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築文本與構築的論述與實踐 

張永和《建築名詞》／《建築動詞》 

 

那我們今天，最後一講，基本上講張永和。回到中國，由中國人的非常重要的

一位建築師張永和來建構他自己的建築的理論。我們今天這一講跟上一講有一點點

關係，也有一點點不一樣。上一講講隈研吾，基本上都架構在建築的構成、構造上

面。張永和今天的這一塊，他大概分為三個階段，其中兩個 part。他從非常建築的

敘事，一直轉到非常建築的構成、組構上面。兩個大階段，從他最早二十幾年前到

現在有一點點轉變。這轉變是細微的。那他本身在早期所在意的事情到現在還持續

在走。但也持續可以看的到，他自己在這二三十年來的建築歷程裡面，跟著這世界

的整個潮流也好、市場也好，做了一些修正。 

我們今天的主題基本上架在一個叫做建築的文本和建築的構築之間。也就是我

們講他早期的建築的名詞到建築的動詞之間這樣的觀念。那基本上你們都有買書了，

我今天最重要的，他其實我這邊有三本書，一本是簡體的，叫做平常建築。那另外

兩本才是台灣出的，叫做建築動詞和建築名詞。那我今天會架在最重要的一本書，

叫做建築名詞。建築名詞因為文本比較多，所以會架在那一塊。那建築動詞基本上

是講他怎樣實踐，怎樣去蓋他自己的房子。所以建築動詞我講的不多，我只取幾個

我認為還可以、比較重要、經典可以談的，剩下的例子很可能你要自己去看，他在

世界自己所做的 project。相同的他跟其他的建築師，從我們上次談到的，不管是柯

比意、Robert Venturi、Aldo Rossi、Rem Koolhaas、伊東豊雄，加上隈研吾都是一樣。

他們都是建築師也是理論家，同樣也是教育家。所以我這次的取樣都是取在這樣的

架構裡面，他自己對自己的建築有一套完整的論述，而不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概

念。所以大家也可以從每一個人的論述和他實踐的作品裡面找到他之間的關係。有

的有一些轉變，有的差距滿大的，有的是非常持續的從頭走到尾。 

談到張永和，不能只談他一個人，必須談到他的團隊。他的團隊是張永和和非

常建築。非常建築的定義，我想我們今天的課會再跟大家定義一下他所謂的非常建

築是什麼，他所謂的非常建築是如何的平常。第一個我們先來看他自己本身的網頁，

和他自己本身建築的名字。他建物的名字叫做非常建築，他的英文叫做 FCJZ，這是



 
一個非常中國的名字，因為他就是羅馬拼音的非常建築，完全不是用國外的拼音取

一個 meaning，而是直接用中文的直譯的音譯。所以非常建築是他整個建築的脈絡。

所以他在取他公司名字的本身，就已經非常企圖建立自己在東方、中國人所建構出

來的建築的思考，或是他自己的哲學觀。當然他的背景不是這樣的，他的背景其實

是非常西方的，但他西方受完訓練後，回到中國來，基本上企圖的事情是先把這件

事情做一個非常具有知名性的定義後他才開始做。那他的團隊都非常年輕，基本上

架構在北大、清大，甚至於幾個很好的學校的架構。所以我曾經跟他合作過三次，

他們的團隊都非常優秀。那中間有一個比較大的轉折是 2005 還 2006 他去了 MIT，

中間落了一段一直到 2010 才回到中國來。所以中間有一段時間他回到了教育界本

身，大概中間架構了五年。 

那我們來談張永和這個人的背景。張永和基本上被稱為當代建築師最重要的領

頭羊在中國。其實他的 background，如果大家在中國大陸的整個現在的所謂的當家

的不管是藝術界、文化界、建築界，任何一個，包括政治也一樣，最重要最重要的

一條線，現在幾乎在領導大陸的整個思潮，跟具有領導地位的，大概都在他們這個

