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抽象幾何與自然秩序的謎樣衍生 

伊東豊雄 Toyo Ito《伊東豊雄的建築論文選：「衍生的秩序」》 

 

我們今天講第八講伊東豊雄的一本非常重要的書叫「衍生的秩序」。伊東豊雄

的名字，我們念都念伊東「ㄈㄥ」雄沒錯，可是寫的時候請大家注意。他到台灣一

直有一點不太高興，因為每次大家都把他的名字寫錯，大家都寫豐富的豐，其實在

日本字裡面，豐富的豐其實寫法是禮貌的禮去掉「示」字旁，因為在日本字這個字

本身的意思就是豐富的豐，所以請大家記得以後要寫的時候要寫伊東豊雄而不是伊

東豐雄。因為我們都在台灣，因為意思上的轉移，意思跟豐富一樣，直接用那個字，

可是大家都忘記其實日文有漢字，所以日文適合比較需要精確的，不是用意思來轉

變而已，所以請大家記得伊東豊雄這個豊字。 

今天講伊東豊雄的主要概念是他「衍生的秩序」這本書，這本書很特別，這本

書的中文版在兩年前，他在台灣台北北美館展覽時，出的一本很厚的書。這本書是

他的雜文集，也就是說，台灣第一次出這本書的時候，把他歷年來在日本所做的各

種不同的雜文併在一起，這裡面包括他的旅遊、旅行的日記，也包括對於其他的繪

畫、其他的流派、別的建築師的看法，比如說他中間也提到他對於庫哈斯（Rem 

Koolhaas）的看法，包括他對於其他畫派，例如保羅‧克利（Paul Klee）的畫的理解，

也包括他對自己本身的建築跟心裡面向的、藝術的思考及理解，都寫在這本書裡面。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書，雖然厚可是用的文字都非常淺顯，因為伊東豊雄不是一個純

理論派的人，所以他在寫自己的雜文時，不會用太多建築深澀的理論跟文字，基本

上他都是用一個非常基本的文字敘述寫完。當然要理解他的書也不會這麼容易的原

因，也是因為他書裡面的雜文所建構出來後面的理論背景、旁徵博引非常多，所以

你如果不去理解這些藝術家的架構或這些城市的話，不太能夠理解他寫的文字本身，

這裡面有非常多感性的思考，非常的 sensitive，如果你自己不夠感性大概也不太能

夠理解他寫的文字本身所涵蓋的內容。簡單的是他沒有用太多深澀的文章，所以你

可以用基本的文字敘述裡面從頭往下走，只不過跳動得非常厲害，前前後後有很大

很大的跳動。我們今天最主要的概念是在談他從早期到中期到後期，對於建築的抽

象幾何跟到後期，他如何回到自然界的各種不同的有機生物去找到另外一種新的自



 
然幾何，然後這自然幾何跟他建築或藝術上所追求的幾何跟城市觀跟建築空間關產

生一個連結，這個連接有時候是跳耀的，有時候是直接連在一起的，我們今天會談

的是他如何從早期的抽象空間概念，到後期跟自然秩序整合在一起的一些還在進行

中還在發展中的概念，所以我們稱為謎樣衍生。 

「衍生的秩序」基本上對他自己而言是一個進行式的，一直到現在都還在往前

走的一個架構，他非常重視純粹的一個幾何秩序。有的人非常重視社會，有的人非

常重視歷史，他則非常重視內在的幾何秩序如何外在化，所以這個大概是我認為幾

個不同的建築理論裡面，非常直接的面對建築所處理的重要文本，可見（Visible）

的文本，就是你處理的點、線、面、幾何跟空間，背後沒有太多複雜的設備情境。

當然這裏面還有包括他自己在做仙台的媒體藝術中心時，遭受到社會非常多的討論

甚至於批判。這個時候他會談到一些社會性，包括早期對於社會是非常背離的狀態。

他其實是一個抵抗性很強的建築師，雖然你看到他是一個溫文儒雅的建築師，但他

抵抗力早期非常的強，所以他對於社會的一些批判跟抵抗非常直接。 

伊東豊雄這個人現在所有執業生涯成跟敗都掛在台灣，因為在台灣直接有五個

很重要的案子，那這五個很重要案子從南部的高雄的體育場到台中的大都會歌劇院，

台中現在還進行另外一個房地產叫天空之樹，是富邦找他做一個房地產的案子，一

個公共建築在台北接近完成的台大社科館，另外一個結構體也完成的松菸文創園區

裡面的一棟辦公室加上 workshop 加上商場，是由誠品跟富邦一起合作的 BOT 案。

這五個 project 最難完成的也耗時最久的其實是很早就開工的台中大都會歌劇院，其

他剩下的案子陸陸續續都完成了，所以大家可以拭目以待。這個案子對他的整個六

十歲以後，應該說現在七十歲的建築生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捩點。他其實跟台

灣的感情算是很深，台灣對他也非常友善。他這個人非常有意思，他非常謙遜

（humble），雖然他對很多事情，心裡面具有非常多的抵抗性、批判性，可是他對

於人本身是非常親近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右手邊，他跟人之間的關係常常回到

他自己本性，不盡然是一個這麼嚴肅的建築師或者是老師。可是他在整個日本或是

在建築界的角色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本身是一個非常專業的建築師，他對建築的

思考是非常直接而深刻的，他都會把建築拖到某一種極點，雖然他的建築理論接受

了多樣化的概念，可是每採取多樣化的其中一點，他都會把它推到極點。除了他是



 
一個非常專業的建築師，另外一個他重要貢獻是，他在整個教育界、建築界是一個

非常好的導師。我們常說，關東、東京及關西、大阪有兩個當代建築師非常重要，

一個是伊東豊雄，一個是安藤忠雄。安藤忠雄就比較自我，因為他自己本身的力量

就非常強，精神力量跟意志力量都非常強，所以他是用個人的意志跟力量去跟他自

己公司的同事們做他自己的建築哲學。可是關東的伊東豊雄不太一樣，他對於年輕

輩的引導、開放跟啟發，遠比安藤忠雄來的多。安藤忠雄都是在職業上訓練他的子

弟兵，伊東豊雄的子弟兵不一定是在他的事務所之下，他帶領非常多的年輕建築師

去參與各種不同的社會活動、建築活動，甚至於有他起頭來帶領現在三十幾歲 、四

十幾歲的建築師走到另外一個方向。他在學術上的影響非常像庫哈斯在荷蘭，對荷

蘭的 MVRDV、WEST 8 這些人的影響。我們這次也會同時講庫哈斯談伊東豊雄，因

為庫哈斯的影響力更大，他影響到世界、歐美非常多的建築師，包括伊東豊雄在日

本所建構出來自己整個派系的理論。這是我們特別要理解伊東豊雄這個人跟他對於

學術、建築的基本貢獻。他身邊有非常重要的兩個人，就像庫哈斯在 AA 的時候曾

經帶領了另外一個助理，這個助理跟他一起做很多早期的紙上建築（paper 

architecture），後來這個助理自己就出來開公司，現在在整個建築界上的位置跟庫

哈斯不相上下，那個人叫 Zaha Hadid。Zaha Hadid 曾經是在庫哈斯之下一起做案子，

那同樣的如果我們今天看回日本的伊東豊雄，伊東豊雄在早期的 office，跟他一起

擴張他們的建築理念，甚至於互相影響的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建築師，甚至現在在

建築界的地位跟他幾乎平行的，影響力幾乎跟伊東豊雄一樣大的人是妹島和世，可

是妹島和世真正對於建築哲學的思考或者對於建築的信仰，如果看到妹島現在做的

案子很大的一部分都來自於早期跟伊東豊雄合作。所以我們要理解妹島和世勢必要

去理解伊東豐雄，因為其實這兩個人是在同一種建築思考脈絡一脈相傳下來，只不

過個性跟偏好不一樣，發展的方向不一樣，所以目前走在兩條不同的路上。那這兩

條路對於現在年輕的、三十五歲左右的建築師影響不可謂不大。大家可能要特別重

視伊東豊雄旁邊的這妹島和世。另一位非常重要的人是和他對立的，建築風格跟他

非常不同，這個人叫藤森照信，他在東京大學教了非常久的書，他曾經是一個歷史

學家，他是一個非常後面才開始成熟的建築師，所以他幾乎到五十歲才開始做他的

建築，都做非常小的建築。當伊東豊雄開始在做建築的時候，他本身是一個歷史理



 
論家，專門研究所有的部落、村落跟建築歷史的架構，這個架構基本上非常具有批

判性，甚至於他所信仰的建築跟伊東豊雄這種純美學的建築，基本上是非常背離的。

他非常重視在地性、自然的素材，他們兩位在建築的信仰非常不同，像鏡子兩邊、

光譜的兩端，可是他們卻是最常碰在一起討論建築的兩個人。他們在光譜的兩端，

可是常常在溝通、評論互相之間的建築及建築信仰。從此點也可以看到從東京學派

下來，理論的學者跟建築的學者，兩邊的人如何共同建溝他們的日本建築哲學。我

希望大家關切伊東豊雄的同時，也要關切藤森照信和妹島和世，這三個人合起來大

概是現在日本很大一塊的建築光譜，對現代的影響非常大。 

伊東豊雄最主要的一個貢獻，其實是他跟建築界的年輕學子，還有跟建築理論

的討論上的鏈結。他非常具開放性的跟大家做很多平台性的討論，參與各種平台活

動。今年 2012 年的威尼斯雙年展的日本館，其實就是由伊東豊雄領軍，帶了三位

三十五歲到四十五歲的建築師，直接上台代表日本到威尼斯雙年展去做日本館，非

常重要的概念是在去年 311 日本海嘯之後，伊東豊雄最大的貢獻是帶領了一群人直

接進入東北的海嘯區進駐，告訴大家我們開始要放棄我們原來對於純美學的概念，

進到社會、日本海嘯後的地景，為海嘯後失去住家的人民們，開始蓋他們下一個家。

進行心理療癒跟地理重建的狀態裡面，重新建構日本海嘯後的社區再生、地理再造

的活動。他帶領了三個建築師直接做不純粹美學，而回到社區跟重建的概念。他們

今年由伊東豊雄領軍，直接把這三個人推到國際舞台，重新論述他們對於日本下一

個階段，面對建築最重要的任務。今年他也拿到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的金獅獎。大家

