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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談的是隈研吾。之前談過了伊東豊雄，一樣是日本建築師，唯一沒

有談的是安藤忠雄。不是他不重要，而是台灣有太多的書、太多的演講、太多的

討論，大家都對安藤忠雄很熟悉了。我們今天談的隈研吾，他有一個重要的腳色，

就是抵抗安藤忠雄。這是一個蠻大的對比，隈研吾如何在他的下一代也就是伊東

與安藤下一代的角色用另外一個角度來抵抗安藤忠雄，這是一個蠻有趣的對比。 

上次伊東談到稀薄的、隨時都在流動的、隨時都在游牧的一個建築，非常非

常大不同的觀點。大家有空，把三位建築師做比較的話，大概可以看到日本建築

的某些光譜，而這些光譜也滿清楚的，而至於日本新一代的建築師在做甚麼，其

實不脫離這幾位建築師的影響。 

今天談隈研吾的「自然的建築」這本書，我相信很多人手上都有，而這本書

我認為是隈研吾自從他開始進入受到國際的重視，也受到日本當地的重視，非常

重要的一個段落，而「自然的建築」是他在 90 年到 2000 年幾個重要的案子一一

的陳述，這些觀點其實都非常清楚，那其實在 2000 年之後做的建築基本上都還

是架在原來自然建築這本書的觀點，所以大家有興趣其實最核心的書大概就是這

一本，那當然後面我們還會提到一點點「負建築」跟「十宅論」，不過這只是一

個很簡單的介紹，因為我希望真正的導讀是從一本書很細的一篇一篇往前走，所

以「負建築」跟「十宅論」最重要的是在他的前期跟後期來回應自然建築所有的

不同建築理論觀點，那這個觀點比較不是他自己的作品，比較是他從自己的評論

觀點來討論，所以你在「十宅論」跟「負建築」加上中間的自然建築大概可以理

解身為一個建築師跟評論家，他在評論這個世代還有這個周邊其他人的建築同時

也湧自己的觀點審視自己的建築。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進入第 9 堂，那大家假如對這 10 堂課一路下來理解的話，

大概可以看的到我除了在談「建築七燈」或者是基提恩這兩位建築理論加以外，

我談到的所有建築理論家，其實他自己本身都是建築師，那本身也做了建築的作

品 所以我特別找的這些人，是又有實做，又有理論，來重新回看他自己如何實

踐他自己的理論，或者是說他在實踐理論時候的成敗，加上他的理論影響到後代，

後代來衍生他的理論的時候，跟他自己來實踐到底有甚麼不同，那我想這也是我

們上這堂課最重要的觀點，所以我們是從 19 世紀中跨越到當代的現在 2000 年甚

至是 2012 年，那這個時間點有大概 150 年到 160 年，這一段時間其實從人類建

築史上來算不算長，其實是非常短的時間，不過因為 20 世紀是一個劇烈變動的

世紀，也是劇烈建築變動的世紀，所以這 150 年之間產生了建築非常非常大的大

躍進或者是變動化，那當然我們從現代觀點來看，21 世紀的現代，其實是在另

外一個轉類點，他不太像 20 世紀的早期對建築有定論，20 世紀早期其實沒有定

論，我們都知道 1900 年到 1920 年其實是革命時代，但其實到 1950 年基本上現

代建築已經有個定論，那 60 年後又是一個新的革命時代，這個革命時代拉的有

一點長，從 60 年現在 12 年已經接近 5－60 年，那這 50 幾年的時間建築其實都

還沒有找到確實的方向，都還在反建築或者是在從解放建築的理論當中，所以我

們現在再走的路上其實還在一個新的變動時代，並沒有找到一個定論，所以我們

在討論的幾個當代的建築師，基本上都還沒有概括能力，都還在發展當中。 

我們今天談到的隈研吾這個人，我先從他的背景大概講起，基本上他是一個

日本建築師。在 2000 年之後，他其實受到國際的重視，就開始到非常多的國家，

甚至於西方歐洲與大陸有好幾個案子都開始執行，改變他自己本身建築的步調，

一直往前走，那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說我們從現在回來看隈研吾的建築的話，他在

一個比較重要的事情，用一句話來講他，他最重要的觀點其實是企圖融合自然的

景觀，那最大最大的觀點，如果你要去看隈研吾的觀點，盡量不要去看他建築的

形式，因為形式不是他的重點，重點在於關注構築 tectonic，建築的構築對他來



 

說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們談的標題就是形式的消去，他從新用構築，建築非常

重的一項構築的關係來從新建構他自己建築的哲學，那構築關係兩大項是非常重

要的，你可以叫做構造跟材料，那構造跟材料是建築的必然，可是很多人都把構

造跟材料放在建築上比較後面幾位，有些人尤其是創造建築潮流跟理論的人總是

把材料跟構造放在比較後面，可是呢在當代 2000 年之後有好幾個建築師從新思

所構築的的關係後，甚至把構築關係拉到建築的第一位，拉到本位，那志維這樣

的觀點其實是一個非常古典的觀點，我們都知道西方建築或是東方建築都一樣，

最早期在發展建築的時候，除了面對生活機能以外，面對的是甚麼，是當地 localize

的構法，他們的營造關係，甚至於面對材料本身，我們都知道東方建築是木構造，

西方建築事實構造，單單這樣的構造關係就改變東方西方整個建築的脈絡發展，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構築跟材料本身是多麼重要，只不過他常常被掩蓋在很多的

理論之下，所以好像這件事情變成必然，大家也沒有去重視他，可是到今天為止

很多人又回到這個觀點來看，如果說你想比對西方跟東方，從隈研吾的觀點來比

造西方誰對於構築性的架構最為著墨，著墨最深，我們可以說早期的 Herzog & De 

Meuron，他們對於構築的概念是非常非常深的，就 Rafael Moneo 的觀點來講，

他其實是認為Herzog & De Meuron早期的作品最棒，而不是現在，最棒的時間點，

最棒的理論觀點都是架構在構築上面，所以他曾經寫過一本叫做「材料的禮讚」，

都是在談 Herzog & De Meuron 早期的作品。我更喜歡另外一位跟 Herzog & De 

Meuron 一樣都是瑞士建築師，而且真正面對構築性也拿到了普立茲克獎，就是

Peter Zumthor。他全部都是在面對構築性，到現在都是，他幾乎削減了建築所有

的口說理論，全部都是用真實的作品跟構築材料的關係，重新詮釋他建築的詩意，

他把建築詩意才在材料背後，而不像其他理論家把建築的口述理論拉到第一順位。

比對於 Rem Koolhaas 用社會理論、城市理論來顛覆建築，這個對比在二十一世

紀是非常重要的討論。我們這次沒有去談 Peter Zumthor 也是因為他幾乎不太談

文字性的理論，他的書也非常少，裡面的圖也不齊全，因為他的建築在營造的過



 

程中，永遠都是進行式，並不是把策略跟方向定著於圖面上就結束了，大家有興

趣也可以從這個構築觀點回來看。我非常推薦大家去看 Peter Zumthor。今天如

果我們不是用書來導讀，而是用作品，那 Peter Zumthor 絕對是我心目中最重要

的建築師之一。 

隈研吾最重要的兩個觀點就是在地的自然景觀跟在地的自然材料，他在《自

然的建築》裡面用了很多的篇幅，在每個 Project 在講材料，從木材、泥磚、竹

子、格柵、玻璃這個材料在講他的建築，他把這個建築稱作弱建築。弱建築這字

其實是架構在當代的字眼。從 1980 年到 1990 年甚至到了 2000 年之後，建築最

強勢的其實是論述理論，包括我們之前談到的 Robert Venturi、Aldo Rossi 都開始

用論述來建構建築。隈研吾剛開始也是個理論家、評論家，用文字來寫建築，可

是慢慢到後來 1990 年到 2000 年之中，他開始發展出自己的弱建築，不去談太多

理論，而是談在地性、自然的地景、在地的材料。他希望創造一個外表看似柔弱，

卻更耐震的建築。用了這樣的字眼是為了面對厚重的建築，面對歐洲一脈相傳從

石頭到鋼筋混凝土的厚重建築。所以他希望自己的眼睛一部份轉向東方，來看東

方木構造的建築觀點，是一個輕的、模組的、可以重組的觀念，建築是被細分化

的而不是被重量給體量化的關係。他企圖讓自己的觀點回到傳統建築的美，可是

他不是一味的懷舊，回到傳統建築上面看構造之間的關係以外，他還企圖再現建

築的時代性。所以每一件事情他都希望同時要表現對於構造的挑戰，用這樣的構

造來創造新的時代性。建築師最重要的就是創要時代性，不管創造的形式如何。

他為自己的建築下了一個註解，稱為弱建築，大家可以理解其實弱建築的觀點其

實是面對前面的一百多年，整個現代建築甚至更遠的古典建築，重新建構他自己

的關係。在設計裡面他特別在意剛剛講的材料，另外這個現代的材料要架構在傳

統跟跟在地性。台灣很多人在談在地性，都在談在的場所的概念、生活的機能，

很至於很多人把在地性變成一個 Iconic 的外在形式。所以在台灣可以看到很多台

灣建築、台灣性都在談外在形式。可是就隈研吾來說，他認為在地性是在談當地



 

的材料、當地的關係，體現他當地環境的敏感度、文化度。文化度跟環境的敏感

性是不去做一個劇烈的形式表現，而是表現細微的文化性，他認為這是「自然的

建築」。 

隈研吾 1954 年生，到現在還不到 60 歲，不過我們可以觀察到這學期的一系

列建築師，基本上把自己的位置推向最高峰，大部分都在這個年紀。很多人在

35 到 40 歲時建構出自己的理論，到了 60 歲幾乎到了成熟期。隈研吾的建築到

今天為止是不是成熟期見仁見智，但他的高峰在 1990 年到 2000 年，現在的創作

大家都還在觀察，至於他到 60 歲之後有沒有定義新的建築觀點，其實都還在進

行當中。 

隈研吾算是一個晚熟的建築師，很多人認為信在還不到 60 歲的隈研吾可以

在國際上被重視，其實算是很厲害且功成名就的，可以實際上我們來看他 25 歲

畢業之後到 40 歲中間，這 15 年當中他幾乎沒有做甚麼建築，他這時候的角色基

本上是個建築評論家，甚至於他做了唯一一個建築是 M2，對我來說是個非常失

敗的作品，他差點就毀在這個 37 歲時做的作品之中。他後來沒有翻身的話，這

個作品基本上是不會出現的，因為這個作品是他第一個作品，非常糟。可是他當

然也為了這個作品做了一個自圓其說的說法，當然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 

他 25 歲從東京大學畢業之後，31 歲到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算是很晚才到

了美國，那時候是他最沮喪的時候，如果你看到 1986 年到 1989 年寫的文章，那

時候是後現代主義的高峰。因為後現代主義基本上是屬於西方的論述，一直在西

方後現代的論述裡面找不到著力點，也找不到自己在日本的著力點。尤其是日本

在 1980 年是經濟的最高峰，一個經濟環境最好的時候，建築景氣最好的時候，

不見得是建築師最快樂的時候，因為建築師只能被推著跑，真的想要發展一些自

己的藝術觀點或建築觀點的人，其實是沒有舞台的。所有的舞台都以經濟為取向。

隈研吾面對一個日本經濟最高峰最有錢的時代，他其實非常痛苦，然後到 1990

年的時候他剛好回到日本，開始創立了自己的隈研吾建築師事務所，1991 年就



 

蓋了一個房子，這個時候他已經 37 歲了，也不算非常老，這是建築師畢竟的過

程中正常的時間。不像西方某些人可能 30 歲就成立了，可是 Rem Koolhaas 因為

晚讀建築，所以也在這個年紀成立 OMA。35 歲到 40 歲是一個建築師非常重要

的轉捩點，要決定自己要走哪一條路，也不是決定了就成熟了，而是才剛開始。

所以說建築是一個晚熟的職業，35 歲才開始，距離你們現在還有五到十年的時

間，現在還不見得要做決定，可是到時候你們一定要做決定，因為那是個重新開

始的時間點。很多人在 35 歲時已經在別的地方工作了 10 年，那時候他沒有勇氣

重新開始。 

37 歲他做了這個房子雖然非常大也非常厲害，可是短短幾年後，到後現代主

義崩垮之後，他回來看這個建築，其實是有點不堪的。1990 年到 2000 年因為沒

有甚麼建築的機會，反而是他的高峰期。這個時候很重要的事情是他回到了城鄉、

到地方，所有的 Project 不留在東京這樣的大都會，開始到類似苗栗、宜蘭、台

東這樣半城市半鄉村的地方，開始做 Project，一個接一個都不大的案子。可是

面對這樣的案子卻給他很大的機會，他開始跟地方性的都市面對面，回到地方重

新看到素材，看到非常多不同的建築構材跟手工藝。當地的匠師跟當地的材料成

了他最重要的養分，然後他找到這個方向繼續往前走。到了 40 歲他寫了一本幾

乎像轉捩點的書「建築的慾望之死」，開始刻意不相信後現代主義，刻意開始不

相信另一個世界上的建築學派「解構主義」。他不相信這些論述，然後重新面對

之後的 Project。40 歲以後的案子基本上都是在 37 歲左右時拿到，我們定下來的

時間點都是案子完成的時間，但是房子進行到蓋完都有三到五年的時間差。到了

41 歲蓋了「水跟玻璃」的時候，得到了美國 AIA，大概是美國建築師的基本門檻，

還不算是一個注目點，只能算是進入建築的基本門票。從 43 歲開始一直往下走

到 50 歲，我們可以說是他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時間點，《自然的建築》大概都是

從這個時候建立他自己的風格，一直到他 55 歲，所以你看《自然的建築》基本

上是 45 歲到 55 歲，是一個建築師的高峰期，45 歲到 55 歲中間，如果我們往前



 

再推一下，他從接到這些案子開始做的就是 40 歲到 50 歲，基本上我已經到了那

個最後面的點，已經到了 50 歲，40 歲到 50 歲基本上是他在建構這些所謂的《自

然的建築》的一個方向，所以他這邊寫了一本叫做《負建築》，一本叫做《自然

的建築》，在這兩本書裡面他是在為他自己鋪陳本身建築的信仰，那這個建築信

仰在這十年當中藉由每一個 project 越來越清楚。那等一下我們可以看到每一個

這個案子，那我們今天談的案子，基本上都是停留在《自然的建築》，那後面開

始邁進向有機體跟關係性的自然建築，他非常強調建築的關係，用構築、用材料、

用在地性來討論建築之間的關係，那關係性是他非常重視的，而且他開始建構，

他希望他的志向更偉大，他在各個地方性的都市，也就是城鄉蓋了建築，他有一

個非常大的志願是我希望我蓋的這棟建築能夠創造這個地方的產業再生，這是很

不得了的志向，希望用一棟建築來為這個地方建構一種新的自覺性的產業，重新

回看自己，不管是沒落的、不管是開始傳統化的產業，開始期待他自己本身能夠

創造這個地方性或是地方歷史文化的再生關係。 

2009 年，其實距離現在已經近，終於擔任了一個東京大學的教授，那這是在

東京大學被定義到教授級的其實都非常不簡單，他們東京大學定義教授都有個木

頭的牌子，掛在東京大學的系館前面，之前有安藤忠雄，那後來隈研吾也都進入

了那樣子的一個體系，那我們今天講的大概都講到他的差不多 08 年左右，那到

了 2012 年，他的案子其實更多了，那這個更多的案子也受到各位最近在雜誌上

看到的注視，而我寧願那麼跟大家那麼說，08 年到 2012 年隈研吾的案子還在嘗

試的階段，還看不清楚他的第二個方向是什麼，可是 08 年之前，他所做的建築

卻是非常清晰的，那我會建議大家盡量去看他那一段時間的作品，那段作品非常

清晰。 

在隈研吾的整個時代裡面，他面對 1980 年、1990 年、2000 年，其實有很大

很大的不同，我們都知道 80 年基本上在西方是後現代主義最盛行的時候，在日

本是泡沫經濟的時候，日本經濟的最高峰我們稱為叫泡沫經濟，那個時候所有的



 