年紀的前後 10 年。怎麼說呢，大陸有一個很重要在文革之後有一段時間是沒有大

學，大學是被取消的，一直到我忘記幾年，我待會跟各位說，大學才開始重新招生、

重新大學聯考。那個時候最有意思的是，他重新大學聯考的時候，幾乎去考那一年

的是那 10 年沒有上大學的年輕人。很恐怖，中國大陸這麼大，那一年要考大學已

經是嚇死人了，非常非常困難，結果是 10 年沒有考大學，到最後那一年要開始考

大學的第一年，其實是那 10 年所有最棒的人都去考。所以現在大陸最棒的一群人

都是第一屆考上大學、進入大學體系的一群年輕人。那群年輕人呢，年紀相差不一，

有的是剛好要年大學，有的是誤了 5 年了，有的是誤了 10 年了，才在那一年一起

擠進大學。那裏面包括，如果我們看到電影界裡面，包括電影界的：張藝謀、陳凱

歌，這些全部都是同一屆的，那同一屆並不代表他們年紀相同，而是代表他們在同

一個 generatiom，同一年開始啟動去念大學。那張永和剛好是在建築界，這一個年

紀的人。但他沒有那麼老，他大概就是適合那幾年，剛好進入大學。進入大學，他

啟動了大學建築中國這個領域跟當代、跟世界建築接軌的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那

大家都知道，其實中國建築，尤其是現代中國建築，在二十世紀，基本上是幾乎算



 
缺席。那這個缺席當然包括國共戰爭、包括文革、包括所以的系統、包括之前是滿

清政府一直在戰敗。 

整個現代建築，我們上次提到的，從 19 世紀中到 20 世紀初最盛行的現代主義，

在中國其實是缺席的。一直缺席到張永和這個時代，才開始接手。那有一點點機會，

當然還有一位梁思成，當然梁思成比他更早一輩，可是梁思成所做的事情是回到中

國的傳統。所以如果我們今天要看到說中國傳統建築的最重要的現代傳統建築的觀

點的人，梁思成跟林徽音這兩位是很重要的。中國建築在現代裡面回看。但是呢在

中國現代建築裡面往後看、往未來看、或者跟未來接軌，張永和就是一個非常重要

的架構。那他的建築架構基本上他除了是一個建築師之外，他花了非常多的精神是

在做教育，他很早很早，從美國開始就開始教書，一直到回國到中國去在北京大學

成立了研究室，最後又被邀請到 MIT 去當系主任。所以這一段時間裡面，他除了一

手在做他自己的創作之外，另外一首是在做教育，那在教育的同時他是在做論述。

所以他的論述的方面大概是中國裡面少數非常非常強的，頭腦非常清楚。那他的

background 很重要是他幾本上是個建築世家，因為他的爸爸，父親張開濟，是中國

非常著名的建築師。當然中國雖然著名的建築師，但我們剛剛講，在現代建築是缺

席的，可是還是有非常重要的家庭的教育和素養。那他在 93 年開始和他的太太魯

力佳，直接成立了一個叫做非常建築工作室。那 1993 年其實是大陸已經蓬勃了 10

年，剛開始蓬勃叫做經濟蓬勃，90 年代的中國是正式要跟國際做一個連線、接軌，

一直到現在大概有快 20 年，這 20 年當中，其實大陸非常非常快的跟國際在一起。

所以呢，張永和在 93 年成立這個非常建築工作室，大概是屬於海歸派很早期的。

所謂的海歸派，就是出去外國留學從海外歸來的，在中國大陸稱為海歸派。所以你

今天看張永和這個人，跟哪兩個人最大不一樣？跟劉家琨、王澍是最大不一樣。因

為張永和是屬於海歸派，是屬於國外、受到外國教育回來的，而王澍、劉家琨其實

是本土的，直接都在中國長大，兩個在經歷文革的時候有非常大的變化。但也因為

經歷了文革，對他們的人生、對於他們的眼睛，給予很大很大不同的觀點。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看的到，在中國這幾個非常重要的年輕建築師在同一個時代