有空可以上網去查一些關於威尼斯建築雙年展，這一次日本館所做的一個非常重要

的論述。 

日本上一代或上兩代日本建築師們的影響力，包括最上面的一代的磯崎新、谷

口吉生、原廣司，這些人其實都是上一代很重要的建築理論家，包括最近的竹山聖、

早期得到普利茲克獎的楨文彥跟安藤忠雄。他們對於日本的新潮建築家影響非常大。

他們曾經做一個這樣的譜系，這個譜系裡面非常重要的其實是，伊東、妹島派的師

弟師妹非常多，也就是他們這兩位共同對於新潮流建築師的影響是最大宗。時代的

潮流每一個時代都在改變，對於空間的時代性，從早期的磯崎新，到早期的黑川紀

章，或者更早期的丹下健三，一脈相傳下來，對當代的影響，在建築思考影響最多



 
的其實就是伊東、妹島派，這兩個人就是我們剛剛講的脈絡。 

從伊東豊雄的整個架構裡面，我們來看他分成幾個大階段。從他的年代、歲數、

做過的案子、得過的獎，或者他自己本身在哪個階段有幾個很大的里程碑。這個是

基本的格式，我希望大家能夠用這種模式來創造一個共同的建築理論思考。伊東豊

雄其實算是在日本建築師裡面正常，可是在世界的建築師，用今天來看的話，算是

晚熟的。因為現在日本建築師很多開始蓋房子、啟蒙，甚至於開始在國際舞台被看

到而且收到重視，都在三十五歲到四十歲。在日本的這種非常強調傳承、輩分、經

驗的國家，基本上他是算非常晚熟的。妹島就比他早熟很多，很快地進到國際市場，

然後被國際重視，甚至拿到普立茲克獎。伊東豊雄早期一直到四十五歲所做的

project 都還是非常簡單而小的 project，大概都是一個小小的地塊所做的案子，甚至

他很晚才成立公司，他成立公司的時候三十八歲，剛開始只是叫做工作室，這個工

作室還是比較屬於暴走族的，比較屬於年輕反抗派的。他早期三十歲成立的公司叫

做 URBOT（Urban Robot），是一個城市機器人，就知道早期他年輕的時候是一個對

於新的科技、城市的新理論著迷。那個時候他眼睛看到的城市理論，是那個時候歐

美最興盛的一個派系，這個派系在 AA 也影響了非常多的人，叫做 archigram，在台

灣叫做建築電訊學派，archigram 是英國非常重要的學派。當初伊東豊雄在 1965-1969

年，28 歲時開始在事務所工作。1965 年畢業，他在工作的 1965-69 年在西方的時間

點是非常重要的，在 1966 年是後現在主義開始啟蒙的關係，所以 1966 年發展上一

階段我們講的兩本書，一本是「建築中的複雜與矛盾」，另外一本就是「城市建築」，

在 1966 年寫出來的。這個時候伊東豊雄才剛畢業，所以這些人基本上他的年紀跟

庫哈斯超不多，庫哈斯那個時候從 AA 畢業，1966 年那個時候還在 AA，庫哈斯到

1978 年，從畢業十年後開始寫的「Delirious New York」。伊東豊雄從 1965 年畢業

之後，一直到 38 歲（1979 年）開始正式成立他的事務所，他成立事務所的同時，

就是庫哈斯在歐美開始寫下「Delirious New York」的時間。這兩個人的年紀其實是

在一起的，不過雖然在一起，1978 年伊東豊雄開始用他自己的美學跟理論，開始成

立建築師事務所在做建築的時候，庫哈斯並沒有做建築，可是他建構在他的理論上

面，所以兩個人在前面十年的出發點不太一樣，一個是直接進到事務所，開始在做

建築的事情，一個是開始寫完他自己本身第一部非常重要的論述。 



 
伊東豊雄 30 歲所成立的工作室叫做 Urban Robot，為什麼叫做城市機器人，就

是在談城市的游牧。城市游牧、城市機動、城市有機的狀態，基本上受到 archigram

蠻大的影響，archigram 在六零年末的時候，其實都一直在建構這樣子的理論，當然

這個理論影響伊東豊雄非常大，只不過伊東豊雄把它實質化，伊東豊雄讓這些概念

實質做在小的建築上，而不像 archigram 想的是大的城市觀，而且是一個 paper 

architecture。所以當西方 archigram 在做非常科幻式、紙上式建築的時候，伊東豊

雄在日本受到影響，可是他做的是一些小的、實驗的作品、小的都市裝置、建築，

所以他把這些東西應用在他自己的哲學，到今天發展出來的伊東豊雄，他的信仰還

是跟以前在早期 Urban Robot 的概念一樣，可是真正反映出來的風格跟當初受到

archigram 的影響相比，幾乎是走在完全不同的路，那當然是跟他們的背景、本身在

意的實質房子有關。從 38 歲到 45 歲蓋的都是小小的房子，這些小小的房子做 Silver 

Hut，用銀色的現代建材、輕構架的、游牧的在談這種所有機遊牧之間穩定與不穩定

的狀態，跟 archigram 跟他的 Urban Robot 都有關，談裝置（installation）、談聲音，

像一個機械裝置一樣的。早期他都在做這個事，所以我們可以說他早期基本上有兩

個大風格，一個風格是在做一個家，另外一個風格是在做他的遊牧性討論，所以早

期他是在談輕構築跟小住宅兩個不同方向之間的比對，這個方向一直延續到他 45

歲，所以他非常晚熟。45 歲的時候做的是一個很像年輕人在做的事，很像這一代大

概是在 35 歲做的事情，但他是一個不會老的人，他永遠對世界的各種事情充滿好

奇，一直執行在他的建築上面，所以他的建築比較難以被定性說他是怎麼樣的建築

師，因為他到今天為止都還在轉變當中，他自己一直在給自己一個非常年輕化的、

對什麼事情都好奇的轉變。 

45 歲開始到五十幾歲他開始進入了公共建築的狀態，因為他進入了公共建築才

開始為他奠定了真正建築上面的位置。當然我們都知道日本建築師剛開始起頭都是

靠小的住宅案，之後開始發聲的都是在談公共建築，包括下下下一次我們要談的隈

研吾也是一樣。他真正的發聲是從公共建築開始，所以公共建築常常是因為有一個

屬於公共性的平台，讓那個建築開始可以發出更多不同的概念跟聲音。可是在這邊

他還是在繼續發展他的蜉蝣建築，這個蜉蝣建築跟剛開始談到的遊牧、installation

有關。這個公共建築裡面，其實做了好幾個都還不錯的案子。45 歲的時候才開始在



 
談蜉蝣的的小建築，又過了 15 年之後，才真正讓伊東豊雄進到國際舞台，他之前

已經做了很多很好的建築，得到日本的建築獎，可是真正讓他踏入國際舞台其實是

仙台媒體中心，為什麼他到 60 歲這麼慢才讓自己推到世界的舞台？其實他在思維

上早就應該在 50 歲開始要進入國際舞台。非常可惜的是，仙台媒體中心這個案子

是個非常前衛性的構築。在結構上、建築構造上，都非常前衛，所以這個案子蓋了

快十年，所以他原來有的概念，幾乎等他蓋出來證明他自己本身最重要的里程碑。

幾乎用了十年，也就是如果說你今天要回應伊東豊雄他自己本身在建築概念，到底

什麼時候開始有一些非常嶄新的、跨時代的、前衛的、具有實驗性的概念，早在 50

歲就有。他遞出仙台媒體中心的計畫書，就可以看得到前觀性，可惜建築總是這樣，

它必須被蓋出來，這個建築又特別的坎坷。這個建築不管在社會輿論上、建築的實

驗上、構造上，都花更多的時間去實驗這個建築，讓他自己受到世界上重視，等到

這個房子蓋起來的時候他已經 60 歲了。當他 60 歲的時候，其實他已經進入真正的

國際舞台。我們應該這麼說，60 歲進入國際舞台，可是他在五十幾歲初頭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有非常多的國際媒體關注他。所以可以看到從 60 歲之後，陸陸續續做

了非常多我們今天都可以看到的案子，可是這些案子其實很多都是在 55 歲之後，

他已經拿到這個案子的掌握權，開始在畫設計圖。我們現在列出來的這些歲數都是

他蓋完的歲數，建築師很好玩的是，建築蓋完跟他建築開始在想都有一個時間差，

大概三年到五年，長者到十年。所以真正讓他非常高密度的顯現他的哲學其實是在

六十幾歲時，也就是說，他六十幾歲所在意的事情，其實他從 50 歲的時候就開始

在意一件事情，這件事叫做衍生的型態。他開始著迷於如何去討論這個衍生的型態，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叫做電子時代的動態建築，這個跟他一脈相傳的 archigram 有關。

那時候所談到的輕構築、蜉蝣建築、遊牧性的建築都有關，然後到了後期 60 歲他

在意的事情就不一樣了，60 歲時有非常多的結構技師跟他合作，所以從原來自然的

衍生過程型態，開始著迷於如何去建構真正的構築、結構跟材料。我們今天看到每

一個他的建築物，都非常專注地在討論實質上的構築關係，他要把構築性表達的非

常清楚，這也是他跟妹島和世開始分成兩條不同的兩條路。他們之前的路都非常接

近，而且甚至於妹島和世是承繼著伊東豊雄的整個思考脈絡往前走的，唯一最大的

不同，是因為妹島和世基本上在她的建築表現上是去結構的，基本上能夠讓建築越



 
輕越好，越不看到結構越好。可是到了後期這十多年來，伊東豊雄基本上非常在意

結構、構築、材料，他企圖把結構跟材料這件事情非常清晰的顯現出來，他認為自

然的型態背後都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結構性。這兩端開始分歧，所以你們可以看到伊

東豊雄在結構性的表現非常強烈，可是妹島和世在結構性的表現非常的稀釋化，越

來越薄、越來越不見越好，所以這是他們後期雖然有同樣的空間概念，可是在對建

築的信仰不太一樣。我個人非常著迷於妹島所產生出來的詩意，可是我個人也非常

著迷於伊東豊雄對於建築構造的思考，而不是把它藏起來，讓它好像不存在的感覺。

可是妹島和世因為讓它不存在，所產生空間非常具有詩意，那是不容忽視的。所以

兩件事情的概念不太一樣，大家可以比較一下這個時候，就可以知道它的幾個不同

的里程碑。那我們應該說，伊東豊雄下一個里程碑在什麼時候？大概在七十幾歲，

因為他 64 歲拿到台中歌劇院競圖，他到 75 歲能不能蓋完這個？不曉得 ！台中歌

劇院是他的下一個里程碑，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捩點，所以台灣一定要非常加油，因

為本來預計是要在 2015 年要蓋完，然後不曉得 2015 年是不是可以真的蓋完這樣的

project。2015 年如果蓋完的話，距離他拿到這個案子已經十年，艱困性是跟仙台媒

體中心是一樣的，到那時候他也 75 歲了，75 歲的時候我猜他的整個建築生涯大概

已經穩定到一個高點，然後就差不多在那裡。台中歌劇院對他本身非常重要的影響，

大概就是在那一塊，所以大家要理解他前、後、中期之間的關係。 

伊東豊雄在日本的建築師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傾向跟概念，他接受整

個社會、空間、城市是一個持續變化的狀態。並不是因為他的信仰多變，而是他接

受這樣的狀態，甚至於這樣的狀態是他的信仰，他認為持續變化一直在往前走，在

一個未定性的狀態，不僅在他的建築上，也在自己的建築風格上面這樣建立。所以

他從早期的輕構築到浮游感，一直到衍生的形態到會呼吸的、可以跟外界呼吸共融

的房子，其實他一直在階段性的轉變。從前期到後期其實有很大的不同，可是他的

中心信仰還是接近的，只是在建築的表現上有非常大的不同。他在建築的早期思考，

受到一個很重要的理論家影響，如果你們有興趣，真的要去念這本理論家的書，幾

乎所有談哲學、社會學跟美學上的理論，都不能忽視這個人，叫做德勒茲（Gilles 

Deleuze），德勒茲談到一個人叫做浮游的遊牧性理論（Nomad），就是地下莖理論，

沒有根的、可以無限擴張的概念，然後變成一個哲學。德勒茲這個人是所有念哲學、



 
美學的人一定要去碰觸的，不是那麼好懂，可是他對於九零年之後影響非常大。他

在早期的時候就影響到伊東豊雄的概念，甚至於他還受到日本哲學家見田宗介概念，

都希望建築產生在一個開放性的關係，不是一個封閉性的理論。有意思的是他結合

東方的開放性跟西方的遊牧理論，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最近在做的房子，甚至於最近

