺的背後，尋找永恆類型的固定法則。」這句話是它背後最重要

的關係。我希望把我的原則、感覺放進去，我要開始把以前對歷史文化的理解去除

掉、留下來，去除這個記憶，留下那個感覺。運用都市裡原型的印象，就像市場、

大教堂、公共建築都在展現都市和人的歷史。他說市場中的攤販、大教堂的懺悔室、

小禮拜堂都在展現人和世界的關係，有沒有辦法把這些具體的東西呈現出來。我覺

得這個做最好的人不是阿道‧羅西；阿道‧羅西的這個理論寫得非常好。但我最感

動也是最從崇拜的人叫黑達克（John Hejduk），美國最重要的建築師之一，真正的建

築師詩人。他一邊寫詩一邊作建築，他案子都沒被蓋起來，可是他就是有能力在一

個大教堂的懺悔室、演講室、表演舞台，任何一個地方作出那個感覺，他作了很多

類型，像小怪獸一樣，每一個類型都有它的構築關係。阿道‧羅西就是在談這個感

覺，歷史跟記憶所建構出來的觀念。他說我看見如庭院與迴廊的都市形變元素，如

純粹的礦物學。什麼叫作礦物學，在一個牆壁的土壤裡面找到各種不同時代的礦物，

找到不同時代的基底，就像考古學家一樣。現代建築有種叫作建築的考古學，就是

如何在不同的紋理裡面找到它當初的生活型態。考古學家從一個碗就要知道那時候

的生活型態是什麼。在這個純粹的礦物學裡面，找到各種分配在都市裡面的關係，

我閱讀有關都市地理、地形跟歷史書籍，我就像一個上戰場的戰士，我想要知道上

戰場的一切。如果我今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將軍，如果真的要去打贏戰場，我必須

要理解所有的高地、通道、樹林的所有一切。我自己本身走遍了歐洲都市，企圖了



 
解它的平面，而且我企圖把這些平面類型歸類。這個類型歸類不是一個科學性、技

術性的歸類，這個歸類包括到感覺，包括它所謂的礦物學，包括剛剛講的記憶。我

企圖在整個歐洲城市裡面，了解各種不同的歷史跟地理的狀態，然後去建構它的類

型，去理解它所有類型的關係。我喜歡劇場跟城市類比的想法，人就像演員，當燈

打開時，他就參與一個不熟悉的事情，可是人參與的時候，到終場他們一定就會熟

悉。這已經開始變成一個詩句了，所有的人包含當代的人，進到一個老的空間剛開

始不熟悉，可是他是舞台的一份子，他最後一定會熟悉，最後一定會跟這個城市的

空間產生一種完全熟悉的狀態。這些人會在城市裡面留下痕跡、留下了生活，建築

會跟這些人共同在一起，可是這些人會過去、時間會過去，當劇場關閉的時候，城

市就像一個空蕩的大劇場。這些人早晚會過去，會有下一批人進來。這些人只是扮

演一小部分很感人的角色，可是沒有人可以改變那個類型。那個類型承繼的可能是

三百年、三千年的類型，那個類型會跟著每一來的人改變，就像一個舞台一樣。這

舞台給每一個人來演，可是這舞台不能讓你全部改變，這個舞台本身有一個非常基

礎的類型，所以最後建築是一個固定架構。這個固定架構、原型是讓歷史事件、讓

人來累積進來。這個是城市建築非常非常重要的觀點，這整個敍述裡面充滿了哲學、

詩學及各種不同現象學的理論。他跟原來范裘利在談的那種所謂複雜與矛盾、在談

的型式是不一樣的。它裡面充滿了文化內容，可是這文化內容讓整個歐洲在那個時

代抵抗現代主義，認為現代主義什麼都沒有了，只剩下機能跟健康的邏輯。他創造

了一個非常大的地圖，讓後面所有的人繼續發展出我們所謂稱當代的建築理論。請

大家要知道這個的重點，你在讀他的書的時候要理解，當代有多少人是在重新面對

阿道‧羅西。我希望大家可以從范裘利跟阿道‧羅西理解當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最好你們可以從當代去討論他們跟阿道‧羅西、范裘利到底發生什麼樣的影響。這

兩堂課對我來說非常重要，雖然是兩堂很抽象的理論。下一堂我們在講的是庫哈斯，

大家就很熟悉，幾乎大家耳熟能詳，可是大家不要忽視 1966 年這兩本書。這兩本書

距離現在四十幾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所有人因為這兩本書離開了現代主

義，回歸到更遠的觀點去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