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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第七講已經進到當代，上次兩講的范裘利（Robert Venturi）和阿道．

羅西（Aldo Rossi）基本上是在後現代主義也算當代，可是已經都差不多過去了。

在 1986 年到 1988 年左右的幾個重要的論述。 

那上次談到的范裘利跟阿道．羅西，一個是談到美國後現代主義的架構，

一個是談到義大利歐洲的後現代主義架構。這兩個後現代主義的架構，比較特別

的是范裘利轉向的是普普文化，讓所有的後現代所論述的對於建築上面的空間，

從非常現代主義的抽象跟 International Style （國際樣式）的機能、效率、健康

的概念，開始轉向文化、歷史的概念。范裘利最大的不一樣是他在談黑跟白中間

的灰，他希望建築能夠越豐富越好。可是後來大家對范裘利的評語是這樣子，在

他的論述裡面，本來少是多（「Less is more」）變成「 less is bore」，希望能夠更

豐富的表現出建築文化的各種面向。雖然在理論上非常非常成功，但實際上在衍

生到後現代後來的作法上，還是有一點點被人質疑的是，雖然范裘利所要講的是

要向流行文化看齊，可是他做出來的東西還是遠離了流行文化。他做的東西其實

還是非常在意所有的形式，他所做的嘲諷大部分都是以形式上的對比來做嘲諷。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上一堂談到的各別幾章，在談了各種不同的曖昧跟矛盾之間

的關係還是屬於形式（Form），而且這個形式基本上還是跟很多現代主義裡面在

意的空間形式有關。雖然他打開所有人的視野，也打開所有人對現代主義所做的

限制，可是他自己做的案子，很多人都覺得還是沒有辦法直接進入人的生活讓人

理解。他讓專業建築師們打開了他們的視窗，讓他們看到不同的可能，但對於一

般的人而言，縱使他在「向拉斯維加斯學習」做了各種隱喻、各種象徵、各種

metaphor，但還是沒辦法完全進到人的生活裡面。這是在范裘利的這本鉅作，對



 

於專業界以外，對於一般的平民所產生的距離感。 

那上上個星期跟大家談的阿道．羅西《Architecture of the city》打開所有歐

洲建築，在長久現代建築的積壓之後，產生各種不同的文化。比如說他談到的

Typology（類型）、他談到了 Monument（紀念碑、紀念物）、他談到了 Memory

（記憶），基本上所談到的事情，基本上跟歷史文化有關，但他還是偏離於建築

核心的一些討論。當然他們對於建築、整個當代的建築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影響

到的都是他的下一輩，那下一輩大概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當代建築師們，那

我們今天談到的跟下個星期談到的，基本上主要在談當代建築所產生的一種各種

的不同的面向，尤其是今天的論述非常特別。今天我們跟各位談的論述是庫哈斯

（Rem Koolhaas）。那庫哈斯這個人，基本上從我自己的觀點不一定是其他人的

觀點、我自己的觀察，雖然並沒有論述這麼說，可是我的觀察是 Rem Koolhaas

最大的貢獻在於他開始創造另外一種新的建築觀點，這種觀點是介於菁英文化跟

普普文化之間。他藉由各種不同狂想的狀態、各種不同的想像，讓菁英的空間形

式跟一般的普普文化的社會現實改變；范裘利都還無法談到現實，范裘利談到的

普普文化基本上還是一種空間形式上的學習。我個人覺得庫哈斯受到范裘利的影

響，所以他大量的用他自己的眼睛跟觀點，看待世界上所有各種不同現實，而且

他擁抱這些現實。他把所有看到紛亂、矛盾的現實，稱之為大都會現象。這大都

會現象就是我們現在看到各種不同都市裡面的生活現象，他接受了這些東西。他

並不是拒所有平民文化、生活文化、現實於千里之外。他所有東西都擁抱了，擁

抱完之後所創造出來的空間樣態，基本上我認為他還是承繼了柯比意。大量的瞭

解所有的空間型態，抽象空間型態跟空間製作時所產生出來的空間樣貌。那這是

我們今天要談的重要的一講，Rem Koolhaas 大概是我認為最具有這個創造性的建

築師，而且他本身也是最具有理論性的建築師，而且他可以根據自己的觀點跟眼

睛把這兩件東西併合在一起。 

今天談的兩本重要的書，一本是他 1978 年寫的《狂譫紐約》那另外一本書



 

是他 1995 年寫的《小、中、大、特大》，中間經過了十幾年快到二十年。那這兩

本書一脈相傳，從《狂譫紐約》開始，都還沒真正開始做案子，一個純論述理論

的觀點，到了 1990 年寫了《小、中、大、特大》，在中間的十幾年快二十年當中，

他蓋了一些案子。那這些案子，讓他開始看到，他如何讓自己的作品跟他的理論

接軌，這是我最佩服他的地方。 

如果你要了解 Koolhaas 的所有作品，大概你沒辦法逃避，一定要回到 1978

年。1978 年距離現在已經三十幾年，在他 30 幾歲到 40 歲所寫的文章，竟然在

今天他所做的任何一個作品，都還可以應用回去，可以回去看他的歷史觀點，這

是非常非常難得的，很少人能夠在他早期寫的任何一種想像跟文字論述，到三十

幾年下來，所做的任何一個作品，都毫不動搖地在做自己的想像。那你就知道這

本書有多重要，因為這本書，雖然他寫在還沒蓋出任何房子的時候，但他已經為

自己開了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窗，讓他後面的作品可以跟隨。《小、中、大、特

大》我想大家都比較熟，我們沒有談那麼的多。我相信幾乎沒有人看過他的早期

的這本書，很可惜的他這本書沒有翻譯，所以在台灣非常少的人看過這本《狂譫

紐約》。唯一如果要看的話，大概只能看我在 1995 年所寫的一篇一萬五千字的文

章，那時因為我剛好回國，我去了 Koolhaas 的 studio，然後我又去念了 Koolhaas

的整本書以後，1995 年剛回國我就寫了我的第一篇最長的文章。那篇文章大概

就是我自己本身對他這本書做的一個基本了解。 

我們來正式走入 Koolhaas 的整個理論跟建築所做的事情。我非常喜歡他的

這張圖，這張圖在某本書裡面所講的 Koolhaas。我用這張圖為 Koolhaas 下了一個

註解，說他是一個雙面的煉金師，所謂雙面煉金師，是他有非常實質的自我，可

是旁邊有非常多的 mirror（鏡射）、reflection（反射）。這些反射都是虛構的，可

是這些反射跟他自己本身一直在互相照應。他在現實跟想像之中也是互相在照應，

所有的現實面都來自於他另外一層的狂想面。他的想像面，我把他稱作「狂譫與

現實的錯身化境」，他隨時介於在一個現實與狂想之間，他接受了所有現實，可



 

他認為，現實如何變成一個非常有效率、有力量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要經過一個

過程，這個過程叫做 Alchemy（煉金術）。如果大家對西方的理論有所理解，西

方的文學、哲學包括建築，常常講煉金術這個字。甚麼是煉金術？煉金術是以前

西方非常重要的一種，我們稱為叫做巫師的手法，這個手法非常像現在的魔術師。

他有辦法練土成金，以前的煉金術士大家之所以無法理解的是，他可以拿一堆土，

經過他的工作之後，變成非常有價值的金子。如何讓一個非常平凡無奇的、看不

到任何價值的東西經過他自己的手法，變成一個非常有價值的黃金？在西方把煉

金術、練金師，稱為一個 Philosophical（哲學）的轉變。這個轉變經過的基本上

不是物理作用，而是經過的一個化學作用，離開原來的物質性，經過另外一個不

可解的、非常神秘的過程。我一直稱 Koolhaas 對當代建築最大的貢獻是他非常

厲害的能夠煉土成金。把現實大家覺得平白無奇的東西，經過他自己想像，經過

他在建築上面的運作，讓它變成一個非常有價值的概念。 

他自己成立了兩個公司，這兩個公司非常重要，剛開始在他差不多四十歲

的時候成立一個 OMA。那 OMA 這個名字非常特別，不是以他個人的名字。他成

立 OMA 的時候，他自己寫了叫做《Delirious New York》（狂瞻紐約），他談了一

件事情叫做 Office of Metropolitan Architecture，大都會的一個建築工作室。這樣

一個工作室基本上所談的是大都會的精神。這個工作室非常了不起的是，當初他

設了名字一直到今天為止，他所做的任何一個面向都跟這個工作室剛開始啟動的

這個名字有關。在這個一成不變的過程裡面，他在 1995 年左右，成立了另外一

間公司叫做 AMO。AMO 是現在這個世界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建築團隊，或是建

築實務裡面非常重要的一種公司型態。OMA 在做實際的案子，成立了 AMO 是一

個研究型的智囊團，這個智能團，結合了學術，所以他才會答應了哈佛，回到哈

佛去教十年書。他教十年書，用美國哈佛大學最重要一群菁英跟他一起做研究，

所以他每做一個案子都會出一本書。這本書就是他們所有的研究，他讓研究、思

考跟實際的現實操作同時進行。一邊是智囊團另外一邊就是在實現最後想像的一



 

群專業團隊。AMO、OMA 就是這樣的一種關係。 

他在 1990 年後，他出了幾個書非常重要的書，其中一本叫做《大躍進》。

那《大躍進》兩本書，一紅一黑，很厚的兩本書，他帶領著哈佛的學生，成立

AMO之後就寫出來了兩本書。這兩本書直接關心的是中國大陸在這幾年的發展，

所發展出來的城市跟世界上的城市非常不一樣。他在寫這兩本書的時候，我們都

在猜測，他可能會成立第三個公司叫做 MAO，那 MAO 是甚麼？就是「毛」。我

們都認為他會開始「MAO」，開始向中國大陸、亞洲做一個概念上的轉變跟概念

上的省思。後來沒有他沒有成立 MAO，要不然 AMO、MOA 跟 MAO 會，可能會

是一個非常玩的一個架構。 

我很喜歡 Koolhaas 這張照片，他永遠眼睛看向上面，看向光線，眼神非常

皎潔、非常聰慧。他的眼神絕對不是一個甘於把事情很平實詮釋的一個人。這張

照片裡面我非常喜歡他的嘴角有一點點小小的笑容，這笑容說實在有點可愛可是

也有點邪氣。他有一點點若有所思地在面對未來各種不同的面相。這些面向是我

個人對他這些照片的小詮釋，這些詮釋大家可以看得到我定義他是這樣子的一個

人。這個定義當然不是我定義，這定義當然是在各篇、各種不同的人在研究 Rem 

Koolhaas 寫到的各種不同稱呼。有人稱他是狂想家，基本上他的狂想尤其是在

《Delirious New York》呈現地特別清楚。為什麼我翻譯《Delirious New York》？

台灣的第一個翻譯的《Delirious New York》的人是我，我把翻譯這本書的時候，

我不是把它翻成瘋狂的紐約，那 delirious 這個字，基本上你用瘋狂的方式來詮釋

它，我覺得是不夠的。所以我把它翻成狂譫紐約，「譫」這個字非常特別。有一

點點慾望的詮釋，有一點 desire（慾望）。它不純粹只是想像，他背後有一些慾

望，這些慾望常常經過口說或是論述，把這個慾望給表現出來，所以我覺得

《Delirious New York》這個瘋狂，最重要所碰觸到的一個問題是大都會所有人的

慾望。他挑戰所有人的慾望。在整本書的章節裡面，有一個章節他特別講 Fantasy

（幻想）跟 desire（慾望）。這個慾望真的非常重要，他才會用 delirious 這樣的



 

一個字來表現。人類的某種慾望、某種欲求需要藉靠外力、藉靠科技，藉靠某種

技術來完成你自己本身的欲求。建築或者城市的各種不同的事情，常常是因為有

欲求。這件事情才會往前不一樣或是往前跨一步。這個是他在談他的狂想，這個

狂想基本上一定是有一些需求，一些背後對於生活上的某種期待，才開始產生這

個想像。這個想像是有目的的，這個想像背後有各種需求開始跑出來。那 Rem 

Koolhaas 最厲害的地方就是他開始利用各種不同的狂想，利用各種人的不同的慾

望來表現出，他認為未來的建築形式可以怎麼被表現。 

庫哈斯絕對不是一個空想家。有非常多的理論家，基本上都是空想。我們

這次上的所有課程，除了羅斯金（John Roskin）以外，其他建築師都是既寫理論

也做建築。是理論家也是一個實踐家，包括阿道‧羅西（Aldo Rossi）、柯比意（Le 

Corbusier）、范裘利（Robert Venturi）這些人全部都是自己寫建築、自己做建築

的概念。這些人之後，下一個不可忽視的就是 Koolhaas。他所有的狂想，不管放

在心裡十年、二十年或是三十年，總有一天，他都會把它變成真的。我認為這是

做為一個建築師最重要的一種個性，也就是說建築師不能只是做一個想像而已，

建築師最重要的是他的專業。他必須有一個任務讓狂想變成真的，讓他可以看到

真實的狀態。我個人認為 Koolhaas 跟其他的建築師最大的不一樣，他其實充滿

著樂觀主義。他對任何的事情基本上都不排拒，不排拒並不表示他很世故。不排

拒其實不表示他是一個市儈的、平庸的建築師。他在建築裡面接受現實，他找到

了抵抗的力量。每一個現實變成他最重要的工具時，他接受了現實，可是他做每

一個想像跟現實都掌握了抵抗力量，也正是因為他的抵抗力量，他才有辦法變成

一個煉金師。他把現實廢土，化土成金。這個土經由他的轉化，這種轉化你當然

不能說是哪種轉化，各種不同的案子，他的轉化都不一樣，可是他都可以把它變

成金。這個部份我們稱作樂觀主義，他對於所有事情其實是充滿樂觀的。 

Koolhaas是一個實用主義者，他認為樂觀所做出來的事情都要必須被應用、

被感知。他並不是一個純理論家，只是在做一個純美學。甚至我們可以說他在他



 

自己的美學裡面抵抗原始美學。他接受了美學也抵抗了美學，可見他是非常實用

主義的。他尤其覺得世界上各種不同的使用或者是機能，對他來說是啟動化土成

金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力量，這是一個非常重要觀點。那 Koolhaas 後來在做的很

多作品，最重要的概念都在挑戰 program，甚至於我們把 program 變成動詞、動

名詞 programing。把 program 重新轉化、重新看待跟重新詮釋，變成一個

programing 的動作，這影響到我們最近這十幾年二十年。這些建築人如何接受一

個現實的 program 以後，繼續下一個動作是 programing 它，然後重新建構各種

不同的 program，產生的衝突也好，產生的接合也好，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他本身就是一個理論家，可是這個理論跟別人不一樣的是。他是一個建築的跟都