妹島在做的 Rolex Learning Center，整個空間像是一層皮，全部都是開放的，沒有任

何一個定數，沒有一個封閉空間，非常有意思的是它既西方又東方。很多人看到妹

島、伊東，雖然他們都受到西方的美學思考非常強的影響，做的都是現代主義的房

子，可是每一個人都可以看到是日本人做的，它背後有一種日本人對於美學上、對

於開放性上面不同的理論。不像西方游牧理論這麼複雜，甚至於回到一個更純淨、

更無、更沒有的狀態。所以可以看到東方跟西方在這裏面產生了一些化學作用，它

真正的概念叫做 Nomad，這 Nomad 游牧這個字是德勒茲所寫，如果你們去看德勒

茲的文章，就可以理解這樣子的關係。 

在伊東的建築的語彙裡面，最常看到的就是輕、軟、透。非常的輕、軟，甚至

於是一個完全開放的狀態，跟密斯（Mies Van der Rohe）那種永恆的輕又不一樣。

它其實是一個具有漂浮的、游牧的、動態的、一直在持續發展的輕，跟密斯（Mies Van 

der Rohe）早期「Less is More」那種輕，就像一個教堂一樣那麼永恆，其實是一個

不太一樣的觀點。雖然美學的開始是接近的，可是他背後所信仰的關係是不一樣的。

伊東豊雄非常在意於都會中的人文環境，這種人文環境，並不是在做論述上的，而

是在做感知上的、感覺上的，在感覺上他非常強調都市這種不定性的空間跟都市人

之間的關係。他對於這個人文環境甚至對於顯現出來的大都會風景，其實描繪得非

常具體，從他「衍生的秩序」裡面的文字就可以明顯地看到這個具體理論，在這裏

面其實可以看到他一些豐富的層次。他的層次不見得是材料，他的層次是在於空間

理論上，經由輕、軟、透表現出來的那種曖昧、多元，或者用伊東豊雄的話，那個

叫被稀薄化的空間，接近稀薄化、看不到的空間。如果我們用稀薄化的空間，大概

可以理解伊東豊雄、妹島和世，甚至於現在很多當代年輕的日本建築師，那個接近

稀薄化的空間，就是當他去物質，一直去到某種狀態，然後伊東豊雄早期希望所有

人都是一個有機體。有機體可以跟自然環境建立一種連續性，這種連續性包括他後

來談到會呼吸的生態，或者他自己在談的一個叫做游牧式的、動態的城市觀是有關



 
的，他們的東西都是一個連續性的動態。 

正式進到他這本「衍生的秩序」，這本書是難得的書，雖然它是一個雜文集，

不是一個特地為台灣或是為這個時代寫的書。台灣在幫他辦這個展覽的時候，為他

出這麼厚的一個雜文集，我覺得對台灣所有學建築的人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可以重

新審視他的演化過程，大概不是重新審視他的背後理論，因為他不是一個整套的理

論書，可是你從裡面可以看到這個人從頭到尾的演化過程。在這裏面可以看到他當

初在北美館所做展覽，他畫了幾個簡圖，在這展覽的簡圖，我們可以知道他背後的

思維，他永遠像在照鏡子一樣看自己，他不是在建構一個完整的、像庫哈斯想要建

構一個能影響全世界的大理論，可是他寫的這個雜文跟他自己在做的這些筆記，其

實都在影響他自己。他永遠在反看自己，照鏡子在看自己，審視自己現在做的事，

以前在做的事，未來在做的事。我受到他的影響，在 2008 年做了一件事情是，幫

我自己公司所有的案子，每一個案子畫一個簡圖，重新看我每一個案子到底在做什

麼。這裡面更複雜的是，他不只是在他自己的年代裏面，把他每個作品畫一個簡圖，

甚至於這個簡圖他還做了一堆索引的譜系。這個譜系是在告訴他自己跟他的團隊，

這個譜系是一個連貫性、連續性的，不是為了創造一個 project 而創造一個 project，

而是每個 project 都有一個基本的實驗，或者是 prototype，讓下一個 project 可以繼

續往後長，這裏面包括美學的、數學的、理性的、邏輯的、包括你可以看到他這裡

面講幾次元、表層的關係、結構的關係。他每一個點，在討論的是建築的背後的某

一種思考，這裡面的思考，有的是美學思考、有的是數學思考、有的是結構思考、

有的是建築皮層的思考。每一個思考讓他自己的建築成為一個自我完整的譜系。如

果你要去研究伊東豊雄，可以做的研究是在這個譜系當中，各自之間的關係，每一

個作品背後都有一個不同的需求，可是這個每一個背後都有一個企圖跟以前的某個

project 或企圖跟以後的 project，或企圖在一個 project 開啟一條新的路，很清楚的

架構脈絡出來。庫哈斯都不太架構這種事情，因為庫哈斯希望他每個案子都不一樣，

每個案子的譜系不是內在的，庫哈斯希望每個案子的譜系來自於外在的

programming，外在的社會上給他的 desigener 的需求。可是伊東豊雄的譜系是內在

的，是自己內化自己本身在做作品裡面，很像藝術家的作品。作品 289 號、作品 254

號，這個之間的關係。所以常常在做這種譜系，有幾種人常會做，譬如說畫家，作



 
品 322 號無題，或者音樂家，我們看到非常多的音樂家，在做習作的時候，常常會

告訴人家說這是鋼琴作品 36 號，那這些所有的關係都是在談藝術家一個內在的創

造體系，這個是值得被關注的，所以我們常說內化的伊東豊雄跟外爆的庫哈斯，兩

個是一個蠻有趣的對比，都關心建築美學的新思考，只是兩個的邏輯不太一樣，所

以我們甚至於可以看到這個邏輯，在這裏面自己創立了一個各種建築的譜系，這個

譜系基本上已經開始變成他自己本身的，每一個都有年份、案名，每個之間都有一

個連接關係。我甚至可以這麼說，這個譜系再往外聯，可以連到藤本狀介、平田晃

久，可以連到其他的所有建築師，甚至於這裡面的譜系整個往外連可以連到妹島和

世；也就是說，如果你用這樣內在的「衍生的秩序」，衍生的譜系繼續連下去的時

候，其實都可以看得到剛剛講的妹島，一直到現在日本的新生代，都跟這個譜系有

關，非常像一個大的譜系，非常大的一個家族的、一個衍生秩序，只不過伊東不會

這麼貪心霸道的，把別人的東西全部納到他的譜系裡，可是如果是一個日本理論家，

如果想關心這個事情的話，這個普系會更大，甚至於更完整，可以看到整個日本的

新生代的大譜系的狀態。 

我們來看這本他的雜文選，基本上他說做設計跟寫文章具有同樣的位置。這很

重要，我認為為什麼要訓練大家，除了做設計要花百分之百的力氣以外，你要有另

一個百分之百，兩個都要衝到百分之百才會成功，各百分之五十也還是不會成功。

所以你要產生另外一個你，一邊在寫作在做論述，另外一邊在做創作。這兩件事情

是鏡子的兩面。他在寫的東西，在設計所看到的東西都是她自己思考的意義。他旅

行或是在做一個案子到一個程度的時候，他總是會寫一個東西出來，思考總是比實

現的作品稍微前進一步。他永遠在寫東西、看東西的時候，早於他的作品，所以他

讓自己未實現的、繼續發展的東西持續存在，他才有辦法成為後面作品的動力，每

十年會有一個後面的發展。思考跟作品之間總是存在著落差，不過也因為這個落差，

所以造就了自己往下一個設計邁進的能量。他常常做完這個作品以後，為了這個作

品再寫一篇文章，所以他說：作品催生了文章，因為他在反看自己的作品，所以這

個文章又引導出下一個作品的意象。這持續了三十幾年，一直在持續發展。這雜文

集也是跨越在這三十幾年的文選，這個重要的點就是在看他如何的反證。在這裡面

所有的文章其實是跟編年有關的，他企圖是用編年的方式，不分類，所以這邊的整



 
個目錄非常亂。這個目錄有時候是講旅行手記，有的時候是在講他的作品，有的時

候是在講他對於建築的理論，拼貼跟表面性，跟世界當代建築潮流的一些感想，甚

至於有一些他的哲學，就這樣來回跳動。記述一場過去的旅途，他又把去旅行的經

驗分得好幾個層次，全部又寫在一起。包括他自己個人的回憶，可是看完這個之後，

馬上又談他的建築，然後中間又提到他在做仙台的時候，對社會上不同的質疑的一

些解釋，或是他所面臨的一些困難。他在文章裡面也提到關於妹島和世的建築，重

新去看回他跟妹島之間的關係。甚至於他提到庫哈斯的「小、中、大、特大」，庫

哈斯的「小、中、大、特大」是 1995 年出的，他 1996 年的時候在談庫哈斯的「小、

中、大、特大」，甚至於他在仙台媒體藝術中心做完的時候，重新講仙台媒體藝術

中心對他影響。蓋這個房子的八年當中，有三次完全不同的震撼，這三次的震撼，

影響了他對後來建築的印象，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篇，在蓋這房子之前、在蓋的過

程當中跟在蓋完之後的情境所產生的震撼，這三次很大的轉變，如何從輕變得很重

再回到很輕的關係。2006 年，大概是他跟國際接觸的最多，包括巴黎、新加坡、美

國、台中，還有包括他跟藤森照信之間的某種對話到西班牙。這所有各個的國家，

跟他原來的內在思考非常不一樣，所以他越來越接受了外部的各種不同挑戰、面向。 

伊東豊雄早期非常具有批判性，早期的他我們稱為是暴走族。他早期對於社會

有非常強烈的挫折感。大家不要以為日本比台灣更容易接受新潮流的前衛建築，日

本要被接受你的新潮流前衛思考之前，非常多人早就已經陣亡了，或是非常多人早

就已經進入到體制化。日本是一個非常傳統的，從大株式會社這種大公司，有前輩

的觀念裡面要出頭，要建構一個新理論是非常不容易的。日本在建築上面是保守的，

他們唯一會讓現在建築看到的這個樣子，從東京到大阪看到醜的房子還是非常多，

90%都是醜的房子，都是房地產、大公司所蓋的房子，只有一兩棟小小的，是很棒

的建築。當然那一兩棟小小的造就日本建築非常重要的一塊。台灣連那一兩棟小小

的都沒有，可是為什麼一兩棟小小的會成立？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日本人的意志力

非常強，另一個是日本人尊重專業，他們一旦接受你，對你有信任，他就要 100%

執行你的意志。這讓他們小小的建築會形成，可是 90%是不會被接受的。所以日本

在建築上，雖然方式不太一樣卻一樣艱困。伊東剛開始在日本的建築體系下，有非

常強烈的挫折感，覺得日本非常務實而且被大體系給包住。所以他剛開始背對著社



 
會，他是用背部去面對社會，他自己建立一個封閉的美學世界、封閉的美學體系，

蓋了幾個自說自話的小案子，不是對全部的人說話。剛開始不是每一個人都聽到伊

東在說話。他是企圖在封閉的微小體系裏面，描繪美麗而內向的世界，這件事情到

現在都還存在。如果你今天去看藤本壯介、西澤立衛、平田晃久這些人，其實他們

現在做的事情跟伊東早期在做的事情一樣，他們都是在描繪一個封閉的內在美學世

界。這件事情什麼時候可以發生？很多日本人有時候是自己在日本發生，另外是從

國際再發生回去。接受了對他的信任感之後，他就可以完整地用業主的意志力去完

成他自己所做的美學體系。在台灣縱使被信任，業主還不一定會這麼尊重建築師這

個角色；在日本，日本人一旦接受了建築師的這個角色之後，他會完全執行你的意

志。剛開始，他最出名的案子是叫做 U House，一個非常封閉的住宅，這個 U House

基本上對比於安藤忠雄最早期所做的住吉的長屋。這兩個人幾乎同一個時間做出兩

棟完全封閉的房子，是兩個年輕建築師當初第一個作品：伊東做了一個 U House，

背對著城市；安藤忠雄做了一個住吉的長屋，背對著這個城市，全部都是內向的住

宅、內向的美學。 

伊東是到他拿到了仙台媒體藝術中心才開始被重視。在日本不是那麼順利的，

50 歲正式拿到這個案子，60 歲才正式蓋完這個建築。這段時間是非常艱困的，所

以他說：回來看自己的建築歷程，仙台的媒體藝術中心對他來講有一個壓倒性的重

大意義，幾乎是他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捩點，因為他自從仙台美術館之後，所有來的