經濟取向跟資本主義的取向非常非常近，然後他在這邊叫做痛苦折騰的 20 多歲

的事情，完全看不清楚自己的方向，既沒有辦法向西方做全面的學習，也沒有辦

法回看自己日本的文化，因為日本在那個時候算是最財大氣粗的時候，所以幾乎

看不清楚自己的文化，他在這個時候選擇的並不是回到主流的西方，他甚至於試

圖反轉，因為他自己本身是一個理念家，他試圖反轉、瓦解歐洲把建築當做一個

物件的迷思，這件事情還蠻有意思的，這件事情一直到今天都還在發生當中，把

建築當做一個表現性的物件，把建築跟當地的文化除了去談到 urban context 以

外，建築本身的論述非常強，那他企圖去瓦解這個事情，他企圖要消去建築的自

我論述，這是等於他自己在跟自己對話，他雖然用文字在寫建築、評論建築，可

是他又希望在評論建築的時候能夠直接消去建築自己本身內在的、藝術的這種論

述性，那這是他早期在做的事情；90 年，大概就在西方是解構主義時代，他在

最熱鬧的解構主義時代，90 年最盛行的人大概就是 Rem Koolhaas、Zaha Hadid

這些人，包括 Herzog & de Meuron 還有 Frank Gehry、Morphosis 這些大概在 90

年代西方最盛行，90 年的日本最多人在討論的其實包括伊東，伊東在這個時候

也非常困惑，如果你們知道伊東困頓很久都在做小案子，一直到 2000 他完成了

仙台多媒體藝術館的案子，他才回到自己本身，在那之前他是困頓的，所以你就

知道 2000 年蓋完媒體藝術館，90 年才開始，十年在蓋，80 年對伊東豊雄一樣，

日本最景氣的時候伊東並沒有任何的機會，所以這就是一個泡沫經濟裡面最可怕

的事，其實台灣的泡沫經濟是在 90 年代，那個時候幾乎房地產最盛行，幾乎不

看建築任何美學，直接談的就是地產，所以建築的景氣真的不是一個壞事情，我

常常說台灣現在的建築不景氣好不好？不見得是壞事，如果你比照起中國大陸，

或其他的地方，其實速度走慢一點建築師們反而可以做一點不一樣的事情，那他

在這個時候自己回到地方去做面對面，他說：「我想藉由選擇一個素材、藉由選

擇每一個案子、一個構造形式來使得在地產業的再生。」這是一個多麼企圖遠大

的理想，他希望能夠建構這樣的事情，那之後因為他進入國際舞台，所以他開始



 

在建構他的自然建築、發展他的理論的時候，他開始又回到都市，包括東京、大

阪，甚至於到北京、上海，開始進到國際上的各個城市，那也正因為他把原來在

地方性的都市的建築，在他回城市的時候，我才說他的建築需要被解釋，因為當

他回到大都會裡面的這麼工業化、快速的一個資本主義、消費時代的建築的時候，

他原來做得那件事情是不是還能繼續往前推，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觀察，他

最早的一本著作就是《十宅論》，這個著作其實非常有意思，這個著作看起來沒

有什麼學派觀點，寫十種住宅的觀點，這十種住宅的觀點各自分開，來重新企圖

建構一個叫做當代住宅類型學，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書，企圖讓所謂的住宅開始

建構一個 typology，但是這個 typology 不是西方的 typology，企圖建構的是日本

那個時代的 typology，所以用的字眼非常的 fancy，有點像給一般人看的書，用

的像「哈比達派」、「單身公寓派」，用這麼多不同的派別，他企圖的論述並不是

直指建築本身的形式，而是在談這樣的住宅的 prototype 所面對的整個西方也好

或者日本的、東方的那個時代所面臨的社會性跟時代性，這本書我建議大家可以

買來看，這本書他對於這個論述不太成熟，可是觀點卻很特別，這個觀點的特別

其實有個非常重要的是以安藤忠雄為假想敵，大家都知道在 90 年是安藤忠雄在

世界排在日本的最高峰的時期，安藤忠雄永遠以不變應萬變，永遠做的是清水混

凝土，空間性非常非常強，討論的是建築內在的空間詩意、內在的空間性，比較

不面對社會性的這樣的東西，甚至於不見得面對在地性，雖然安藤忠雄做很多很

好的地景建築 project，可是他在在地性的關照是沒有辦法勝過他對自己建築哲

學上的關照，或者對於他(安藤忠雄)在回看兩個人：Le Corbusier 跟 Louis I. Kahn，

那我一直認為安藤忠雄是把建築內化到去重新建構 Louis I. Kahn 跟 Le Corbusier

在現代建築所建構出來的這樣一個空間最重要的精神層面，可是隈研吾那個時候

是在抵抗這件事情，因為這個事情還包括去抵抗所有的清水混凝土這樣的關係，

那在這個時候他是一個非常反骨精神的，這個反骨精神我們可以看到他用了這些

字，包括：橫道折衷主義，談到房地產被整個物質化了，然後談到歷史空間，談



 

到各種不同的，都在重新用各種不同的建築社會學來重新建構他對於建築的信仰，

可是這一塊跟他後面做的有沒有關係？基本上沒有關係，他在做《十宅論》所討

論的，在非常迷惘、用各種不同方式來討論建築社會學，來抵抗安藤忠雄的事情，

跟他後期在做的《自然的建築》並沒太大的關係，為一只有一個關係他繼續抵抗

安藤忠雄，然後這件事情讓他那條路再繼續往前走，然後他寫了另外幾本書在講

欲望的終結，這欲望的終結一樣可以看到非常建構在一個理論上的架構，這理論

性的架構基本上都在談：社會、資本主義，甚至於談到建築師在後現代主義跟在

日本的泡沫時代建築師幾乎是無用之地，他說這個建築師基本上都已經到末期了，

已經沒有救了，所以他在這邊其實基本上建構的是建築慾望之死，這個時候有一

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大家可以看一下，他重新分類了日本的戰後建築師，那我們

大概可以理解戰後建築師日本分好幾代，現在好像第六代還第七代，所為的世代

觀到底怎麼做的，從隈研吾的觀點，他說建築師是十三年為一個週期，十三年怎

麼出來的，基本上我不理解，可是十三年週期倒是一個蠻有意思的關係，所為的

十三年，我們如果回算關係的話，那大概 35 歲的建築師開業的時候，那個時候

的下一代大概在大學時代，也就是十三年的這個跨越期大概就是一個建築師從出

校門拉到他開始成熟要創業，有自己的稍微清楚的想法、從零開始的那個

generation，再往接近五十歲又是另外一個 circle，那是建築師的另外一個成熟期，

所以你用十三年的這個世代來看倒是有點道理，那大概就是在建築的發展的

generation 裡面，從在學校受到建築教育到開業，再從開業跨到成熟期，那大概

超過十年以上，比十年在多一些，十年那個都還不夠精準，因為你如果從 22 歲

變 32 歲的時候，32 歲來沒辦法建構一個完整的，除非你很早熟，所以我覺得這

個十三年是一個很有意思的，這個時候他建構了丹下健三是第一代，我們都知道

磯崎新、槇文彥、黑川紀章是第二代，第三代就是我們最熟的、耳熟能詳的伊東

豊雄、安藤忠雄，再過來隈研吾、妹島和世是第四代，也就是妹島和世跟伊東還

是有一個時間差，因為她曾經是伊東的同事，在那邊做事，所以妹島基本上的年



 

紀還比隈研吾小一點點，所以實際上他們兩個的年紀大概比照起他們的年紀是台

灣的吳光庭、蘇育哲，簡學義都還嫌大一點，大概是在那個 generation 的架構，

然後重新建構一個 generation 來看清楚，因為他自己是個理論家，所以他除了看

自己的建築以外，他還有一直去看整個世代之間的大概的發展，在這發展裡面他

說：「相對於磯崎新、黑川紀章，我們稱為他是等於是在日本建築戰後現代主義

的第二代，戰後現代建築第一代就是丹下，然後磯崎新跟黑川紀章就是戰後的第

二代，去重新跟隨丹下健三，重新建構」，如果大家知道那個時期最重要的日本

提出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學派叫做代謝派，大概就是黑川紀章跟磯崎新，那個時

候西方正在流行影響到Rem Koolhaas及伊東豊雄的Archigram，那個時候工業化，

工業這件事情、工業的科技其實對整個世界是影響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西方談到

的 Archigram，東方談到的新陳代謝派都是重新以工業化為主體，我們這個時代

他講了他自己在當學生的時代卻因為石油危機讓整個在大量使用工業的東西開

始收手，所以這個時代他成立事務所又馬上碰到泡沫經濟，而且是泡沫經濟拉到

最高峰下來的時候，日本人到現在為止不景氣 20 年，20 年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現在如果 2012 年，大概 1992 年是它的最高峰往下走，日本最盛行的時候是 80

年大概 86 年的那時候到處的新聞、TIME magazine 全部都在談日本收購了全世界

各個城市的最好的建築，在86年收購了紐約，可是緊接著92年之後就往下掉了，

那 92 年往下掉其實就是他成立事務所的那個時代，他 90 年如果開始成立事務所

的時候，他剛好碰到泡沫經濟，在那個時候他就寫下了《十宅論》跟《建築的欲

望》，大家可能要記得這個時間點，其實世界的脈動都是一樣的，台灣也曾經有

經濟非常好的高峰也下來的時候，現在中國大陸也正在走向經濟的高峰，我們反

而在一個經濟稍為平穩的停滯期，那每一個時代都有每一個時代的不一樣。 

他說我們不得不思考讓步的方法，也就是說與現實對話的方式要再重新建立，

因為這個時候已經沒有英雄，90 年本來就是一個沒有英雄的時代，90 年是解構

主義跟後現代時代，沒有英雄，他認為他自己必須要認真看待真實的現實，面對



 

那個社會的現實，重新警醒不跟隨那個時候的世界潮流，重新面對現實的關係，

他所謂的面對現實基本上對我來說其實要面對他後面的實務，他重新定位他自己，

如果他要擺脫、離開這個時代的壓力，甚至於沒有案子，要去做一些服務地產的

這樣的關係的時候，他重新面對那個他，他說建築師這個時候角色也該轉變，他

說這個時候的建築師我們應該開始重新看到這些建築，很多在 25 年來的建築師

都希望用建築來創造社會的 landmark，城市的 landmark，創造社會的指標，創

造一種新時代的觀點，然後建築師基本上是英雄，都在蓋一些前所未見的房子，

比如說我們到今天為止都還可以看得到畢爾包、北京，都在蓋一個輝煌式的、

landmark 的建築，他說這些建築反而讓建築師變得社會置地，這句話其實說得有

點重，那這句話是說這些為了開始要形塑出英雄的，簡單講就是英雄主義的建築，

基本上你風光一時，可是你最後可能會變成社會置地，因為他變成社會的另外一

種笑話，可是他自己也蓋了一個很可怕的房子，37 歲，這個房子如果他沒有蓋

第二棟好房子他大概就掛了，這時候他蓋了一個這樣子的房子，這房子叫做 M2

汽車展設中心，最有意思的是這個建築之死另外一個預告是後來它變成殯儀館，

整個 crash，到了後面有他的說法，我不理解這個說法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是

後社的還是本來就這樣說，他說我當初蓋這個房子是要宣告後現代主義之死，我

要把後現代主義的所有領域的人就放在那邊證明它像一個墓碑死在那裡，我有點

不太相信這個事，因為代價很大，而且你企圖用這樣的一個 iconic 的後現代主義

的這種歷史語言，而且在日本用的歐洲這樣的語言來宣告建築之死的話，那其實

代表你也相信建築的相對性，那我是對他的這個說法有點不見得同意，可是因為

他今天做了後面還算已經覺得蠻驕傲的房子，所以他宣告說我那個時候是故意宣

告我面對這個時代的建築死亡的一個作品，那這個案子比較不值得被討論，那這

個是他的初期代表作，這個代表作其實是承載他，因為他很少接過這麼大的案子，

那他接到那麼大案子然後蓋成這樣，他說乘著後現代主義的波浪引用著古典樣式

東西，用極為誇大的後建築試圖透過這個實作來對美國後現代主義做出怒吼，我



 

實在是有點懷疑這句話，他企圖用一個這個實作來做一個美國的後現在主義的古

典放在一個日本的城市來做一個怒吼，這個我不相信，他說這是一種象徵性的破

壞，所以的象徵都被均質等價的並列，其實我們不談象徵性的破壞，這件事情本

來就是後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本來就是所有象徵都被均質等價的並列起來，所

以我懷疑他到底是相信後現代還是不相信後現代，我的感覺是他相信後現代，他

用後現代的那樣的理論再重新建構，建構一個 megastructure，某種程度上宣告

象徵性的終結，他差點象徵他自己的終結，不過他後來就真的轉換了另外一條

路。 

50 歲，很重要的轉捩點，50 歲他開始出了一個《負建築》，這《負建築》開

始在前面做了一些直接的形式上的批判，當然這個批判還是跟以前在做的評論是

一樣的，他建築史也非常好，他企圖用他的觀點來重新評估這些所謂的現代的建

築，評估很離譜當時的這些建築，用三種不同的觀點來重新討論建築，這個時候，

95 年，其實他震撼了很大的一件事情，這個時候他碰到了非常多很大的動盪，

包括阪神地震，其實日本最近這 20 年碰到兩個非常重要的震盪，一個就是阪神

地震跟去年的 311，那個都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震撼，當然中間的 1999 年台灣

也碰到了 921，其實所有的破壞，我們常說破壞要不是天災要不就是戰爭，這兩

件事情的大破壞其實有時候會讓那個時代強迫性的反轉，這是一個非常殘酷的事

情，雖然你看到那個破壞其實好像很殘酷，犧牲了非常多人，但那破壞也促長了

另外一種時代的新生，因為他突然在那個要轉變的時候時間變得非常短，然後很

快的就轉掉，幾乎在沒辦法思考的方式其實就轉向，然後他那時候碰到了那麼多，

包括 911，他說震撼了建築本身存在的本質，而他開始有些深刻的印象，這個印

象呢，這句話最重要，在他 50 歲之後他企圖讓自己從原來悲觀負面的批判，也

就是他寫的這些理論，包括前面寫的《慾望之死》、《十宅論》，有點嘲諷、負面、

批判的這樣的文體開始藉由思想的轉向正向力量，他開始幾乎已經不做評論家了，

開始尋求他自己面對現實的那個正向意義，所以他再也比較不用嘲諷的方式去談



 