市的預言家，他做的理論，不是一個關在門裡面吊書袋的理論。他從來不會告訴

你他做甚麼「主義」、做甚麼「哲思」。他在理論裡面所做的任何辯證都希望化為

現實。他用的文字不像一般的哲學家、文學理論家這麼拗口，他寫的所有文字都

非常的簡單、平舖直述，可是背後藏了非常多各種他理解的各種不同學派，各種

不同的理論。他把這些都併合在一起，然後甚至於並合在一起的時候，創造了一

個想像，他自己來說它叫做 fantasy，它比想像還要再多一點，fantasy 其實是有

欲求的，不是只是我們坐在這邊只做一個平白無故的想像。這些 fantasy 後來都

變成真實，而且他的 fantasy 非常有趣。預言家不是只告訴你一個想像，他是從

生活現實的某一個故事，透過告訴你一個故事，產生的未來。我們也常常看到科

幻小說，他們常常是在寫一個當代可以理解的，或者是以前的某一個故事，可是

他們都是指向未來。他們下了很多的預言，對未來有很多很多的想像，那我們最

後稱他為建築的煉金師。 

Koolhaas 生於 1944 年，現在大概接近 70 歲。建築師如果一直往前走的時

候，高峰上的高峰，很多人大概在七十歲的時候已經停滯在那裡。不過我們今天

仔細觀察 Koolhaas，他根本還沒停，這是非常難得的事，我們常說建築師大概五

十歲開始，五十歲到六十歲是非常重要的黃金時期，六十歲是持續還在走的建築



 

師是在成熟期。我們可以說 Koolhaas 根本還沒成熟，這是一個很難得的，在一

個接近七十歲的時候還沒成熟，想必他背後有驅動力，讓他可以繼續翻轉他本身

的理論及整個應用。那我們來看他整個背景，他在 1944 年生，在他的成長過程

是一個流浪者，他到了各種地方去理解東方、西方不同的背景。他自己從小到大

的各種不同的環境，他八歲的時候，他跟著父親到了印尼，讓他的成長過程裡面

從印尼開始。所以他在很早之前就是在一個多元文化、從西方回到東方裡面，在

東方文化中產生他自己的童年，所以他對於東方人的理解，或對於東方裡面非常

亂的、還不是一個已發展國家的理解，充滿著各種不同的印象。不敢說他有甚麼

興趣或者不敢說他有甚麼理解，但畢竟他在這個時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開始。可

是他最重要的開始是他在年輕的時候，他第一個工作並不是建築師，他跟很多我

們的同學一樣，他是 M.Arch1 program 的建築系學生。他在大學的時候根本不是

念建築，他是研究所的時候才念建築。他研究所進入到 AA（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在此之前最重要的工作其實是一個記者，他

曾經訪問過一個非常重要的義大利的導演，這導演對他影響非常大，這義大利導

演叫做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如果大家知道現代主義裡面，費里尼在義大利

電影裡的位置是一個超現實主義的電影家、電影導演。我們都知道超現實主義非

常有意思是把現實拿來重新詮釋，讓那個現實超越到另外一種不同的想像，非常

接近《Delirious New York》。簡單的說，如果我們說《Delirious New York》受到甚

麼的學派在背後的思考性影響？最大的影響我想大概是超現實，他沒有直接談到

費里尼。可是他在當記者時報導到費里尼，還談到另外一位藝術家達利，達利是

超寫實畫派最重要的先驅，畫的東西都是現實上的成品，包括你看到的手錶、人、

馬、十字架。充滿象徵性、充滿著現實性，可是他都超越了這些現實的樣貌。庫

哈斯剛開始受到費里尼超寫實的影響，後來直接寫劇本。那他自己受他父親的傳

承，對於劇作家非常嚮往。他在大學的時候，拍了第一部片，這部片是個爛片，

可是非常的無理頭。這很有意思，他是記者、他是一個劇作家，這兩件事情讓他



 

跟其他建築師在寫理論有很大的不同，他往往在他的文字裡面，總是在敘述一件

事情，不是在講一個艱深的理論。記者很重要的是每到一個地方去採訪的時候，

所寫出來的文字是要寫出這一個事實，敘述看到的所有事實。可是好的記者、最

棒的記者，除了去採訪任何一個現實上的事件，必須在敘述現實的文字裡面，找

到某一種觀點，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訓練。身為一個好的記者最重要的是幾乎不

能設限於看到的單一事情，要能夠看到所有的現實。那如果從學門來說就是必須

跨領域，必須看到所有現實上面最細節的、最外顯的、最內隱的狀態。好的記者

必須能夠看到事實背後的某一種真相或是某一種想像，這是一個好的記者訓練。

那當然你不像我們台灣某些記者，永遠看到那個表象上面的事情，甚至於還誇大

表象，而沒有誇大後面的那個影響。另外一件事情他在寫劇本，因為他開始寫劇

本，所以他所有的文字非常平舖直述做一個現實的想像。我們知道做戲劇，最重

要的兩個重點：第一個重點，他必須要建構一個現實的輪廓，他必須要講一個故

事，這個故事裡面包括角色、對話、情節、場景。做一個劇作家必須要有這個能

力，必須自己編成一個所有人都可以理解的元素，可是戲劇最大的本意不是現實。

雖然他創造了現實的腳本（scenario）、角色跟場景，可是它絕對不是現實，那才

是一個戲劇。因為這兩件事情，讓他在《Delirious New York》的敘述裡面，講的

都是現實狀態，可是背後，他在詮釋的是某一種想像、某一種 fantasy 概念。 

在他 24 歲大學畢業之後，他才進入 AA 的建築學院，大概是 AA 最重要發

跡的時候。AA 本身不是一個大學，它只是一個 Institute（研究所），它只是一個

單一的學術機構。它基本上幾乎在英國可以說是體制外的學校，直到前幾年，AA

畢業的人才可以在台灣教書。AA 雖然在我們建築界非常出名，可是在很多的教

育體系裏面它是不被承認。可是 AA 在英國當時是最前衛的一個建築學校，包括

AA 在 1968 年的時候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1968 年是我們認為在二十世紀裏面

是最重要的學術運動、社會運動、現代啟蒙的一個轉捩點。那 1968 年包括我們

上次講的搖滾樂、嬉皮，還有建築有個學派非常重要，對未來充滿想像，那這個



 

學派在 1968 的時候，非常的蓬勃發展，現在為止你們如果有興趣還可以去看，

叫做《Archigram》（建築電訊）這個團隊。全部都在講未來主義，全部都是人類

用科技去想像未來可能變得美好，甚至於建築還來講一種 Mobility，建築是要隨

時可以變的，隨時可以汰換的。那庫哈斯 24 歲進入 AA 的時候，剛好 AA 是全世

界 Archigram 最重要的時期，而且 Archigram 最重要的發言人都在英國，並且以

AA 為首。所以他在那個時候，感受到當時非常重要的建築動盪，這個動盪當然

跟社會動盪有關，跟我們剛剛講的學生運動、社會運動、嬉皮文化、普普藝術，

全部都囊括在那個時候。在他念書的前兩年，其實在另一端的美國有一本書出來

了，就是我們上次跟各位談的，1966 年范裘利的《建築中的複雜與矛盾》出來

了。這個時候范裘利 41 歲，庫哈斯 22 歲，他跟范裘利就是一個世代上的轉變。

他跟范裘利之間的距離差距快 20 歲，可是范裘利在 40 歲的時候才寫出他的書，

可是庫哈斯在 30 歲就寫出他的書，也就是說范裘利他在 1966 年 40 歲時寫了一

本《建築中的複雜與矛盾》，Rem Koolhaas 在 34 歲，在范裘利出了這本書的 12

年後，接著就出了下一本書，這本書我覺得非常重要與范裘利的書對應，叫《狂

譫紐約》。在庫哈斯學生時期中，從 24 進到 28 歲的時候，看到另外一本書就是

范裘利寫的另外一本書《向拉斯維加斯學習》，談非常重要的普普文化。這個普

普文化的城市是充滿慾望的城市，這城市其實是拉斯維加斯，是一個完全虛構的

城市，是一個充滿所有人類的欲求的一個城市，不是一個真的城市。范裘利提到

說，美國的各種城市一定要向一個類似虛構又真實的拉斯維加斯學習。這個時候

剛剛好 Rem Koolhaas 畢業，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期。剛畢業的時候人還在

歐洲，所以他對於美國文化這部分的理解並不太多。在他 28 歲做畢業設計，寫

了一個論文，叫做《出埃及記》。我非常佩服他的是，如果今天再回去看他的畢

業設計，幾乎跟他現在做的設計沒甚麼兩樣，他的思考竟然在他唸完三年半

M.Arch1 的畢業時，就已經開啟了他真正在建築上面的大門，開始他的想像，這

非常值得我們學習。我們的同學們如果非常珍惜你們在學校的三年半，如果你們



 

三年半真的夠大膽，力量夠強、意志力夠強。做了一個設計，很可能這個設計是

一輩子非常重要的開始。我們等一下就可以看到他的《出埃及記》是如何去開始。 

他在 31 歲，才畢業 3 年就成立了公司，雖然他早期根本就沒有案子。他早

期做的案子全部都是紙上建築，他跟他的太太及他的同學夫婦，兩對夫妻共同成

立了 OMA。如果你今天去看 Koolhaas 的《Delirious New York》那本書裡面有非

常多的水彩、淡彩的畫，基本上就是他的太太跟他的合夥人所畫的。這些畫一直

到後來他跟合夥的這對夫婦拆夥以後，這些畫就不見了。他就開始畫另外一種他

自己的畫，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Delirious New York》最棒的關係是，文字本身

是 Koolhaas，圖本身是他的合夥人，兩邊搭在一起非常的 surreal、非常超寫實。

這是個最重要的、最珍貴的一個時段。之後，你可以看到 Rem Koolhaas 自己往

前走，還是有繼續他的論述過程，可是之前的那種非常謎樣的、好像漫畫的，可

是又充滿不同幻想的這種畫風就不見了。 

1978 年 34 歲，他畢業了 6 年後就寫了這本《狂譫紐約》。他在開了公司之

後，他去了一趟美國紐約，非常多的歐洲人，產生很大的改變都是因為去了美國

才改變。因為美國是一個新大陸，美國本身的文化你可以說跟歐洲關聯，也可以

說它完全沒有文化。歐洲人非常鄙視美國，覺得美國就是一個資訊犯爛，而且它

索取的東西都是一個文化的末端，比較屬於形式上的。所以對他們來說美國的文

化就是一個非常非常膚淺的文化，所以歐洲很多人甚至不願意接受美國文化，固

守在歐洲繼承的傳統裡面，尤其是建築。可是 Koolhaas 到了紐約的時候，突然

發現他不是在看那種傳統文化的問題，他在看如何美國文化能夠這麼多的不同的、

毫無肌理的、毫無章法的，全部都湊在一起，湊在美國這個地方。有點像台灣，

是一個多元文化，失去了某一種傳統的章法。戰後的美國是一個充滿樂觀的國家，

他們在拿到世界發言權的時候，他們在所有人的眼睛都在往前走，所以在一個這

麼一個毫無包袱的國家拼湊了這麼不同的文化系統，只是為了讓這個國家往前進，

跟這個歐洲的緩步前進是不太一樣，就在這個當時，在這個時候庫哈斯看到了紐



 

約，他認為紐約實在是太棒了，他認為紐約這個毫無章法的文化，就是這個全部

拼湊在一起，而且樂觀相信科技、技術要往前走，所以創造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實

驗之地、實驗之道，也因為這樣子轉變了 Rem Koolhaas。Rem Koolhaas 早期的訓

練中有記者的訓練、劇作家的訓練，有在各種不同文化成長訓練，所以他開始大

量的接受這樣子的一個文化的衝擊，這個衝擊讓他開始寫這個《狂譫紐約》，他

稱為這個《狂譫紐約》是一個回顧式的宣言，是一個曼哈頓的回顧宣言，非常特

別的一句話。他的整個書除了寫《狂譫紐約》以外，他後面的標題講了第一個叫

做「回顧式」的宣言。他在 1978 年回顧紐約的 100 年，從 1900 年開始到 1978

年他看到了紐約，到底發生了甚麼事?他企圖回顧過去，從 1978 年回顧到 19 世

紀到 20 世紀的轉折，那個時候紐約才剛開始發展，他經由回顧的概念，來看到

未來。經由回顧的概念，來理解紐約是怎麼樣被形成，他提出來未來。回顧故事

的宣言，其實是非常非常特別，他的回顧是不守舊於歷史的論述，他完全沒有所

謂的歷史論述，其實對我而言，其實他跟基提恩很像，他完全在做像事實的呈現，

他大量的在回顧過程裡面談論事實，談論紐約所碰到各種不同的事實，或者紐約

人在面對事實或是對於現實各種不同的想像。正因為這樣的想像、現實，讓他覺

得紐約一直在往前跑，那跟歐洲的系統裡面，慢慢慢慢地往前跑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他從 1978 年開始做這些事。 

到了 1987 年 43 歲，才正式開始有他個人的個展。這個個展已經距離成離

公司十二年。十二年當中，他幾乎沒有甚麼案子，有的案子只是幾個小的住宅，

跟一些提案。這裡面最精彩的全部都是他的紙上建築，這本書的後面一小段附件，

都是這幾年所做的紙上建築跟建築案。經過了沉悶的 12 年，寫了這本書，嘗試

寫了各種不同的論述。在 43 歲之後，Koolhaas 真正的起飛期是 45 歲開時開始，

大概就是在 44 歲至 45 歲蓋了兩個非常重要的大案子。我們大概可以說他 35 歲

在寫《Delirious New York》時，大概已經開始接到這個案子，只是還沒有真正成

形蓋出來的。蓋了這些案子，讓他開始可以詮釋之前講的《Delirious New York》，



 

講了他的 office for metropolitan life。這是各種不同的都會情況，才開始建構他自

己的關係，也正因為這樣，才辦了個展。從美國到歐洲辦了個展，蓋了一些房之

後，1990 年算是他的一個高峰期。從這時候開始邁進他真正成熟或者最有爆發

力的執業生涯。這執業生涯到了 1990 年，他被哈佛聘去做特定講座教授十年，

他和 Harverd 的 GSD 簽了一個合約，在這十年當中帶了一群學生去做 Project。他

成立了一個公司叫做 AMO，這個 project 非常非常特別，他告訴哈佛的同學說:

「我今天來哈佛研究所，不帶你們做設計。做設計不重要，世界上這麼多人在做

設計，那我今天如果再繼續帶你們做設計其實不是最大的貢獻。你們身為一個學

術單位，身為一個在學校裡面繼續在研究建築的人，我要帶你們做設計研究，寫

設計研究論文，不是史論式的論文，而是一種可以繼續被發展的 Metropolitan 研

究。」我覺得這是非常難得，我認為在學校裡面不只是做一個理論上的探討，必

須要開始做所謂的設計研究（Research Design），這個部分必須架構在研究基礎

上，不只是做一個漂亮的建築房子而已。 

那我們來看他的發跡期，我最記得我在美國的時間是 1990 年到 1993 年，

1990 年 1993 年剛剛好就是 Rem Koolhaas 跟哈佛簽約，剛好進來的時候。我剛進

去的時候非常幸運的，就跟我們進建築所一樣有 Lottery（選組），我選到跟他一

起在研究，最大的研究在福岡。1991 年他在日本福岡跟好幾個建築師各別各蓋

了一棟房子，他在日本福岡蓋了一個幾條像現代合院（courtyard）的住宅。當初

旁邊還有 Steven Holl 及其他建築師。他在裡面提出一個非常棒的原型（Prototype）。

在 1991 年的時候他對 Housing Type（住宅類型）已經有個非常非常棒的詮釋。

他最厲害的案子大概就在他 50 歲的時候，他開始真正發跡是他在鹿特丹蓋了一

個現代美術館。這現代美術館，幾乎把他的所有他的概念，包括 Transportation

（運輸），把所有的東西結合在一起放在他的鹿特丹現代美術館。我看到這個美

術館，我基本上覺得非常像柯比意談論 Villa Savoye 的三明治關係，底層挑空、

屋頂花園加上中間各種不同的自由平面。我可以這麼說，庫哈斯除了受到范裘利



 

向現實找到各種不同的靈感，接受了所有各種不同的多樣性之外。他其實承繼了

柯比意對於現代主義所建構出來空間的概念，可是 Koolhaas 把柯比意的現代概

念發揚光大，再一次的融合，成為多樣的、各種不同的大都會生活。 

1995 年庫哈斯 51 歲，進到 Harvard 的五年後寫了一本書，這本書開始講了

《小、中、大、特大》，他跟了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編輯者，這個編輯者，他可

以說是專業做書頁排版的人，叫做 Bruce Mau。開始出了這本書，這本像磚塊一

樣厚的書叫做《小、中、大、特大》。他企圖希望把他在 51 歲，也就是他成立公

司 34 歲到 51 歲，這十五年所做的任何一個案子還有他看到的任何事情，全部串

連在一起。如果說《Delirious New York》是在談一個想像中的大都會生活的話，

那《小、中、大、特大》就不是想像。《小、中、大、特大》是他的實踐，他在

各種不同的大小案子的實踐。小到做一個小住宅，大到做一個大型混合使用的國

際會議中心。從小到最大，他用各種不同的尺度重新詮釋他的觀點。這個尺度是

眼睛的尺度、實質城市或建築的尺度。用微觀、巨觀的方式在建築空間上的小尺

度跟城市的大尺度；在這種眼睛跟城市之間；在一個想像跟實質環境之間；從最

小到最大產生很多混合。這本書看似沒有邏輯，翻起來像圖畫書，看起來是亂的，

可是如果你去看他跟 Bruce Mau 在做編排的時候，背後有一個非常非常嚴謹的邏

輯。只是這個邏輯他故意要打散，要讓這個文化成為多元文化（multi-culture），

或在各種不同的想像中穿插各種不同的尺度在裡面，而且他讓圖像、文字跟文本

穿插在裡面，很像一個雜誌、很像一個記者的報導，不像一個建築專業人所建構

出來的專業書，這也是他最大的貢獻。你可發現在那之後非常多這種書，厚厚的、

沒有章法的、很多大大的字只寫一句話，或是很多小小的字寫了一大堆事實的陳

述，這個整個架構是跟他原來的想像有關。 

他在 54 歲做了一個小小的 house，這個小小的 house 在當年也就是 1999

年，跨越 20 世紀跨越到 21 世紀的時候拿到了一個最佳設計的住宅。就在 2000

年作為世紀的跨越，Rem Koolhaas 拿到普立茲克獎，成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



 

碑。他其實是算是很早拿到，56 歲就拿到普立茲克獎。2000 年後所有的普立茲

克獎，除了本土化的建築師以外，很多新稅的當代建築師，都在 2000 年之後，

從 Koolhaas 之後開始都拿到獎，包括 Zaha Haddie，包括 Herzog & De Meuron 這

些人。這些所有當代建築的新生代，就是在 2000 年後拿到普立茲克獎拿到。如

果從這個地方再推十年前，1990 年跟 1991 年兩年普立茲克獎是早他十歲的

Venturi 跟 Aldo Rossi。1990 年那個時候充斥著後現代主義，2000 年之後普立茲

克獎正式邁入當代，正式邁入我們現在看到的當代建築及我們看到的新生代。他

從 AA 畢業後，在 AA 待過一陣子做研究助理，Zaha 是他的研究室同事，其實是

他的學生，大概像助教跟學生之間的關係，或是老師跟學生之間的關係。由於

Zaha 曾經跟 Koolhaas 共事過一段時間，所以你仔細去看 Zaha 最早期的畫，用的

一些油彩、水彩畫的想像。他們兩位最尊敬的一個學派叫做俄國構成主義，1925

年最重要的俄國構成主義，Rem Koolhaas 跟 Zaha 在共事的時候全部做的案子都

在向俄國構成主義致敬。俄國構成主義是 1920 到 1925 年最前衛的建築學派，這

個前衛的建築學派在當時並沒有被接受，所以俄國構成主義很快地就在十年當中

不見了，做的東西都是紙上建築。可是 Zaha 跟 Koolhaas 重新把當初未完成的、

未實現的夢、構成主義的夢在 1980 年拿來重做一次。向當初沒有完成、很快就

消失的構成主義致敬，所以當初他跟 Zaha 共事一起畫的圖，非常非常多都是跟

構成主義有關的一些概念。他們本身在做的建築都是有文本，都是在向現代主義

的某些事情致敬或是重新完成。 

2000 年拿到普立茲克獎，大概是他最重要對全世界發言的時間。除了他自

己發言之外，他的學生輩或者在 OMA 做事的年輕人在 2000 年紛紛離開他的事

務所，紛紛各自發言，在荷蘭跟 Harvard GSD 兩個非常重要的學校，在歐洲荷蘭、

在英國的 AA、美國的 Harvard，三所學校的學生被他一路帶起來，然後各自變成

非常重要的建築師。我們最常看到的就是 MVRDV，然後還有包括另外一個叫做

BIG 是更年輕一點，還有另一個叫 WEST 8（西八度）。這幾個全部都是他的學生



 

出來的，做景觀的、做建築的，甚至是做基礎建設的，做很多交通工程的。然後

他帶的另外一批學生不是在他辦公室辦公的學生，他帶了 Harvard 的學生在這幾

年內，開始寫下來這幾本書《Harvard Guide to shopping》帶著號稱最正統的建築

學院哈佛，去做 shopping，還向《向拉斯維加斯學習》致敬。帶了學院的人去學

習、了解商業建築，或者重新創造商業建築。一般來說在建築傳統裡面最鄙視的

就是商業建築，所以幾乎沒有看到出名的建築師是在做購物中心，或者在做集居

住宅這種商業的房地產。可是從 Koolhaas 之後，很多人都開始認為商業建築是

全世界人類欲求的最大宗，因為人類所有的欲求都在這些商業空間裡面，所以他

重新面對它，而不是像學究一樣躲在商業建築的另一端。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的當

代建築師，很多人其實都看到接受了商業建築的各種不同商業思考，重新去理解

新的建築。 

58 歲他正式把他自己的眼睛面向亞洲。他認為在 2000 年之後，最大的影

響是亞洲。他自己帶了一批哈佛的學生寫了一篇我們剛剛講的《大躍進》，這個

《大躍進》直接的面向亞洲，面向中國大陸的幾個城市。重新說中國大陸曾經是

一個不可思議的城市，如果他在 1978 年所面對的城市曼哈頓，充滿著慾望，背

一直往前推。那在 2000 年充滿著力量一直在往前推，充滿著慾望的一個城市其

實是中國大陸的各個城市。中國大陸的城市發展在短短的二十年中，幾乎超越了

西方歐洲的 100 年、200 年，是一個完全快速的發展的普普文化。《Content》這

本書基本上像蘋果日報、壹週刊這種傳媒的雜誌，翻出來甚麼亂七八糟的事都有，

但是他希望這些亂七八糟的文章裡面找到各種不同的現實。 

60 歲是他最精華的時期，他幾乎所有的案子一一形成，包括西雅圖圖書館、

葡萄牙的音樂廳、中國中央電視台、PRADA 在韓國的 Transformer，甚至於在台

灣預計在 2015 年蓋完的台北藝術中心，這是他另外一個里程碑。 

1978 年他寫了「狂瞻紐約」，這本書，我去哈佛的時候找不到！只有去圖

書館才找的到，那本書我去圖書館找來的時候是厚厚的、破破爛爛的、舊舊的一



 

本書。因為 1978 年出版以後就絕版了，因為沒人看。可是在 1993 年 MIT 竟然

再版，然後大家就可以看 1978 這些論述到 1990 年才被重新看到。在那中間的十

幾年幾乎所有人都忽視他，是因為 Koolhaas 在 1990 年開始發出自己聲音、蓋了

一些案子，所有人才回顧他的這本書。這本書其實都在討論我們剛剛講到關於大

都會跟所有慾望有關，而且是心理層面。這心理層面中，他希望恢復大都會建築

裡面的幾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神話的、象徵的、大眾的。如果從大眾的觀點，其

實非常像我們講的後現代主義觀點，可是神話跟象徵的觀點，絕對不是後現代主

義。他談到的除了大眾流行的這種觀點，加進了神話跟象徵，其實是象徵性意涵

（symbolic meaning），而這象徵性意涵（symbolic meaning）背後是有一種回到

各種不同文化體系裡的象徵。這個概念不是後現代主義的流行文化，而是超寫實

主義。如果你去看達利的畫或者看到費里尼的電影，背後有非常多的象徵性，這

象徵性不需要去了解文化，而且象徵性背後都有一些文化基礎，庫哈斯認為都會

建築恢復的是這些狀態，這些狀態都是現代主義沒有的，現代主義要去除的就是

象徵性，要去除的就是這種大眾性，要去除的就是這些神話性，也就是他既開始

了後現代主義，也接受了現代主義的美學思考。可是他一樣在反抗現代主義這種

單薄的、菁英的、抽象的機能文化，他還是回歸到這種非常具像化的關係。所以

後來的二十年基本上都是以這本書為開始。 

「狂瞻紐約」這本書裡面談到的、最重要的、建築的理論，都是試圖以回

顧的方式討論，他談論到各種不同發生在紐約曼哈頓的一些既成的狀態，都在討

論背後各種不同的幻想，還有試圖理解出一些策略（strategy），為什麼有這樣的

策略？為什麼有這樣的 programing strategy？造成現代的現實，這個才會開始影

響到今天。我們開始做建築訓練時，非常多的同學受到一種訓練是，面對所有的

事情要做兩件事情，一個是叫做 strategy，一個叫做 programing。這兩件事情在

當初 1978 年 Koolhaas 在理解這個曼哈頓的時候就在談這個事情，他說：「我企

圖來發現城市過去成果的邏輯跟軌跡。」這句話不只他談過，基提恩也談過。企



 

圖理解過去的，各種不同的城市的現實、發展了軌跡。基提恩在談到如何從一個

溫室變成菜市場，如何從這個菜市場變成倉庫和購物結合在一起的百貨公司，如

何再從百貨公司變成博覽會。有一排軌跡，這軌跡裡面有技術還有欲求，因為我

們有某種需求，所以才會把原來一個很簡單的溫室建築突然變成水晶宮，那這裡

面是有軌跡的。企圖理解舊有建築的形式，舊有建築所產生各種不同的層次，把

這些東西的軌跡、舊有建築的關係，提出了一個多重想像的大都會容器。他稱為

大都會的建築本身是一個容器，然後這個建築本身，他就是一個 Metropolitan，

我們稱作叫做 Architecture as a City。一個建築本身就是一個城市，所以一個城市

裡面有好多好多的城市，好多好多的容器。他說如果你去看摩天大樓那麼多棟，

其實每一個摩天大樓都是一個城市，他企圖去理解這個事情，他總是堅持著在說

不同的事件，就像記者一樣，在敘述各種不同的事件，敘述各種不同生活的歡愉。

樂觀的接受各種不同的狂譫狀態、狂喜狀態，藉由現實的實踐來理解出建築跟都

市的狂譫美感。這個時候，他其實希望從現實的慾望、欲求找到豐富性，而且這

豐富性是有一種妖異的特質。這是我自己說的，所謂妖異的特質很怪，看起來裡

面充滿著各種不同肉慾的，不是那種清教徒式的。如果你理解現代建築，從社會

主義發展出來的現代建築是非常清教徒式的，空間裡面幾乎沒有擺任何的事情。

可是他理解建築的呈現是非常豐富而妖異的，這豐富而妖異其實可以反應到「建

築中的複雜與矛盾」的狀態。可是他的妖異不像 Venturi，「建築中的複雜與矛盾」

只在談形式上，他在談的是人心裏面各種不同的需求，而且他企圖從各種不同的

矛盾慾望的縫隙，找到祕而不宣的內涵 programing，祕而不宣的 programing 表

現出來。（「矛盾」這是來自於 Venturi 的觀點）我們說，他最厲害的地方是把隱

藏、內隱在各種不同現實的東西，外顯到建築的容器裡，而建築的容器充滿矛盾，

可是因為充滿著矛盾，反而充滿著各種矛盾以後的政治力量。 

庫哈斯常把不同的東西，不同的 programing 撞在一起的政治力量（political 

power）。比如說他最近在做台北的藝術中心，他做一個坡道讓所有人不用進到音



 

樂廳就可以穿過所有的後台上到屋頂。他說後台其實是另外一種舞台的表演，所

有的表演有兩塊，一塊在舞台上，一塊在舞台後。所以他創造另一種動線去創造

另一種舞台後的表演。這一種概念其實在《Delirious New York》就已經充斥出來，

甚至於他在《Delirious New York》的一篇文章裡面談到，紐約有一個大的電台城，

電台城的後台就開放給大家。他說這個多棒啊，後台可以開放給人去參觀，這是

所有人最大的、心理面的、偷窺的、理解的狀態，去理解一個舞台後面的另外一

種表演，這不是人慾望裡面的一種關係嗎？在 1978 年寫的這本書以後竟然在

2012 的現在，變成他要做台北藝術中心的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那這個其實就

是他的一個最重要的概念。 

我很喜歡研究人家的歲數，我不是研究人家的星座，歲數對我來講很重要。

從一個人的歲數可以看到自己在甚麼樣的位置，你現在年紀多大，當初他的那個

年紀時在想甚麼事情，你怎麼跟這個人產生另外一種映照。他在幾歲做的事情，

對我來說都是一個鏡子，這個鏡子可以看到自己到底在做甚麼事情。庫哈斯在

28 歲畢業設計做了一個叫做「大出走」，成為建築志願的囚徒。在這個時候他已

經做了一個《Delirious New York》的前身，成為烏托邦，烏托邦（Utopia）是現

代主義，Anti-utopia 惡托邦我覺得很棒，不是一個反烏托邦，他稱為叫做惡托邦。

它其實是一個離開烏托邦可是也是一個新的烏托邦，這烏托邦是接受各種不同的

事實。他在英國倫敦切了一個非常超現實主義（surreal）的畢業設計，坐落在倫

敦卻向柏林圍牆致敬。他說柏林圍牆多麼的有趣，柏林圍牆是一個政治的現實、

歷史的現實，在柏林突然做了一道圍牆，一邊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另外一邊是純

粹的社會共產主義。透過這道牆其實可以聽到圍牆隔壁的另外一邊發生的事情，

每天就在你旁邊發生，可是兩邊就是完全隔離的世界，隔離的世界中包括不同的

人，同樣種族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意識形態。這道牆這

麼的有趣，如果你跨越了自己的柏林圍牆，從西柏林跳東柏林，你幾乎是另外一

種完全不同的生活及信仰。在這作品裡面他做了非常重要的詮釋，他把這一道牆



 