業主都是最棒的業主，甚至於他現在的幸福是一個建築師周邊有一堆全世界最棒的

顧問群，每一個人都在協助伊東執行自己的意志，這是最幸福的。當你今天想要創

造一個美學，然後你後面有最好的結構技師，有最好的營造廠都在幫你建構這樣子

的建築美學是非常的幸福。他說：這個過程讓建築師把我拉回社會的內側，也就因

為他存在社會的內部，所以他在前面的那些文章、非常多的想像力在於脫離於社會

之外，然後開始做。建築應該屬於社會的，建築應該多跟社會接觸。我認為建築本

來就跟社會有完全的關係，可是在伊東豊雄的這個階段裏面，剛剛好是他反社會，

他離開了社會，回來做他的美學世界，讓他的這個成長空間具有某種爆發力。可是

也正因為他的個性非常具有人性，所以當他出名以後，他其實正向面對社會的時候，

他跟人非常的接近。他不是一個完全創造內在自我的藝術家，不是完全脫離於社會



 
之外。剛開始背離社會是在創造自己的內在美學，可是他總有一天到了成熟的時候，

他是正向面對社會而且關心社會。如果不是他這種溫柔的個性，不是這種關心社會

的個性，他不會在今天提攜這麼多的年輕人。在這次的威尼斯雙年展，開始回應了

日本的海嘯，然後為了這個世界做了一件事情。他的本性是非常接近人性，這也是

我非常喜歡伊東豊雄的一點，他沒有那麼的自我，他跟人非常貼近，可是在他早期

是非常暴走族的，然後在他回到內部的社會，他卻是在這社會裡充滿了活力。因為

外部的社會太貧乏、太沉重，所以他轉向社會的內部，反而讓他找到了自由，找到

了他所謂的不定性。他反而是在社會的背面才找到那個開放性，這個當然是跟日本

的、高壓的、具有非常強烈的傳統性有關。如果今天是在西班牙，根本不用背向社

會，每天都是充滿活力。社會不同的狀況，會讓人在不同的狀態裡面去尋找自己所

要的東西。 

他第一個案子非常經典，叫做白色之環。我非常喜歡這個案子，這個是一個非

常簡單的 U 型、口字型的住宅。其實整個日本社會的住宅還是非常貧乏，應該說 98%

就是這樣子，他只不過蓋得很平實，再加上鐵窗以後，就跟台灣一樣醜了。台灣比

他更醜一點是因為，在醜房子裡面又加了鐵窗。當然很多人說，這麼醜的房子加了

鐵窗才開始變美，這是不同的觀點。可是日本人在整個建築上是非常保守，非常接

受現實的，然後他做了一個完全背向城市，對於城市完全封閉，真的開放空間只有

在這裡面，所以他試著用一個最簡單背向城市的方式，建構一個內在的世界。在這

裡面找到他所謂的 Reality 白色之環的概念。請大家有空多多研究這個案子，我非常

非常喜歡。在這白色之環，他企圖脫離於社會，做了一個封閉空間以後，在這空間

裡面追求空間的美、空間感知、感性。這也是我最喜歡伊東的地方，伊東是一個非

常感性的人，從他的文字就可以看到他非常的詩意，他絕對不是一個吊書袋做理論

的人，他是從各種不同理論找到感性基礎。在這裡面他說：我開始把這個封閉的白

色環，開始離開建築的直線性，外面看到的那種方塊，在這直線性裡面用了徐緩悠

遊的環來表現出我對空間的、新的、感性的美。這個感性的美，都希望在這空間裡

面找到很多不同的、突發的狀況。這突發的狀況是他希望能夠用一個設計方法或設

計幾何的演變，來表現出這種自由度，表現出這種自由的感性。可能大家聽起來會

覺得很怪，如何去找到他空間的自由、反抗直線的、有機的、突發的美？他做了這



 
樣的一個建築，這個建築對外界全部都封閉，只剩下一個面對這個圍牆的邊邊，開

了一小扇窗，真正面對裡面的是一個大中庭，甚至於都是要經過一個玄關，轉一個

折才進來，並不是有一個玄關正對著這個城市，完全是一個封閉性的概念。他說：

我在這個封閉性的系統裡面，創造了一個流域跟滯域，流域是充滿活動性的、有機

的，滯域是停滯的。可是他停滯的滯域反而是開放的，然後流域反而是封閉的。他

把這個室內空間都當作流域，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奇怪的線。像這裡最漂亮的這個

窗，產生一個小的線，長出一個包。這個線面對中庭，面對中庭只有三個開口，一

個是玄關進來的這個開口，轉折以後看到中庭；再過來，整個大桌子面對中庭；第

三個，從這邊出中庭。剩下這個中庭是一個像停滯起來的場域，是一個完全停滯的，

雖然他是一個開放空間，在這裏面用了好多好多細節，都在破除人視覺的、感知的

各種不同的線，包括他裡面用了四個天窗跟幾個探照燈，讓那個曲線表現出一種人

造光跟自然光創造出來的戲劇感。非常像在做舞台的概念，這舞台是一個空的場域，

他稱為流域跟滯域。他開始用一個寬 3.6 公尺，天花板有高有低 3.2-3.9，長度 45 公

尺的線性領域，把一個白色的環封閉起來，內側是另外一個領域。這兩個領域帶有

截然不同的性質，並且彼此對立，這個環跟那個滯域是完全不同的角色，兩個對立

的角色。前者就是那個室內的環，隨著光跟空氣的流動，完全開放的流動，讓人們

繞在這個環裡面，形成一個流動的空間；後者，雖然是一個開放見天的中庭，可是

後者全部都停滯下來，呈現空間的靜止狀態，跟那個環完全對立。很開放很安靜的

停滯狀態，跟一個封閉可是卻流動的狀態。他說流域跟滯域是一個連續不斷相接的

態度，剛剛看到那三個窗，轉一圈以後從後面出來，產生一個柔軟性的環狀空間。

他的東西輕、軟、透，那個柔軟性常常是因為他用了這些材料、光線，他絕對不會

像安藤忠雄做的東西，非常具有永久性、紀念性的詩意。他做的是一個超級柔軟，

看不清楚幾何的真正本質、用意，可是他的建築架構是非常清晰的。隨著時間有各

種不同的光，有豐富的變化，感受到一個流動跟漩渦式的領域。漩渦是他後來很想

要做的事情，有人不叫做漩渦，漩渦有點太強烈，有人把他翻作漣漪，是那個石頭

丟下去一圈一圈的，比較輕盈的，可是可以慢慢擴散的，有人翻做漣漪有人翻成漩

渦，看自己怎麼去想那個力道。他說，這個空間跟空間之間彼此交融，流域是一個

完全白色無機質的空間，完全沒有材料性。他的室內空間不是清水混凝土，是刷白



 
色的無機質，後來影響了妹島，所以你看到妹島做的都是無機質的空間，空間都是

被稀釋化、被無機化的概念。他整個外牆是混凝土牆，整個內部是白牆，兩個所要

表現的狀態不太一樣，可是在這個滯域的混凝土牆地上，用的是黑色土壤。雖然他

接受了所有陽光，可是產生一種停滯而沉澱的狀態，被靜默支配一切。我覺得這個

案子超級詩意，從他自己的文章可以知道，他自覺性非常強，他在做這樣的一個簡

單建築，可是他對於每一個細節、材料，每一個空間的元素是清晰的，在一個清晰

的架構又不創造一個太清晰而被鎖定的建築量體。我覺得這是很困難的，像我們看

到安藤忠雄的空間架構非常清晰，可是他的清晰因為架構完之後，空間就鎖在那裡，

具有某種紀念型，可是就永久鎖在那邊。可是你再回看伊東豊雄，其實他的幾何性

是非常曖昧的，這是他刻意所要創造出來的特質，所以畫了這張圖在談光的流域。

這個光線怎麼散出來包著整個書桌，跟這條縫的光線，他在天窗開了四個洞，各種

洞所產生光線的特質跟他那個無機質的白色，產生一個非常強烈的對比。我會建議

大家多多理解這樣的案子，會對你們以後的建築影響很大，像我們上一個設計課

Studio 的案子在討論 Architecture as Art，多多理解類藝術的思考，對建築細部的考

量，哪怕你要開一條縫、一個窗、一條 Bar，這些事情其實都是非常 sensitive、poetic

的 thinking，那會幫助你避免被所學到的建築形式綁住。很多人建築形式操作的非

常好，尤其像我們設計組的同學，建築形式操作非常好的時候，你會發現自己有個

困境、門檻跨不過去，就是你對於那種 poetic 的 thinking 不夠清楚。你如果能夠把

那件事情再想清楚一點，之前所學到的形式就不會綁住你，就會讓你再往前跨一步，

不然你永遠做的就是做那個樣子。我建議各位同學多多去理解每個建築師對建築上

面的理解。他說，這個流域靠著三個不同的天光，還有包括一個凹室、壁龕，加上

他還做了一個叫線型螢光燈在邊邊，還有探照燈，加上他做了一個面對那個窗的圓

形大理石桌，每個各種造型的元素都被實體化，這個實體化在建構他那個流域各種

不同的事情。這個實體化有實體的家具，有人造的燈光甚至於還有天窗，我們稱之

為虛體的，可是這個虛體的元素創造了另外一種實體的建構。當這些元素個別都被

原有的機能解救出來之後，我們稱之為一個 Form（形式）群組的集合體，這集合體

他把它稱做浮游的型態素。浮游的型態素是用各種不同的元素、幾何，重新建構了

一個群體，這個群體各自有各自的效用。如果你再回來看後期伊東的平面圖或者妹



 
島的平面圖，妹島跟藤本壯介的平面圖，就是這種叫做浮游的形態素。每一個型態

都有一個 Type，方形、圓形、橢圓形、格子狀都有一個 Type，可是這個 Type 是被

群組出來的，這個 Type 群組出來之後，每一個群組出來的元素各自被實體化。各種

不同的元素所建構出來的關係，這些元素都從機能跟合理性的意義脫離，不伴隨任

何情感，只變成一種形態素的概念。非常像現代音樂，現代音樂其實加了非常多的

元素，是在創造這個音樂之間各種不同的跳動，或者感情式的元素，這個跳動常常

不見得是有肌理的，他常常是這樣出來的，當然很多人稱為極強音或者極弱音。他

說，我日常的全部都是都市的內部，他把都市內部那種浮游的、有機的狀態，常常

做在他的日常空間裡面。在這裏面具體事項的點點滴滴，都是我跟都市的關聯。他

把室內看成一個城市，他把城市裡面各自無關的元素稱為形態素，所以他在做進建

築的室內、元素的時候，所有的印象都來自於都市裡面各種不同的關聯，然後他用

了非常詩意的字，他說其實這些所有的建築都是滲透在我身體裡面的韻律跟律動的

感覺吧！他想要抓到這種感覺，想要脫離建築形式上那個既定的空間概念，所以他

畫了這個圖，這個圖就是他流域的非常重要的幾個元素，你從剛剛的圖還感覺不出

來，從這個圖就可以感覺得出來。剛剛講的石桌、燈、天窗、唯一開的一個摺疊窗

跟神龕、兩個神龕、三個神龕，跟出來的裂縫，跟這個轉折的線，如何把人從入口

帶進來，看到這個長廊，甚至於看到這個洞之後，轉成一個弧度，回到弧度這個時

候，弧度翹起來。看到這個圓往它的中庭看，幾乎每一條線都非常的自覺，如果你

可以從剛剛那個平面回來看這張圖，跟剛剛看到有用白色的光線暈開來的那兩張圖，

那兩張圖是我最喜歡的兩張，那兩張圖是在表現他自己談到的，人是感知到光、空

氣跟聲音的流動而體察到前方的靜動。這個靜靜地顯露出全貌，非常具有詩意。寫

這段文字的時候，根本像一個文學家，像一個藝術家在重新寫這個東西，他說彎曲

的牆面是支配領域的線，所有支配這個領域的就是這幾道彎曲的牆，然後支配了所

有東西。支配這個建築裡面的有三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彎曲的牆；一件事情就是

剛講的形態素，群組的形態素；另外一件事情叫做光，光進來、出來的這個關係。

三件事情非常強烈的定義他的空間。這個案子雖然很多人說不像一個住家，的確它

像一個舞台，可是你可以看到這個光的顯現，從這個光到這些地燈，包括這個曲牆

所產生出來的威力。他用了四個側光、三個天光來表現光的強度、柔軟度、色調的



 
變化，這是剛剛講第三個元素：光跟影。剛剛講曲牆還有形態素，再過來就光跟影，

他是最重要的。這裡又來了一段非常詩意的話，他說這個光線的軌跡映照在牆壁或

地板上，晴朗的早上猶如日本刀般纖細，表現出那個直接而強烈的纖細感，然後這

個東西還反映光線龜裂的效果，這個慢慢的會去變粗，然後直線還會往上折開始變

窄，最後映照到夕陽封閉而消失。這多麼詩意的一段話，他沒有要讓人們去感受日

本空間那種帶有神祕氣息的灰。因為日本人當初最喜歡的叫做利修灰的灰，那個介

於黑跟白之間，那個無所謂狀態，可是他企圖把日本神祕的灰拿掉，開始希望回到

去物質性、無機的，如同在白紙上記號般，透明而抽象的光的領域。透明的抽象，

這抽象包括他講的，他其實非常相信抽象，他是個非常形式主義的人，他非常相信

抽象具有某種威力，很多藝術家也都相信抽象的特質，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幾個

洞，這四個洞、天窗所打下來的關係，還有這些縫跟曲牆所產生出來的光線，我們

就很快帶過去，像日本刀那種非常銳利的、纖細的那條光線。 

一個案子這麼小，從流域、白、形態素一個一個講，抽絲剝繭了就知道這個人

在這個部份如何早熟，這麼早以前的案子做得這麼完美。他說沒有任何的顏色比白

能夠有更多重的意義。我們曾經看過藝術家講白色上的白，白色有非常多的意義、

層次，是一個畫上各種記號的白。所以剛剛他去除了日本的那種灰，他說我用白色

持續呼喚著白色。如何用白色來呼喚另一個白色，如同曲面一直喚起曲線，這個就

很具體，如何用曲面換取另外一個曲面之間的關係。他說白色就潛藏這個魔力。我

超愛這句話，我覺得如果要講這個案子，我不會用流域、滯域這麼學理的方式來講，

我覺得如果叫我從伊東豊雄的這整個案子來講的話，我就會取這句話，「白色持續

呼喚白色」然後「曲面就持續呼喚著曲面」。白就是這麼案子的最重要的潛力，因

為這裡面代表了光線、流域，代表了各種不同的關係，然後整個流域都被白色給淹

沒。請大家回去看白色之環的這幾篇文章，非常棒！如果你可以充分理解的話，你

以後設計真的會跨一大階，用這樣的方式來講設計或想設計。 

我們說他是背對著城市，他說我對於回歸日本傳統建築的歷史完全沒有興趣，

這是他很年輕的時候下了一個註解。當然這件事情剛好跟藤森照信相反，他跟藤森

照信是最好的朋友，可是他很年輕的時候就直接了當的說：我對於日本的歷史傳統

建築完全沒有興趣，他尊重但是他認為他的興趣不在那裡。而且也有意識地將現實



 
環境直接串連，這個創作手法是背道而馳的，我不要那種現在看到的都市紋理，現

代都市歷史。把那些具象的東西直接藉由人的記憶或人的感知放到我的建築，我不

要這樣子。應該這麼說，他早期是非常背對現實，他是在做一個內在的世界，他說，

我覺得柯比意的建築比風格派的建築來的有興趣。這個時候他又跳 tone，風格派建

築也是非常要求表現內在，可是他說他不要風格派的建築，風格派的建築脈絡都跟

外在東西斷絕，只在談各種不同的點、線、面，垂直水平的關係。他覺得那個不好，

他不只是要那樣子，他反而喜歡柯比意的建築。他說柯比意雖然用了很多很多元素，

很多內在抽象元素，可是柯比意是把各種領域跟以前的古典建築，各種不同的關係，

來達成建築的層次，來追求脈絡。柯比意也不要去做一個叫做歷史性的建築，可是

柯比意又不像蒙德里安或者風格學派，純粹內化到離開了歷史、離開了都市。所以

伊東豊雄自詡，他在做這樣內化的建築的時候，本身他對於都市的理解灌注在他的

室內空間裡面。他永遠在談他對於都市理解的那些生活跟要素的層次，然後他所有

的這些建構的抽象語彙，都是透過每天的經驗累積，累積都市的片段意象來建構這

個室內。所以他不只是在追求白色，跟追求元素、幾何，而是來自於所有的這些形

態素。這些基本的形態素都是因為他對於都市片段意象的累積，他不是去脈絡的，

他在去脈絡的同時抓準了另外一種脈絡，那這個脈絡是都市的脈絡。這都是他對於

時代狀況認識的結果，雖然他做的是一個封閉的、溫柔的、白色的環，可是這是他

對於這麼時代所理解的結果。雖然他背對城市、現實，可是他企圖在這樣一個抽象

形式裡面，理解他自己跟現實都市之間的關係。他覺得這個基本上跟社會的解釋是

完全脫開來的，他不是要這個。他反而覺得柯比意的這個Villa Savoye（薩伏瓦別墅），

比較跟當時的時代、地理的環境做對話。例如他如何把自然帶到他的底層挑空，他

怎麼重塑自然。伊東覺得他自己的這個案子是架在這樣子一個關係裡面，來追求他

的脈絡。他追求脈絡，總是在感覺上尋找一種隱喻。他好幾個家都是在這裏面，比

如說他做鋁之家。雖然要求輕，可是為什麼要用鋁，因為他認為東京這個都市裡面

有非常多金屬質感、無色彩，雖然不明顯存在的鋁環境，這鋁環境被他拿出來做元

素，就像有人覺得台灣的建築應該用浪板跟力霸鋼架來做。因為他是台灣社會環境

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 Tectonic（構築），這個 Tectonic（構築）一直不是主流，可是

一直是建構台灣環境的另外一個關係。他企圖在裡面追求另外一個美學，所以他追



 
求脈絡的方式，追求一個都市脈絡，總是在尋找某些不同的領域。房子上面的筒，

對於天空垂直突出作為一個光的象徵，建築用一個既有的材料來表達某種都市的共

同象徵。他是在創造這樣的事情，他都是在創造這種明暗的韻律，所以他做了鋁之

家，一直在回應這些所有的建築屋頂上面；東京屋頂上面有很多的招牌跟添加物，

他企圖用這個。可是你可以看到他做的這些事情，他還是強調非常純淨的美學，他

不會媚俗到把東京所有添加物，像我們媚俗於違章建築的關係。很多學生很喜歡違

章建築，很喜歡違章建築、夜市，做畢業設計的時候，就把違章建築跟夜市整個搬

過來，就做那個東西，我覺得那個沒有超越、超脫。可是伊東豊雄在做這個事情，

他除了看到都市這些脈絡以外，他其實是建構了另外一種新的、他自己的美學系統。

美學系統是他的信仰，他把它純粹化、元素化、抽象化了，可是他不會去模擬之前

的狀態，企圖只抓到這種元素的特質，然後他後來就做了很多不同的關係。比如說

他在講密斯（Mies），他說密斯（Mies）對他最大的影響是幾棟沒有蓋起來的超高

層，這些超高層他說是一個叫做溶解的建築，這個超高層不只是透明。他講原廣司，

他說原廣司這句話真好，或者 Colin Rowe 在講密斯（Mies）。他說那個建築叫做等

待的建築，等待結構、等待機能、等待形態。他在那麼早期的時候在看密斯（Mies）

早期的紙上建築，說這個是一個未完成、等待的建築，其實到後期妹島跟伊東在做

的事情，就是在做這個事。他做完以後，等待結構的介入，等待機能的介入，並不

是一個永久性的像一個紀念物。不像密斯早期在做的 Crown Hall 的紀念性。他說看

起來像一個柔軟的液體在天空中散開來，是一個未定數之間的關係。所以他在做這

個笠間之家的時候，也是要做這個事情，用各種不同的形態素，形態的片段浮游在

裡面，讓所有的形態稀薄化。你可以看到圓形、方形，你可以看到各種不同的形態，

可是讓這個稀薄化。稀薄化讓它回到一個溶解的等待，成為建築物之前的狀態。他

認為太多的建築，當它變成真正的建築之後，他就被凝固死了，所以你能夠在建築

裡面找到成為建築"前"的那個狀態是非常有意思的。他稀薄化的狀態是企圖去呈現

出那種極微弱，在透視當中型式的那種建築，在城市裡面或是在建築裡面建構一些

強烈的元素，可是這強烈元素帶有某種極弱音，你不可忽視它，它就是一個元素本

身的存在，可是他是極弱音，他在等待其他事情的介入。這個聽起來非常的詩意，

可是這件事情如果你理解，就可以理解伊東豊雄所做的事情，像這棟溶解過的，到



 
底是什麼你還不知道的房子，或像這棟在等待機能、等待空間介入。你看早期的密

斯做過一個這麼詭異的案子，除了 Core 以外連結構都沒有，在等待結構、等待機能、

等待空間的介入，這個是他認為最重要的一個消融的、溶解的建築。所以你可以看

到他後來做的仙台媒體藝術中心，或者他後來做的很多空間，甚至於妹島後來做的

去結構空間，都是在做這樣的關係。這早期你幾乎可以看得到仙台媒體藝術中心的

前身，這個前身是繼承密斯早期的紙上高層建築，並不是繼承密斯那個 Crown Hall

的玻璃建築。 

他又做了另外一個住宅，這個住宅是用各種不同的建築，消解出來的空間。這

個住宅跟剛剛那個 U 型的、白色的環是一對。你可以看得到雖然有一個簡單的 Bar

跟弧，可是在這裡面幾乎看不到任何具體的元素被固定下來，包括這個 Bar 到這邊

轉折，而且還是弧形轉折，轉折進來以後到了一個莫名其妙的空間，這個弧到邊邊

破掉，這個 L 型轉到這邊才進來，這邊的 Bar 偏一邊以後，這個突然上一個樓梯上

到二樓，突然飄在半空中。從這邊轉進來的時候碰到這個正弧線的時候，突然多了

一個反弧線，反弧線開了一個大窗跟桌子產生關係。所有開口都側向開口，不面對

這個大空間，所以利用各道牆的滑動脫開來，產生各種不同側向效果。轉到另外一

邊，從小開口變成大開口，本來是一個完整的弧形，可是藉由這兩個空間的介入之

後，變成一個像菜刀狀的空間。每一個空間都有一個原始的定義，可是都被消解。

我覺得這個不是為了變而變，他不是亂做的，他每一個元素都非常有意圖的在建構

很多空間的事實，那這是我覺得伊東豊雄最難得的地方，包括做了這個東西。他故

意切了一個大斜線，變成一個大斜頂，這個斜頂跟入口的這個頂，跟這邊的雙斜屋

頂完全的對比。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空間是有主體架構，可是後來都被消溶掉了。

你看他的這些照片，幾乎讀不出那個空間基本的主體性，幾乎開始不理解這個空間

之間的各個不同空間的層次。藤本壯介現在做的事情其實在回應早期伊東豊雄他們

在做的這些東西，只不過藤本壯介讓它科學化，讓它 prototype 化，讓它形態化的

關係。這些空間還真具有某種魅力在空間的形態裡面。 

浮游的時代基本上是他的一個中介時期，大部分都做一些實驗，他在這個時代

想要做的基本上都是用輕構架。伊東豊雄早期那兩個住宅，很清楚在談他的幾何，

跟他談到的變樣的形態素，每一個東西都在變樣，都在做各種不同的形態素。他另



 
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嘗試都是要用輕構架、用所有很輕的鋁板，他所有東西都是用鋁