論建築跟社會之間的關係，反而把自己放回建築師的角色，我們常常說做建築師

絕對要有正向力量、要樂觀，你不樂觀最好就去做評論家，建築師你不樂觀其實

沒辦法做建築，因為建築是為了要讓這個城市變得更好，當你用一個非常不樂觀

的觀點，是你不相信這個城市會好的時候，你的建築很難有一個推進力，所以他

開始建立了一個正向意義，在這樣一個正負轉向的裡面，把他的觀念轉正向化，

把原來非常正向的建築的這種英雄主義的觀點轉為負向化，開始去除了那個形式

的關係，用他的「負建築」的概念，所以《負建築》跟《自然的建築》非常重要

的就是這兩個反轉幾乎是他非常重要的一個轉捩點，就在這時候他出了一個《自

然的建築》，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談的這本書，那這本書主要的論述都在談關係性，

很重要的，建築如果我們說 tectonic 在談什麼？tectonic 就在談關係性，在談構

造的關係，構造跟材料的關係，構造跟當地的關係，構造跟文化的關係，都在談

這個構造性，這書裡面我們可以看得到從流動的水、石頭、大地，然後印象派的

重疊、竹子、土牆，然後跟大自然、和紙，這所有的事情都在談地景，在地的在

地性，在談材料、談構造，他幾乎用每個案子，不重複的，雖然他最近在做的有

點重複他以前做的事，可是在那個時候他幾乎不重複的每一個 project 都找到一

種關係性介入，那這是我比較佩服他的地方，在這十年的最佩服他，他在書中強

調他用各種在地性材料還有工匠，如果沒有在地的工匠，他的案子大概也做不成，

他其實最大幫忙他的都是在地工匠，談構築性，還有談到空間跟在地的場所的關

係，他強調這個關係性是把這些東西如何得穿插跟連接起來，企圖將看似客觀獨

立的物件賦予它跟周遭的關係，他自己做的物件不再是獨立存在的一個

statement，不再是一個獨立存在的 object，企圖用他做的這個建築本身來跟在地

本來是一個很客觀的、討論形式的、討論構造的來跟周遭的環境產生一種 linkage，

那這種關係很細微的，稱為叫弱建築也好，他非常細微的跟它產生關係，然後找

到他無法被取代的存在意義，這非常重要，因為這件事情，我認為做得比他更好

的 Peter Zumthor ，就是如何在後造的關係跟在地的關係找到一個無可被取代的



 

意義，而且找到無可被取代的存在性，我們有空到瑞士去看到 Peter Zumthor 的

這些案子你就可以理解，看圖大概不理解，所以不太在雜誌放太多的圖，因為他

的東西必須要到當地去看他的建築才可以理解這樣的東西，然後以自然景觀的融

合而不是物件式的自我表現，企圖創造所謂的弱建築跟「負建築」，這句話大概

就可以理解這本書的整個架構，這本書沒有什麼理論，很好看、很簡單，文字大

概跟伊東相同簡單，伊東可能更不簡單，因為伊東具有非常多背後的美學跟他自

己本身的 sensitive 的部分，這本書非常容易看是因為隈研吾寫得東西非常就建築

很建築，所以你很容易理解他所討論的關係，在這裡面他也是用了很多一大堆的

學派給他的，因為他畢竟也是個理論家，他用印象派的秀拉跟日式的窗格企圖連

在一起，他企圖把印象派點描式的方法變成他建築裡面的粒子，建築必須要粒子

化，把建築變成一堆 pixel，這是印象派非常重要的一個觀點，甚至於把這粒子

化的建築轉到建築有構造性的時候，他稱為建築的疊砌法、疊砌性，建築開始不

是一下子一體而成，而是用堆疊、一塊一塊的疊砌來反應他當初對印象派、對秀

拉這種點描法的概念，這疊砌性可以像磚塊一樣疊、可以像疊木頭一樣疊、疊石

頭這樣疊，顆粒性的建築開始被他慢慢的發展，在這裡面可以看到他對物質還有

構成的非常大的詮釋，我們稱作 tectonic，透過這些種種的關係性，有一個非常

重要的，甚至於西方最厚重的石頭牆都希望變成透明的，他說我要做一個透明化

的石頭牆，他說 RC 沒辦法做成，所以他希望讓建築的石頭開始透明，這就是顆

粒性，像點描法，當你今天畫一個寫實派的建築，可是開始用點描法的時候突然

那一整張圖的意象被透明化，開始被解化，這些事情被粒子化，所以這件事情是

他想要做的事情，希望在這裡面穿插很多各種不同的感情的穿透。 

在他這本書的前言，做了幾個 big statement，後面都在講他自己的案子可是

前言都在講他自己的big statement。他說二十世紀是甚麼，他說我毫不猶豫地講，

20 世紀就是混泥土世紀，20 世紀的主題是甚麼，國際化跟全球化，international 

style，他一樣相同的非常有技術的把他的敵人設在國際樣式，因為他知道，當初



 

的後現代主義跟結構主義，他們的敵人都是國際樣式，他一樣把自己的眼睛轉向

面對國際樣式，他說這個國際化 globalization，其實是把所有的東西都變成扁平

的，所以建築在這個時候突然甚麼都不是了，他說，以一種技術，甚麼技術呢？

混泥土技術，這個混泥土技術大家都知道，把它混泥土被發展出來，開始正式被

好好用的，是一個叫 Auguste Perret，法國人富蘭克林二十五號公寓，做的時候

誰在那邊做？柯比意，柯比意迷戀於他做的這個混泥土，所以柯比意看到了

Auguste Perret 在做富蘭克林二十五號公寓做完之後，柯比意就發展出來他的建

築物原則，發展出來叫做 domino 系統，如果大家都知道那個 domino 系統，混

擬土蓋出來有兩個系統，那個平板，蓋出來的東西都是透明化，那這種混擬土的

東西，這種技術，覆蓋了整個世界，把世界變成一體，在這個一體內，其實全球

化做重要的認為，大概只有混泥土，請注意這句話，這句話是他企圖把全球化的

東西引到材料場，引到構造上，他這個時候的論述是不談形式，先把它的敵人從

全球化的這些形式談到五原則也好，談到透明也好，這些東西他都先不管，他直

接把他的敵人轉向材料，為什麼？因為他後面要論述他自己的時候才用這個觀念

來看，他說只有混泥土這個材料這個技術，這個材料，覆蓋整個世界，混泥土他

好處在哪裡？他之所以變成國際樣式，全世界都使用是因為是因為它有絕對的自

由度，這個在他從我們看到的柯比意我們可以看到，柯比意為了這個事情，提出

了 free plan 跟 free elevation，所有東西都變自由了，所以柯比意才有辦法做出一

個立體派的事情，混泥土具有相當的普遍性，這個普遍性，這個素材是不需要有

任何場所的選擇的，不管你在東方、西方，不管你是用木頭、用磚塊、用石頭都

好，混泥土是一個世界性產品，它不需要跟在地有關係，它就是跟製造的製程，

三合土，所有的東西配料完之後它可以在各地方蓋，它具有某種普遍性，而且因

為它的 freedom，free plan 跟 free elevation，它任何造型都可以做出來，這在

Auguste Perret 的時候就已經提出來，混泥土這個材料它具有一個非常中意的特

質，創造出一個塑性建築，plastic architecture，甚麼叫塑性建築？就是任何的形



 

狀你都可以做得出來，因為它可以一體成形，它只要模板做完，一貫玩意拆開來

甚麼形狀都有，那跟剛剛木頭都不一樣，木頭大概沒辦法一體成形，木頭要一片

一片搭，鋼也是，綱要銜接頭，混泥土是唯一沒有街頭，混泥土的街頭只有在做

模板的時候接完，灌模板之後就沒有街頭，那這是它混泥土巨大的力量，最厲害

的地方，可是這也是隈研吾拿來當敵人的地方。他說，混泥土很容易變成一個出

類拔粹的溶液的建築，非常的容易一次就到了，我覺得他很會用這些文字，除了

形式的簡單還包括表層的自由，任何事情只要蓋完之後在外觀上再貼上東西就可

以了，這在台灣最厲害，台灣所有東西不管你用木頭都可以，混泥圖貼完之後再

貼木皮，變成木頭，就是所有東西都是把裡面的結構體跟外面的表皮分開，外面

表皮是任何的材料，混泥土是一貫性的材料，任何東西的內部都是混泥土，這種

技術其實是隱藏在單一技術的哲學，而且把所有的場所都同一化了，然後它失去

了甚麼？然後他這時候的論述反轉，它失去了大自然的多樣性，也失去了建築的

多樣性，所以這是一個多麼孤獨的時代，少了那個多樣性，其實他非常敏感的銜

接了 21 世紀所有的人類的最大的想像，那個多樣性，這個多元的概念，多元文

化也好，多元素材也好，重新建構了這樣東西，雖然，這些都是大師，雖然丹下

健三，雖然 Louis Kahn，雖然 Le Corbusier 這些所有的日本的現代主義的大師雖

然做的都是這麼具有英雄性表現的概念，它就差沒把安藤忠雄貼出來，其實安藤

忠雄承繼的就是這個，就是這樣的架構，沒有不好，可是這就是一個單一的巨大

力量，所以他要抵抗這樣的關係，看不穿的混泥土，他認為混泥土的最大的本質

就是看不到內部，這時候他就再次的反轉說，我們來看看木造建築，日本的木造

建築是多麼透明的建築，所有建築的結構體都是外露的，從剛開始的地基到，地

基有時候是打一個小的混泥土地基，因為要離開地面以後，包括石頭的地基，我

們看到以前的中國的廟一樣，先有個石墩再開始立木柱，這石墩當然是要跟地面

接觸的那個水不會爛掉，從這裡開始到最後到屋頂的所有的細節，所有東西都不

會暴露在外，這個時候他再拿傳統建築的觀點，其實他不是在拿傳統建的斜屋頂



 

形式的觀點，總總的觀點都不是，他拿的是結構的觀點，那用構造觀點來看東方

建築是非常巧妙的，因為東方建築的構造觀點跟西方如此的不同，而且非常的邏

輯，就像我們的木構造是談模矩的概念是一樣的，所以才有西方人到桂離宮，認

為桂離宮是全世界最現代的建築，因為它所有的構造系統，所有的模具觀點幾乎

勝過西方在水晶宮的模具跟單元化的觀點，還可以創造這麼詩意的空闊的空間。

他說，混泥土基本上隱蔽了所有事情是一個種罪惡，這種偽裝跟罪惡跟這種隱蔽

都是一些不好的事情，還有另外混泥土有一件重要的事，他認為混泥土有一個特

質是，在某個瞬間從最柔軟突然變成堅硬，你看混泥土灌完三天他就凝固化了，

凝固話就摘不下來，它是一個短時間被泥固化的建築，而且這個凝固化的建築再

也回不到原始狀，而且不只沒有回到原始狀，在它凝固化之後把所有不同的材料

都蓋起來，剛開始我們灌混泥土的石頭還有其他的東西，但當它凝固完以後，就

甚麼都沒有，看到只有混泥土凝固之後本身凝固化的東西，他說，混泥土的這個

東西的時間，不是一個聯繫時間，它是一個暫時性的凝固，一下子就凝固化了，

所以玩了以後就停在那哩，它不代表一個叫連續性，一直在往前走，這是建築師

非常在意的，就是跟著時間走，建築跟著時間的老化，跟著時間走的這件事情，

在混泥土是沒有，台灣特別喜歡這種沒有連續時間的材料，混以土還有磁磚，磁

磚永遠就是要那麼新那麼亮，還有不鏽鋼，還有塑膠，塑膠不鏽鋼磁磚都是那種，

部探討太多的連續性，因為它永遠如新，那東方建築裡面它認為有些材料的觀點，

包括西方人是一樣討論時間點，這個時間建築在種程度的老化，這種某種程度的

老化是跟時間產生關係，他說混泥土這個東西用木造建築來看就不一樣，木造建

築不會像混泥土有一種叫做特別的時間點，就是一個 moment 就凝固住了，它會

隨著生活的變化因應部分材料的劣化，一點一點的修理，一點一點的換新，一點

一點的變化下去。這是一個非常詩意的精神，不過業主大概聽不下去，你跟他你

蓋的房子是一點一點的舊，就要常常去修它，他大概沒辦法接受，但是做宗教建

築就可以接受，因為宗教建築有一種群眾的力量，你看那個行天宮那根柱子發亮



 

到會閃眼睛，是因為，跟在那個時間點附上勞力，維護這件事情其實是一種跟建

築一直在成長，跟日本的枯山水，每一天需要去為他的庭園，利用勞力的方式去

讓他耙出那個枯山水的景象，也就是說，付出勞力這件事情，是你跟這個建築的

對話，可是要成立這種信仰在這個世界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有你要告訴你的業

主說，這件事情就讓它舊吧！這個要用很技巧的說法，一定要把那個時宜充分的

表達出來，那件事情才會存在，那他談的就是，他希望混泥土就是這種，對於不

安定的東西就讓它死掉了，幾乎沒有處於不安定物，可是他自己，他認為他面對

的就是那個不安定，那個隨著時間走的連續性，他輸何謂自然素材何謂自建築？

他說﹕跟所在的場所的幸福感的關係連在一起這種是自然的，這好像我們講那小

確幸這樣子，就是那個幸福感是來自於這件事情的存在在看，既像我們現在喜歡

去談人家的老房子，老房子的這些新生運動，所有人認為跟這個老房子住在一起

的時候那個存在感，他認為這件事情是幸福？所謂的自然到底是甚麼阿？他把它

重新定義，他說自然建築是一個關係，他用很煽情的字眼，他說甚麼事關係呢？

他說將場所跟幸福的關係合在一起，在這場所裡面場產生一種共同存在感，存在

感產生的幸福關係，他說在這裏面，場所跟建築產生一種幸福回應，我聽不懂這

句話，可是幸福就會產生一種「自然的建築」，那這句話基本上就是在講在談那

種關係性，那這句話再往下推衍，他把工藝性推演到開始要推演到材料，因為它

把這個自然性的實驗性談出來，他開始要把這個關係性討論到材料還有工匠，很

厲害唷，工匠這個事情在甚麼時候被談出來？1949 年建築七盞燈，那個時候英

國國美術工藝運動，再一次的把他的眼睛，回看手工藝回看工匠，回看手工藝的

craft，那個 craft 對他來講，他重新去詮釋這個 craft 就是存在的一種關係的一種

的幸福感，你開始利用手工藝或者利用工藝，或者利用工藝裡面的技術來產生跟

場所之間的關係性，那個幸福感會存在，你不要忽視日本的木匠治，驚人的機件，

這個其實，這個當然跟文化有關，因為日本跟台灣不太一樣，日本是一個叫做職

人文化的地方，日本對於匠師是一直是非常尊重，台灣幾乎沒有這種系統，當今



 