裡面所有人在一瞬間離開自己的世界，到另外一個地方，這是歷史現實造成一個

非常超現實的狀態。他認為在東柏林、西柏林之間的圍牆是非常的超寫實，它真

的是現實。他做了一個概念就是，每一個人都企圖離開，在想像如果離開了這道

牆之後會是甚麼樣子？他的企圖在倫敦建了一道類柏林圍牆，可是這柏林圍牆有

厚度的，這個厚度對我來說非常棒，這畢業設計實在是太棒了。這個厚度叫做三

不管地帶，東邊進入的世界跟西邊進入的世界，中間具有厚度，不太像柏林圍牆

直接跨到另一邊去，它中間有個間隔（Buffer），這個間隔空間（Buffer Space）是

人類要離開現實生活非常重要的欲求。每一個人都有這個欲求，每一個人都希望

去渡個假，離開自己的現實生活，躺在海灘上，覺得自己像另外一種人，可是三

天後回到現實，垂頭喪氣繼續工作。每個人的心裡面絕對有慾望，要離開自己的

現實生活。 

這個部分所有談的都是人的欲求，不屬於 A 也不屬於 B，只有幾條管子可

以插到 A 跟 B 裡面，就在這個短短的、跨越牆的時刻，就是過了這個門就到另

一個世界。非常多電影都在談這個事，包括「艾莉絲夢遊仙境」、包括「魔戒」，

都是過了這個門就到了另一個世界。Koolhaas 企圖創造這個世界，這個世界是現

實世界（Real World）可是這個世界所滿足你的是超現實世界（Surreal World）。

這是一個非常超寫實的空間，可是每個空間都是現實。他企圖創造下一個柏林圍

牆將倫敦切成兩半，這裡面所有人都大出走。這個大出走非常有意思，這個柏林

圍牆一拉開來，是一種非常強烈的欲求，他為什麼叫做《出埃及記》？大家知道

原先出埃及記就是摩西帶領自己的人走向另一個想像的土地，逃離他們現在的惡

土時，把紅海直接切開一段。摩西切開紅海以後，所有人進到紅海裡面尋找他們

自己的欲求，包括宗教、包括社會現實。他在這個案子不論訂題目、設定program、

論述都非常棒、非常精準。在這個精準裡面，也引發了他在後面寫的《Delirious 

New York》所要看到的現實。他提到兩道牆當作柏林圍牆，一道是東柏林，一道

是西柏林的，中間有個縫隙，他需要把這個縫隙重新放大變成這個超現實系統。



 

當然當初他這個系統是受到他的老師影響，這個老師是 Oswald Mathias Ungers，

德國一位非常棒的建築師，做出極簡式的現代性思考。因為那個老師最喜歡做的

就是類型學（Typology），每個東西都有方塊，每個方塊設一個類型（Type），每

個 Type 都有很清楚談到這個 Type 所表現的空間意義，絕對不是亂做的。這個對

於 Koolhaas 影響非常大，也就是說今天要談論所有人的欲求，你可以每個 Type

滿足一個人的欲求，可是每個 type 都像現代主義一樣清楚。可是他的複雜在於

他把好幾個 Type 都疊在一起，所以可以看到每個清楚的 Type 都是非常簡單的現

代主義思考，而且是非常正統的歐洲形式。可是把所有的東西架在一起的時候，

產生一個很奇怪的現代主義被合併在一起的狀態，是一個大拼盤。這個大拼盤其

實就是要化土成金，他說每一個人進到這些世界，就是在大的平台之下還有舞台、

還有跑步、還有游泳、還有種植的森林。這之下都有各種不同的情狀，這情狀是

各種不同的人到這裡面，離開社會，包括我們談到這種無政府的狀態。1968 年

最盛行的就是搖滾樂，開始離開社會、反社會的狀態。屬於勞工的、有各種不同

人種的、有記憶的。在看到這些圖的時候我都想到阿道‧羅西（Aldo Rossi），我

想到阿道‧羅西（Aldo Rossi）那時候在談各種不同的 Type，庫哈斯讓不同的 Type

完全沒有限制、沒有包袱，放在剛剛看到那道牆中的一格一格。每一格都在詮釋

一種生活，每一格都在詮釋一種慾望，那他稱之為一種大出走。這個創造的新關

係，讓後面的事情開始發生，所以他開始成立一個大都會辦公室 OMA，影響了

我們剛剛提的 WEST 8、MVRDV、BIG 這些人。這些人開始創造了一個對於建築、

景觀、城市設計的一種思考。他們這些思考，都希望藉由各種不同城市的現象，

來表現多元並立的價值及新的新風貌。包括 MERDV 到台灣，他很喜歡台灣，任

何你告訴他的需求他都接受，他都這樣子就搞起來了。他們接受各種不同的都市

現象，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一個空間型態，庫哈斯企圖提出多種想像的、新的

Typology，這 Typology 不是像以前阿道‧羅西（Aldo Rossi）談的要向歷史致敬，

對他來說這個 Typology 要向歷史致敬，要向 Program 致敬，甚至可以向資本主義



 

致敬。早期的《Delirious New York》就是由他的合夥人畫出這種水彩，非常可愛

的圖，可是 1990 年初的第二版就沒有用這個圖當他的封面了，因為基本上他們

已經拆夥了，我想 Koolhaas 他想建立他自己的一個關係，再出來《小、中、大、

特大》這個非常像壹傳媒雜誌的理論書，非常強調的大躍進，這些所有的事情都

是 Koolhaas 在每一個時期有策略的、清楚的去架構出他的真正的策略。 

評論家說，如果 1920 年代柯比意「邁向新建築」是 20 世紀對現代主義建

築跟都市的宣言，那 1978 年的《Delirious New York》是從都市變成大都會，提

出一個認識現實的樣貌，這個樣貌就是我剛剛說到神話、象徵與大眾。如果 20

世紀柯比意的「邁向建築」是一個 20 世紀最重要的啟發點的話，Venturi 寫的《建

築中的複雜與矛盾》是大戰之後後現代主義非常重要的啟發點。基本上可以看到

柯比意、Venturi、Koolhaas 這三個人中，其實 Koolhaas 是在拚合另外兩個人，歐

洲系統的現代主義、美國系統的多元文化這兩件事情併在一起，既接受了社會主

義、現代主義思考，也接受了美國的資本主義思考，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為什麼我們談這一系列幾本書?因為這幾本書互相之間非常緊密連結在一

起。我們來提一個人 Georg Simmel 是一個理論家，他說大都會早期產生了精神

生活的腐化、潰決，造成都市裏面形成事不關己的、疏離的、不動感情的、自給

自足的個性。這是大部分對於當代社會的一種批判，人越來越疏離，人都在做自

己的事情，大家互相沒有關係。可是 Simmel 談到這種大都會的精神，其實創造

了人類解放的另外一種契機，正因為疏離所以大家集體生活在城市裏面，正因為

疏離所以我今天我在我的家跟隔壁的家所產生的疏離完全沒有關係，也正因為沒

有關係產生了這個大都會非常複雜的狀態，也產生了 koolhaas 對於新的

programing 的認知。他對於建築的新 programing，A 跟 B 加在一起的時候，不見

得要變成一種集體性，它其實是一個可以沒有關係的概念。他說人類在現代生活

裡面滋長出來的文化亂象其實是巴別塔，巴別塔就是多種語言，讓人在不同的語

言來對話，這個產生的不可測跟多元的亂象。Koolhaas 對這個啟發點都不是負面



 

的都是正面的看待，他在這裏面延續了現代主義知識分子的想像，可是他希望把

20 世紀初的都市主義（陽光、水、空氣、效率、分區 zooming）的概念重組，變

成另外一種新的形態，所以他才產生這樣一種新的概念，主要 OMA 所面對的問

題是甚麼？人類經由混亂的都會經驗所產生的焦慮感，這個焦慮感不是負面的、

消極的焦慮感，這個焦慮感產生另外一種正面的慾望，開始變成一種新的需求。

這種新的需求，讓他開始把目標放在曼哈頓。他說曼哈頓在各種不同的、斷裂的、

歷史的片段，每一個片段因為連續性所產生的一貫性，這個一貫性看起來是亂的。

可是他企圖要在裡面找到軌跡，讓這些亂亂的東西變成一個還沒有成形的幻想。

他認為如果歐洲都市是一個定論，歐洲都市的發展很清晰的話，他認為曼哈頓是

現在進行式，還沒有成型繼續往前走。他說曼哈頓要形成的時候還不只是曼哈頓

自己，從 20 世紀開始曼哈頓會是一個全世界最重要的一個大都會，有別於歐洲。

因為全部都是摩天大樓，歐洲幾乎沒有摩天大樓。曼哈頓這個大都會也有它的前

身，如果你要理解曼哈頓，不能理解曼哈頓的前身，其實這是一個真實的思考。

前身是要讓一個沒有標的的，以為已經成形的東西，賦予它人性、文化。到今天

所有的文化系統都是這樣子，最近的電影一樣，今天才在演的 007、蝙蝠俠、蜘

蛛人，你會發現他們之前已經好長的一段系列都是在說英雄（Hero），可是你發

現這些電影最近都在做一些事情，全部都在寫前傳，重新附予 007 人性，重新賦

予蜘蛛人人性，重新賦於蝙蝠俠人性。企圖把一個已經成為標誌性（iconic）、被

偶像象徵化、概念化的東西賦予人性，最近電影都在做這種概念。其實 Koolhaas

當初在紐約曼哈頓的時候就在做這樣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我的觀點對不對，後來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他們開始企圖說「如果你要理解曼哈頓，就一定要了解它的

前身，這個前身叫做神話之島。它自己就是神話之島，它前身也是神話之島。就

像之前基提恩在談「空間、時間、建築」的時候認為，所有的建築前面一定有開

始。水晶宮不是平白無故出來的，它前面一定會有個百貨公司，一定會有個溫室

產生的東西，前面都是實驗。不要忽視實驗的存在，這些所有的實驗，當初在做



 

實驗的時候由於還沒成形，所以它只詮釋機能，具體的完整的機能，還沒詮釋

Architecture 這件事情。它詮釋的都是都市生活型態的發明跟實驗，當初在這個

實驗裡面，真實跟自然在這個時候是沒有界線的。開始因為需求，可能把自然變

成擬自然進來，也許根本不在乎真實的狀況，就在乎擬自然。1978 年他寫了這

本書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字「Cultural of Congestion」，那 Congestion 我們稱做叫擁

擠，那我自己的翻譯我不把它翻做擁擠，擁擠是一種外在的現象，所以我就不翻

譯叫做擁擠文化，我翻譯成「擁塞輻輳文化」。擁塞輻輳文化把這種擁擠的單一

現象擴大成一種都會現象，這都會現象包括密度、基礎建設、交通運輸、混合使

用，也就是說它的擁擠不只是大家擠在一起的狀態，它的擁擠是包括文化現象、

交通狀況，也包括 programing，所以我才會翻譯成「擁塞輻輳文化」。他希望創

造一個超寫實的環境，提供紐約客逃離他們的紛亂關係，去找到一種單一的生活

方式。因為現代人疏離，在逃離這個混亂的曼哈頓時，希望跑到另外一個空間去

找到他要的地方，做日光浴、做運動、去讀書室。逃離混亂，找一個自己的生活

方式。因為各種不同的生活方式都在這個城市裡面，所以創造一個非常紛雜的情

境。對我自己本身不紛雜，就像剛剛那個出埃及記一樣，他到這裡面每個方塊、

每個方格都有一個單一情境，你進到那個單一情境一點都不複雜，可是如果跳到

一個微觀的狀態，你會發現這整個環境更複雜。它是一個混亂拼成的、是一個紛

雜全部都交疊在一起的狀態。他企圖用個曼哈頓主義來挑戰抵抗現代主義，抵抗

柯比意或柯比意之後 CIAM 所提出來的都市設計、都市計畫的關係。他說這是一

個未付諸實施的曼哈頓計畫，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具爭議的工作，這爭議的工作其

實還在繼續往前走，就像他今天做一個 CCTV（中央電視台）在北京，所有人們

都在罵他，那個做的多麼個人英雄主義，可是他說今天這個 CCTV 要變成甚麼樣

子，是它蓋完以後開始。它是一個具有爭議還沒被完成的案子。你相信也好，不

相信也好，可是他的理論其實是這樣子的概念。他試圖用這樣的方式來提供一個

新的視野，他在這書裏面提出了四個主題，其實是三個大主題，第一個主題叫做



 

煉金術:他認為人類在 20 世紀的煉金術要化土成金，這已經不是魔術師了，為了

要化土成金，必須建構在科技（Technology）上，所有的科技是要幫助人去找到

新的自然，幫助人逃離社會，幫助人建構心理狀態。所以大家在做科技（Technology）

不是在討論科技技術本身有多麼高明，應該在談科技本身如何滿足人性。科技

（Technology）本身要回應的其實是人的欲求。他其實就是一個幫助人類欲求的

煉金術，他稱為叫做 fantasy of alchemy 或是 fantasy of technology。第二個主題，

所有的 fantasy 是要幫助大都會的人類找到自由，自由這個字我們之前看過，在

柯比意的時候看過，他稱作 free plan（自由平面）、free elevation（自由立面），

可是柯比意談的自由是談到空間狀態的拼貼，把各種不同的媒材跟空間狀態疊合

在一起。Koolhaas 談到的自由是人類的心理狀態、精神狀態，不是那個空間的拼

貼關係。他提出來 fantasy of freedom（自由的幻想），人要追求自我、追求欲求。

最重要的是欲求，他更直接的談到 fantasy of desire（慾望的幻想）。這三件事情，

都是在談欲求，一種是心理面的，一種是外在環境的，另外一種是技術上的，三

件事情都在討論如何創造世界的、大都會的一種新的想像概念。 

真正要做的是煉金術的過程，他企圖在幻想跟現實的交互演練當中創造。

他不採用各種創新的模式，對他來講，不像 Zaha、Frank Gehry 做一個創新的型

態，要用一個科技來做一個新的科技造型。新的科技對他來說都不重要，他甚至

可以拿一個古典形式、拿一個教堂的十字架平面，他不用任何這種新的創新型，

他可以用一些基本的單一型態，就像他剛剛在做「出埃及記」。裡面就是該是舞

台就是舞台，該是跑道就是跑道。所有東西都具有某種 Typology，這種 Typology

都是某種原始的型態，他不用任何奇特、新穎的型態。對他來講，這些所有的基

本類型，在他煉金術的過程裡面，去攻擊我們根深蒂固的傳統形式。應該這麼說，

他是拿著敵人打敵人，他是拿這傳統形式的 Typology 來攻擊這個傳統型態的

Typology 裡面根深蒂固的狀態，那我覺得這是他最厲害的地方。 

我們常在講日常型態，我們在柯比意的時候講過，柯比意雖然嚮往科技的



 