板跟輕鋼架來做，所以當初他們想要做的結構是在那個時候跟安藤忠雄做了很大的

背離。安藤忠雄在住吉長屋之後，全部做的都是清水混凝土，非常厚重的結構，可

是他另外一端的伊東豊雄做的全部都是輕結構，用輕結構來代表他講的浮游性的東

西，我們稱為浮游的時代。在早期他開始用了這樣的關係來表達結構關係。安藤忠

雄我刻意不講的原因，不是他不重要，是因為安藤忠雄太多人講了，有太多的書，

所以足夠大家去理解他。我們這一講談的伊東豊雄跟下一講談的隈研吾，你們如果

注意看隈研吾、伊東豊雄跟安藤忠雄三個人，他們其實三個人的材料完全不一樣，

一個是用輕構架，一個用 RC，另外隈研吾用自然的材料，都是用堆疊的，他稱為叫

做粒子化的建築。同一時代三個不同的建築師，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構築、材料觀。

這個時候他表現的是一個 Nomad 的特質，剛開始做的都是這種有基本型態的，像這

個是圓拱，可是這個圓拱裡面的 element 都跨越在這個拱，各種不同的拱之下，產

生了很多不同的浮游樣式的、具體的一些空間元素。那個案子是他中期的案子，大

概理解一下他的中期所建構出來的，在他的早期就可以看到。他除了在平面上強調

那個浮游的關係以外，他非常強調建築上的構築，你們可以理解為什麼台北、台灣

現在好多 project，伊東豊雄他的在地配合建築師（local architect ）好幾個案子都找

邱文傑，邱文傑大概是台灣整個年輕建築師裡面，非常重視輕構材的架構。邱文傑

做了好多好多臨時性建築，都非常在意輕構材，而且邱文傑不想把建築講太多故事，

都在講 Tectonic，所以邱文傑的整個建築取向，讓他特別可以有機會跟伊東豊雄做

某種合作，是因為他們對於 Local 的構材還有對於構造性的理解跟興趣，遠比其他

建築師大。邱文傑跟伊東豊雄是一個很好玩的一個合作關係。可以看得到在這個輕

構材裡面所創造出來的這個空間，叫做類場景，很像舞台場景之間的關係。這個類

場景的關係其實他的形態叫做浮游，他的真正做的方式叫做變樣的形態素，用變樣

的各種不同的元素來創造類舞台空間的效應，這個類舞台的空間效應可以看到輕構

材如何跟日本開放式的構築，開始在這個時候有機會可以在一起。可是這個在一起

不是他，他基本上是反抗去迷戀日本傳統建築的這種繼承的形式，他企圖讓日本式

的開放空間跟西方的、現代的構材，產生另外一種新的化學作用。他不帶有太多的

復古情懷或者是在地的特質。在這裏面我們來談他的幾個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不



 
是他的案例而是他的文字。他在這個時候提出來一個叫做變樣體的建築，都在講剛

剛一個叫做變樣的形態素，他在談這個時候裡面寫了很多雜文，這個雜文是我最喜

歡的，跟建築沒有關，可是跟建築後的哲學很有關。談到他自己的感知、旅行、對

城市的觀念。這一篇就非常有意思，他說我最想要做的是一個柔軟的空間，這一篇

叫做水平的彩虹，這水平的彩虹他說他的一個最重要的體驗是，那個湖被冰凍起來

變成冰湖的那個冰塊之前，快要冰塊的時候，還接近在水的狀態，還沒有到結冰那

麼凝固的狀態裡面，湖面上的彩虹開始出來，因為我們都知道彩虹是一個在水氣開

始濃烈到一個程度還沒變水滴的那個狀態，他說這個湖面跟彩虹完全的平行，產生

一個非常暢快的無限延伸，當地人都稱為叫做"水平的彩虹"，我很喜歡這篇文張所

做的敘述，就是在那個 moment，其實這種感性的人他背後有一些理性的架構，可

是他最後抓到的是一個感性的瞬間。那這個層次其實在伊東豊雄的文字裡面都可以

看得到，比如說，他第二個文字一樣講柔軟的空間，他談說：我最喜歡的是那個飲

酒的柔軟曖昧，就是那個還沒醉剛要醉的那個時候，就是那種傻笑期，就是開始在

那邊傻笑還沒瘋狂的狀態。在這裡面他說最剛開始的時候，只有片刻、只有一個

Moment，這個 Moment 是從清楚的意識突然變遲緩、變的曖昧，他說這個就像黃

昏的風景一樣，原本帶有明確的形態、色彩、深度、觸感，都融在一個非常曖昧的、

柔軟的瞬間，這個瞬間是非常有趣的。當然我不應該這麼說，但是其實非常多的藝

術創作者，包括音樂家，到後來會吃藥，吃那種身體不會傷害的那種藥，都是在抓

那個 moment，抓那個離開理性的那個瞬間 moment，再過去就沒有了，再過去就接

近瘋狂狀態，可是在那個 moment 的時候，剛好介於那個中間，其實是最敏感的那

個狀態。這個飲酒的柔軟、曖昧的狀態是他最喜歡的。他在變樣的建築裡面一樣談

到說，未曾終止變樣的場，很重要的是這個場。他在創造空間的時候基本上把空間

變成另外一種叫做場域的觀點。這個場域觀點他說：人類的這個優雅地動作，被身

體包覆著，然後身體外面的那層皮，跟身體外面罩的那層布，其實都是一個柔軟的、

彈性的空間，他想要去找到那個柔軟性。其實包括另外一個藝術家叫三宅一生，他

在設計他的衣服的時候也是一樣，在理解那塊布跟這個身體中間，留下來的那個變

樣的場。所有的藝術家都在抓住那樣關係，然後他說他想留下的那個場的空間是什

麼，最重要的是光的流動、意義的浮游、風的流逝，所產生出來的這種漩渦式的、



 
柔軟的空間，或者把漩渦改成漣漪，比較輕柔，是一個柔軟的漣漪空間。 

他也受到 Archigram 的影響。在建築電訊裡面 Peter Cook 所產生的瞬間的城市，

雖然 Archigram 非常強調科技，可是如果去除科技的那個部分。其實 Archigram 都在

談一個叫做瞬間性的城市，把資訊媒體當作一種媒介，產生各式各樣的場。因為他

用的是 Media，所以他就脫離了具體空間的那個牆跟空間的觀念，所以持續表演的

場域、都市得以存在。你就可以開始理解為什麼伊東豊雄在中期，這個空間裡面做

的非常像舞台，都是一個一個的場域，像設計一個舞台的狀態。因為他在創造一個

叫做持續進行表演的場域，一直到今天的妹島、伊東豊雄做的很多 project，其實他

在平面上的配置都在談這個持續進行的場域。不一定叫做表演，就是持續進行的場

域，然後產生一個叫做變樣體的概念。他的概念都來自於都市空間，他所有的脈絡

都反映都市空間所創造出來的場域感，有別於建築裡面的實質空間，這是他最迷戀

的。他在談 Archigram 當初所做的各種不同的變樣體，各種不同的形態素，都各自

在創造，而且是非常有機的，創造各種不同的肢體表演，創造各種不同的場域，創

造不同的事件。Archigram 當初用的是科技來表現這樣的關係，可是他受到西方

Archigram的影響，可是他並沒有那麼絕對的去崇拜科技。他唯一提到的只有Media，

他覺得 Media 的產生，可以讓建築的實體空間消解，這是他的一個非常重要概念。

Archigram 在畫這些圖，我非常建議大家去研究 Archigram，因為到今天為止我認為

Archigram 還是一個未完成的夢，或者應該說一直在完成進行中的夢，雖然 Aechigram

在那時候一下就不見了，可是它的貢獻跟啟發，連你現在再回去研究它，你都有很

大很大的影響。伊東豊雄提到光的變樣，自然光因為各種不同的氣候、時刻，產生

柔軟的色彩，所以空間可以利用光的變樣體來改變空間的形態。另外一個是風的變

樣體，像帳篷一樣的膨脹縮減而產生各種不同的形態，這個都跟 Archigram 有關。

他說我們看到的蒙古包，其實就是這樣的概念，蒙古包的概念也就是三宅一生做衣

服的概念。一塊布包起來之後，會隨著肢體而做的變樣，內部跟外部只有一塊布來

區隔。一塊布這個概念就是三宅一生後來發展他的衣服的概念。如同衣服的延長一

樣，長出了一個稱為這個叫做建築的模樣，非常的詩意，不見得直接指向建築，可

是他認為像蒙古包這樣的關係非常有趣。他在這個時期最經典的案子就是風之塔，

沒有做什麼建築，只不過在一個地鐵的出風口因應他是一個都市的元素，因應他的



 
出風口每一次地鐵風出來的時候會有一堆出風，他把整個出風口給包起來，包起來

用了很多很多單元的金屬片，在他風吹的光跟開跟闔之間，再利用光線成為一個風

跟光的變樣體，風跟光的變樣體可以這麼輕透，可以這麼厚實，然後因應各種不同

的城市動態，包括下面地鐵的運動所產生出來的風，這個風產生紀念性的變樣體。

這個變樣體後面很多人在做，公共藝術的藝術家也都做了，跟他做的其實是同樣的

道理，利用地底下的那件事情，讓他下面的 invisible，藉由另外一個形式讓它 visible。

這個 visible 還不是讓建築 visible，是用光跟風來讓這件事情 visible，那是一個非常

經典的 project。他說這個 project、這個小塔把雜訊空間、聲音跟光線全部整合在一

起，然後變成環境的另外一種變樣體，這是他早期做的一個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porject。 

再過來就談了很多各種不同他關心的媒介，比如說他談到衣服，他說伊斯蘭教

的女性們穿的衣服跟我們有完全不同的獨特空間感。他們從小都被好幾層布給包起

來，這個布都是被衣服所纏繞的。他說似乎我們可以想想我的這個家屋裡面也肯定

是這樣的關係，他會產生一個獨特的內部感，這個獨特內部感的那一塊布，其實非

常重要的是要 fit 裡面的身體、機能，然後他講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男性應該慢慢