天開始匠師被尊重，其實係在叫做直人，某種職業對他的專一的單一的職業，專

一的技業跟單一的材料，一直跟著時間走一直往下走，這個日本是有傳統，這個

把時間拉回來，他把這個，他說日本的木匠是非常激進的，那個時候他們在那個

場合取到的木材，那件事情是說那個日本的木匠木工，厲害的不只是在做木工的

營造，厲害的是，他知道在當地的場所取用當地的甚麼木材對這個建築是最適合

的，這也是開始建構他自己的理論，他希望他的所有的材料，用當地的匠師合作，

去做當地的材料，然後做一個是何合適的建築，這是合適的建築不再有建築太大

的表現性而表達建築的適當性，那他稱為弱建築，或是稱為「自然的建築」，他

說你如果要去跟工匠談這個東西絕對不要神秘化，這個是對我們台灣的提醒，台

灣其實對工匠跟工藝都神化了，變成一種傳說、某一種值得尊敬的人，然後卻把

他放在那個時代，並沒有把他往前拉。他說，最重要的一點是工匠的記憶絕對不

要神秘化，而是要把這件事情把他們以前用的直覺，那個工匠講的一些事常常是

非常直覺的東西，掌握了這些直覺尋求一種方法來表達現代的時代性，這是他的

企圖，他對他自己的企圖。他不是只是去陪工匠聊天，我們台灣有太多人一進到

這個所謂傳統工匠就陪他聊天，聊完以後心裡就覺得充滿溫暖，然後就把工匠供

在那一邊，然後開始讓自己的身心投射到那邊以後，然後跟那溫暖包容在一起，

有沒有再往前走？沒有！然後就自己把他變成一種，我們叫做懷舊，那其實上他

不是這麼認為，他認為他自己本身是回到工匠本身雖然他是直觀的，可是他自己

本身必須要有新的邏輯、新的方式、新的時代觀，企圖把這個工匠的技術拉到當

代，這是他的企圖，這是他自己本身的野心，像一做的事情，然後他希望透過不

同的 project 一個一個的探討下去，他說這就是這本書的本體。這個書大就是在

談這件事情，他架構在這個概念裡面，然後呢，他 90 年開始建構了兩個，兩個

作品，那 90 的這兩個作品，基本上還不算是「自然的建築」，讓她開始離開原來

汽車展售中心，離開後現代主義，在這個時候我相信他還是受到許多其他建築師

的影響，包括安藤，包括伊東，包括他的上一代，他接受了伊東的「輕」，建築



 

要輕，他接受了安藤對於地景建築的這個概念，他在這兩個裡面做了兩個 project，

他要用自己的理論來解釋這個 project，一個是一個市區中心，地域交流設施其

實就是地方社區中心至地方的活動中心，一個小 project，另外是在一個鳥不生

蛋的山上，做了一個展望台，他說這兩件事情他開始才開始而已，開始建立消解

建築跟面對物質這兩個方案，這兩句話很重要，開始消解建築，也就是消解他物

件的，英雄式的建築，企圖把這個建築消解，然後企圖面對物質，而且，採用了

在地的物質跟在的的工匠合作，創造了一個所謂的看不見的建築，後來變成「自

然的建築」，看不見的建築當然是在講的景建築，簡單講當然就是。那隈研吾，

大概甚麼時候開始讓大家都熟知他，讓大家都理解他，他最重要的應該不是這個

時候，他最重要的時候大概在做廣重美術館跟石頭美術館，這兩個案子才是他真

正的重點，這兩個案子已經距離這個已經跨越快十年，從他的開始面對物質消解

建築的這個觀念一直持續，到了廣重美術館跟石頭美術館我們現在最熟知的兩機

美術館已候，才真正建立了這兩句話，那隈研吾才真正成了隈研吾這樣子的一個

架構。 

那我們來看他在 1994 年蓋的這個架構。他其實做的這個架構，你大概可以

隱隱約約明顯的看到一些事情是，在這個時候他還在學習階段，然後呢，他說這

個時候開始企圖跟物質打交道，用一些輕的物質，用一些輕的結構來表達跟山之

間的關係，你看到這些輕的語言，如果你注視 90 年時候的他的上一輩，是誰來

一直做這個輕質的、多重的、開放空間的這種架構，伊東豊雄，你到時候去看伊

東豊雄那個時候的 Project，用很多輕構造，加上鋁板，來做出一樣這種輕拱、

交接的這樣的概念，那其實，隈研吾在這個時候在做這個房子當然沒有人說他是

在抄伊東豊雄，可是這個時大他在嘗試的是讓空間輕質化，他在這個候也常是開

始讓很多空間開始地景化，所以可以看到這個大池子，這條廊水會進到這條空的

開放空間的廊的下面，用一些輕構造架在一個水上面，做一個土坡，土坡的下面

進到這些建築裡面，這些地景的外在的架構的建築，跟這個重的地景建築，你大



 

概可以隱隱約約看到部分的，隱隱約約的，安藤忠雄的伊東豊雄的兩個之間的小

合體，就是一個對於地景的厚重的地景藏在那個土裡面的，跟在土上面的這些東

西盡量用輕構造讓空間開始，結構性非常清楚，所以在這時候你可以看到，這些

結構性，這些桁架，包括裡面的木頭，都非常清楚的表達他的空間關係，可是這

個時候我還是稱他做習作，這個時候這兩個作品包括這個交流中心，也就是社區

活動中心還是個習作，然後呢，這個習作開始嘗試第一件事情，他說他開始在這

樣一個空間還有水進來，包括這些鋼構的關係，包括上面的這些空間的概念，他

說開始想要討論一件事情叫做，纖細的物質，物構造，纖細的木建築，他希望討

論的這種木構造纖細的日本式的木建築的這種輕透的概念，然候他說：「我在處

理的這些概念不是在處理形式本身，也不是在處理細部本身，更不是在處理外部

的結構，我在處理的是，這些存在方式的邏輯。」在這一句話的這篇裡面就我個

人主觀的意見來講，我不太相信這個事，我覺得他根本還沒做這個事，他在做這

個建構的時候，基本上都還是在模擬日本的空間的、格柵的、開放空間的和室，

像和室把上面降下來，留下空透的一端，像和室的這個跟戶外空間的關係，用和

室的格櫺來做出格子的狀態，這個時候我認為他面對的就是形式上的東西，在這

裡面還沒有太多，我個人認為沒有太多的物質性的邏輯，可是他因為他是後設，

因為他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已經是，已經做做了後面的東西，所以後面他回寫他自

己的東西，不小心已經自己催眠到回來，他認為他自己那時已經關照到這個事情，

還是企圖把這整個東西變成一個論述，所以他把他的啟蒙點放在前面的那兩個案

子，最啟端。可是在這個，畢竟對我來說在這個 project 的時候還沒看他在做任

何細節的關係，其實還沒有到他要討論的那個架構，尤其你看他的外觀，他那個

時候還是非常形式主義，雖然已經不是後現代的那種斗拱、希臘柱，雖然不是那

個，可是你看到外觀那個斜屋頂那個梭形屋頂，他還是在意這個形式上的事情，

不見得像他講的這樣這麼在意物質上的關係，的概念，不過！你也可以的確看到

他從這個汽車展示中心到了這個，產生非常大的轉變，這個大轉變對於建築師來



 

說是個蠻大的挑戰，那這是一個大轉變，第二個轉變，他做的是一個在山上在龜

老山上的展望台，這個展望台呢，比較有意思的是，他介紹到這個任務的時候這

有點像台灣的國家公園，然後呢，招標找到一個不好的建築師，結果就在一個最

漂亮的國家公園砍了一塊地，結果那塊地被民眾抗議，蓋不下去，那隈研吾他介

紹到這個任務是非常特別的時間點，就是那個頭已經被砍，別的建築師已經把第

都開挖了整地了，所以那個整個龜老山已經有個禿頭禿在上面，這裡有塊疤不知

道怎麼辦，然後就開始找隈研吾去接這個案子，隈研吾在接這個案子的時候，當

初像這個時候台灣我們如果稱叫做國家公園管理處就要求他說，我們當初在這邊

是要做大的展望台，所以必須要一個高的 Tower，是讓所有四周圍都可以看得到

它，那它可以看到全部，它可以看到周圍，那他這個時候企圖做一個件事情是，

他經由各種不同的說服方法，把那個高塔取消，所以這算是一個蠻大的工程，他

能夠說服這個主要的單位取消了原來的展望塔的觀念，回到一個展望台的觀念，

那你為什麼還要開挖麼大？那這個其實是當初就已經被開挖掉了，所以他才開始

說，我希望在三的龜裂當中，重新走向復原，與自然共生，所以這一個 project，

其實他接受的任務已經在一個這個島上，這個山頭上面那塊裂縫，已經開始的時

候，他企圖回填回去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覺得這件案子在當時算是一個非常具

有貢獻不錯的案子，雖然我在這邊還是看到太多細細碎碎的影子；看到太多像安

藤忠雄一個框框然後架一個橋，安藤忠雄最喜歡在一個山頭，放一個正方形再放

一個圓形，正方形轉一個 45 度插一道橋過去，這就是安藤忠雄基本的邏輯。你

還是可調這個基本的這些邏輯，那可是他的本意到是還蠻有意思的，所以他就開

始建構出這樣的一個概念，他說我接受到這個案子的時候，這條界線已經存在了，

所以我企圖在這個界線裡面讓展望台消失，我企圖做一個看不見的展望台，這是

他的第一個接受到第一個任務，他所說服的事情，透過崁入的手法，讓形式得以

消失，讓這個形式就不存在，我在這裡還是不太相信他講的，因為他的平面圖還

是充滿著形式，可是形式當然消失，因為沒有立面，因為建築都崁在裡面，可是



 

你可以看到這兩個案子他手上的形式還是雜念還是很多的，跟後期來說，這個時

候其時手還沒有收起來，可是他概念已經達到了，所以他希望跟自然跟地景和在

一起，然後來做眺望瀨戶內海的一個生活的體驗，他說：「那自然是甚麼？」他

說自然就是如果徹底著眼於自然，還有一個人工的界線，你要面對自然跟人加的

界線，那大自然就會呈現出過去從來沒有的狀態，也正因為有人工的介入，像我

們這次我們的組員做一個跟自然有關的關係，我們一直討論，企圖用一個簡單的

動作來面對自然也就是說，你今天開始在自然都不動，當然是自然最原始的面貌，

當你自然開始介入的時候，那人工它希望產生生動的狀態，我非常喜歡他寫的這

段話，這段話我超級喜歡，他說：「所謂的「日本庭園」就是在挑戰界線的設計

史」日本的庭園的所有本身，不管他用青苔，不管他用砂，不管他用碎石，不管

他用空間一層一層的開放關係，所以日本的庭園都是在挑戰這個界限，他不是在

既定的界線之內，各自爭奇鬥艷，而是在玩賞甚麼？玩賞描繪界線方式的本身，

我超喜歡這句話，就是界線不是在界定界線以後來表現這個界限的爭奇鬥艷，而

是把力氣花在這一個如何創造這條界線的這個界線本身，那他是在創造這個事，

他說：「不從陸地，而已小船，從海和池子接近建築，從另外一端來接近建築的

時候，在日本叫做「舟入」。」哇！好有意思喔，日本很多的形容詞都跟這個他

用的字非常非常直接，舟入跟水面融合，他中間夾一個沙洲，位於池子跟陸地之

間的界線很難稱它叫做人造還是自然，可是這是一個最微妙又曖昧的設計，在過

來，桂離宮，你如到了桂離宮那個第一個開始的竹字邊的那道牆，他雖然建立一

道圍牆，可是他用的竹子當是當地竹林的竹子，做出竹編的，這叫桂園，他是一

個令人驚嘆的設計，活生生的竹子，活生生的曲折跟交織在一起，變成一個稱為

叫做籬笆然後是當地的，屬於當地建材的一個仁家界線，他說這些東西都不是不

提出新造型，他完全都是用新的關係，跟新的材料來重新描繪人造物跟大自然繼

續的進化，這句話非常有意思，這句話大家有興趣如果拿去看桂離宮，在看日本

的庭園，或著今天下午你一定要來聽中國庭園的時候，你大概可以慢慢理解，那



 

個所謂的自然建築，自然的這個文化或藝術的觀點，對於那件事情跟西方有甚麼

不同，西方對於界線的定義是非常清楚的，那條線就是那條線，所以，如何在重

新建立這個關係，是他認為他在這個論述，縱使這個案子並沒有辦法完全解釋這

個事情，可是這個事情在後面的案子慢慢解釋道，然後我們可以看得到他在這邊

挖了一個劇場，像希臘的衛城的這個，雅典衛城的關係，到一個平台，我覺得這

個做多了，那這個平臺直接眺望海的關係，基本上這個還算是好的案子，非常有

意思的案子，那緊接著我們就來談「自然的建築」。 

我們就正式開始談「自然的建築」，我想剛剛已經大概把這個自然建築的概

括的概念，如果大家還沒聽到案子，可是概括或概念大家應該已經理解了，那這

個「自然的建築」他所提的其實就是這八個案子，那八個案子裡面當然還穿插一

些小的 project，那每一個案子他都給他一個命名，他其實都是針對很多不同的

事情，那包括如何討論這個水，可是這個水跟甚麼有關呢？是朝向水平朝向粒子，

利用水來朝向一種現象的狀態；利用石頭做出一個石頭美術館，來討論甚麼？討

論一個叫做切斷的修復，把石頭粒子化，如何把石頭開始變成不是石頭單一本身；

然後再談這個廣場，這個直藏廣場跟石頭美術館其實是同一個兩面一體的，都是

在談如何讓這個石頭切斷的修復，可是他最重要的另外一件事情是，他希望跟大

地融合，他用了當地的一塊很特殊的，有空隙的石頭來做這個事情，到了廣重美

術館的時候，他又朝向了另一個方向，他其實廣重美術館要回憶他剛剛流動的水，

一樣是在做粒子化，他下一步做的事情是從印象派跟萊特的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如果你知道當初印象派受到浮世繪的影響很大，另外一個萊特也受到浮世繪的影

響很大，日本的浮世繪影響了 19 世紀整個畫派跟建築，很重要的一個部份，他

重新在廣重美術館的時候，廣重其實一個非常重要的美術家叫做安藤廣重，他紀

念這個安藤廣重的時候用安藤廣重這個畫的觀點，來重新建構一個粒子畫的空間，

那他用甚麼，用木格柵，那木格柵的來源除了用日本建築的一個最重要的傳統以

外，其實這木格柵是用安藤廣重這個浮世繪的畫，畫派的那個畫本身給他的一個



 