輪船、飛機、汽車，可是他重新在建構這個輪船、飛機、汽車的時候，建構出一

個目錄講日常生活的關係。庫哈斯企圖用日常生活的基本形象重新去質疑形象的

根源，重新去挑戰這些 Typology，重新去反證這個 Typology 的狀態。他企圖把曼

哈頓一連串的規劃，稱為 Architecture Alchemy 煉金術的過程。他把曼哈頓的各

種不同時期的轉變稱作是一個煉金術的過程，讓 A 跟 B 跟 C 跟 D 跟 E 彼此似乎

沒有關係，煉金術中 A 跟 B 不一定要有關係，煉金術其實就是化土成金，從土

到金的關係。可是你看到一個事實，看到一個結果，連成一條線，他會創出各種

不同的想像再過來企圖挑戰所謂的科技時代。我們剛剛說煉金術（Alchemy）所

依靠的過程在 20 世紀的同時是科技（Technology），科技同時是在反映一種需求，

不是反映在技術，在創造這個煉金術（Alchemy）的存在。第一個他稱做叫 fantasy 

of technology，這個時候他找到一個現實，這個現實叫做 Coney Island。曼哈頓這

個城市的開始，絕對不是它自己，它前面絕對有個前身，它的前身在曼哈頓旁邊

另外一個跟它一樣的島，可是比它更小。他說 Coney Island 是曼哈頓主義的主題

溫床。他談曼哈頓的時候先談另一個別的事情，他說這個 Coney Island 放大就是

曼哈頓，這個島簡單來講就是個主題樂園，很像我們九族文化村。他找了一個主

題樂園企圖提出一個最基礎的點。他最有興趣的是中央公園，可以一句話就反映

他的 fantasy of technology，他問這個紐約的中央公園是真的還假的？現在進去當

然是真的，裡面有山有水，可是在紐約的中央公園是假的，因為整個島上面就是

其實是一個從無到有的島，是造出來的，這個公園還是個方塊，還不是個自然的

公園，是一個完整在格子系統裡面的方塊，而且中央公園佔據了紐約曼哈頓的四

分之一。為了創造這個中央公園花了很大的力氣，全部依靠的都是科技的力量。

他們一車一車將樹從外部各種不同的自然移進來，轉種到中央公園，依照著各種

不同的技術，下面還要挖了地下道，做了一個快速的東紐約到西紐約之間的串通

關係，這裡面充滿著不同的科技思考，最後再貼上去一個真正的自然，可是他這

個真正的自然稱為 second nature，是一個滿足都會需求所創造出來的都會狀態。



 

中央公園他認為是曼哈頓裡面最超寫實的地方。走進中央公園就離開了曼哈頓那

些高樓、摩天大樓，進到了是一個幾乎是看不到方向的中央公園，到裡面可以聽

演唱會、可以散步，馬上離開這個城市。那這個「馬上離開這個城市」是人類的

需求，人類覺得我們這個城市很快可以有個地方，紓解所有城市人的感情，所以

才會有一個這樣的關係。 

Coney Island 也是一樣，靠人造的科技讓人用最快的速度逃離自己的城市，

到那個地方找到自己的樂園。這個概念其實跟他做的畢業設計其實一模一樣，就

是在最快的時間，藉由科技的技術，建構一個 new metropolitan，這個 new 

metropolitan 緊貼在 all metropolitan 裡面，然後可以快速的進出，可以快速的離

開原來的狀態，他說這個型態基本上就是整個紐約的基本雛形。它是一個能夠違

反現實狀態，而且滿足人類各種不同欲求的場所，是現實沒辦法一次達成的，而

且是人們創造出來的，這創造就是要滿足欲求，所以紐約裡面有一個中央公園，

有一個外面的樂園，這兩件事情開始重新建構了曼哈頓的雛形。那這個發生在

19 世紀末，這是 Rem Koolhaas 用回顧是的方式來重做紐約，有一點像在寫紐約

前傳。這個前傳是真的還是假的？其實是一個論述，他是企圖讓所有的論述具體

化。 

我們來談一下 Coney Island，這是第一次在除了 Venturi 直接面向美國的拉

斯維加斯，向拉斯維加斯學習以後，第一次由另外一個建築師，重新看一個非常

商業性的 project，用商業性的 project 來重新討論建築本身的可能性。在 1980

年所謂的後現代主義，如果你們知道後現代主義理論性討論的話，你們可以看到

非常多的理論家在重新討論 Disney（迪士尼樂園），認為 Disney 就是人類最重要

的欲求中非常重要的 prototype。那為什麼 Disney 會這麼成功？因為它直接面向

人性，所以 Disney 會成功。整個系列下來，它拍的所有影片，所有的空間架構

都是指向人性，它才會這麼成功。Rem Koolhaas 從這個主題樂園重新看待紐約曼

哈頓，他說這個主題樂園，因為它離開了城市計畫，它也不是以城市計畫的觀點



 

來設計，它是完全用人性的需求來設計，所以它非常蒙太奇式的在一個主題樂園

中，把所有的人性分成很多個館，一個一個館把人放進去，而且每個館都連接著，

你可以進到鬼屋，再進到另外一個場地，再進到另外一個場地，每個場地都只有

五分鐘，很多不應該在一起的都全部放在一起，沒有甚麼真實的機能需求。可是

每一個都代表人類某種慾望的需求。Disney 的每個主題樂園或是 Coney Island 都

是用科技來重新創造這個蒙太奇，而且這個蒙太奇裡面有很多很多的很具象的意

象，它不是一個抽象的。它每個都有很具象的意象，包括 Disney Land 都是城堡，

會看到老街，會看到很多不同的、被創造出來的、看起來非常庸俗的東西，可是

這庸俗裡面都是利用一些既有的自然景象，藉由科技、新的人工裝置系統取代掉，

一個既有的象徵性背後藏著很多很多的煉金術（Alchemy）、藏了很多很多的科技

（Technology），用這個科技重新建構人性的需求，包括他提出了非常多的主題，

包括源源不絕母牛，那個母牛就是做了一個具象的牛，你拿一個杯子向飲水機一

樣，然後那個母牛的乳房上面就可以擠出牛奶來，而且這個牛奶是跟真正的乳牛

不一樣，乳牛擠完就沒有了，但是它是源源不絕，一個源源不決的乳牛那是人類

的需求。這個事情非常的超寫實，這個超寫實背後是一個機器；包括隨時都可做

日光浴，24 小時不管天氣好不好；包括隨時可以享受快速的速度，就是他有一

個賽馬軌，讓你永遠可以去跑；包括尋求愛情的隧道，你要追求愛情（Love），

或是追求某種知覺（perception）。他說這些所有概念全部都是基於人性需求，可

是這些東西都是經過科技，他稱為自然的現實（Reality of Nature），這個自然的

現實最後被轉化成一個虛擬的、擬真的現實，所以這個自然絕對不是一個原始的

自然，它是一個 second nature，它是一個被重新經營過的、重新塑造過的自然，

這個自然中間是有一個煉金術。這些裝置形成了另外一種現實，是被發明、被設

計過的現實。很多的現實（Reality）必須重新被發明、設計過，才有辦法把這個

現實化土為金。他說 Coney Island 就是一個不可抗拒的合成，曼哈頓其實也是一

個不可抗拒的合成，它是一個因為人性強迫去做這件事情所創造出來的，在這句



 

話裡面已經抵抗了現代主義，現代主義基本上是把所有的這些人性去除掉，變成

一個非常菁英式的、簡化式的思考。他說 Coney Island 就是這種幻想式的、科技

式的實驗室。 

Coney Island 在哪裡呢？這是曼哈頓自己一個島，在 Brooklynn Queens 這邊

邊有一個小小的島，這小小的島基本上就曼哈頓的縮小版。曼哈頓有一個城市規

劃，但在這個小小的島沒有所謂的城市規劃，雖然沒有城市規劃，但裡面其實還

是有系統的，不是隨便做的。這些看起來，它是有一個城市規劃的狀態，其實你

可以把這一個有系統的關係，從水平的主題館翻直，就是成了曼哈頓。曼哈頓的

實驗之道全部都被翻直，在這個有系統的格子裡面去全部翻直化。所有的 Coney 

Island 的主題館所呈現出來不可抗拒的現實形成一個城市，他稱作 metropolitan

而不稱作 urban、city。這些摩天大樓在歐洲是沒有的，曼哈頓主義稱為摩天樓的

大都會，摩天樓是他最後要發展出來的 prototype，他認為摩天樓其實就是一個

水平的 Coney Island 被垂直化，變成一個叫做不可抗拒的合成體，這後來變成一

個叫做「建築的容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他說 Coney Island 有系統的去

做很多一樣的格子，在格子裡面塞進不同的館，可是這些館一點關係都沒有，有

這個雲霄飛車、有城堡、有各種不同的館，有帳棚還有一個燈塔。每一塊都自成

一格、自給自足，每一塊都一個名子，有一個腳本（scenario）來針對現實的狀

態。這個每一個狀態其實非常像 Koolhaas 在做他的「出埃及記」，只不過 Koolhaas

的「出埃及記」剛開始是比較用一個傳統建築的 typology 來做，也就是在形塑原

來的 Oswald Mathias Ungers 或是阿道‧羅西（Aldo Rossi）在談的那種關係。他

認為 Coney Island 更直接，因為 Coney Island 所做的這個東西具有象徵性、具有

紀念性、具有神話性，還具有精神心理需求，所以它可以直接地、毫無顧忌地在

這一個建築旁邊直接做一個雲霄飛車，這個雲霄飛車根本就沒有一個涵構

（context）的概念。 

他說紐約曼哈頓有一個硬生生被畫出來的中央公園，這中央公園裡面規劃



 

成一個英國式的公園地景，這個花園地景充滿著對自然的想像，大的湖、大的草

原、大的山丘、河流。這一個 context 如果仔細放大看的話，根本跟曼哈頓所有

的格子系統（Grid）完全不符合，它是一個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它是被創

造出來的。為什麼創造出來這樣的關係，因為一群人裡面企圖在一個最短的時間、

最近的距離跑道另外一個世界，這就很像他的「出埃及記」，那個被扯開來的那

道圍牆，過了這個圍牆就變成另外一件事情。這個在我們的都市裡面常常看到，

我們稀鬆平常，可是你永遠得從空中看，才會看到原來這麼奇怪的這個東西，竟

然像一塊地毯，直接把所有的 grid 減掉，然後變成這個關係。形塑這個關係，有

一個非常重要的車子被設計出來了，這個車子是一個科技，這個科技不是為了自

己要做車子，而是它為了要 move nature，要能夠承載這個被移植的樹，還要能

夠承載這個根，所以他製作了一個車子，下面包容著根，讓樹長在車上，這個車

子變成 mobile 系統，載到中央公園，形塑中央公園這樣一種狀態。 

這樣的事實、這樣的科技不需要被重視嗎？你不需要去創造這個 technology

所創造出來的關係嗎？為什麼你們總是看到這樣子的都市結構而忘記了這個地

毯所做出來非常超寫實的狀態?以及背後為了形塑出這個超寫實狀態的科技。這

兩件事情就是 Koolhaas 最想做的事情，他看到它背後的系統，他看到最後面呈

現出來的空間的、曖昧的狀態。Coney Island 也是一樣，在這個 grid 裡面好多不

同的主題館，他稱作神話主題孕育的溫床。你如果理解這個架構再看這本書就會

比較容易，你就會理解它在怎麼樣的架構裡面去看到這樣的事情。整個 Coney 

Island 的地圖看似有都市的地圖，可是看似都市的地圖裡面，卻看到這些很奇怪

的地圖，dream land、park，各種不同的東西被建構在裡面，然後他覺得這是最

值得被學習的、最值得被重新看待的一個關係。剛剛看到的這張圖，他塑造出來

各種不同的主題館，他甚至於拉了幾主題館來談，他用一個記者的眼睛敘述一個

事實。他說你看這群人多蠢，這群人的主題館是一個大帳棚，這個大帳棚就是日

光大帳篷，不管外面吹風下雨，只要進到這個帳篷之內，完全不管外面吹風下雨，



 

只要進到這個帳篷之內就完全不見天日，離開了自然的日夜轉換，他須要的是一

個太陽的日光燈，帳篷裡面居然放的全部都是沙，所有人若有其事的躺在沙上，

照著太陽燈覺得在享受日光浴。這群人群聚在一起若有其事的在這邊過著他們另

外一個脫離現實生活的狀態，這個主題館多麼有趣。在 2000 到 2004 年威尼斯雙

年展荷蘭館，那個館就做了一個全部下凹的地板，所有人就躺在地板上，每一個

位置都有一個螢幕，旁邊有一排礦泉水。每個人就進去拿一瓶礦泉水，躺在室內

的地板上面，舒服地躺在那個凹看自己的電視。就十幾部電視，每個人躺在那邊

喝著他的水，然後有一個共同的牆放著另一部電影，你可以看自己的螢幕也可以

看共同的電影，在整個房子裡面叫做「公園」（The Park），可是他整個展場叫做

「客廳」（living room）。荷蘭那個時候受到 Koolhaas 的影響，重新建構一個室內

的 second nature，要表現人的某種渴望。人進去的時候就馬上想要躺下來，馬上

往後坐在這邊，跟任何人都沒有關係，可是那個「跟任何人都沒有關係」卻產生

了另外一種新的場域，這種事情到處在發生。你可以看到都市裡面的摩天大樓，

其中一層是一個三溫暖中心，貴婦到裡面去一定要放著那個印度的或者 new age

的音樂，一定要放一個蠟燭，然後就躺在那邊享受他的那個三小時。這種事情隨

時都在發生，他說現在的 metropolitan life，足以創造一個摩天大樓（skyscraper），

各種不同的 program，可以從 34 層去到 46 層去轉化你的生活，所以才足以讓所

有的 Architecture program 有重新被看待的可能性。這些東西都是用科技創造一

個 24 小時的單一狀況，絕對不是跟自然有關，它是另一個自然。 

有一個館叫做威尼斯，很蠢的做了兩個水道，所有人坐在裡面，可以聽到

船歌，這是另外一個新的自然（nature）。今天到澳門可以看到威尼斯人酒店，

那個天空、那條水道，這些事情多可笑。這是多麼的賭場、多麼的「learning from 

Las Vegas」、多麼指向一個商業的流行文化（pop-culture）。可是這件事情所有人

都非常喜歡，它不完全拒絕這種人性的需求。這個永遠可以享受速度的快感，可

以永遠不會撞在一起。它需要幾條軌道，需要經由被設計過的斜坡，讓所有人享



 