要去體會這一塊布的感覺，因為男性總是一個 fitting 的 cloth。女性尤其是回教徒用

的那一塊布的感覺其實很不一樣，但其實也不見得是回教，也包括男性的長袍，包

括東方的很多很多的衣服，都是一塊布包起來的，包括日本式的衣服也是一樣，那

樣的衣服是西方人比較不容易理解，然後那個衣服都在談跟裡面肢體的狀態。反而

那裏面怎麼動作的狀態外部看不到，他其實是一職在跟裡面產生關係，而不是在跟

外部，外部有一個基礎形態而已，那這是一塊布的感覺。這個一塊布的感覺從東方

以前的衣服到西方到伊斯蘭教的衣服都有這個包被感，也回應到剛剛講的蒙古包這

樣的概念，他都希望能夠做這樣包覆的感覺，所以他那個時候做了很多裝置，這裝

置希望用簡簡單單的一塊布，把整個空間給包覆起來，沒有內外的區別，沒有任何

社會的訊息。在這邊只有非常放鬆的、鬆解的、被消解掉的、被融化掉的一個空間

狀態。他說或許這個就是觀念當中的烏托邦，其實他在做這些所謂的謎樣的、輕的、

包被的建築時，其實誰是他裡面最重要的主腦？ 妹島和世。妹島和世有非常強烈的

女性特質，妹島和世有非常強烈的直觀概念，妹島和世跟他合作的時候大大的幫他



 
做這些中間這段，影響了妹島和世自己，也影響了伊東豊雄當時對於這種新的、漸

變的，可是跟其他空間都不接觸的空間有關。可以看到他當初做了一個裝置非常特

別，像一層雲，他說是用金屬包出來的一層雲，飄在整個場域的地景中間。這一層

雲有一些輕構架，這些輕構架輕到跟這些樹幾乎是一樣細，這個觀念雖然當初看的

是一個展示的裝置，可是在這個概念裡面，你幾乎就可以看到妹島和世的存在，你

也可以看到伊東豊雄的存在。在這個時候他藉由這層輕薄的皮，他稱為叫做"雲"，

隨時在漂浮變動的雲，來改變他跟這個地景之間的狀態，包括他做了一個舞台設計，

雖然看起來有點解構，可是他當然受到那個時候解構主義影響，但是我們不希望去

理解他最後受到那個解構主義影響那個解構性關係，而去理解他的本意，他的本意

都在談那個布的、空間的概念。然後他就開始談家具，他說半透明的皮膜所包覆的

空間，在椅子、房間、建築的場合都有同樣的狀況，這個狀況都在表達他所包被的

這個身體的內側，可是外側卻有自己的形態，他在強調這樣的事情，他說各種物象

都有內側來包覆身體，各種外側都在社會上獨立存在，就像蒙古包，本身在外側有

自己的東西，其實那個 in & out ，庫哈斯（Rem Koolhaas）也談過 all in one 這樣的

概念，外側的關係跟內側，內側都是在跟對象包覆的關係。他去比較兩個椅子，他

說 Mackintosh 的椅子跟 Wegner 的椅子兩個都是經典作品，Mackintosh 顯得纖細而

優雅，可這個纖細而優雅好像永遠都站在那邊，自成一格，可是 Wegner 總是溫柔

的包被身體，他有一個柔軟的部分，而且這個柔軟的部分似乎感覺到身體的存在，

跟椅子本身只是在表達一個美學的存在不太一樣，你從椅子上可以感受到身體的存

在，縱使身體不在那裏，這是他最在意的那個部分，他說這個身體的存在就是那個

柔軟的部分，讓我們靠近這個椅子的時候可以放鬆。我們來看這個比較，這個比較

非常具體，他說這個是 Mackintosh 的椅子，充滿的那個時候的格拉斯哥學派、新藝

術運動或者是英國美術運動的美學型態，他本身就是一個美學上的作品，非常的美、

優雅，有材料、工藝及他的構造。可是他說，你看這個椅子，這也是經典的 Wegner

的椅子，這個椅子似乎感覺那個人身體的存在，縱使那個人感覺沒在那邊，他用了

那道弧線，跟身體靠在一起的那的背部的，跟身體屁股，跟背要靠在一起的那個存

在感，已經呈現在這個椅子上。他特別喜歡這種，他喜歡這種具有另外一種包被的，

為了身體包被產生的那個舒適感、柔軟感、自由感。他說這個作品在他心裡面勝過



 
剛剛那個 Mackintosh 的椅子，Mackintosh 的椅子還是美，經典的美，可是他覺得這

件事情更棒，包括中國的椅子，或者這個靠背，為了要讓身體靠上去的時候的這個

曲線，他還是表達了工藝，可是這個曲線似乎身體是存在的，這些經典的關係跟其

他那些經典的關係是不太一樣的。他後來做了一些很 stupid 的椅子，也很有意思，

整個椅子把這個樹的年輪創造出來，然後開始回應人的屁股、身體的狀態，包括他

一樣用樹的年輪，把那個身體似乎應該存在這個椅子的狀態呈現出來。所以我們可

以看得到伊東豊雄的這個關係，他背後還是有一個衍生秩序的空間思考，可是他背

後有個更關鍵的是，他企圖讓所有的設計作品，包括椅子、空間，都似乎要為了那

個叫做包被的身體，為了內部的機能而存在，然後他開始產生了一個叫做浮游的場

域，模糊曖昧的浮游場域，他這裡有一句話跟剛剛講喝酒很像，他說他最喜歡的一

個是，一般我們用自動對焦照相的時候，一下子稍微 focus 以後鏡頭就會把焦點鎖

住，就變清楚了，可是他說他很喜歡那個叫做"錯開鏡頭直到輪廓模糊"，就是焦距

調調調調還沒調到完全調到最準的狀態，可是那個形態已經出現了，他覺得那個狀

態是最棒的。他說在觀景窗，那個明確的意義跟訊息最重要內容被消除了，然後曖

昧的影像跟現實風景疊在一起，他說這種曖昧的不鮮明撩撥了我們的想像。他企圖

是存在在那樣的空間，那其他的空間也是一樣，企圖定義最後空間的同時，還不要

讓最後的牆壁出現，可是空間的形態都要被定義起來，他說這個時候空間就像行為

的皮膜，就像家具一樣，他控制了空間的場域。他認為住宅的課題也是一樣，我們

在住宅的課題裡面，我們要針對每個人的重要行為來創造他的場域，這場域包括吃

飯的、睡覺的、工作的、休憩的，個別的姿勢，而且用聚集的方式把它聚在一起，

就剛剛他講的那個聚集的這些形態素，把個別的身體狀況，用聚集的形態素把他聚

在一起，然後在平坦的地板上開始形成了各種不同的小空間，這個小空間以家具為

中心，開始周邊的空間柔而浮游起來。這個時候到他的作品都是在做浮游柔軟的狀

態，藉由形態素的一些家具，包括剛剛看到 U 型的桌子，把空間跟光線一照之後旁

邊是模糊的，企圖創造這樣子的一個空間的場域內容。如果你們到過北美館，他在

北美館甚至於創造了一個這樣的場域，甚至於在這個場域裡面他用這種方式聚在一

起。各種不同的身體的聚集，跟這個身體的聚集，企圖用各種不同身體聚集的方式，

來創造那個場域的空間，這個就是最好的證明。雖然是在兩年前，可是回應到 20



 
年前，他當初叫做變樣的建築，或變樣的空間，其實這兩件事情是相同回應的，只

不過最後形式表達的方法不一樣，可是這個時候還是在回應他早期談到變樣的建築

空間。他變樣的建築做的最好的其實就是妹島和世在幫他的時候，妹島和世那個時

候在幫他做的叫做"東京游牧少女包"，我常常說妹島和世是個老少女，她雖然老了

可是她永遠就是有少女的樣態，永遠有一種少女那個謎樣的個性，然後她當初在威

尼斯雙年展做了一個叫少女的城市，大概是日本館裡面最成功的一次，用東京所有

的少女的跟白色的狀態來表現東京市的整個城市內容跟空間的創造，這是妹島和世

當年代表日本館的時候所創造的一個，到現在還是很經典的一個內容，如果你們有

興趣可以看，大概 2002 年左右，你們去查一下日本館、威尼斯建築雙年展"少女的

城市"。早期她在這邊做了一個東京游牧少女包，這個包其實擺了幾了家具，這個裡

面的家具叫做知識的家具、時尚的家具跟輕食的家具，只擺了只個家具，這幾個家

具就像一個蒙古包一樣把她包起來，永遠在包覆少女的身體，非常謎樣的這種時尚

的跟這個社會之間的接觸，全部用少女的身體中心來思考，然後他們只是用各種不

同的相似形來擴張她的領域跟皮膜。這個案子我覺得非常經典，經典在於妹島和世

加伊東豊雄，絕對不純然是伊東豊雄的作品，就是它裡面有一種新的對於這種謎樣

的、曖昧的。但如果談曖昧，妹島和世做的比伊東更曖昧，伊東還是對形態有一種

清晰感、構造、結構的關係，然後企圖讓住宅更多樣化、更被特殊化，因為特殊化

是介於你定義的這種不同元素的關係，還有個別化。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她把現

實加以稀薄化，變得非常輕，變的是毫不定義的，很清楚的被特殊的定義，可是又

豪不定義的、都可以的狀態，用這個方式來談現在妹島的 Rolex Learning Center，我

都覺得很具體，就是如何來談多樣化、特殊化、個別化和稀薄化的狀態。然後她做

了三個不同的元素來改變這個蒙古包的既軟又硬的狀態，這個蒙古包裡面有床，有

一個化妝桌一個衣架。這個非常特別的，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看到，包括這個可變

的衣架跟化妝台，包括一張白色的床，然後有一個輕飄飄的吊衣桿的這樣的空間，

架在一個柔軟的蒙古包裡面，這都是他們早期的作品。 

我最喜歡的另外一個是這本書裡面，伊東豊雄寫他記憶中的九個城市，如果你

看他敘述那九個城市，你就覺得他對於都市跟空間的理解是非常具有詩意的、非常

感知性的，我非常喜歡他在講加德滿都。我最近去了好幾趟尼泊爾做義工，去加德



 
滿都的確感覺到伊東豊雄講的這些事情，他說加德滿都是個最充滿自然的城市，你

在一個廣場裡面可以看到很多人跟動物都在一起，你可以聞到寺廟的非常濃密的香

味，你可以看到旁邊有田，可以看到鴿子在那邊飛來飛去，車子跟計程車全部都擠

在一起。牛跟羊跟車子是走在同一個廣場上面，甚至於還有大象的震撼聲音，他說

人、機器跟動物已經達到非常最近的距離可是加德滿都的人非常和善，可能因為他

們的宗教信仰，加德滿都人的本性是不太會吵架的，沒有看到因為加德滿都城市這

麼擁擠，各種不同的關係在一起而相撞或者吵架，非常吵雜可是這個吵雜都是生活

的聲音，不是吵架的聲音。他說這個東西相互接觸到最近的距離，可是不會相撞，

他用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形容詞，他說他感受到加德滿都像一個非常多快要撞在一起