刺激，再過來他用這個木頭關係來做，用當地木頭來做廣重美術館以後，他剛好

在這個時候進入北京，去做長城腳下的擺設，他所面對的不是木頭的問題，是在

地面對的是竹子的問題，所以他稱做萬里長城的冒險，為什麼？因為原來日本非

常細緻化的工程到那邊突然甚麼都做不到，因為那邊全部都是民工，做的東西都

非常的粗，所以他重新面對了一個民家不是工匠那麼粗的東西重新做他的竹屋，

到了安養寺的時候他開始做土牆，他認為土牆是最民主化的，已就是百分之七十

的民間工程，自地自建的時候都是用夯土的基本牆面，這個概念非常像現在的謝

英俊，就是回到在地的這些最基礎的基礎工，可以自己蓋的房子，然後呢再進到

龜島山我們談過了，就是這個盒子，他企圖把日本的這個盒子文化的那種子重新

變成一個叫做輕、薄的弱建築，那再重新談到薄壁的質子，然後它的牆壁再變薄，

薄到一個程度，所以這幾個跟這個有關的所有的不同的論述，來自於各種不同的

方向，來自於當地的地景材料，來自於畫來自於一種現象的存在概念，甚至於當

地的產業的缺憾，甚至於到他最後變成他們的民間的記憶的一種概念，把這件事

情畫在他自己的一個概念，然後我們稱它為「自然的建築」。 

我們第一個來看他做的這個水上玻璃的房子，這個建築大概是他進入這個國

際市場的非常重要的房子，而這個房子基本上還不構內畫，可是呢他用了一個很

純粹的 element，既使讓所有的建築都變成清透，在海邊，所以可以直接看到海

跟他自己的池子跟平台，甚至於他在屋頂全部都是輕透的，他第一概念說我想利

用聲音有嗎？他希望利用崖上的基地條件，一樣，讓建築消去，建築沒有立面，

建築沒有任何的形式上的表現，消失的越簡單越好，在這裡面面對甚麼？面對兩

個物質，一個叫水，一個玻璃，他讓水跟玻璃這裡個物質產生他自己的關係性，

在讓這個水上的玻璃屋來跟海跟這個山的峭壁產生另外一種關係性，那這是他的

第一個點，在這個第一個點他是說他是朝向水平朝向粒子，他在這時候呢特別提

到一個非常重要的西方玻璃鏈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建築師，叫 Bruno Taut，然

後他在西方的玻璃鏈非常主要的派別，從頭到尾都用玻璃來做房子，Bruno Taut



 

這個人很好玩，他在西方創造了一個玻璃宮非常出名之後，他其實沒有太多建造

完成的案子，他反而到日本去，對日本非常迷戀，他最迷戀最迷戀的就是桂離宮，

當他花了很多的力氣去了解所謂的西方建築這種空透的，從 Laugier 

(Marc-Antoine Laugier)再從 Schinkel (Karl Friedrich Schinkel)，如果你們了解建築史

的話，整個德國系統到玻璃鏈，面對工業革命的材料之後，當他到桂離宮，桂離

宮根本就是領先的 20 世紀的現代房子，那個房子呢非常的純粹，而且如孩童般

的無垢，甚麼東西都輕化了，然後都不談 statement，可是呢卻表現了現代主義

最常要的一個，算是透明性，然後呢桂離宮最重要的他說型態之美，最重要的東

西純在在建築的關係性，他跟大自然的關係，跟他用的材料的關係，跟他每一個

空間從平台到室內到他的構造，他認為，所有的建築型態的美，應該產生在建築

相互之間的關係，我一再的重複我們今年所做的 studio 的第二個 project，

Architecture，然後呢？要去看甚麼？第一個看 senario，第二個看 technology，這

兩件事情都在談關係，如何建構出建築產生之間的相互關，而不是建築的自我表

現，那這個事，這個 Bruno Taut，Bruno Taut 到日本的一個非常大的影響，所以

呢在這一篇文章裡面，其實，隈研吾就特別談到 Bruno Taut 做的一個叫日向邸，

在日本做的一個日向邸，非常有意思這個日向邸呢，其實上面是全部沒有，他反

而讓建築產生再除了這一個 lobby 以外，從這邊下到下方，開始把這個空間藏在

他這個下方，那藏在這個下方呢，利用各種不同的開窗跟立著各種不同的高層跟

他的模矩之間的關係來討論他跟海在一起，這裡面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海跟海浪

的聲音，海浪撞到下面的石頭，跟他在裡面陰暗的空間看到海的那條縫，產生的

這種視覺觀，非常屬於現代的現代學，如果你要看 Bruno Taut 他的這個房子，要

理解他的時候，我覺得有幾本書很值得你們去看，不一定是在講他，可是值得去

看，一個叫《建築詩學》，另外一本叫做《陰翳禮讚》。一個是日本的，一個是西

方的，講得都是建築跟人所存在的各種不同的關係，這兩本書我非常建議大家看，

跟今天這堂課沒有絕對的關係，可是如果就一個衍生性的書的話，我覺得這兩本



 

書非常非常的棒，他說，他做了一個半地下的社交空間，然後呢，彷彿建造一個

隱藏式的小洞下來之後正面出現的是甚麼？是竹子並列的，用竹子做的這個牆壁，

這是 Bruno Taut，向這個桂離宮致敬，再一次用一個在地的簡單的材料，重新建

構一個新的牆壁，然後呢？在眼睛再往外移的時候突然看到，突然聽到也看到整

個大坡浪，而且這個大坡浪的聲音，因為他離開了上方的這個林子，所以它整個

上方就被大波浪的聲音給擁抱柱，所以他說這個整個聲音跟視覺就整個面向於海

的那個部分就擁抱起來，他說是甚麼樣的關係來跟海湊合在一起？哪些東西呢？

室內的地板，微妙的高低差，還開口，你坐著或躺著的那個開口的關係，還有呢？

地板的這些日本榻榻米式的然後有些是榻榻米有些不是的，這連接起來的這些細

節，加上牆壁上非常樸素的色調在一個陰暗的一個坑道裡面，然後說這種關係，

是無法讓攝影機被拍攝出來，他不是一種姿態，他不是一種形式，而是一種關係，

那我認為，在現在最棒的一些建築師，其實最喜歡的，最想要去理解的，或創造

的也就是這個，甚至於我們在回看以前的建築的Alvar Allto，如果你要去理解Alvar 

Allto 的早期的這些作品，你大概也只能用這些眼睛去看 Alvar Allto 作品，他的所

有的細部，所有的細節所有的材料討論的是一種關係性，Alvar Allto 如何用木頭？

如何用石頭？如何用外在的形式 reflect 到內在裡面來，那大概不是一個姿態，

那這個是隈研吾在談他自己的玻璃屋的時候，順帶一談的 Bruno Taut 當初來日本

所受到的震撼，那這震撼我們可以說是，東方式的空間的存在性的震撼，那跟西

方式的表現性的是不太一樣的。那當然不會把它放在一個叫做這個理論上的思考，

而是純粹工作上的感知，所以可以看到 Bruno Taut 用這樣子的一個竹子，用這樣

的內外關係，用這樣子類，這個幾乎是很接近桂離宮的這樣子的竹籬笆，來建構

出第一進跟下去下面的第二進，然後，我們可以看得到他在敘述自己的這個日式

房子是躺在地板上，能夠讓腿伸直，讓整個身體被那個，浪潮聲給抱起來的這個

關係，聽起還好像很詩意喔！可是這個詩意絕對不是文青式的詩意，我跟我的同

學說，你不要專門寫一些文青式的文章，你要談得，你要寫的要看的其實這種現



 

象式的跟空間上的，然後他說包覆了整個身體，是那個浪淘生來包覆身體，當然

那個空間也包覆了身體的關係，所以那個海，跟這個在懸崖面這個建築物，讓

Bruno Taut拉出一條輔助線，這個輔助線就是這個關係線，讓海跟建築連在一起，

水跟身體也連在一起，這些全部都是沒辦法拍起來，放在 20 世紀的形式主義的

這個建築裡面因為這種傳達，關係性的傳達，是不可能用照片去傳達的。請大家

記得這個論述，這個論述不見得要去證明他的玻璃屋做的怎麼樣，反而是這個論

述我相信會幫助各位同學在想設計來論述自己設計非常重要的點，這個訓練非常

重要，這個訓練會讓你 beyond 潮流，要不然你永遠潮流裡面翻轉，永遠會翻不

出去的關係。那他又回到他自己，他談說他在做的這個水面上的建築，他有個想

法，他說水是具有開展性質，水是不善站立起來的，所以呢，近海的地方幾乎是

不存在牆壁之類的東西，盡量都沒有垂直的東西，盡量都是水平的，所以它建構

的其實是一個水平性的思考，建構的不是一個垂直性的思考，那因為這個水平的

舒適的狀態讓我們身體感受到悠閒跟著舒暢，我考慮把戰力的東西控制到最少，

盡可能都消除掉，水面都只立起玻璃而已，而且要討論的關係是，水跟玻璃兩個

物質創造出來的關係，我不認為這個案子做的時候有他講的這麼成功，可是我覺

得他講的這個部分的確他用力想要去實踐這樣子的關係，它稱為這個ˊ建築叫做

粒子性的建築，這粒子性讓他自己除了從 Bruno Taut 這樣子的一個性質現象，跟

實踐以外，他讓自己在指向了一個藝術性，這個藝術性是點描法，藝術性是這個

印象派，他說，所有的印象派的點描法，他都不是單純的粒子而已，每個粒子都

有它的顏色，放射出各種不同的影像，他說我們如果從自然界，這個跳躍是我在

這四個禮拜，三個禮拜帶我們同學，我們同學比較不容易了解，又要講點描法，

又要講彩虹，又要講水，又要講 Bruno Taut 的桂離宮，怎麼跳來跳去的？對我來

講這種跳躍不叫做思考性跳躍，這叫思想性的一致，就是說他後來才開始談彩虹，

彩虹其實就是一個非常具體性的，彩虹是一個實質的東西，印象派其實是一個抽

象性的東西，這兩件事情被他拉在一起，彩虹他是真正最接近物理性真正點描法



 

的一種狀態，因為彩虹水蒸氣的集合體，太陽粒子跟接受體，這個東西，因為這

三個東西 link 在一起變成一道彩虹，所以這道彩虹充滿著關係性，它因為有水氣

因為有陽光，他才會產生這樣的彩虹的關係，那這個關係讓我覺得是非常重要，

你如何跳躍在剛剛講的被水擁抱的聲音，跳躍在點描法，再跳躍在彩虹，這三件

事情，最候你做一個決定說，我希望尋找水跟玻璃之間的關係性，把海帶進來，

那這個大概整個論述是這樣子的關係，那不論你相不相信，我認為這個論述是有

趣的，他是有一點點在做物質性的討論，他說，我甚至於把水面上的屋頂，這些

屋頂用的不鏽鋼的細格子，看起來是不鏽鋼，用的是這些很輕很輕的細條，不銹

鋼有辦法做成不鏽鋼的格柵，這個格柵是要幹嘛？是要把光粉碎成細粒的微細的

粒子，他是在濾光，濾過光，讓光直接從這邊打進來以後，站在水面上開始把這

個光打在經過格子狀的關係，變成顆粒狀以後，在打到這個水面上，讓光的粒子

在水面上跳躍著舞蹈，光的粒子呢，從上面下來的粒子必需互相震盪，水因為接

受了風，它開始會有了震盪，那這兩件事情他說：一旦屋頂的光線不能粉碎成粒

子而保持原樣，那承重的屋頂就會殺死水面的粒子之舞。很棒的文字，他在期待

去用三種不同的介質來呈現這三種不同的關係，他也直指這個之前我們看到安藤

忠雄用盡了各種不同的實體，來創造 shadow，來創造一個非常強烈具有紀念性

的具有象徵性的 shadow，他把這個 shadow 濾過一次，然後企圖表現這樣子的概

念，我沒有到現場，我不曉得他講的是真的還是假的，我覺得可能是假的，可是

這個文字是具有力量的，這個本身的想像是美好的，在那之後，他就開始全是他

最精采案子，叫石頭美術館。 

石頭美術館如何的精彩，他用了字眼非常有意思，叫切斷的修復，他說：「我

希望在我的石頭美術館裡面做了一個叫做多孔疊砌的構造。」一樣是照點描法之

間的觀念去把他去實體化，而且這個去實體化是讓他粒子化，讓它變成多孔的、

疊砌的，他說：「我想做的事情不是在混泥土上面貼時頭，我想做的事情用石頭

本身搭起建築，我要用石頭本身搭起建築。」這聽起來沒甚麼了不起，那他在這



 

邊做了一個蠻有意思的論述，當然這個論述跟他的業主有關。我覺得他最幸福的

就是他碰到那個業主，他到一個比較屬於鄉村式的城市的時候到那邊找他去的人

就是叫他做一個博物館，這個博物館呢它本身有一些石造的倉庫，這業主跟他說，

你就幫我做一個自己的產業石頭美術館，可是呢，我沒有太多錢，聽到沒有太多

錢，建築師都軟了，不知道要怎麼辦，可是他說可是我有任何的石頭，我甚麼都

沒就是有石頭，我甚麼都沒有就是有石匠，我只有這兩種東西，我有最多的石頭

我有最棒的石匠，剩下我沒有錢。那聽起來，你要那個就是極度的沮喪，也極度

的快樂，因為聽不到錢可是聽到最棒建築師想要碰的物質性，所以呢，做了一件

事情就是說，我們就開始來挑戰最開始想要挑戰的混泥土，他說：「混泥土的恐

怖在於無限光滑的連結。」所以呢我希望對石壁再做一次觀察，這石壁用了非常

多的各種不同的石壁堆疊的方式，這個在早期西方各種不同的石壁，包括他找的

這個石造倉庫都有這樣子的堆疊方式，他說，這個石頭呢是一顆一顆石頭當作單

位的物體，然後呢，藉由人的這麼柔軟的這麼虛弱的來去扛這麼一個厚重的石頭，

所以你可以理解在萬里長城跟金字塔，那個是多麼悲哀的暴力，他必須要讓人扛

那麼大塊的石頭，可是這虛弱主體扛住石頭卻疊砌一個用石頭這麼厚重累積的整

體，可是呢他向挑戰一革新的時代性，這個新的時代性的說，這個過大的石頭人

類是無法處理的，人類沒辦法去處理這麼大的石頭，除非你用另外一種暴力系統，

讓直接去扛，所以呢，人類的尺寸的單位應該在這個石頭上面看得到，所以他想

要做的事情是，這個石頭跟建造的人產生一種關係，那這個關係我們常常談的就

是 human scale，可是他談的並不是，他談的是人的 scale 是怎麼樣拿這個石頭的

手的尺寸跟重量，如何衡量石頭，如何度量石頭是依靠人類尺寸裡面所扛負的重

量跟這個手拿的尺寸，他用這兩個尺寸來讓人和石頭產生關係，他說面對這麼巨

大的整體，如何用，如果用這個疊砌式，巨大沉重的石頭有時候可以呈現粒子化

的一面，為了要回應人類的這種虛弱的主體，人伸展的長度，手伸展的長度跟能

夠擔負的重量，用這樣的重量讓據厚重的石頭粒子化，這是一個蠻重要的關係性



 