受最快的速度，可是沒有心理上的危險，那這件事情是追求速度的感覺。 

我最喜歡的是這個愛心隧道，the barrel of love，他做了一個管子，這個管

子就是下水道，下水道的管子裡面甚麼東西都沒有，燈也沒有。這個管子大概只

能容納兩個人的寬度，結果一堆人在那邊排隊，你不曉得一堆人買票在那邊排隊

到底是為了甚麼，可是如果說出這個管子的感覺，這個愛情隧道大家就會想要進

去，花錢也會想要進去。他設計這個系統，背後有個機制（mechanism ），裡面

沒有燈光，甚麼都沒有，你要從 A 端走到 B 端，從頭到尾走過去大概要 5 分鐘

到 10 分鐘。規定這個系統，男人只能從 A 端進去，女人只能從 B 端進去，買票

就進去。進去沒有光線，拿掉了你的視覺，所以你走進的時候，A 端要走到 B 端

出口的時候，在那 5 到 10 分鐘的過程，會碰到另外一端來的女人。因為它的管

子很小，所以裡面每一個男人跟女人之間全部都會碰在一起，而且是身體碰在一

起，甚至你還可以聞到氣味。搞不好走過去的時候，晚上絕對忘不了，你根本不

知道碰到誰，因為失去了視覺。你看不到那個人的影象，不曉得他長相美醜，可

是你會想到剛剛走過去有個狐臭的味道，你會永遠記得剛剛碰到軟軟的、肉很多

的感覺，充滿著挑戰人性的各種遐想。這種遐想是去除了人性裡面視覺所定義出

來的最直觀的成見，你只碰到所有的觸覺跟嗅覺的關係。就在一個什麼都沒做的

狀態之下，創造另外一個情境，直接挑戰人的感官。我最喜歡這個案子，我覺得

如果人可以感覺空間有這種威力的時候，在做設計的力量就會非常強大，你知道

你怎麼重新定義 programing and space，你知道怎麼樣做這個空間的尺度。它是

有尺度的、它是有控制的，在這個尺度裡面創造一個挑戰人心慾望的關係。 

在1998年他拿到了New York Times的最佳住宅，這個住宅我覺得非常有趣。

他是幫一個非常有錢的人設計一個住宅，這個有錢人在出了一場車禍，車禍以後

就完全不便行動，只能靠輪椅，所以他一天 24 小時都要坐輪椅。他找 Koolhaas

做一個設計，他只有兩個不同的條件，第一個，他非常愛書、非常愛知識，坐在

這個輪椅、住在這個豪宅裡面，他最想要接近的是這個豪宅給他的大自然，最遠



 

的自然跟最近的知識（knowledge）、書。那 Koolhaas 就針對這兩點，重新針對

programing 的機能來挑戰這個住宅的人的需求，也正因為他面對這樣的需求，所

以他拿到那年最棒最棒的案子。中間沒有太多的敘述也沒有形式上的建構，他只

建構了一個關係。這個最重要第一層樓的景是一個內部花園（inner garden），因

為它在荒蕪的地需要有安全性（sercurity），所以內部必須要內在的花園，中間要

有一個對於環境最直接的穿透。對外的可以看到我的花園、自然景觀的庭園，最

遠的地方可以看到遠景。所以他有一個內景、有一個中景跟一個遠景，中間的三

個景讓這個坐在輪椅的人可以看到全部。他做了一個類科比意的三明治，柯比意

下面一層、中間一層、上面一層，上面三種不同的性格（character）。Koolhaas

將三個狀態的性格完全分開，跟科比意的自由平面一樣，三層幾乎沒有關係。這

三層滿足了主人三種不同跟自然的欲求。第二件事情是他為了創造這自然的欲求，

他開始用科技來表現這個狀態，第一個科技是讓中間的二樓全部騰空，沒有任何

的結構，讓它可以跟大自然在一起，這是第一個創造非常清楚的結構，所以你可

以看到非常特別的加了一個非常重的地基，垂著一個懸空的大梁，讓這個地基跟

大樑變成一個槓桿，讓這個地基撐起這個大樑，中間變成一個中空的空間狀態。

這個所有的地基跟大樑都藏在建築裡面不外顯，不把這個科技顯露在外面。藏在

裏面的時候是滿足這個空間中，那個三明治中間的關係，可是背後是有個科技的

結構系統。非常厲害的利用一個簡單的結構原理來重創一個新的真實或新的超寫

實關係。就像剛剛在看的那個車子，它自己本身並不存在並不重要，可是它載了

這個移植的樹，直接創造了另外一個超寫實的中央公園的狀態。可以看到這個空

間裡面的這個ㄇ字型的大樑、這個很硬的關係，重新建構了一個二樓完全空透的、

跟大自然完全在一起的空間狀態。這三個空間狀態，有三種不同的欲求。這三種

不同的欲求可以看到外面做了一個圍牆，這個圍牆很像他在做早期「出埃及記」

的那個第三個世界，人進跟出的之間直接過了一個門就進到這個世界。有一個內

部的合院，第二個完全開放的關係到第三個打那麼多個洞，這個是主人坐在這個



 

輪椅上可以看到遠山的遠景，三件事情各自存在，是一個拼貼式的。可是拼貼式

的每個東西都有它的 typology 的關係。除了滿足這個 24 小時坐著輪椅，在他的

生活裡面去感受不同的自然以外，他的另一件事，如何 24 小時最便利的方式去

接近 knowledge?這個主人藏書很多，可是他是一個坐輪椅的人。按照我們今天

的理解大概是要做一個無障礙環境，對我們來講可以我們的無障礙環境就做了很

多欄杆，做了非常多的事情。我們總是把它當作一個問題來解決，可是對於

Koolhaas 來說，他接受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書桌、書房的狀態，他接受了一個無障

礙的環境。他化被動為主動，他希望鍊土成金，利用這個看起來完全不特別的

program，希望變成創作最重要的啟發點，所以他利用了另外的科技，他做了一

個三乘三的平台（platform），他這個平台是用科技、用油壓無段式的電梯，而且

把這個的電梯做到大到像一個書房。他把無障礙的電梯加上他的書房，把這兩件

事情合在一起。所以他的電梯不像一般我們的電梯這麼小，他的電梯是一個這麼

大的電梯，已經像一個房間了。他把電梯變成一個房間，而且這個房間是一個書

房，這個書房是三層樓都存在的，三層樓都以這個書房為中心，所以他把一個電

梯放在中心點。這個業主非常喜歡書，藏書非常多。就像圖書館一樣，把這個書

變成三層樓高，讓這個電梯變成無段式，隨時可以升到不同的高度，用這個輪椅

拿到他的書。而且，他只要一轉身，就可以放在他的書桌上，所以這個書桌是跟

著電梯跑。跟輪椅在同樣一個高度，所以這個房間是隨時可以變化的書房，這書

房唯一不變的是跟人在一起的書桌，隨時在變的是固定住的三層樓高的書架。非

常奇怪的一個住宅，因為這樣一個住宅，他化被動為主動，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

project，這個 project 到最後一層還可以看到它的天空，然後這個書架隨時跟著

這個跑。他就這麼做那麼一件事情，做了他跟自然第三層關係，第二個做了他跟

那個書跟無障礙環境的關係，建構了一個完整的家。當然這個家裡面，如果仔細

看他這個平面，他三層平面是完全不一樣的，第一層平面像個山洞一樣，有許多

厚牆，第二層是完全空的，第三層就變成一個盒子，變成一個主臥房跟浴室的盒



 

子，在洗澡、坐著、躺著在不同的時間點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觀，那跟他那個主臥

房的狀態，然後用一個小小的洞像望遠鏡一樣，去看所有不同的視景。那這是我

們在談到，為什麼從剛剛的那個樂園直接談到這個 project，是讓你們理解，他

怎麼去談論「fantasy of alchemy」、「fantasy of technology」，他如何利用科技、如

何利用建築類型來創造這個關係。 

他談到科技的幻想二，剛剛除了內在每個主題館的關係外，其實在這個樂

園裡面，永遠看到兩件事情是幾乎每個人常會做的，就是針跟球，一定會有個天

文台或塔，一定會有個原點。他認為人類歷史裡面其實會有兩個原型，這兩個原

型其實是對立的，強調垂直高度的針，一個強調最大容器的球。原點包容萬物，

用中國話叫做包羅萬象。這兩個是完全不同的 Type，他說在這兩個 Type 的發展

中，從 Coney Island 到曼哈頓，一直在重新的轉型。他說針跟球本來是兩個極端，

在曼哈頓最重要的極端是它發展成摩天輪。每一個高樓都有自己的 identity，就

像我們在看巴黎鐵塔，我們在看方尖碑一樣。針創造個人象徵性的 identity，可

是曼哈頓的高密度，因為擁塞文化（culture of congestion），讓這根針又必需要同

時回應高密度容器的問題，所以高密度的容器就是原來型的球，所以曼哈頓其實

就是，針跟球的合體。他說針是最薄最小的結構，是不具有室內型的建築物，完

全是代表象徵性，是人類跟高度之間的關係。相反的，球是最少的外皮來容納最

大的室內空間，它包藏所有並置的關係。他說曼哈頓就是這樣的辯證，真要變成

球，球又要化成針。他開始把這兩個具有象徵性的、具有機能性的事情合體，他

認為未來曼哈頓的建築合體是他最重要的概念。這個合體互相轉化成對方，接受

了機能也接受了象徵，創造了另外一個超寫實的概念，他稱為叫做球型高台。這

個global tower是包容兩個極端，非常接近之前Venturi的《建築中的複雜與矛盾》。

他把黑跟白的兩個極端夾在一起，既是黑又是白，兩個在一起創造了矛盾、創造

了豐富性，才開始表現出空間。這個球形高塔（global tower） 其實是 world inside 

world，是整個曼哈頓的其中一個建築，這個建築本身就是一個 metropolitan。他



 

歸納說，這個叫做球形高塔，這個合體叫做 skyscraper。利用各種不同的技術、

不同的科技在 20 世紀才有機會完成的摩天大樓，所以摩天大樓既要表現它的象

徵性，又要表現它的機能性。它的合體就是把世界性的所有各種不同的包括水晶

宮、包括方尖碑、包括教堂的圓頂、包括燈塔，所有東西合體，這個合體永遠發

生在很多追求現實的各種不同樂園，或者不同都市的紀念物裡面。一個具有地標

性，一個具有容器，它是在滿足人類欲求而合而為一。這合而為一裡面其實用一

句話來講，其實是我自己做設計非常喜歡的方法叫做 all in one，它有一個 one，

有一個 all ，one 就是一個東西，就是那根針或是那個球，可是那個 all 就是在

這個東西裡面包羅萬象裡面所有的事情，包羅萬象裡面的東西不見得要一致，包

羅萬象的東西是它各別要回應各別的問題，它這個合體並不是一個完全一貫性的

單一思考，可是它背後是一個系統，它不是隨便湊的，他不像我們今天把所有東

西都湊在一起，它不是把所有東西拼貼在一起。它背後每單看一個個體都自成系

統，每一個系統把它放在一起的時候才會產生化學作用。這是我自己的衍生，這

是我自己認為。我們回到古典系統就是 all in One 的系統，這個是羅馬的競技場。

羅馬競技場的第一個系統，從外圍來看是一個 Architecture，它是一個圓型的繞

著一個大環的紀念物，連續不斷的拱廊來跟城市對話。可是進到這個拱廊裡面，

就會發現離開這個拱廊，裡面塞進了非常多的機能。這個機能包括服務空間、包

括廁所、包括會議室、包括亂七八遭的東西都在這個拱廊裡面的空間。再從這個

拱廊的空間往前跨一步，跨到裡面它卻是一個碗，這個碗是希臘的露天劇場，也

是一個 prototype，是早期的圓型劇場，而且面對開放空間。它是一個 landscape、

它是一個 function program、它是一個 Architecture 面對都市的 façade。如果要嚴

格的說，從今天來看 Venturi 談到的「建築中的複雜與矛盾」，它就是一個複雜與

矛盾非常重要的典型，你幾乎感知到它的外面、裡面跟走到裡面的這個碗，像地

景的一個圓型廣場，它們是完全兩件事情，它是兩種不同的建築 prototype，也

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象徵形式，兩種不同的原型。早期的羅馬建築就做完了，羅馬



 

早期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就把這些事情給併合在一起了。這張圖很有趣，基本

上如果你從 21 世紀的角度來看羅馬時期的這個競技場，你發現它根本就是 21

世紀的房子，如果你用 21 世紀的 metropolitan 的概念來看，地面層像一個

Architecture 的 drawing，到了最大的屋頂層，卻是一個 landscape（地景）。非常

像當代的 UN Studio，你去看橫濱的渡船口，上面的 landscape 關係跟渡船口的下

面，除了渡船還有停車，有車子可以進去的系統。你可以發現橫濱的整個渡船口，

雖然是 21 世紀看起來非常有吸引力的作品，可是它逃不掉幾個 prototype，它逃

離不掉原始的在看演奏廳、競技場所表現出來的面對天空的 prototype，跟面對

內部機能、面對城市的 prototype。其實 Rem Koolhaas 非常重視的叫做

reprograming，重新建構了各種不同的需求，包括交通的需求都是一樣。我們幾

乎可以看到 Rem Koolhaas 談到的 all in one，其實不是只有他談到，除了歷史上

的羅馬競技場有這樣的概念以外，柯比意的「邁向建築」裡面有船、屋頂花園、

下面的機能、挑空的空間、中間塞進了公共空間，從住宿的到公共空間，而他的

馬賽公寓就是一個具體例子。如何的 all in one？如何把最高密度塞進去？如何滿

足所有人類的需求？柯比意早就做到了，柯比意正因為它去看到輪船，這個 all in 

one 的這個 one 本身有它的象徵意義跟它所面對要航行在海上的機能，可裡面塞

進各種不同的人，離開城市跟坐在船上各種不同人的需求。 

柯比意跟 Koolhaas 最大的不同在於 Koolhaas 接受資本主義裡各種不同的消

費、商業跟欲求，與時代所建構出來這種大都會的生活情境。Koolhaas 接受了這

個事情，柯比意接受了只有社會主義共同生活的狀態，所以在強調社會主義社會

的共同狀態，對 all in one 的理解，已經跨進了一大步。可是到了 Koolhaas 再往

前一大步，面對大都會的情境，也就是他公司的名字，就是 Office of Metropolitan 

Architecture。接近了我們現在的消費生活，接近了更多的現實，而不是清教徒式

的共同生活、人民公社式的、共享的這種人民狀態。我們可以看柯比意把他的馬

賽公寓跟這個架構在一起，這個馬賽公寓，其實既是針也是球，建構在完整的主



 