的圓形的切線，切線就是他們不交在一起，他就是邊跟邊撞在一起，可是他自動的

滑過去，然後他在加德滿都感受到這個城市就是一堆切線，然後我覺得這個想像超

級有趣，是如何去感受到加德滿都的狀況，他說加德滿都就像一個充滿彈力的玻璃

纖維，沒有一條路是屬於誰的，所有的牛過去的時候，下一秒鐘就變成車子過去，

沒有劃定所有的線，所有的人都在這個切線裡面，一直在互相滑動，這個滑動很像

他後來講的漣漪，就是所有的漣漪各自擴張，各自在互相碰到。他說，如果在紐約，

這件事情早就撞裂了他的肩膀，他說這種速度跟碰撞關係，骨頭都要被撞碎了，可

是加德滿都卻讓他們表現出柔軟，柔軟到令人瞠舌結目。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種形

容，就是那種強烈的撞擊感竟然可以表現到這種柔軟程度，他在加德滿都裡面感受

到吵，可是這個吵不會讓你在裡面有煩躁感，他說加德滿都整個城市跟人的性格帶

有一種吸音的特質，就是這麼吵可是不會有煩躁感。他說如果到香港就不一樣，香

港是一個完全的反射感，你到裡面那個吵是全部往你的身上撞，所以好像沒有東西

可以吸回去，所以你的整個人會非常的煩躁，可是在加德滿都這麼吵雜的關係，你

卻覺得很自然地融在裡面。它是像一個吸音的特質，非常喜歡他講的這個纖維的融

合，比較起紐約、比較起香港，我覺得他對於這種城市的理解，跟我們一般對於城

市的理解是非常不同的，他對城市的理解是來自於那種現實存在，可是看不太到卻

又非常具體的那個狀態。他對於現實的理解如何用一種抽象的形式去表達，也是我

非常喜歡的一點。加德滿都就是這樣，全部都人擠人，全部都在一起，全部人都在

說話，可是卻像一個吸棉一樣，把所有東西都吸在一起。 



 
九龍城幾乎像一個貧民窟一樣非常可怕的地方。他說就像一個巨大高密度的住

宅體，可是再仔細一看，發現那是一個叫做複數的建築。我非常喜歡這個字，用複

數的建築來討論一個九龍城寨的關係。他說九龍城在集結大量人群的能源，他把這

些事情變的能量化，數學化跟能量化，而不是在說它是一個什麼機能的東西。構築

出來一個連續狀態的風景，他期待去抓到一個連續狀態的風景，然後這層層疊疊當

中完全一體化。你可以理解他在這裏面看到的是能量，我們常常去理解這種房子。

我們如果到九龍城或者我們到台灣的很多建築，我們在理解那個城市，大部分都在

理解他的形象，所以回來做的分析都會開始疊出很多照片在講這個城市是怎麼被疊

起來的，怎麼拼貼然後產生的複雜性跟多元性多麼有趣。可是對我來說，伊東豊雄

就是用那一兩句話，企圖把那個東西收納成另外一件事情，而開始盡量的離開形式

本身。我們最常的是完全靠視覺，回到形式本身。所以我建議大家在理解各種不同

的環境城市時，第一件事情是看到那個建築以後，閉起眼睛忘掉那個視覺，看看那

個視覺上給你的震撼，有沒有辦法轉化成另外一種其他的感情或者其他的思考，數

學的也好、能量的也好、感知的聲音也好或者其他的形態也好。這個就在伊東豊雄

的觀念裡面稱為「衍生的秩序」或者是衍生的形態，他總是非常非常專注於那個現

實狀況裡面所衍生出來的某一種秩序或某一種能量或某一種力量，這都是他在旅行

裡面所看到。 

他在談巴勒斯坦，他說他在巴勒斯坦的時候，感覺這個地方是一個"風的城市"，

他說巴勒斯坦所有的房子都是民間亂蓋的、非常有機的房子。可是如何將看不見的

東西加以視覺化，是我最關心的課題，把看不見的那些能量，企圖用另外一種秩序

視覺化。他說在巴勒斯坦裡面不管房子怎麼蓋，屋頂總是有一個導風塔，而這個導

風塔都面向一個方向。房子不管怎麼長，每個房子上面都有一個導風塔，導風塔永

遠朝向一方。另外這個導風塔跟城市肌理無關，跟自然的風向有關，所以這個導風

塔，大大小小的導風塔都朝向同一方向，而城市被所有的導風塔給淹沒。他說我非

常非常的喜歡這個光景，這個光景叫作風的城市。這個風的城市是藉由導風塔將不

可見的風視覺化，回到最原始的城市，重新去看這個秩序。很多人到巴勒斯坦是著

迷於那個有機的紋理，可是他說這個有機紋理當然存在，可是另外一個更有意思的

事情是被完全視覺化。把看不到的東西做出來，他說，當我造訪海德拉巴這個城市



 
時，這個裝置都消失了，因為被蓋新房子，只剩下幾的地方才可以看到零星的。他

說因為這個科技的發達，因為新的建築的成立，其實反而把這個風變得不可視，非

常可惜。他在意、理解所謂的風、土、地、景跟空間的時候，他覺得現在人如果從

現在建構的方式，是不是有辦法保留住這個不可見的事情，讓它視覺化的狀態。如

果這件事情再消失，就完全不見了。這個是他當初在巴勒斯坦連續去了幾次，從以

前去最早期的房子到後來去的失望感，然後他認為那件事情，後來的建築師並沒有

看到。 

他談到水的城市，沒有比曼谷的運河更豐饒。他說這所有的東西都綻放在河邊，

形成一個以水為媒介的烏托邦。他們的生活是被水包圍住，曼谷的空氣本身就充滿

著水分，充滿濕度的空氣孕育了這個都市的優雅氣質。我們常說北回歸線的建築包

括台灣，跟其他緯度的建築最不一樣的是，它充斥那個濃度的溼氣。建築如何表達

那個看不到的濕氣，其實這個城市是被水包圍住的，這個水還不只是河，是包括那

個濕氣。我想要表達這個城市是充滿著濕氣跟水分，被水包住的建築，那我覺得這

個建築就會產生另外一種非常有意思的狀態，那這個狀態跟我們原來理解的狀態不

一樣。其實伊東豊雄去每個城市也不過是三、四天，都是出差，他每一次去的時候，

都有一個這樣的短篇文章，對我來講非常 powerful，因為我每一次都沒有辦法像他

如此詩意，看到那個城市裡面真正的特色。如果有一個建築是在每一次的旅行都看

到這樣一件事情的話，我相信他在處理任何建築案的時候，都藏著非常多他原來理

解這個環境的某些概念。這些概念都是我們最需要學習的，這個是我們常常去旅行

去任何一個地方都看不到的，可是從這幾篇文章都可以看得到伊東豊雄的詩意。 

這些都是一樣在談剛開始的輕構架的房子，上面有一層取決於日本的這些附加

廣告體，這些關係以後跟這個實體所創造出來虛空的、不同的場域，你可以看到他

當初的場域就已經開始那麼的空闊，用的都是輕構架，跟後期的這些案子，雖然形

式上越來越純粹簡單，不像這個時候這麼的形式化，可是空間的特質都還是存在的，

包括像一層皮把整個博物館包在這個水邊的這個房子，這是他中期很有意思的房子，

可是比起他後來，這些房子其實是一個過渡期。 

到仙台之前他談到說我喜歡的是一個保鮮膜都市的風景。他在一次把他都市的

關係重新定義，他說這個都市的關係是一個均質的、透明的、流動的、相對的、片



 
斷的，到處都是一個中性而無陰影乾爽的ㄧ個均質空間，當然指的是日本。這個空

間都沒有讓人家感覺到厚度跟重量，是輕薄的存在。這是一直在回應他自己的輕、

透、軟的這樣的關係，他說這個關係中性、均質、各自存在而且沒有產生一個層級。

可是各自存在可以擠在一個空間裡面的狀態，他說便利商店是一個最典型的 Model。

便利商店的生活用品充滿了各種不同的棚架，這棚架並沒有層級，可是各自在這個

空間中他們是並列的，沒有任何的裝飾，各自都在呈現各種不同的東西，高級品跟

便宜品都放在一起，是因應各種不同的生活所需所表現出來的，然後很多的生鮮食

品，都用保鮮膜給包起來，你看不到生鮮食品的那個肌理的張力，外面都包一個被

標籤化。他說這些薄薄的東西包覆了活生生的物質感，變成一個中性的、抽象的符

號，他企圖讓所有的空間回到一個中性化，可是這中性化的裡面，那個身體是活生

生的，那個身體本身都有他各自的特質。在一個均質化的城市、空間裡面，各自有

各自的類別，每一個東西被包在這個裡面，其實每一個東西都是各種不同的肌理，

然後他企圖創造這兩個 Between，這樣的一個既中性，可是他是各自存在沒有肌理

的關係。他開始提到，這個所有的電子時代的動態建築，那時間的關係我就很快地

帶過去，他說因為 media，這個當然也受到 Archigram 的影響，media 的關係對於建

築的滲透，讓所有的對應機能，從原來的建築的固定型是解放出來，變成空間的裝

置，變成各自獨立的，這個 Aechigram 是最重要的主。再過來談說，他想像中的電

子時代，因為有 media，所以產生了一個叫做活動性的建築，再把他往前推。他不

拘泥在那個 media 裡面，他不拘泥在那個科技裡面，他反而在這個 media 解放出固

有形式以後找到一個活動式的、空氣流動的軌跡，這個活動軌跡其實是具有型態的、

彈性的、柔軟的，物質性是稀薄的，然後用光跟聲音產生視覺化的空間，這個空間

是非常極度人工化，可是他卻可以跟人工自然和諧相處，他是藉由科技的關係，其

實這點跟庫哈斯、Archigram 都很像。藉由科技來反應人的欲求，然後回到一個更自

然的狀態，然後他說現在的活動建築只不過是一個場景陸續變化的現象性建築。他

開始從以前的物理性變現象性，物理性就是以前具體的空間，現象性是一個既具體

可是被稀薄化了，然後開始變的一些場景、場域化的關係。他說 Archigram 就是在

談這件事，Archigram 在 1968 年就是伊東豊雄剛畢業的時候，所提出來就是資訊機

器，游牧彈性來面對這個固定永恆，用軟來對比於硬，可見跟不可見裡面找到各種



 
不同的關係，Archigram 用盡了這種各種不同的關係，都在談這種叫做 Event 

Architecture，活動不同的場域跟 media 的關係。這個就是我最喜歡 Archigram 的地

方，如果你去看 Archigram 所提出來的游牧的、彈性的、數位的特質，伊東豊雄還

是再次地把它拿過來，可是不要忘記，他其實背後有一個叫做均質化的、稀薄化的

關係，不是科技化的。 

最後他又開始提到另外一件事情，這是他從美學上得到的，因為他剛剛談到均

質化，談到所有東西都是沒有層級的均質化，他非常喜歡一個人的圖，這個人在美

學上我們曾經提過他，在包浩斯，他曾經去包浩斯帶過一整門的藝術課，他是 Paul 

Klee（保羅‧克利）。他畫了這張圖，伊東豊雄把這張圖拿出來，他說這張圖是在

湍急溪流裡面的魚群，這張圖多有意思，魚的形象存在，水流的形象存在，可是魚

的形象跟水流的形象跟魚的尾巴，突然從水流畫成魚的尾巴，突然變成魚的身體，

然後變成一條一條，幾乎感覺不出來魚的身體及所有抽象紋路，都溶到水中所謂的

漩渦或水的漣漪裡面。他說 Paul Klee（保羅‧克利）在描繪這裡面，速度感全部用

的都是平行線來描繪，這個平行線描繪速度感以外，這些線條都在尾巴的時候交錯，

本來都是平行的，都在尾巴交錯，尾巴交錯以後就消失了，開始變成小漩渦，這個

漩渦就是他的中心點，這個中心點就是魚的眼睛，開始變的一層一層，魚的中心點

變成一個一個的脈絡，然後這裡面幾乎跟溪流全部同化成形，所有的東西都被均質

化掉，可是均質化還是可以看到自己的個體。你還是可以看到魚的形象、眼睛、魚

鱗，也可以看到水，這全部都在，這個叫做曖昧關係彼此交融，個體跟他的周圍渾

然一體。魚就像液體的運動軌跡，就像那個水流軌跡一樣。我非常喜歡他在講這張

圖的感覺，他在講所有的東西背後有一個秩序，有一個數學的、圖形幾何上面的道

理，可是還是溶為一起，他的層級在這時候被鋪平了。水的液體運動在某些狀況被

凝固起來，當水的運動狀態開始交叉，被凝固起來變漩渦的時候，就形成魚的模樣，

當空間開始是一個開放空間，慢慢的定義成各種不同的場域，有一個凝固性有一個

中心點的時候，他開始定義了各種不同活動場域的狀態，可是這種場域狀態又跟其

他的開放領域全部都融合在一起，變成一件事情，這是他表達的，他最喜歡這個叫

做生成「衍生的秩序」，在這個時候就非常非常具體的被建立起來，之前在談的都

還是在談游牧。這個時候，基本上「衍生的秩序」的中心思想、概念就在這個時候



 
全部建構起來。 

他說 Paul Klee（保羅‧克利）曾經說過，所有的生物都是從最原始初態的型，

形成可視的形態，而且都必須經過一個叫作液態狀態的過程。如果你用這個字去想

剛剛那個加德滿都的海綿體，完全的切線，你去想那個水上快要凝固的彩虹，水平

的彩虹，你去想喝酒微醺的那個狀態，其實都是在談這個。每一件事情都有一個快

要凝固前的液態狀態，他在思考如何去抓到那個液態狀態。當你今天在做很多曲線，

好像很炫的形式，可是你忘記那個液態狀態，最後曲線就變成一個很 fashion的形式。

那個事情就不見了，那個看起來很炫的弧形造型就不見了。他在這裏面談到 Klee 的

蝸牛，都非常精確在描述這種，在形成從液態到固態的這種運動軌跡的過程，與其

說蝸牛有一個硬殼的動物，還不如說它不過在單純敘述線性的流動體。超級感性、

超級詩意的句子，裡面都是這些充滿詩意的句子。對我來說，伊東豊雄所有對於建

築的啟發都是這些句子，最後形式也只不過在證明他做的事。不過我如果要去向伊

東豊雄學習，大概就學習他這本書裡面的敘述。他看 klee 的這張圖，在談蝸牛裡面

的肢體、蝸牛裡面的肢體跟他的外殼凝固成一個完整的形體。他說：建築師們總是

在這些裡面創造了非常具有流動性的關係，然後這流動性的關係不應該被切離，他

應該像這些風、水、地形融在一起，不應該最後再形成人造體的建築的時候，突然

跟外在的風的變樣體、水的變樣體、風景斷離，包括聲音，剛剛講的那個溼氣的濃

度，包括剛剛講的風，如何以像風的導向器，包括剛剛講加德滿都的那些切線跟吸

音的棉，這些關係都在談這個。就是說建築在最後形成的時候，不要忘掉這個中間

要形成的，因為你是從空地開始蓋起，蓋成建築的時候，請你記得，他在蓋一個快

要凝固化的狀態，像密斯（Mies van der Rohe）做紙上建築、還沒被完成的、等待

被進入的狀態，這都是他一貫的概念。他看到 Klee 的臉，這張臉多麼的有趣，用很

多很多的平行線，形成了嘴巴、眼睛、眉毛、頭髮，這東西讓我想到水的流動的關

係，然後讓我們想到一個還沒有被視覺化之前的自然，可是這自然是有幾何跟數學

的，他背後是有一種邏輯、某種秩序的關係。從 Klee 的觀點來看，他說你看這個島，

這是他去的一個島，他說這個島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場所，雖然他在這個島上，身處

於陸地上卻有海底般的感覺，那種成群生長的風景就像海底珊瑚一樣。他說在水裡

面的生物的動作比在地上來的柔軟，為了不屈服水流跟水壓，他的柔軟度反而比較



 
適合，不是他固定的幾何形，那個是他因應的各種不同外在自然，所成形的自然體，

這成形的自然體他稱為叫做流動體，這個流動體也是他的變體的形態素。這個時候

你就幾乎可以看得到，他在談這些所有特質的時候，他的最重要的作品幾乎產生了，

仙台的媒體藝術中心。他幾乎開始變成一個自然的變樣體，然後他說，仙台想要做

的是海草般的柱子，利用六根管型的柱子，變成三根管來支持這個五十公尺見方的

樓地板，他開始變成細的鐵管，收納電梯、樓梯的垂直動線，還導入自然光，讓各

種不同的光線從這些光的海草體裡面導入。然後這個海草體都各自有形態，是隨著

內部機能而有所變動。他是柔軟的，因應各樓層的計畫用途。他說這個仙台媒體藝

術中心算是一個生物型態的結構法，不管你相不相信，他成功或不成功，可是他企

圖在這個時候說，那就算是一個在一個生物體還沒成形的時候，在具體成為一個建

築體的時候的一個型態的結構。在這裏面，他面對的是一個媒體館，因為他做的是

一個媒體館，因為媒體館這個主題，才讓它具有很重要的可能性去創造一個柔軟的、

具有彈性的、交換的，不像以前需要一個具體凝固的，之前談到的媒體建築這樣的

關係，讓他有機會形成一個自然的關係，而不是一個又鈍又重的牆壁。一定要變成

一個柔軟的皮膜，像我們的皮膚一樣。與其說他是一個建築，不如說它是一個有皮

膜的建築，成為一個媒體裝。他是因應 Archigram 當初提到的 Digital Architecture 所

做到的，可是不是數位技術的，而是這個 media age 所挑戰的 machine age，所創造

出來新的架構。然後他自己稱為他做了一個新的 Domino。之前我們談到的柯比意，

那時候談到的 Domino System，六根柱子三塊板加一個樓梯成為現在主義的結構。

然後他開始做一個沒有結構牆又回到一個未完成體，其實 Domino 也是一個未完成

體。我們知道當初柯比意做的 Dormino 也是一個等待中的房子，還沒有加進外牆、

progame 的一個空體關係。伊東豊雄成立了一個新的 Domino，這個 Domino 有幾個

重點，消除空間的層級，就像他剛剛講的城市，或者是便利商店的關係，消除空間

的表裡，剛剛講的那個帳篷、椅子，可是表裡還是要有一個屁股的存在，就是你還

是要認為存在的肌理的關係，做出開放而廣闊的空間，她希望他的新的形態可以重

新面對跟自然產生新的一種對話，他畫了一個 Key Diagram 來表達它跟自然性的關

係，來表達他像海草般的一個柱子，那個柱子一直在轉變，除了他自己的結構意義

以外，他回應了媒體、設備，還回應了各個空間，每一層空間的需求的變樣體關係，



 
然後就變成這樣子的概念。非常非常詩意的一個架構，這個架構我覺得在他當初競

圖做這個模型，我覺得他其實在像密斯（Mies van der Rohe）早期，那個等待機能、

等待空間、等待結構的那個未完成的紙上建築、高層建築之景，並不是向密斯（Mies 

van der Rohe）那個 Crown Hall、那個紀念性致敬。他在向柯比意致敬，向柯比意原

來提到的那個還沒被完成的 Domino system 致敬，然後創造一個這樣子的空間。這

個大家都很熟，我們就可以看到他這裡面創造很多變樣體的場域，每個變樣體都靠

形態素，這個形態素就是家俱。他在剛開始做帳篷的時候做了三個家俱，他在做

White U的時候放了一個餐桌跟幾個椅子，他用家具來重新建構那個場域的形態素。

這個時候變成我們的流行，我們現在非常多同學很愛畫這樣的平面，這個平面大家

記得背後基礎的意義是，他當初在談他認為這些各層變樣的形態素，有實有虛之間

的關係，所產生的各種不同的空間機能。為了這個，他推薦了一個女性家俱設計師，

來幫忙創作他各層樓的家具，每一層都不一樣，光線也每一層都不一樣，所有的家

具都要漂浮。後來這個女性家俱設計師變得非常出名，因為他所有的家具都是飄在

半空中的，不是重重的落在地上的狀態。他說，這個就像一個城市一樣，像各種不

同的城市空間，靠家具跟桌子來定義空間，這個當然妹島和世也是在這樣的狀態之

下，才會創造幾個非常重要的案子。就像一個城市一樣，有各種不同的形態，各種

不同的未完成，一直在進行當中，一直在轉變的空間特質。 

回到了便利商店，他在仙台的領悟，他說其實便利商店那個一格一格的，沒有

層級的，每一格都有他各自的東西被包在一個保鮮膜，可是裡面各自的肌理是存在

的，變成仙台美術館一個非常重要的邏輯，他減弱了完結性讓他未完成，減弱了表

現性，他變成建築碎體化的集結體，他是各種不同的元素放在一起。仙台美術館是

大量的曖昧跟不安定的元素，他說這個媒體館或許是一個思考都市的場域，他重新

回到他的都市，當初他對於都市的這些反應，他思考都市的場域然後企圖在這邊，

他說人們就像在街道的路上，可以用各種不同的場所，來各式各樣的活動，對我們

現在來說當然理所當然，因為已經被蓋出來好多了，所以我們都已經可以理解了，

可是在 24 世紀初的時候 1995 年，其實 24 世紀末他提出來這個概念在那時候還蠻

震撼的，當然這個震撼跟他共同比較的，不曉得誰受誰影響，庫哈斯也在做這件事，

所以我們才說當初畫出來的圖，伊東跟妹島是小庫哈斯，是東方的庫哈斯，所以兩



 
邊都在做同樣的事情，當初那時候的西方，除了庫哈斯還有一個叫做Bernard Tschumi，

在談到叫做 Event Architecture 在談事件式的房子，每一個建築都在談事件，所以其

實他是互相受影響的，這些所有的建築表現不是那個 Original，可是在不 Original 的

建築型態表現裡面，你還是可以看得到伊東豊雄的一貫性。他自己本身不管他所有

作出來建築的形態，到底有沒有受到 Bernard Tschumi 的影響，有沒有受到庫哈斯的

影響，或者受到柯比意的影響，都沒關係。可是他的一貫思考，其實他有一個自己

立論的基礎。他說這個就像一個城市嘛，他說他當初最大最大的一個感動，是在開

幕的時候擠滿了人在各層樓。這就像一個城市一樣，可以放鬆在各種不同的城市的

建築，他是對於仙台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領悟，在這領悟裡面最有意思的是叫做一個

館的變融，他在這裏面三次的震撼，這三次的震撼對一個建築師來講是一個非常珍

貴的。她說第一次的震撼是他希望做一個畫出那個海草型的樹的時候，希望這些像

網子、鋼網的館子的柱子，能夠不要感覺他的重量感，不要感覺他的物質感，希望

他越輕，越去物質化越好，所以他希望能夠表現這個東西。可是他當初想要做這樣

的關係，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是，在現場被現場施工那個狀態，突然他開始緊張，到