的決定，在這關係性的決定。他說混泥土並不是粒子的，可是疊砌式呢？卻是一

個走向粒子的一種方式，一種途徑，在這時候，他所面對的舊的廠房跟新的他做

的層列式的廠房，他希望在舊的厚重的石頭跟新的他做的粒子化的石頭產生某一

種對比，那這一種對比呢，是他用一個大圍牆把它為起來之後，這個厚重的石頭

是在輕盈的水之上，站在水的上面，厚重的關係一層一層，利用水的陽光跟水的

波動，重新來跟這一個石頭的顆粒化產生某種關係，那這是他所做的一個非常經

典而且出眾的案子，我們可以看到石頭在這裡，原始的石頭的石造的房子，他並

沒有離開它，他也沒有拆掉它，後面做的包括圍牆，包括這邊，都開始用一個叫

做屬於人性尺度的 human scale 的石頭，來跟這個厚重石頭產生某種對話，然後

站在一個中庭，這個中庭被虛體化，讓厚重石頭站在水面，讓這個顆粒粒子跟水

面產生它的關係，他們所面對的是一個大的米倉，是一個石造的倉庫，它說集結

這個自身旁邊資物的力量，不知道能夠做甚麼東西，我覺得這是他最大的幸福。

他竟有這麼大的免費的東西讓他去做他要做的事情，他取回了甚麼？物質的直接

性，讓今日的現代的建築做不到的事情回復到物質跟人的尊嚴，回復到這些工匠，

回復到人去扛這個石頭的尊嚴，而不落入一個怠惰的懷舊的現代的事情，他也不

那麼懷舊的只是面對這個事情。台灣面對的這個事情我認為做得最好，其實是邱

文傑，其實邱文傑是台灣建築師裡面最在意 Tectonic，他大概對形式沒有太大的

興趣，可是他對 Tectonic 的興趣非常強。所以你也可以去觀察邱文傑在面對穀倉

所做的事情、面對地政博物館所做的那個要用壓克力所做的結構；面對他在台東

所做的那個輕構架，還有後來他用的鋁來做一些構架的關係，這些其實是邱文傑

面對在地的、跟面對於構造的一些的不同的概念。 

隈研吾想要做的是醒目的是疊砌式，這個疊砌式是一種原始的方式，可是他

最大的改變是，把石頭切割成人類拿得動的適當尺寸，非常適當的來形成了溫和

的透明性，讓那個建築具有孔隙，讓那個建築可以呼吸，讓那個建築是一個弱建

築，是柔和的，是流動的關係，讓那個石頭開始變成非常薄，石頭向空心磚一樣



 

疊起來，然後開始變成一個輕透的、室內室外可以流動的一個房子。怎麼決定這

個事情呢？他說，我們開始找一堆工匠把石頭疊起來，把石頭疊起來以後把石頭

抽掉再抽掉，抽在一個結構還存在的理由，結構如果不存在那就抽空了，他希望

抽到個結構還存在，可是呢，這個結構存在這個空間還保留了這個空間性和透明

性，幾乎抽掉了三分之一的石頭，創造了另外一種透明的牆壁，這牆壁斷面 4

公分乘 15 公分關係，15 公分是這個寬度，4 公分是這個厚度，1.5 公尺長這個長

度，用這樣子的長寬高的比例來建構出它的格子，他說，這個格子就像木格子一

樣，讓石頭重新詮釋東方木格子，格柵的系統的房子。原研哉說：「隈研吾的建

築是甚麼建築？是小數點的建築。」是被微分過的建築，是一個主題重新被微分

掉的那一個部分，而不是原始的那個狀態，他把它稱為叫做小數點的建築，那其

實這個小數點的建築詮釋的方式大概也就接近隈研吾自己在講的粒子化的建築，

讓他「負建築」弱建築化，可是保留了石頭的厚重的這個關係。2008 年他出名

之後，就開始用這樣的語言，開始建構在都市裡面好多的空間，對我來說當然太

裝飾化了，對我來說，我們現在大家很喜歡這個隈研吾所做的這些新的商業空間，

跟這個陽光打過來的這個事情，可是我覺得，隈研吾在做這些空間的石頭創造非

常多新的語言，可是就空間架構來講，我覺得這個部分反而像安藤忠雄、Rem 

Koolhaas、Herzog & De Meuron 看齊，反而沒有他自己本身在「自然的建築」的

那個時候所做的東西那麼的原創。所以這兩個東西都是很棒的 project，可是很

棒的 project 自從他開始進到國際市場的時候，他也再一次的跟大家在互相學習

當中也都扁平化了，可是原來石頭的部分是非常非常棒的，我們可以緊接來看他

做的直藏廣場。 

你很明顯地看到，這個直藏廣場也是一個粒子化的建築，也是用石頭造的，

這石頭造的我覺得直藏廣有另外一個目標，我覺得是非常非常棒，他開始要跟大

地融合，他說當地最棒的石頭，無窮無盡的可以採取的石頭就是叫做大谷石，是

一個非常粗曠的質感，可是大谷石有一個壞處，大谷石的壞處是容易風化，石頭



 

慢慢風化就碎掉了，所以呢拿來做結構其實是不行的，因為他從腳開始破，上緣

開始破，破破破到後來就如果它沒有固定的支撐，那個石頭的碎化對建築上面是

非常不容易控制的事情，可是呢，它卻是當地裡面最棒的石頭，所以這個時候隈

研吾剛剛在做水上的建築他提到了 Bruno Taut，他現在談到另外一個人，也是像

東方學習的非常重要的一個，他叫做 Frank Lord Wright(萊特)，他說他從萊特的

這個空間裡面，從玻璃的細部結構一直到玻璃的那種存在感，可以看到最近伊東

豊雄不是學了一個在台大，是一個蕈狀式的屋頂，讓上面的玻璃變得非常的輕質

化，幾乎看不到梁柱，然後讓那個輕質化非常清楚的表現出來，他說，他在追求

玻璃的時候，Frank Lord Wright 在追求這個玻璃的時候非常有意思的是，以前的

玻璃在追求完全透明的關係，在物理上是完全不能控制的，可是實際上，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是 Frank Lord Wright在做這個事情是在玻璃產生另外一個叫做不透明

性，我們常常說玻璃有三種特質，一個叫 transparent，透明；一個叫 translucent，

透光不透景，他指光線透，可是看不到對面的東西，這叫做 translucent；玻璃再

亮一點，他其實叫做 reflection 反射。transparent、translucent 跟 reflection 這三

個動作，其實誰做的最好？Mies van der Rohe 做的最好，Mies van der Rohe 幾乎

在他巴塞隆納的德國館，幾乎大量的在用玻璃「less is more」，單純用玻璃就把

玻璃的這三件事情創造到極致，甚至他把水面創造到像玻璃一樣，他把石頭很有

質感的石頭，polish 到很亮亮到想光面一樣地時透，其實那個時候 Mies van der 

Rohe 最被人尊敬也是他討論了物質性，他對於這個物質性的感知就是他的這個

more。那他談到 Frank Lord Wright 也是重新在挑戰玻璃的透明性跟存在感，讓它

重新輕，可是輕而透光不透景，他說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他說 Frank Lord 

Wright 在日本蓋過一個非常重要的作品，叫帝國大飯店，雖然不是一個 Frank Lord 

Wright 成功的作品，可是帝國大飯店的當他去看到當地的大谷石的時候，他腦子

浮現的就是 Frank Lord Wright，他說他浮現了 Frank Lord Wright 的甚麼？是他的

帝國大飯店，他說帝國飯店 Frank Lord Wright 在做這個房子的時候，用的這個石



 

頭的素材有太多的缺點，甚麼叫太多的缺點？這石頭有無數的小孔，容易風化，

容易沾污，恩為它容易風化容易沾污所以它看起來就很柔軟，既有石頭厚重的特

質，又有石頭柔軟的特質，就像 Frank Lord Wright 剛剛談到，那個玻璃既有透明

的特質也具有不透明的存在感的特質，他任為 Frank Lord Wright 在創造這個帝國

大廈的這個石頭的時候，讓他感受到這個石頭本身的那個存在性，它說你可以看

得到，這些存在性的這些石頭，他說，建築不可以建造得太漂亮，當然這個業主

不一定會接受，除非你很厲害，你可以說服業主說不是太漂亮是他的幸福感的開

始的存在，散亂，其實是把建築和大自然結合起來，孔呢？這些孔是讓物質得以

弱化跟揉和，得以跟環境、自然環境風、水、大自然環境融合在一起，就這種時

頭來說是非常脆弱的，角是很容易缺損的，甚至於它很容易留了很多殘渣，還用

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形容，那個幸福感的形容，他說這個殘渣，就像會增的茶色，

散步在那個杯子的那個邊邊的關係，哇！講到這裡的時候就開始浪漫起來，那個

被沾汙的那個狀態充滿著各種不同的味道，充滿著各種不同的感知，像這種形容

詞誰最會？陰翳禮讚，如果你去看陰翳禮讚這裡面充滿著日本人對於時間性，對

於留下來的痕跡的一種著墨，跟著迷，他說為什麼偏偏把這個滿身是孔的脆弱石

頭拿在手上呢？磁磚，就是沒有這個東西，磁磚就是完全沒有孔，完全不具有時

間性，所以它甚至於，希望創造一種新的磁磚的方式，是能夠顆出這一條一條具

有手工的，不完美的這個裂縫，因為這個一條一條的紋路，才得以讓跟環境融合

在一起。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得到最近很多的磁磚，台灣的很多磁磚，會開始發

展一種自然性的磁磚，看了很多表面的材料，當然這是假的，可是就是企圖讓那

個原來那個磁磚的這種光滑不具有時間性回到這個建築的關係裡面，他談到的這

句是最重要，他說「孔」，Frank Lord Wright 所做的這些石頭，這些坑坑疤疤的洞，

甚至於角都不見了，不挺，他說孔讓我見識到物質的深度，如果你沒有孔我就只

看到物質上的正面，所以一旦看到物質的正面你就會覺得物質是薄的，他就不具

有重量感，最具有重量感反而是因為你看到它的孔，那個重量感才存在，貼磁磚



 

就是沒有這個重量感，所有東西不具有，我們剛剛說所有東西要有重量感要保持

一種是要看到它的角，你如果兩個磁磚這樣貼就不具有重量感，你如果有個轉角

專，就有個轉角，那個重量感就會多一點，另外看到物質上的孔，讓他看到深度，

他說一旦有孔就會感受到物質重深，感受到深度，這個孔是為了存在於甚麼，將

物質從組織朝向「存在」，讓他原來只是一個 composition，變成物質自己本身存

在一個關係，所以那個孔它的重要性在這裡，所以呢，以前做的百葉格子也創造

了孔，剛剛那個磁磚，開始挖那個凹槽，開始去刮那個非完美的狀態也是要創造

這個孔，石頭本身的那個他講的那個當地的石頭有這個孔也是最大的一個特質，

所以他面對了這個大谷石，他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我要建立這樣子的材料，

建立這樣的構造我非常重要的一個點是，我要處理，我要用建築的技術保留了這

種石頭風化的孔的深度跟重量感跟存在性。跟環境融合的關係，可是我要帶到一

種新的時代性是，我必須要處理它的結構問題，我讓新的結構加上舊有的原始的

材料，得以處理一個新的建築，一個充滿孔隙的建築，這是他面對建築最重要的

一個點，所以他創造了一個這麼有意思的一個結構，這個結構多有意思。他基本

上是 A+B 如果我們今天看到的 Rem Koolhaas 他在意的 A+B 是 Metropolitan 

program，是都市的這種 program加上 program加在一起創造出一種新型態的話，

那隈研吾的 A+B 是構造跟材料，結構跟材料兩個加起來的 A+B，所以他做了一件

事情，因為那邊的石頭非常多，所以他的大谷石做了一個 A 字型的架構，他在做

一個 V 字型的架構是鋼板，讓 A 字型的架構跟 V 字型的架構跟這個卡榫的鋼板

得以跟這個易風化的時候，得以 Comply 在一起，把所有東西夾在一起，bind 住，

利用石頭的重量，跟利用鐵的 bind，bind 在一起的關係，重新建造一道這個叫

做多孔隙的牆，所以這個每個多孔隙的牆每個都安了這個鐵片，來重新 bind 住

所有這個石頭的架構，那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新的時代性的架構。他說，我將

大谷石跟鐵板，組織起來創造一個織品，這個織品呢，不是混泥土上黏石頭，而

是像在編織，有經度緯度來編織石頭跟鐵，非常有意思的一段話，把他原來討論



 

的 Frank Lord Wright 的物質性經由他新的建構，變成一種新的編織系統，可是這

編織系統不是我們講的那個視覺上的編織系統，講的是結構上的編織系統，那在

個大負責任的關係，就有點像 19 世紀發展的鋼筋混泥土，把鋼筋跟水泥加在一

起變鋼筋混泥土，一個抗壓一個抗拉，A+B 加起來以後變成另外一種新的織品，

只是混泥土對他來說，一灌完之後就不見了，那個物質性就不見了，那他企圖重

新建構這個物質性，他在他們縫隙裡面光可以穿過，風可以通過，這個縫隙也就

是孔，這個孔包括建築本身的這個孔，如果建築本身當作實體的重量體的話，建

築本身是個孔，如果看石頭本身本身的石頭也是另外一個孔隙上的關係，一旦這

個緊緊的結合，即使完成地震了也不能拆解，那他說，這就是鐵跟石頭的織物阿！

他是一個開了無數開孔的一個石頭跟鐵的混和壁，我覺得這一段的思考很簡單，

可是這一段的思考花了很多的力氣，他不是說今天要做到就做到，他大量的跟石

頭廠商跟結構技師跟他自己對於建築美學上的思考加在一起，形成了一個不具有

太多形式上的討論，可是卻又創造一種新的形式的建築的東西，我非常非常喜歡

這個案子來建構這樣的關係，所以他從車站轉過來以後，他的整個直藏的廣場其

實創造了一種新的空間的地景面貌，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新的地景面貌，當然這個

他希望把這個有孔隙的房子的概念在他進這個車站的時候這個屋頂就做出來，可

是這個就很沒意思，可是這就是非常的我們叫做室內設計，做了很多夾板方格，

美不美其實還蠻美的，可是這個跟這個比較起來就幾乎是光譜的兩個不同的層次，

那當然隈研吾在後期做了很多這種事情，可是他早期的這個事情其實是做的非常

好的。這個就是我說這個企圖表達那個孔隙的關係，這個我自己做室內設計也做

很多，現在看看也就是好玩而已，不具有太多的貢獻性，可是在那邊的構造卻產

生非常大的貢獻，最有意思的是他在這個多孔性的房子還加了一件事情，非常有

意思在這個空間穿透的部分還加了一些夾片，夾了幾乎完全反射的鏡子，來

Reflect 外在的自然，一則讓風跟太陽光跟空氣進到裡面，一則讓非常現代的鏡子

的材料去面對自然的另外的一個 reflection，那這個對比其實非常有意思，當然



 