體。可以看到柯比意如何建構他的格子，建構他立面的 pattern 狀態。柯比意在

阿爾及爾的一個線性的、帶狀的集合住宅（Housing），裡面塞進了好多不同的都

市空間。其實那個概念柯比意早就有了，Koolhaas 是柯比意另外一個繼承者，重

新建構像阿爾及爾的帶狀住宅，上面是個公路下面是個城市，這城市有街道、有

教堂、有廣場、有住宿的關係。其實他們是一脈相傳，我們可以看到這張圖，輪

船跟柯比意的馬賽公寓，我們可以看到針跟球的轉換，從巴黎鐵塔開始有人可以

進到裡面，上到頂部去看全巴黎。當初發明了電梯、鐘塔，除了可以遠眺遠方，

鐘塔本身的象徵意義是存在的。他的機能意義，那個燈不是為了站在裡面的人，

是為了遠端開船的人。開船的人看了燈塔的燈，才能知道遠方的標的物。燈塔本

身除了本身的象徵性（symbolic）、紀念性（monument）的概念以外，他的高度

除了讓人上到上面去，這個機能其實是面相另外一端人。所以 programing 中所

謂象徵性的意涵不是為了自己，有的時候是為了它 programing 的那個欲求。那

個需要是來自於另外一端，所以我們做了任何一個建築，要從微觀來看自己的建

築的建築本身，跟你去看遠端的價值本身其實是不同的尺度。All in one 其實是個

正在建構的事，重新建構人類各種不同需求的尺度，然後毫無限制、拘束的把它

併在一起。併在一起的時候，並須要有原型跟系統。心裡面要有 Typology 的概

念、心裡面要有科技的概念，要創造的是那個系統，要用系統來回應這個紛亂的、

多重的狀態。 

這兩張圖都在《Delirious New York》這本書裡面，這兩張圖都不是 Koolhaas

做的。Koolhaas 非常喜歡這兩張圖，一張是 20 世紀剛開始的一個專欄專家，這

個專欄作家、漫畫家在報紙上畫的一個小專欄說：我們好期待這樣子的一個家！

這個家是美國最喜歡的 Suburban 的別墅。美國人都希望離開城市，到郊區的

Suburban，住在我們所謂的透天別墅，自己有一個花園。美國人為了這個付出來

很多代價，每天通勤一定要來回車程三個小時，開一個半小時進城上班，再開一

個半小時離開城市。這一個畫家期待這城市裡面有一個可以見到天的，可以得到



 

最佳空氣的透天別墅，所以這個漫畫家知道美國人的欲望跟需求，畫了一個簡圖。

這個漫畫的簡圖當時是沒有被蓋出來的，這個簡圖只是這個漫畫家的想像，假想

我們可以利用科技做了一個鋼架，把每一個鋼架做了五層樓高，這個五層樓高的

地面都可舖上土種上樹，可以蓋一棟獨棟住宅。這一個獨棟住宅還可以看到飛機

跟鳥飛過去，很浪漫的一種 Suburban 的思考，運用科技放在 urban 裡面。在 19

世紀到 20 世紀開始的時候漫畫家所做的事，在今天幾乎所有建築師都在做這個

sky garden，幾乎所有的建築師都在講求如何讓每個人在各個空間享受最大的自

然，塑造一個 second nature、重新創造 nature，用 nature system 來建構新的 21

世紀新的建築概念。當 21 世紀我們的眼睛在關注這件事情的時候，Koolhaas 在

1978 年已經點出了這一棟，這個漫畫家所畫的這棟，這個漫畫的假想多麼厲害、

多麼有想像力。另外一個漫畫家畫出一個希望把所有事情都合在一起，這個被

Koolhaas 拿出來，他很容易借力使力的用了這些超寫實的、漫畫的想像變成他自

己本身的另外一種論述基礎，而不做任何發明。他真正在做的就跟記者一樣，藉

由現實發生出來的超寫實狀態來重新建構一種新的系統。他說這個漫畫家所畫的

東西就是建立一個針跟球的合體。你可以看到它本身基礎是一個燈塔，這個燈塔

突然長個瘤，肚子突然變大，長了一顆球，利用這個燈塔把這個球給撐起來，這

個燈塔到最高端竟然還可以遠望，讓遠方來重新建構這個關係。這個針跟球的狀

態架構在地底下之後，地底下回應了 20 世紀工業時代發展出的 metropolitan 的

地鐵、汽車，所以地下充滿著各種不同的斜管，這個斜管就是所有的交通系統。

如果你去看 1919 年非常出名、驚人的德國電影「Metropolis」（大都會），就在講

工業時代各種不同的交通系統，分軌之間所創造出來對於新世界的另外一種想像。

這是一種科幻電影，這個科幻電影到後來這個 Metropolis 所做的這種互相交接的

交通系統，早就在 60 年之後被美國跟全世界取用了。可以看到下面有一個斜管

藏在看不到的所有地鐵系統。一樓像柯比意的底層挑空，全部留下的都是大自然，

經過一個機械的電梯上到裡面去，那個球就像船一樣，所有的 Auditorium、所有



 

的 ballroom、所有的 room，很多像飯店的房間。還有到屋頂，去做一個叫做水

晶宮的溫室（Green House），這個水晶宮的溫室可以見天。所以你看到這個拼貼、

這個漫畫家所做的想像，充滿著各種不同 Prototype，充滿著古典的圓球、充滿

著古典的塔、充滿著古典的巴黎鐵塔、充滿古典的 auditorium，包括水晶宮的溫

室還回應了下面的這個綠（Green）跟下面的交通運輸（Transportation）。當然畫

家自己想那麼多嗎？畫家不一定知道甚麼水晶宮、柯比意的東西，可是他的想像

是來自於經過這個現實發展脈絡下來以後，所經過的各種不同對於空間的想像。

Koolhaas 用他的眼睛重新建構了這幾個之間的關係，認為這兩個對於生活的遐想

跟欲求其實是最重要的起點。他認為這兩個起點創造了摩天大樓，摩天大樓真的

是這樣被創造出來嗎？絕對不是，如果你研究摩天大樓的歷史，絕對沒有人說這

一段，這只是個稗官野史，這是 Koolhaas 所做的野史，Koolhaas 用他自己的思考

能量，做了一個回顧式的宣言。這故事的宣言是他自己湊出來的狀態，這個狀態

每一個都是現實，可是湊出來的狀態沒有一個大脈絡的歷史系統，可是卻創造出

來一種新的一個觀點。他說這個觀點所回應的就是 cultural of congestion，是一個

高密度的擁塞文化所創造出來的一個想像之島。這個想像之島最後都是針跟球的

合體，都是摩天大樓。這摩天大樓就是他說 21 世紀最重要擁塞文化。他自己定

義是一個魅力十足的、海納百川的、把所有一切的提案都混合在一起，不讓這個

提案各別有界限。在這裡要注意複雜的結合，所產生的多樣性跟豐富性，可是這

個複雜的結合必須要用科技的系統，用這樣的技術來整理，所以的摩天大樓是一

個整合迷亂慾望的容器，存在這都市裏面，而且它正在進行中。他說其實曼哈頓

或者摩天大樓就是一個正在進行中的、不斷的演變跟發展的狀態。1978 年講的

這句話，21 世紀他做的 CCTV，他說今天在做 CCTV，要重新建構摩天大樓，要把

摩天大樓這件事情的演變繼續發展，所以他把原來的那個針，一個要越來越高的

這根針，企圖反轉變成一個環，如果你看到那個 CCTV，它其實是一個 L 型的折

角最後迴成一個圈。他把原來這個針跟球的象徵性反轉回來。他說今天要重新建



 

構的、要重新詮釋的或是要重新回歸大都會生活的，藉由對摩天大樓的理解跟發

展，繼續在都市亂局中發展演變產生他的 CCTV。一個人可以在 30 年後，最新科

技的案子中，重新回顧原來在 1978 年所寫下的這段話，寫下對摩天大樓針跟球

的理解還有擁塞文化的理解，我基本上是佩服的。不管他做出來的東西可能是個

大災難，可能 CCTV 做出來不是一個那麼正面的建築，可是我非常能夠理解，他

在這個 30 年的時代性裏面，他怎麼去建構他自己對於建築上的另外一個定義。 

我們來看看摩天大樓已經被蓋完的空間，他說摩天大樓就像一個垂直性的

Coney Island。原來那個Coney Island代表的各種不同的欲求，各種不同的主題館，

只不過到紐約的時候垂直化，垂直化的主題館，垂直化的 Coney Island 其實就是

摩天大樓。他利用一種煉金術的方式，造成各種強烈的、不同的現實。每一層樓

有游泳池、有 hotel 的 room、有 ballroom、有各種不同的現實在各層裡面，甚至

在各種不同的現實中，最有趣的是旁邊全部都是機能（function）。摩天大樓的每

一層，你真的要去看到他旁邊的這些所有機能（function），幾乎非常自由地把所

有的東西都介入在一個針裡面，這根針突然變成球，全部都架構在一起。他企圖

一口氣取代所有自然的現實，它是一種新的自然，是一種擬自然或者是在回應人

心的欲求。摩天大樓就是種自給自足的宇宙，它打破了日常的、同質的定規，散

發出一種新的異質文化。這是我對他這本書的定義。他說成是一個同質性的組成，

每個摩天大樓就像一個 island，就像一個濃縮器，就像一個大本體，all in one 的

one。是一個球，可是是一個 all。它其實一個都市裏面的萃變，我想今天同學要

做一個設計，你都耳熟能詳這個建築是 all in one、是一個 city within the city，你

都能夠講這樣的建築，可是你能不能講出一套像 Koolhaas 這樣的理論就不見得。

我們缺乏一個回顧式的、前傳式的思考，讓我們可以繼續往前走。我們都接受了

現在這個狀態，所以我們現在所有東西都混在一起，對我來說沒有甚麼了不起。

可是對於 Koolhaas 來說，這一個既成事實的背後，他建立了一種發現的事實。

這個事實可以往前走，他在裡面談到這是一個 freedom，他說在曼哈頓基本上是



 

一個棋盤方格，他是一個早期都市現代主義思考的一個格狀系統，一個非常非常

簡單的格狀系統。曼哈頓的各種創造者在這個有限制的格狀系統，非常擁擠的格

子裡面發明各種策略，來重新定義每一個格子，所以我們才看到曼哈頓的每一個

大樓，有世貿中心、有克萊斯勒大樓、有洛克斐勒中心、有帝國大廈，每一個都

是各種建造者極盡自己所需，還要建構自己的象徵性，所以每個摩天大樓他有他

外在的表情，可是內在極盡它各種不同的需求。它在二度的空間裡面，創造了一

個意想不到的、三度空間的無政府狀態，這個無政府狀態企圖尋找的是一個自由

度（freedom），fantasy of freedom 這個無政府的狀態，不是為了無政府而無政府，

不是沒有意圖的。它是每一個建造者用盡了各種不同的技術跟系統，來建構它自

給自足的世界，可是他的限制在於基的的那個格子、那個格狀系統。他說曼哈頓

有秩序，它是在是井然有秩序裡面的混亂狀態。其實曼哈頓沒甚麼了不起，台灣

也是這樣，台灣是一個有秩序的更混亂的狀態，可是從西方觀點是無法了解當初

的東方的沒有秩序的發展，所以在西方的觀點，他們在觀察曼哈頓的時候，是非

常有趣的、非常有啟發性的。所有的運動都在地球表面在水平性裡面，創造這個

垂直的擁塞輻輳，包括交通文化，這個都被垂直運動所取代，而造成了一個叫做

「去擁塞」，因為要找它的 freedom。所以每個人要在擁擠裡面找到它的自然，

找到他的自由，所以它重新解構（deconstruction）「去擁塞文化」。這個摩天大

樓代表垂直的分裂性，它用的「垂直分裂性」是超寫實主義達利的字眼，垂直不

是達利的字眼，分裂性是達利的字眼，他在討論人腦裡面的左腦右腦，腦上腺是

個非常蓬勃的腦性思考，重新在抵抗理性思考的部分。如果坦然接受，就會接受

這叫做組成的不安性，這個不安性創造了自由，中間還開始創造併容性，每個併

容性都有各自的象徵性。你不會去考慮一個象徵性而已，象徵性是併容的，這個

象徵性的併容就像是 Coney Island 看到的塔、圓球、雲霄飛車等各種不同的。他

的 partner 就畫了這張圖，每一個建築都有它象徵性的姿態，可是每一個圖都有

它垂直的自由度。這個象徵性你可以看到達利，你可以看到 Oswald Mathias 



 

Ungers、看到克萊斯勒大樓、看到密斯（Mies Van der Rohe）、可以看到各種不同

的名字，每一個名字好像都各自在做一種象徵性的表情，背後藏著各種不同的主

動性需求。所併出來的一個看似有系統的格子，就是曼哈頓。曼哈頓就是有秩序

裡的紛亂，這個是 Koolhaas 最想念的。Koolhaas 絕對不是想念一個完全沒有秩序

的紛亂，他依靠那個系統性裡面所創造出來的極大壓力，而且是一個內爆型的。

縱使是內爆，它的外觀還是具有某種單一的象徵性，那種 all 跟 one 的狀態。他

說在美國 21 世紀有非常多畫家跟建築師曾經畫了這些畫。這一張就非常像 1929

年，那個時候德國的電影「大都會」企圖在各個大樓中間蓋了很多的橋，創造了

人走的橋，這個人走的橋創造了下面完全是車子，每一個獨棟大樓竟然還有連結

性。離開了下面所有被創造出來的格子交通，上面創造了一個人走的交通，甚至

於人走的交通在摩天大樓連起來，屋頂上面還創造一個 new garden、new nature，

而且是一個 second nature，是一個人造的自然物，而且這個人造的自然物還離開

了那個都市的格子。他說如果開始看 1900 年這個開始畫的畫家，在 1970 年一一

都被紐約實現，所以紐約有非常多的 sky garden 尤其他提到了洛克斐勒中心，其

實就是在這樣的架構被建起來的。他說紐約曼哈頓是美國的威尼斯，是一個 20

世紀現代的威尼斯，我們都知道威尼斯是甚麼？威尼斯是歐洲城市裡面非常奇怪

的城市，威尼斯的城市充滿著小島，他不是一個單一的格子。威尼斯是一個多元

文化的地方，在歐洲義大利裡面是接受最多文明及商業文化的一個概念。威尼斯

沒有車子，威尼斯所有創造的都市人走的系統，都是靠船穿在下面，連接所有的

威尼斯的各個島，全部都是橋，所有人理解的威尼斯跟你坐在船上的威尼斯是完

全不同威尼斯。走的兩種路對於這個城市體驗是完全不同的感覺，每跨一座橋，

你就走到一個另外一個迷宮。威尼斯的每個小島就是一個迷宮，可是你最後在威

尼斯看到的地圖都有一個系統，有一個非常完整的系統包括他的運輸交，包括它

的 figure/ground。可是這個系統充滿著不同的文化，對他來說曼哈頓就是一個當

代大都會系統裡面的威尼斯，在各個大樓裡面自給自足，就像一個島一樣，就像



 