底他那個沒有物質感的事情到底存不存在，還是當他蓋出來後就不見了，所以他第

一次心裡有個震撼說，原來建築不像畫一張圖，做一個輕飄飄的模型那樣子乾淨俐

落，這大概是所有的建築師都會面對的問題，就是 Paper Architecture 所要表達的概

念，到開始成形的時候，建築被物質化、具體化的時候，有些東西是你沒有辦法掌

握的，他自己會產生某種物質性，或是施工的構造性讓你逃避不了，也是因為這樣

子所以伊東豊雄非常在意建築的構造性，他第二次變融幾乎快崩潰。他說當那個柱

子被蓋起來，鋼管被蓋起來的時候，他說我真的被這壓倒性的存在感所震撼，當初

海草畫的時候也只不過一些單線，輕飄飄的，後來看到鋼管撐起來大到他自己都覺

得嚇死了，他覺得那個建築的實體化還真是 so powerful，跟他當初想要表現的事情

真不一樣，他說我們不得不對這個建築的思考邏輯徹底的改變，所以他中間非常非

常小心的一直在調整他的東西，他知道什麼事情？他是到非物質化的概念被物質化

的時候那個距離有多遠，第三次，後來他把這個管子重新出塗成白色，開始玻璃包

上來以後，他突然覺得原來那個暴力感，又開始回復到原來的想像當中，又開始回

到他認為那個輕鬆、自由的關係，那這個震撼對於建築來講是非常可貴的經驗，就



 
是在第一步的完全去物質外的 drawing、conceptial 的概念，到具體化的過程，後來

又利用各種不同的修正再回到一個具體化的空間，可是盡量再回到原來的狀態，其

實是他叫做"管的變容"，噢 ！超喜歡這篇文章，我覺得這個文章對於一個建築師來

講，是一個非常寶貴的經驗。伊東豊雄非常的誠實，他每一次都是誠實在面對自己，

而且寫下來的東西都是在面對自己所經歷的各種不同挑戰。這就是他所謂的震撼，

當他在這個工地看到這個的時候他差點嚇都嚇壞了，這麼多人用了這麼複雜的工法，

蓋出這麼 powerful 的結構，一點都不會想他講的那麼的輕巧，這麼震撼的結構，一

點都不能忽視他，可是他後來開幕的時候全部的人都在大街的時候，他又開始回到

他原來在想的那個城市的概念。 

最後時間到了，我們就很快來講他最後的關係，那最後關係其實大家都耳熟能

詳，我就很快帶過去，他後來就開始著重於幾合跟結構、表層的所有實驗，包括開

始，他說這個建築的牆壁其實同時帶有象徵性的機能跟具體的機能，然後他希望那

個牆壁越簡單越好，能夠變成一個包覆體，然後讓恢復各種流動的場，盡量讓牆壁

去除，或者把牆壁變成結構的一部分，所以他後來在做的事情都在模擬各種不同的

自然體，盡量讓牆壁變成結構的必要性以後，剩下的流動留下各種不同的恢復的場

域，然後他開始著重很多很多不同結構跟牆壁的關係，剛開始他開始提到的是素材

就是結構的表現，這個時候他開始轉變了，可是我覺得這個轉變是一個很大的賭注，

這個轉變讓他的建築變成非常的形式化，很多人喜歡很多人不喜歡，也就是這個時

候讓他的建築變得非常有趣、絢麗，可是也因為這樣子，他的詩意的力量被誰拿走

了？被妹島和世拿走了，妹島和世繼續發展那個曖昧的建築，可是因為伊東豊雄開

始非常迷溺於結構、材料跟構築的關係，跟非常多人合作，做出我們到現在還是很

可觀很多很棒的房子，可是這個房子的貢獻跟他早期，後來妹島和世拿去發展的貢

獻，哪一個比較強烈？哪幾個比較具有巨大的貢獻？很難講，伊東豊雄還在實驗當

中，我可以這麼說，他的最大的實驗其實就是台中的歌劇院，這些所有東西的成敗

就在那裏，很多人不喜歡，很多人說這個時候伊東豊雄開始被形式綁架，可是這個

時候伊東豊雄形式也產生了非常多人注意他的各種不同的形象，所以這個有得有失，

我想他自己也知道，所以他開始建構了這麼多的不同的結構形式，找了很多結構系

統開始酌溺於材料跟表層的關係，他從剛剛的變樣式的、漂浮的建築，還是有一樣



 
的概念，可是開始花大量的時間在做自然型態的秩序跟結構的關係跟構造的關係。

我們看到，開始製作這種薄的，像網狀的結構，創造出一個空的場域，而沒有柱子，

為了不要柱子的時候創造出這樣子的一個空間概念，也影響了非常多 其他歐洲建築

師的觀看。用亂數結構來做海德公園的空間，這亂數結構產生一個叫做"動態的運動

體"，讓力量是均值的散亂在各地，我們稱為較亂數結構的概念。大家可以看到後來

大家都抄襲這些形狀，非常多的台灣建築也都在抄襲這個，台灣超最多的就在那個

樹阿 ！那個樹大概從臨時建築到具體建築大概上百件，還有包括你如果去看三年前

的畢業設計，每一個畢業設計的每一班，至少都有五六個立面都是樹，嚇死人，那

個樹已經變成這個普同性的一種快要接近噁心的美學，大概跟台灣的三太子差不多，

就是已經到處都有了的狀態，已經變成超媚俗的狀態，他稱為叫做不均質的抽象性，

用亂數結構來包被的一個空間，而且他讓它具有象徵性，這個是早期沒有的，可是

後來這個為什麼他需要象徵性是伊東希望開始回應了自然的形態，自然的樹、蝸牛，

自然的各種不同的形態，來做他空間的肌理，這也是一個勝敗的關鍵，到底這樣會

讓他做的更好，還是會讓他變成走到另外一個胡同裏面去，現在大家都還在討論當

中。 

這個 TOD'S 大家都知道，裡面沒有柱子，是一個像樹一樣的結構的外殼，產生

一個自由平面（free plan），一個完全空透的一個場域的關係，那這個時候誰西方

的 Herzog & De Meuron，所以你可以看到幾乎 Herzog & De Meuron 在做的事情，東

方就是伊東在做的事情，都在強調結構跟皮之間的關係。我裡面最喜歡的大概是這

個案子，這個案子是圖書館，他重新把結構回覆到一種更純粹的拱，這個拱變成非

常非常薄，把以前的拱開始就像哥德式的肋筋一樣，把一根柱子變成四根柱子，用

肋筋往四邊飄，變成一塊薄薄的板，產生這個空間的領域，我覺得這個案子我勝過

喜歡其他的案子，因為這個案子本身有一種非常潛在的對於場域的某種肌理觀，比

較不像剛剛的那種純粹為了表現樹，或者表現亂數結構的概念。這個誰做的？平田

晃久做的，平田晃久在他的事務所以自然型態去做的一些基本的結構幾何，所以你

後來看到平田晃久出來自己做他的事務所的時候，大量的開始對於自然型態花朵淘

氣的那個轉折，開始做了非常多自然的型態，早期他在做的就是幫伊東豊雄在做這

個，還有做了一個叫做火葬場，一個弧線的火葬場，都是平田晃久在那個時候做的，



 
所以伊東豊雄的這個時期，基本上是平田晃久這些人在幫他做，早期是妹島和世那

群人在做，所以有一個不一樣的轉變，所以我們可以很快的看到這樣的關係。平田

晃久幫他做的最後一個比較具體的案子，跟他一起合作，不叫做平田晃久的原意啦 ！

當然這個東西還是伊東豊雄最大的功勞，跟他一起做的其實就是台中歌劇院，那個

像一朵花皮這樣轉的，那個也是平田晃久在伊東豊雄裡面所努力做過的案子。我們

可以看到這個空間的型態非常特別，然後家具跟及結構產生一種非常對比的狀態有

一點點回到剛剛的仙台媒體館，只有幾個海草完以後，剩下都是 freeplan 的關係，

而且自己的結構有一個自己清楚的姿態，我非常非常的喜歡這個 project。 

再過來他就開始做了一些這種 freeform，企圖從幾何體，從螺旋幾何、圓形幾

何去創造他自己衍生出來的秩序，這幾個案子其實就是做了就做了，其實因為太多

全世界的人都在做這個事情，包括 UN studio、BIG 很多很多，所以其實有一點被溶

解到全世界，所以請大家記得，當你今天跟這些建築師在一起的時候，如果你跟他

做一樣的事情，其實你就會融在一起，那這個就開始跟非常接近，這在嘗試很多數

學跟有機體所產生出來的一些結構風格，或空間的類風格，可是裡面在擺家具的時

候，還是有他自己本身在談到這個空間的變樣體概念，包括開始做這些 study，那這

些 study 之所以沒有那麼大的成就都是因為他跟世界上所做的實驗都接近，大家已

經從不同的起點，可是現在都在共同做所有的事情，所以開始都在做同類的關係，

雖然空間還是很 powerful，花盡了很大的努力，可是這個時候已經走到了他的所謂

的叫做「衍生的秩序」裏面的幾何至距跟結構秩序的理念。 

平面還是很特別，還是很有他的關係，可是就是他原始的 idea 開始會消失，然

後這是他後來做的衍生秩序的一種，我們就很快的帶過去，開始找螺旋體，用螺旋

蝸牛的螺旋體加上數學，找一個自然形體加上數學，變成一種新的衍生秩序，做了

這樣的結構關係。我一直這麼說，他的這些案子基本上都叫做過度，我認為都是一

個中間過渡期，未來什麼樣子最 powerful，我相信他自己知道，中間的這個過渡期，

其實還沒有找到一個明確的、自我的一個獨特的方向，所以這些過去就過去了，就

陸陸續續都在做，可是當然還是很努力的在創造這種各種不同的有機秩序的概念，

這個大概是你們最熟的，用各種不同的軟體、衍生是設計，包括各種不同的自然型

態，我們的數位組常常在做的事情，可是這些事情對實際上來講，大概就是叫做技



 
術的演進，可是對於概念上的發展我覺得並不多。 

最後一個案子，是他最劇烈的，可能從仙台到剛剛那個圖書館，到這個時候所

要做的一個變樣體的另外一個最具體的呈現，就是大都會歌劇院，為什麼？因為他

在怎麼樣回到他的變樣空間，他又在談變樣空間的內跟外，裡面產生了一種叫做

body 的存在，有點像椅子，屁股不在的時候看得到屁股的那個肢體，開始讓這個建

築的幾何型態，重新清楚的回應這個內跟外，既內又外的變樣體，開始在一個型態

裡面往回切跟往外凸，產生那個內跟外之間的交融，產生他那個都市的、均質的現

象，跟都市的各種不同的幾何元素，包括各種不同的家具，各種不同機能的關係，

開始用一個非常簡單的自然型態，兩塊板，其實這麼型態非常接近剛剛講的仙台媒

體館加上後來的圖書館，其實也就是平田晃久後來在幫他 study 的東西，然後企圖

用兩個伊拉以後，讓這個內跟外，產生一個非常奇怪的曖昧感，跟剛剛中間做的那

些，一層皮的 TOD'S 或者海德公園不太一樣，還是有在提到群聚之間的關係，甚至

於在平面上，你可以看到他用 種方塊把各種不同的群聚體，很多基本的圓形被群聚

體一切以後，都外露在外面，然後變成各種不同又向內又向外之間的關係，產生這

種非常幾何上的數學，他們用數學做非常多的事情，開始把剛剛講的這個內跟外的

關係跟數學跟幾何跟結構跟空間，開始企圖整合在一件事情裡面，然後變成這樣子

的一個空間的關係，然後應該可以這麼說，這個就是他最重要的，像他 在台灣做的，

包括台大做了那幾個圓形的天花板，那個對我來講還是一個形式上跟結構上的進步

而已，都是一個過渡品，真正要挑戰的其實伊東豊雄在台灣，還是只有台中歌劇院

在挑戰，剩下的都是形式跟結構的進展而已，每一個有不同的形式、結構的關係。

可以看到他在這個個劇院的平面，再一次的回應各種不同的空間的這個群聚的狀態，

跟家具的群聚狀態，非常可惜的是，他這個案子真的做的太久了，他被台灣給害了，

這個案子還沒做完的時候，人家瑞士已經把妹島和世的 rolax 已經做完了，所以兩

個不同的一個在亞洲台灣要做的時候，理念早就已經在那邊還沒蓋完的時候，妹島

和世同樣的理念在歐洲幾年之類就把他蓋完了，所以這樣子的變樣體的概念，基本

上當他蓋完的時候，他結構當然是做了一個很大的挑戰，在平面上的挑戰已經失去

了先機，因為平面上的挑戰其實那個群聚的關係，妹島都做完了，所以在這裏面最

大最大的挑戰，就是他的結構跟聲音，跟他對都市的觀點，這幾件事情可不可以聚



 
在一起，這是他的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critical，讓他自己跟妹島再往前跨一步的那

個關係。當初，你知道嗎？妹島在拿到普立茲克獎的時候，第一通電話打給伊東，

聽說啦 ！我不曉得是真的還假的，伊東聽到這個電話，聽到妹島拿到普立茲克獎的

時候，一陣悵然，就所有他原來在這一輩子在前面 20 年所試的事情，其實已經被

實現了，然後這個實現已經在妹島的身上 creadit 都拿掉了，除非他的下一步有更

critical 革命性的改變，不然那件事情就被鋪平在那個瞬間，那個心情我完全可以理

解，接到那個電話的那個感覺，自己的學生應該很驕傲，有這麼一個同事跟學生變

成這麼大一個成就，可是一輩子就這樣子了，那個是一個很敏感的一個關係。當然，

大家還是在期待這個伊東所做的一個歌劇院，他對結構上的一個非常大的貢獻，還

有他對於「衍生的秩序」上的，除了他對於都市、變樣體、柔軟這樣的關係，他對

於衍生秩序之間最大的理念，包括內跟外跟結構還有聲音、光線這樣的關係，這些

事情是不是可以創造另外一個新的物理現象，而且這些物理現象產生詩意的power，

我相信伊東在這個部分的 poetical 的能力是非常強的，我的意思是說他跟李安是一

樣的，非常具有人性的溫度，他不是一個冷酷的建築師，這個人性的溫度我相信可

以讓伊東在他的建築是保持另外一種新的張力，那我們很快的帶過去，他如何創造

各種不同的場域，像這個就過去他只是在創造一種新的構築的概念，在台灣做的這

幾個案子。下面最重要大概就是上面的這個模矩跟下面的這個構造體，兩個完全脫

開的，那當然花最多力氣是在創造這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