把這件事情做到更極致就是最近的妹島和世做的羅浮宮，整片幾乎全部都是鏡子，

所以幾乎看不到自己，只看到所有 reflection 大的地景，那我想，每一個人都嘗

試用物質來嘗試表現他的空間的架構，那我們可以看到他室內的關係非常非常有

意思，外面的玻璃創造出來的這個自然的風景跟這種實虛實虛的對比，非常粗糙

有孔隙的關係融成一體，變成一個簡單的大空間，那直藏廣場基本上是剛剛的石

頭美術館的第二代，那這兩件作品我都非常喜歡，我覺得他建構了一個新的邏輯，

而這邏輯我喜歡他的說法，我喜歡他在背後想的那件事情，再過來他就做了廣重

美術館，這個案子我也非常非常喜歡，廣重美術館是他到當地以後發現這個地點

甚麼都沒有，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杉木，他花了這個時間，很困難的是最大的挑戰

都不在建構這個美學上，最大的挑戰是如何讓這個杉木不燃，幾乎快要可以申請

專利，因為木頭最怕的就是火燒，它幾乎沒辦法回應消防，台灣現在很多很多的

木頭要做都還做不成，大的那種實木那種加拿大來的還可以，剩下的都做不成是

因為消防法，你沒辦法挑戰這個，可是，對於隈研吾來講，我要做這件事情就要

面對系統上的問題因為我要建構出一件事情，我要面對所有的關係，他在這裡廣

重美術館做的其實就是要做這個印象派跟他們的浮世繪所建構的東西，他說進到

這個地方最吸引他的是那個地方的菸廠，木造的菸廠，他說近乎腐朽，可是在山

的那一片，讓人感覺有一種當地的質感，而且最有意思的是用木造的菸廠的背後，

有一大片的後山的八溝的山板跟杉木林，他說這種用這種八溝山板是這個菸廠所

做的那個材料，跟後面那個山林架在一起突然感受到自然環境，自然建築他所謂

那個弱建築的那個強烈的狀態。他說這個是真的太棒了，所以呢我想建造一個有

如後山杉林的房子，它是我們的出發點，這個開始我都建議我們的同學未來做設

計如果有機會，試看看從那一點開始，不要有太多複雜的聲音，從那裡開始，那

他說：我們以山為中心點，開始能夠創造出像杉林一樣的建築，感受到杉林裡的

空氣跟光，甚至於那個無數重疊筆直像天空的這個杉木的，這個許許多多的空間

場層層相疊，我想把這個杉林的狀態重新摩寫到我的建築。他沒有說任何的理論，



 

也沒有任何太複雜的形容詞，他講的完全就只有那個山，杉木林給他的一個現象，

可是他背後還有一個理論思考，他在創造一個時代性的時候，他如果能夠把這型

態的關係再模擬一個新的思考的話，他會 beyond 原來只是跟當地的融合，讓他

beyond 原來的這個叫做木造香菸倉庫，他開始要重新創造一個新的時代性，這

是他對自己的期許，每做一件事情每看到一件事情，他要開始 beyond 下一件事

情，這下一件事情剛好他所做的任務就是安藤廣重，安藤廣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浮世繪的畫家，尤其他畫了一幅叫做「名所江戶百景」，你們可以上網去看所有

的圖，非常棒，他用的顏色，用的線條非常棒，他說他最想看到的是兩張畫，一

張畫叫做《大橋上故意擾亂的雷陣雨》，好長一個畫的名字，非常非常有意思，

故意擾亂的雷陣雨，可是雷陣雨是一個動詞，是一個催化劑，是在擾亂的那個狀

態，他說我在畫中看到的是這些垂直線，這些垂直線呢，讓整個橋、橋的構架、

獨木舟，到後面自然的沙灘沙地的這些關係，突然在一層像一層沙的垂直線，而

且這個垂直線是非常動態的垂直線，產生了豐富的層次感跟深度，他說雨在畫裡

面形成一種一種空間的深度，重疊了橋、河岸的許多層次，。因為我們都知道浮

世繪是一個非常二度空間的畫作，非常圖樣化的一個二度空間裡面創造了一種異

樣的豐富的深度，在這裏面可以看到日本式的定義，看到日本式的連續性的日本

自然觀，這些所有的連續一直在類似動態，並不是靜態的關係，對他來講非常迷

戀，他說，人造在自然裡面的連續性，其實是具體建築裡面的關係，他如何在創

造這個連續性，當然，如果這個 reflect，我們當然知道他的木格柵，可是木格柵

夠不夠？木格柵在日本也是一個非常新的空間的材料，可似乎不夠，是因為他沒

辦法像細雨絲具有這麼連續的動態性跟連續性，你要藉由甚麼？藉由光線，也就

是要回到剛剛講的那個玻璃的房子裡面的那個被顆粒化的，細節化的，顆粒粒子

化的這樣子的光線跟木頭陽光的關係，可能是他的下一個重點來重新 reflect 剛

剛講的細線，然後重新 reflect 剛剛講的材料的本身。像這個安藤廣重的另外一

幅畫也很重要，像這個看似平面，沒有太多立體感的陰影的裡面，看到這些細絲，



 

產生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層次感，在擺動如極細的雨的線條下，自然跟人的界線，

產生了模糊的東西，也回應了他們剛剛在 Bruno Taut 在講的那個桂離宮的時候在

講那個沙洲的最重要的研究那一個界線之間的那個好像存在的那個事情，如果能

夠建造一個像杉木林的建築，不屬於自然也不屬於人工，朦朦朧朧曖昧的建築說

不定，如此我就把木材細化弱化，一直到甚麼為止？一直到誤認那是雨的線條為

止。我覺得這句就是他的，如果我今天，我是隈研吾我要告訴我的評圖老師說我

在做甚麼，我要站在那邊我只能用一句話來講這個案子，就用這句話，我說我這

個案子就是企圖當地的杉木林的杉木，做到像浮世繪的動態的連續性的雨絲讓他

弱化到那裏為止。這就是他的設計，沒有別的了。這整個設計的本身就在這裡，

哪你說這像不像這個 Concept，那你說這個力量大不大？超級大，不需要，因為

我們的同學，我們的同學都很怕這個 concept 不夠偉大，其實這種 concept 才叫

做偉大，你才有辦法重新建構一個你想做的事，沒有一些太細微的形容詞，可是

它背後卻有超級大的一個想像力的狀態，他當然在從車站進入這個安藤廣重到山

裡面，它剛好是一個中介亭，他做了一個廊，他剛好是甚麼都沒有的方格子，這

方盒子非常的巨大，這方盒子裡面開了一條廊，讓人從車站一直進到山裡面，那

這個空廊從外觀走進去之前要進到裡面，再到裡面大中小的空間，一直到深山裡

面其實那所有的感知是一致的，所以他不會作像伊東、妹島的這種我們在談到伊

東的那個連續性場域的這種，連散式的或者是，場域式的空間，不是做這種空間，

可是實際上他也在創造另外一種空間的層次的曖昧性，他也不像安藤創造一個這

麼厚重的一進一後的像一個場景一樣的空間，那個場景是一頭走到底的，所以我

們看到這個房子非常的暴力，從頭到尾甚麼都沒有，用了一個超級大的屋頂，這

個屋頂是纖細如雨絲的線條加上牆面，包括這個大通廊，直接穿過去，所以他的

屋頂跟牆全部都是用纖細如雨絲的線條，所以他一再地重新去調他的所有的格子，

他說，我想做的建築如果從 concept 來看的話，我想做的一個叫做 12 公分的韻

律，哇，超級棒的一段話，如果說我要用我的 concept，就叫做 12 公分的韻律，



 

甚麼都沒有了！那 12 公分的韻律來自甚麼？就像他剛剛講的，我要用一個 4 公

分乘 15 公分，1 米 5 的韻律，是我剛剛講的，人可以扛住的石頭，如何度量一

個材料？這個材料本身要表現甚麼事情，他的所有詩意來自於你對度量的那件事

情的理解，他說，我在個空間裡面是要做三個層次，這三個層次開始用各種不同

的 3 乘 6 公分，3 公分 6 公分極小的一個單位，我手比就這麼一點點而已，3 公

分乘 6 公分極小的尺度，然後呢，開始一節一節的去乘，建構一個這樣子的關係，

然後呢，在這裏面找到 3、6、9、12 的整個不同的模矩，包括上面的屋頂跟下面

的牆面，然後呢在內側還企圖用盒子來做出遮陽，利用盒子的那個類 Transparent，

可是他又 translucent，他是透光不透的關係，來形成另外一種新的介面，然後在

最裡層，開始用另外一個光牆的系統。跟鋪在石塊的地板，變成另外一個模矩，

這個模矩，一句話他就是說，以 12 公分的韻律響徹整個空間，那這是他們在想

像的這樣事情，從頭到尾以 12 公分為一個模矩，從頭走到尾，那當一個東西這

樣子從頭走到尾他的力量就存在，你們一定要學會這種，學建築的人一定要把握

這種力量，不是一直在變，而是以不變來回應，這個不變一定要有個道理。那它

就可以走到底，所以就可以看得到它重新建構這個濾過性的好幾層不同的 layer，

那你們有空去看看這個 layer 各種不同的層次感，還有一個它稱作為被粒子化的

光線，這個粒子化的光線讓它產生如他剛剛講的如雨絲般的連續性的層次感，這

個不只是這個案子做，那剛剛說的那個玻璃房子，他剛剛提到的那個屋頂，為什

麼要開始率過那個光線有絕對的關係，之後他越做越細越做越細，他在後來的案

子其實也做了一個溫泉旅館，非常出名的溫泉旅館，把這一個料，做得更細，他

現在發展的那個木格柵便更細了，戲到幾乎像竹片一樣的博度，穰後重新建構更

細微的層次，然後做了一個出名的一個藤屋，這個藤屋的內在空間非常漂亮，細

如雨絲這個的模矩已經不是12公分6公分了，他已經細到幾乎像一個薄的竹片，

然後，產生該是結構，該是表層的空間感，然後我非常喜歡這個藤屋是安藤廣重

的紀念館之後的另外一個下一個作品，一個是小的像 house 的作品，一個是大得



 

像博物館的作品，開始用不同的 scale，來表示一個 tectonic 的關係。可以看得到

這些，這些細節。 

那這是他的下一個作品重新去建構下一個空間，你可以看到像這樣子的非常

非常有意思的空間，那這個大概已經讓隈研吾成行，所以隈研吾後來在一再嘗試

的這個，只是他每次都在進化，有的是把木頭變大變成結構體，有時候把木頭變

小小到變成只是一張紙的厚度來表現，所有的各種不同 tectonic 厚重的跟細膩空

間關係，在下一個作品他碰到另外一個挑戰跟困難，他碰到的挑戰是包括那個木

頭跟安藤廣重這個關係之後，他被張永河找去北京做了一個長城腳下的公社，其

中有一棟叫做竹屋，竹屋呢對他來講是一個完全離開日本文化，日本工匠系統的

地方，北京，而且全部都是民工，就是一個冒險，因為呢他要當地這種，非均質

性的材料跟工法產生他叫做極真的個性，這個當然是沒辦法的辦法，因為他已經

離開了那個細微的工匠，可以把木頭做到這麼細還做到這麼筆直，然後可以把接

頭做漂亮，沒辦法他只有面對真個性，沒辦法細膩那我們就算，我們的那個保力

達 p 的那個真個性就出來了，如何接受這種粗曠沒有工匠系統的，沒有一件事情

是直的，你畫的直線他都可以做成歪的怎麼辦？這是他一個最大的挑戰，他在這

邊感受到最大最大的關係是，長城下的公社有一片竹林，他認為這片竹林的威力

跟他看到安藤廣重的杉木林，是一樣強大的，可是竹林呢不直，有節，一塊塊的

節，很有韌度，可是呢，沉重會讓質裂掉，會讓竹子裂掉，所以他有他美的地方，

他有他棒的地方，就像剛剛那個石頭本身那個孔隙，極為迷戀，可是容易風化不

具有結構性，所以他開始要面對這個問題，竹之美和土地之強，合為一體，與其

說竹子是以樹木的裝飾被接納，還不如說竹子是以土地的裝飾被接納，它是跟土

地的關係，所以呢，他希望這個竹子不只是拿來作貼面，而是長在這個土地上的

另外一種新的結構性，新的系統，所以為了這件事情，如果說，剛剛那個石頭找

到一個鐵的工法，如果說剛剛那個木頭要處理的是如果要變成那麼細的 12 公分

的韻律，加上防火的效益的話，那它這裡所面對的是竹子的結構性，所以在這裡



 

他花了很多的時間在做甚麼，在做竹子的 CFB，Concrete Fill Bamboo，以前 concrete

是把所有東西包起來，他現在 concrete 是藏在竹子裡面，竹子本身的物質性還是

保留，所以呢他發展了 CFT 就是 CFB 就是 Concrete Fill Bamboo 將混泥土塞滿竹

子的工法，他說這是叫有勇無謀的挑戰，他開始蒐集直徑 15 公分的竹子，在這

竹子要插入斷面 5 公分跟 5 公分的角鐵兩根，流型鋼，這個時候他開始就像剛剛

石頭加一個角鐵一樣，加了另外一個鋼材，加了鋼材以後，經由這個剛才挖了一

個洞在把這個混泥土灌進去，讓他足以支撐這個力量，讓他變成新的一個系統，

他說，我在面對這個系統裡面，除了面對結構系統我還要面對第二個問題，這根

環境如何融合的問題，因為日本有最好的精度，但在中國卻凌亂不準，你化的在

怎麼準都沒有用，反正他不會照圖做就是了，所有的東西都是彎的，他說沒有關

係，真是有個性的地方，所以我要做一個有個性的房子，那他自己就安慰自己說，

那這樣子好了，再一次給世界豐富一個多樣性吧，不是我們日本那種，開始接受

了這個不準的狀態，開始接受這個多樣性，開始受這個不準的綁的彎的最後沒辦

法做接頭的，因為接頭幾乎接不住，這個沒有接頭的房子所面對這樣的事情，是

一個編織的這樣子的狀態，然後做了一個當初在長城腳下的一個房子叫做竹屋，

那到現在為止還是所有人最喜歡的一棟，然後表現出沒一根是直的，所有的接頭

都沒有辦法接，所以只能靠一個角鐵夾在他的 10 公分的地方，下面這個不平就

不平了，然後和他開始鐵跟 concrete 跟沒有結構性的借不做 concrete，開始變成

一系列的竹屋的建築，那也變成了那個北京非常具有本身本土性爆發力的一棟建

築物。那這是他的演化，這個演化是從原來安藤廣重的東西轉到這裡來，再過來

我們就緊接著談土牆，這個土牆呢，他在試，北京也有人在試，北京曾經有人在

試長城腳下的公社，當這一個隈研吾在做竹屋的時候，你們如果再注視下一次我

們要講的張永和，他在北京做了一個土宅，是全部用土民工去用夯土一層一層疊

起來，那這個土宅都是用民工就可以做的，然後都不是一個精細上，可是是一個

傳統建築的關係，可是呢，隈研吾一樣，他在退一步的建築在一個安養室，他有



 

說，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讓土牆如何民主化，簡單一句話說，我如何用當地的

泥土，製作的泥磚工法進行再生的利用，還有誰現在在大陸做這個事？做得非常

好，如何讓當地的不同的泥土變成回收，變成再生土磚，然後變成一個新的土磚

的建築，大家知道是誰嗎？四川的羅家坤，你們如果到四川去看劉家琨做的事情，

其實他是大量的用回收磚把很多東西回收重新建構一個叫做民居的建築，那這個

你們可以再去研究，他其實也是在做這個事，所以我一直在講這件事情就是說，

這些事情不見得一個人在做，其實非常多現代的建築師，當代建築師都在意的這

件事情去做，這件事情對於在學校的學生們是最可惜的，因為學生們很難從建造，

實質的建造裡面找到一個方法，大部分都要出社會去做一個 1 比 1 的真實的房子

才有，如果有的話，大概整個教育體系要改變，比如說，這個整個教育體系，如

果要面對這個事情改變最大的就是中國大陸的杭州美院，是誰辦的？是王澍，王

澍所有的學不能用電腦，只能用手畫，第二個，百分之 70 的時間都在外面做土

磚蓋房子，所以整個教育體系換做一個完完全全的改變，那我們台灣基本上有誰

在做這個事？呂理煌，呂理煌所有的學生都不是在那邊畫圖講理論，全部就是蓋

房子，那平均每一個進學校到出學校，每個人至少要花 60 萬，一部車就是了，

你要準備一部車的錢才能去念呂理煌的 studio，因為你要買那些材料，要去蓋，

可是他現在跟我說，他現在收的女學生越來越多，所以以前的木構造系列現在變

成果凍系列，變成那個透明果凍沒辦法，面對的是另外一個新的構造系統，可是

面對構造系統本來就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架構，可是這個訓練並不是我們交大

的擅長，也不是我們交大能夠在 50 位同學裡面可以做的事情，可是我跟各位說

這件事情種不重要，非常重要，用這樣的觀念來重新看這樣子的一個空間關係，

他說日本的的土牆有兩種，他重新去建構一個土牆的系統，用木頭，用板條去做

芯，塗抹石頭讓它堅固，然後再上瓦或樹枝，另外一種是把瓦跟泥土黏接，去變

成一種新的土牆，他們叫做練竮，其實在這個部份劉家琨跟黃樹大概是中國大陸

做的最好，他們重新用瓦用木頭用泥，用木片來重新建構這樣的關係，然後他說，



 