一個垂直的 Coney Island，每一個島跟島的連接，我們用一個機能性的講法叫做

人車分道。可是每個島的連接可以連接到車道也可以連結到自然，每個自然都是

人造的現實，都是一個人造的自然。他用這種方式來談，談到 fantasy of freedom，

談到所有的人。甚至於慢慢會談 fantasy of desire，這個慾望促進了這個城市的發

展，所以他說，其實整個 fantasy of desire 是擺盪在理性的真實物體跟非理性的

幻想中間的二元主義，是那個腦子裏面的另外一塊。腦子裏另外一塊發展就是超

寫實主義，就是超寫實達利所想要談的事情。這一個慾望的產物，最後理性跟非

理性的形式呈現出來最後一種真實。這個真實可以說是一個超寫實的真實都沒有

關係，他覺得這是一體適用，所以在曼哈頓裡面他有一個非理性的幻想，裡面充

斥著非常多的精力跟靈感，這個靈感是在抵抗，它是在系統現實裡面的一種抵抗，

這個抵抗才是創造一連串絕對非理性的幻想，創造了一個前人所未有的假說。這

個假說就在曼哈頓成立，所以他說 Coney Island 慢慢就會變成摩天樓，這個摩天

樓就是一種慾望幻想，它就是一個社會濃縮器（social condenser），身為容器其

實就是針加球的關係。他說城市就像各種模型跟前例的目錄集，他接受了以前的

prototype，就像他在做當初的出埃及記一樣，他為什麼要做曼哈頓前傳？因為他

接受了歷史上的各種的不同的 typology。他認為城市就是一個目錄集，這個目錄

集都存在舊有的世界，舊有世界的好東西都存在在一個地方。這個概念其實在本

質上非常接近阿道‧羅西（Aldo Rossi）。阿道‧羅西（Aldo Rossi）在談論他的

「Architecture of city」，Architecture 就是一個 city，Architecture 是承繼了之前了

很多很多的前例，包括記憶、包括歷史、包括各種的都市生活。今天的城市就是

一個濃縮的目錄集，而且好東西都集中在同一個地方，他最後下了一個註解，從

Coney Island 到各種不同的大樓，最後最極致的發展就是洛克斐勒中心，洛克斐

勒中心平面是做一個商場，這個商場有方向性，做了很多像巴洛克式的輻射線，

有一個中央廣場，所以它有個叫做布雜藝術的平面，在洛克斐勒中心的其中一層

有一個 dream land。洛克斐勒中心裡面有很多商場，就像我們的主題樂園一樣，



 

有百貨公司、有電台站、有表演廳、有旅館、有遊樂場，洛克斐勒中心其實就是

一個夢土。洛克斐勒中心建構了很多的媒體系統（Media System），包括我們在

當代最重視的或 1978 年 Archigram 最重視的，就是非常多的螢幕、非常多的媒

體系統。洛克斐勒中心在外立面上面重建了過去跟未來的一種新的象徵性想像。

洛克斐勒中心建構了一個最高的密度，下面都是地鐵，好多不同的乘坐方式來讓

人層層分道，上到高樓的時候必須往轉換層才能往上，上面有個大的屋頂花園。

洛克斐勒中心到了晚上有非常多的表情，他說其實洛克斐勒中心就是 fantasy of 

desire 最佳的表現，其實也就是說摩天大樓的最佳表現，他把好幾個系統併在一

起，這個系統就有點像他講的這個叫做 global tower，是一個全部併在一起的球。

他也回應了這種狀態，這是早期的幻想家所提到屋頂的 sky walk bridge（步行空

橋）、Transportation（交通運輸）及地下鐵（Subway），包括人跟空間，人走在屋

頂上的街道到屋頂花園，每一棟之間有各種不同的表情。洛克斐勒中心就是建構

在你好像看不到，可是你如果仔細去看洛克斐勒中心的剖面，外面看起來是這樣

的關係，如果你看到洛克斐勒中心的剖面就會驚訝於每個空間剖面的系統。很像

剛剛看到的那顆球，裡面所呈現出來那個幻想漫畫家所畫出來的系統狀態，下面

劇烈的、系統性的交通運輸，上面是所有的商業系統及高樓。高樓的中間層到頂

層的關係，你可以看到洛克斐勒中心的地下層，像一個巴洛克式、像一個布雜藝

術的平面，洛克斐勒中心的屋頂花園加上每一棟完全分開的摩天樓，每一層從剖

面到平面都有他的 icon，不只是機能，每一層都有每一種人對於這種 icon 不同

的想像。 

開始他要創作了，他除了在 1978 年所做的關係，我們來看 Koolhaas 怎麼回

應這個問題，如果 1978 年他做了這樣子的結論，認為洛克斐勒中心是一個非常

重要的指標，那他的結論我們來看一個案子。 

這是一個剛剛看到那個漫畫家，他做了一個叫做 C Terminal 沒蓋起來，這 C 

terminal蓋在英格蘭海峽跟歐洲的一個海岸線的邊界點，它必須要變成船的渡口，



 

他必須要能夠當作歐洲跟這個英國的轉運站，這個轉運站必須要讓所有人經過海

底隧道上來的時候，可以變成一個交流道走向歐洲大陸的任何一個方向。它必須

到這裡可以停留下來轉換公車到另外一個系統，它必須要能夠停車，另外這個點

剛好是兩個交界，我們剛剛講的三不管地帶，就是像那個柏林圍牆的中間點，這

個點必須要回應所有的機能。所有人到這裡要能夠臨時居住在這裡一天、開會、

娛樂、看電影，甚至於居住跟吃飯。所以在這樣的一個中界點，他還是不忘到之

前「出埃及記」的柏林圍牆，中間的三不管地帶。他不忘了這裡面有各種 program

的需求，有渡船口、有轉運站、有公車站、有旅館、有停車場、有表演廳，他不

忘有這些東西，結果他做了這個房子。這個建築醜到不行，在當初推出來的東西，

幾乎沒有人能夠理解這個美學系統是甚麼。Koolhaas 完全不要求這個美學系統，

甚至他要求每一種各自的美學系統獨立存在，最後把它併在一起。背後是有系統

的，比如說停車場必須要完全的通風，他就是讓停車場變成完全開放式的桁架，

他說交流道必須要一對多，他就讓交流道的這個系統完全成立，比如說碼頭必須

要變成一個棧道，必須要變成一個碼頭，讓船靠到這個碼頭，他就用那個碼頭離

開水面，變成是一個浮動的狀態；比如說隧道（Tunnel），必須是一個管子直穿，

他就讓這個變成一個海底隧道直接穿過來；比如說旅館（Hotel），必須要表現的

是一個房間一個房間的景，就開始變成旅館；比如說他的表演廳（Auditorium）

加了一個東西，那個 auditorium 就變成一個天幕電影院，白天的時候可以開會，

晚上的時候可以變成一個溫室（Green House）看天空，可以向這裡致敬，幾乎

他就是這個的變形。所有的交通系統，離開水面讓水帶過去的狀態；所有半開放

的這個關係，所有各自不同的空間，大空間小空間；所有在頂部開始要面對天空

的溫室（Green House），甚至他把這種溫室變成表演廳的狀態直接直譯。他的心

裡面不是沒有類型（Type），可是他不要有一個創新的、完全跟以前目錄集沒有

關係的類型（Type），他希望讓以前的目錄集的原型一一滿足各種不同生活機能

的狀態。這是我覺得非常偉大的案子，雖然沒有蓋起來，可是另外他有好多案子



 

都慢慢蓋起來，包括現在的台北藝術中心、包括葡萄牙的歌劇院、包括大家最熟

悉的西雅圖的圖書館，基本上都是在這樣的一個狀態裡面被做出來。甚至他說，

希望在這個 all in one 裡面，能夠直接感受到這個輻輳文化，希望在這個空間裡

面可以感受到地下的隧道、感受到高鐵、感受到地鐵、感受到汽車、感受到人要

怎麼用電梯或是手扶梯上到我要的點、感受到汽車停車場那個房間、感受到天空。

其實你剛剛看到的圓球，剛剛看到的天空，那個圓球所做的車道，包括到所有的

電梯直接上六層樓，都非常超寫實，可是這個超寫實都應用在不同的、交合在一

起的 program。我最喜歡他的平面，如果看他的案子不看他的平面就太可惜，你

就完全無法理解他的建築，這個案子畫了這麼多的平面。每個平面就像目錄集一

樣，這個目錄集有交流道、有公車轉運站、有旅館，甚至於有一個大游泳池飄在

半空中，還有一個一個的停車場，最後還有一個表演廳的階梯。每一個平面基本

上回應的是所有的幅輳文化，雖然他不是蓋一個摩天大樓，可是他摩天大樓的那

個針跟球，最後這是一顆有象徵性的東西，那個 one 裡面塞了 all，那個 all 裡面

藏進了各種不同的目錄原型。那個時候他畫的圖非常特別，在那個時候幾乎沒有

人這樣畫，他不告訴你第一層、第二層、第三層，他告訴你每一層都是他的program，

是 garage、hall、office、hotel。你不用在意它是第幾層，因為每一層是甚麼並不

重要，最重要的是它各自存在的 program 跟各自存在的 Type，這個 Type 變成一

個整合在一起的剖面。這個剖面非常的漂亮，這個剖面一次可以上六層樓，上到

大廳的電扶梯，從轉運站進旅館大廳就可以直接進去。這個旅館還可以看到一個

飄在半空中的游泳池。我最喜歡那個游泳池，他說希望做的游泳池是透明的。所

有人拉著皮箱，坐著電梯往上走，穿著西裝革履上去的時候，看到天空有個穿著

三點式的人，輕飄飄地、優雅地、慢慢地游在半空中。人類最想抗拒的就是重力，

唯一人類可以抵況重力的就是水，利用水的浮力。當你利用游泳池跨在半空中，

人可以開始抵抗重力，非常優雅的游在半空中跟下面搭一個電扶梯所看到的狀態，

非常的超寫實。這個景象非常像費里尼，其實在前面電影發生的景象就是第一幕，



 

一個十字架的耶穌基督像被一個飛機飄在半空中，所有義大利的村莊看到飛機漂

過去的時候，所以人跪下來期待神蹟出現，耶穌飛在半空中。可是實際上根本不

是，那個開飛機的人說沒甚麼神蹟，我不過是要把它從 A 點搬到 B 點而已。只

是為了說要搬這個雕像，可是實際上對另外一個觀看者來看，它產生一個非常超

寫實的狀態，而且非常具象徵性。這個象徵性會投射在每個人的心理，所我我覺

得那是 Koolhaas 最精采最想要表現的部分，所以可以看到這個模型裡面，企圖

在訴說各種不同的狀態，這個是他的擁塞文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他企圖將

它們綁在一起。 

最後再跟大家講一個案例，這個案例最重要的是，大家可以看到柯比意在

現代主義 urbanism 所做的發展是這樣子。都市設計（urban design）在光輝城市

的時候分區，分成工業區、住宅區、辦公區，有綠地的關係。今天 Koolhaas 說

Coney Island 的垂直化，開始做了剖面的分類，垂直的分類性創造了摩天大樓，

摩天大樓是這樣分層，有很多機能。Koolhaas 在 1990 年做了一個競圖，我非常

喜歡的競圖叫 Parc de la Villette，他拿到第二名，他畫了這個圖。這個圖在 1978

年他寫了這本書，最後他在 1980 年輸給楚米（Bernard Tschumi），楚米是用好多

小紅塊去作出一個公園，那這個公園最有意思是他的剖面，他再一次做這個公園

的時候，把他的摩天大樓倒下了，重新回到 Coney Island，把這個 Coney Island

原來樂園的關係變成景觀。所以他在設計這個大型的地景時企圖切成很多的彩帶，

他是一個躺下來的摩天樓，這個躺下來的摩天樓裡面的每一個街道都有一個生活

機能，重點在旁邊這個 bar，他剛剛在那個圓球的剖面上，每一個圓球上面都有

不同的機能，他在講那個摩天大樓每一個機能都不一樣。當他再次在做公園的時

候，他再把它倒下來，好像在做這個公園的時候回應各種不同需求，各種不同慾

望（desire）跟自由（freedom）的結合。這個結合有個系統，有這個幾條串連在

一起的系統，可是剩下的東西都是各自存在，各自存在的系統都是各自用不同的、

小到大的各種不同的地景，重新定義這個街道。完了之後他畫這張圖，我超級喜



 

歡這張圖，這張圖就是每過幾公尺之後就是一種公園的景象，可以在這邊曬太陽，

可以在這邊種田，可以在這邊釣魚，也可以在這邊遊玩。一個公園裡面的街道，

裡面是各種我們了解的 metropolitan life 裡對自然的需求。他把這自然這個意象

重新倒在他的 Parc de la Villette，重新建構他們的關係。這影響了後來很多建築

師，包括伊東豊雄在上海做的一個大規劃的時候，也採用了 Koolhas 這個系統。

切完之後每一個系統各自存在，重新建構各種密度跟不同的空間，再一次針跟球

導向 urban，而不純粹只是在談 Architecture。用這個方式來理解，就可以慢慢理

解為什麼 Koolhaas 會做一個西雅圖的圖書館。把所有的圖書館切開來，然後做

一個錯位（shift），把都市置入進去，把所有的出入跟都市交疊，把每個開放空

間都給他一個 program。他在做西雅圖或到今天在做台北藝術中心，還是在回應

1978 年的《Delirious New York》。這很了不起，30 年的架構永遠在實現他原來對

於大都會（metropolitan）的看法，那這是我們特別要介紹這本書，這本書不難

念，難念的是他背後有很多藝術的、歷史的狀態，可是他沒有任何艱深的詞彙。

之後你們去看這本書，我相信會你們可以進得去，你們就可以慢慢理解，他怎麼

去重新定義這個 fantasy，再一次的跟你們講 fantasy of alchemy、fantasy of desire、

fantasy of desire。就是因為這個慾望促進那個科技，那這三個 fantasy 促進建構那

個摩天大樓，叫做擁塞文化，那這個大概就是他整個這本書的架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