它在這個安養寺裏面做的跟這些都不一樣，他想做的這個東西，他既沒有柱子也

沒有板條，也沒有層層疊疊的瓦片，只是在泥土上偶爾放上土片，可是驚異的是，

這個牆為了沒有這些東西，沒有這些加強照所以變得非常厚，是一個 40 到 50

公分的方形大土塊，一塊一塊由下往上堆砌，而且堆砌的接合線都還可以看得到，

其實這個非常接近張永河當初在做夯土牆，每一層線他都看得到，一層一層必須

要由下往上，然後一直壓一直壓，所有線都看得到的那個狀態，然後這個隈研吾

小要重新創造，看到這一個一個狀態的關係，他說這個建築是開放給庶民的運動，

這當然就平民的建築，那誰做的，就是現在的謝英俊，所以你換發現這些人都沒

甚麼新哪，其實這些人都在，也是一種潮流拉，也是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包括謝

英俊、劉家琨、王澍、隈研吾。隈研吾也從原來的這個房子轉化在做這件事情，

都企圖在做叫做建築的民主化，重新建構一個傳統聚落傳統建築的這個形式，然

後呢，他還在土塊的邊緣砌出一個溝，在溝裡面灌入水泥，在這邊砌在這個，水

泥是讓一層一層疊的東西膠合在一起，所以，技術很重要，每一個東西要加上另

外一個小技術，才有辦法回應原來技術不足的地方，然後他說，萊特說，混泥土

是固定做便宜又醜陋的東西，在許多狀況下，他取代了岩石表面的材料並用於側

溝，用這個個側溝來做甚麼呢？我們來試看看！混泥土開始離開他自己去做叫做，

塑性，而是另用混泥土的個性，混泥土的個性來回應傳統建築，所以混泥土來回

應傳統建築並不是混泥土來改革創新變成一種新建築，那這兩件事情開始產生一

個 mix，就像剛剛講的，鐵片加穿孔的石頭，這兩個東西就創造出來，所以呢，

他企圖開始變成一個自然素材，因為混泥土跟泥土並用，所以產生了一個不純粹

的建築，A+B 然後他創造了一種新的關係，所以他幾乎每個案子都有 A+B，如果

你有注意到的話，這就是我們在說的 tectonic，有技術的，有邏輯的，有系統，

不是那麼天真的回應以前的傳統，現在的關係，在這時候他說，在邁向 2000 年

我要讓我的建築變成有機體，邁向關係性，然後剛剛的關係跟有機體我們都知道，

有機體呢，有機體就是必須把整個生命的成長機制貫徹在某一種單元或物質，他



 

稱為叫做 DNA，基因，你有沒有辦法在你每一個案子，找到一個貫徹到底的東西，

這個貫徹到底以後當它在執行的時候，它具有一個動態性連續的表現性，它不一

定是某種形式上面，它甚至可以創造一種不同的形式，可是他背後有一個固定的

邏輯就是它的 DNA，A+B 如何 A 再加這個 B，這個 A 到底是屬於當地的甚麼材料？

為什麼要用這個材料？這個材料要怎麼補強？這個補強以後要怎麼建構？然後

他說，這個基因其實是如何在跟環境格鬥或妥協之下，所創造繼續生存下去的這

個整體的這個過程，這是他認為的叫「自然的建築」，這裡面是有抵抗性的喔，

這不是全盤接受，不是懷舊的，跟我們現在看到的叫做本土性建築的這種懷舊，

或者有的更假的就是明明用 RC 再貼一個本土性圖騰，其實是不一樣的，我非常

不喜歡早期宜蘭做的那種叫做，宜蘭的原住民式的房子，加上那個祖靈的眼睛的

那種建築我非常非常不喜歡那種，我認為那個房子基本上是不得不以後做成一個

表面的裝飾，他說，這個整體，未必得到的是建築，他可以停留到任何一個地方，

到小物件到家具這樣的狀態，最後他可能長成建築，或者他可以越界，越來越龐

大，這個基因如果一直在發展的話，可以越劇成都市，那這就是他企圖的，他企

圖用他的建築來改變小的城市的地方性的新的一種產業的關係，再過來他用和紙，

和紙也是一樣，早期我們都用和紙來做我們的和室的門，那這件事情如果能夠創

造有多好，甚至於和紙能夠讓牆壁變成薄，薄到一種極致，這跟剛剛講的石頭不

一樣就薄到一種極致，他說能不能再一次回到以薄薄的和紙和木板來區隔內外？

不能嗎？我們可不可以這樣子，我們可不可以不要再用這種混泥土、鋼鐵、玻璃

這種庸俗的東西，而去創造一個柔韌的溫和的文明，用柔紙，用和紙跟木頭來創

造一種所謂的弱建築這個文明，他在一個鄉下地方蓋了一個民宅，當這個民宅每

個人都開始要蓋水泥，貼磁磚的時候，他說我們的民宅可不可以回到一個這樣子

的狀態，開始回到一個茅草屋頂，在田地當中然後呢，可是還是繼續抵抗自然，

而且跟這個自然保持某種關係，他說，我的 DNA 是想要用和紙來阻隔內外，他

的 concept 就一句話，我想要做一件事情，一棟只用和紙區隔內外的建築，就這



 

樣子，挑戰大不大？非常大，他面臨的是和紙到底容不容易破？到底堅不堅韌？

另外一個和紙對日本有一個最大的挑戰，打開來當然很涼，可是冬天的話每個人

凍的發抖，怎麼辦？為了要解釋這件事情，他大概沒辦法處理和紙的保暖性，冬

天每個人還是凍得發抖，他沒辦法處理這個技術上的問題，他說你知道嗎，以前

的傳統的人，大家因為凍的關係，就聚在火爐旁邊，大家圍成一圈。感受到家庭

的溫暖，他也只能這麼說，那個溫暖是從地抗跟爐子過來，不過我相信這件事情

也是屬一種 happiness，一種存在感的另一種表現，以前的人幾乎就是不是用這

個保暖器，是用這火爐這個抗，開始用群聚一圈一圈，那這件事情或許你說他是

自圓其說也好，你說他是開始想像這種美好性也好，是不是會被所有人接受我覺

得不一定，大概有的人冷個兩天大概就受不了，覺得他還是要一個文明的現代作

法，可是他也處理了一問題，就是結構性的問題，他說，這個時候他都依靠工匠，

他說蒟蒻碰到熱水就會融化變成黏稠的狀態，用刷子沙在和紙上呢，這和紙就會

開始起毛開始脆弱變成破破爛爛，不夠，他要把柿漆跟蒟蒻兩個在一起，加在一

起，蒟蒻跟柿漆加在一起後，才有辦法實現和紙裡面的這種堅韌度，不會破掉，

那這些東西都是用甚麼？用當地的材料，這個案子基本上都不是他完成，這個礙

子都是工匠完成的，工匠來告訴他這些的材料 A+B 到底要怎樣才能保持這種非

常重要的的建堅韌性，其實台灣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如果建築跟它們產生最

重要的對話的話，其實可以非常多的發展，因為他們對美學，永遠在做那種紀念

品，可是他們對材料卻非常的專精，就是那個草藤手工藝所，如果你看到草藤非

常多工匠在那邊，甚至於現在世界上非常多的工業設計師都跑到草藤跟這些工匠

做非常極致的對話說，他們所謂的工匠們沒辦法發展出時代性的產品，那這裡面

有非常多的人，那其實你們有空，其實慢慢要跟這些人接觸，我也是這三年慢慢

開始跟工業設計界接觸，才慢慢碰到這樣子的人，我們在建築總是非常狹隘，建

築總是沒辦法去想像那些事情的關係，除非你跨出那一步，那他其實談的就是這

一步，後他開始希望能夠創造一個在建築被那些紙給裹住，因為這個案子，像要



 

做的事情不是他開始做的，其實在 Bruno Taut 當初在做那個房子的時候就開始提

到這個問題，那他開始才把這個東西創造出來，所以可以看到他開始用和紙創造

出非常漂亮的，他剛開始的結構也是用木頭轉接這個桁架之後，才開始架出和紙

的性，所以結構系統如何讓木構造跟這個鋼的桁架跟和紙的這個 surface，他其

實是做的非常非常有意思，創造一種新的、非懷舊的新的空間的美感，那我覺得

這件事情在台灣較少看到，台灣要不是就太 local，台灣要不就是太接近這個自

然環境或是接近原始的工法，那我覺得這大概就是建議我們大家共同努力，因為

我認為這件事情台灣大概還有一大段機會可以做，如果你們大家未來想要讓自己

有 10 年可以做一件事情的，那我基本上覺得這件事情在台灣沒有被發展，是很

值得被去做的東西，可以看到他開始做的這樣子，空間架構非常美的，回到原始

的，當鄉村開始都要向都市看齊蓋一些樓房的時候，他開始又回到去重新建構這

個鄉村的系統。 

他的野心當然不會這麼小，他的野心非常非常巨大，他希望把這個 DNA 發

展到各種不同的地方，包括剛剛講的安藤廣重的這個細如雨絲的格柵加上那個和

紙系統，他竟然把他做在都市裡的 Suntory 的美術館，開始在最挑高的這麼大型

的空間需要挑戰模矩，挑戰那個大的尺寸的關係，重新建構了這個極薄的和紙加

上剛剛講的極細的像雨絲般的木格柵，創造一種新的空間的關係，他說，這個本

來就不尋常了，我想利用這件事情讓日本東京最先端的開發案的這中央，意會到

手工藝跟耐力的價值，這是日本人非常非常極致性的表現，我要讓最現代的關係

裡面看到手工藝的極致表現，那這個是這個隈研吾的一個非常重要對自己的一個

野心，他企圖有把這個事情拉回他後來做的一些大型都會案裡面所要做的關係。

他在中間後面也慢慢試著非常多的屬於叫做透而不透的關係，剛剛如果你記得

Frank Lord Wright 談到的那個玻璃，應該透明變成不透的存在感，或者把石頭變

成非常的細，或者把和紙變成非常薄，他開始用 FRP，甚至於用石片大板，一個

超高層建築的一個石片，讓它薄到一個程度之後，開始石頭透光，開始看到石頭



 

本身的 texture，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每一片都是一個巨大的模矩的石片，薄到

一個程度後面要再架一個 tectonic 的 construction，才有辦法建構出這樣的關係

重新建立 FRP 跟石頭，表現出這種半透明極致顆粒化的整個建築的觀點，那這是

他最近做的觀點，那最後他在這書裡面提出來說，「自然的建築」是永續的嗎？

他認為永續建築絕對，他認為，永續的建築不是綠建築的大指標，鑽石性的綠建

築那個叫做永續的建築，他認為他自己追求的不是那件事情，他追求永續的建築

是對自然的溫柔，對自然，所謂的弱建築跟自然環境產生某種關係，或者跟自然

關係裡面的材料產生某種關係，我說我不想被誤解的是，我不希望不是因為舊質

而使用它，我不是因為要懷舊而去用這些舊東西，或是因為他是因為舊所以就比

較好，我不是要做這個事，他在最後面還是重新的再一次的釐清它的立場，我不

是因為懷舊，我不在做一個仿古的，懷舊的東西，台灣有太多的建築師在做這個

事情，本意良好可是你發現它的本意其實是懷舊，那好不好其實是另一回事，那

隈研吾的觀點裡面，他在這邊先畫一條線，我不是因為懷舊，因為它舊所以就產

生一種美好的舊時的歲月的感覺而用它，我是因為考慮到物質的強弱，而是新而

強的物質包括水泥鋼鐵，到底要加上柔弱度它才開始變成「自然的建築」，而不

是讓原來的這一種弱建築跟新建築產生對立關係，我期待導到那一個中間的那個

界線所產生的存在感，我希望這件事情，然後這件事情如果用貼的就會太強烈，

所以呢，我想要建造的是甚麼？我想要建造的是超越二元對立的建築，這句話對

我來說，它在一次地回應了剛剛講的，他提到桂離宮，那個沙洲從水要進到陸地

的時候的中間的那個界線，在談到人工跟自然的界線那個沙洲，是日本人最喜歡

處理的，如果你到日本庭園裏面去看到的那個狀態，那個界線的處理大概是他最

極致的他想要做的，而不是二元對立，所以你在這裡面你勇與可以看到 A+B，現

代的，強的材料加上弱的材料加上本地的自然的關係，兩個加起來成為一種新的

空間的特質，那我會覺得，在我們的今天，如果要去理解隈研吾，那就是理解隈

研吾的這件事情就是，他企圖讓他的形式盡量能夠消去，我認為隈研吾還是形式



 

主義者，我認為，可是他在本意上一直希望能夠削去這個形式，或著這個形式建

立在背後的另外一種叫做構築的關係，那可是因為他近期做的案子也非常的甜美，

所以非常多的同學會去抄襲，或者去觀看隈研吾的建築，我最大的建議看隈研吾

的建築你要把看他的觀念改一下，你除了要看他的形式之外，你真得要去看他背

後那個 tectonic 的意義，因為那個 tectonic 的意義你如果抓得到，兩斯個重點我

覺得你自己就可能自己有一條路讓自己去想，那這是我覺得隈研吾非常非常重要

的點，這個點跟我之前看到的Rem Koolhaas企圖用一個新的 programing跟 fantasy，

來創造一種新時代的風格，新時代的都市觀點，或者，伊東豊雄企圖用一種衍伸

的自然幾和自然型態來創造出一種新的幾何性，伊東本來就是形式性的人，他探

討這種自然衍伸形式的關係，完全不一樣，所以你如果能夠從這三個人，包括我

們下一次講的張永和，這幾個人的各自的觀點，他都只是個取樣，他並不是那個

的大宗，比如說我說如果你要看這個你可以同時看王澍，你可以同時再看劉家琨，

你可以同時看 Peter Zumthor，你可以同時看 Herzog & De Meuron 的早期，其實

都是物質的禮讚，都在挑戰那個物質的關係，只不過物質性有時候有的人重視在

物質性，有的人重視再存在感，所以我覺得如果把這件事情你們大家釐清的話，

我相信對大家的設計，自己本身的設計課所做的 studio 會有非常非常大的影響，

那我們今天的課就到這邊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