裡面兩種不同的背景，都走向國際，但兩個的觀點非常不一樣。所以大家如果有興

趣，倒是可以比較張永和的建築跟劉家琨、跟王澍，那為什麼會提到王澍跟劉家琨



 
呢？因為這兩人的論述能力也非常好，文字能力非常強，所以幾乎你去看文章裡面，

劉家琨也寫文章、王澍也寫文章，而且都直指建築是什麼的這樣的文章。所以我建

議大家如果以興趣可以把這三人的文字加上這三人的作品直接做一個比較。那直接

他成立的建築裡面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轉變，非常重要的轉變是他稱為叫做非常

建築，他把他自己本身的公司叫做非常建築。非常建築我們的想像是非常規的建築，

他是離開那個 normal，那非常有意思的是，他剛開始的非常建築，是離開中國，向

西方理性、或現代主義看齊，所以他企圖在中國建立一個理性思考，建構一個所謂

現代建築、當代建築的一個思考。可是他在後期，他的非常建築非常有意思，當國

際的人一一進到中國的市場，當中國的市場看到的很多的建築都已經是國際化的建

築時，他的非常建築反而是回頭一轉，轉向他中國裡面最平常、最一般的建築。他

說，當今天世界上的建築都已經進到我們中國的時候，那其實我們中國以前最平常

的建築在這個時候甚至於可以說是非常建築。 

所以他為什麼會回頭看，正因為他從 93 年回來，到現在 2012 年，有一個非常

大的轉變是，從現代建築還沒有完全進到中國的時候的開始，一直到現代建築的國

際化、大量的進到中國的時候，他開始決定要回頭看。這兩個轉變是一個非常重要

的轉折，他把這個轉折都稱為叫最非常建築，當然他最後會加一個 mark，他後來的

非常建築，其實叫做平常建築：最基礎的、最一般的、最基本的建築概念。那這裡

面非常有意思的是，他把建築當作是文本來看，這文本有點像是我們在做文學評論、

文本架構的觀念。他其實把建築當作動詞來看，他認為建築如果當作動詞，非常重

要的叫做實踐。如何去實踐他？對他來講，在做實踐的時候，其實不需要去談太多

的理論思考，而是要談如何的建造，如何的去構成。所以當建築成為一個動詞時，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實踐和如何建造。這是他在建築動詞裡面所做的

一個最簡單的定義。那這個定義大家可以看到在建築動詞的這本書，這本書基本上

在談他的實踐，他如何造房子、如何蓋房子，其實我也建議大家可以去比對王澍。

王澍今年拿到普立茲克，王澍他特別有意思的是，他說：我的建築的開始都在於如

何建造，可是我在建造這個建築時，一切文字、一切文藝、一切想像，都放在建造

當中。其實王澍的這句話，也非常接近張永和，雖然他們做的東西非常不一樣，可

是他們都把眼睛放在最後的實踐、構造上面，可是他們背後都有一些對於 memory、



 
對於 culture、對於 history 的這些東西的迷戀，或者是說嚮往，想要把這些東西找出

來。 

對於形容詞來說，建築如果當作文本的形容詞，他最重要是要能夠架在名詞跟

動詞之間，找到建築的意境感。如果要意境感知的話，我們稱為叫做 perception and 

image。如何在建築裡面能夠找到一些 perception 的 image，具有感知力的意境，

來讓建築實踐的時候，內蘊的內藏的一些我們所謂的人類裡面的特別感知或共同感

知。他把建築如果當作文本的時候，這個非常重要，也就是如果你在蓋一個房子，

在造一個房子的時候，它背後還是要藏進一些所謂的感知性。那這個感知性是他覺

得建築成為一個形容詞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而且這個感知性，要符合建造規律。

也就是他必須把這個感知性放在一個，不是奇技淫巧的，不是花俏的，而是一個非

常規律、非常具有紀律性的建造當中。他希望讓建築做的非常簡單，但背後有一些

perception 的 image 在裡面。 

作為名詞，是我們今天最重要的主題，我們今天最主要在講的是建築名詞這本

書，這本書是他自己本身的 background，他每天過日子都企圖在文字跟建築之間找

到一種定義、再現、跟想像。我自己個人特別能感受到這個事，因為我個人對於建

築的傾向和喜好，我自己本身對我個性上的喜好，我特別喜歡在文本、文字裡面，

跟建築裡面，中間找到一種再現的定義。這種再現的定義對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對張永和來講我認為他也是在這樣子裡面去觀看的。他繼續說，他說我們對於非常

建築的所有內涵都感興趣，包括歷史、包括文化、包括記憶、包括感知，甚至於包

括藝術。我們對建築的所有內涵都感興趣，我們也不認為這些內涵之間存在有任何

固有的矛盾。雖然建築是建築，文學是文學，藝術是藝術，文化是文化，但我們不

認為這裡面有任何的矛盾，他裡面有非常重要的堅信，他認為建築師是要去實踐的，

必須要去蓋房子。他完全不 prefer 去做一個紙上建築師。對他來說成為一個建築師

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房子蓋起來，建築蓋起來。他沒辦法去跟另外一群只是在做想像

中的紙上建築建築師去做很著力的對談。他認為所有的建築不能只存在於學術的象

牙塔裏面鑽研，對他來講雖然他很大一部分的力氣都放在建築教育裡，放在訓練非

常多學生的想像。那想像可以說是天馬行空。但他不認為那個建築是要掛在一個學

院裡面自爽，自己本身在說自己的話而已，他認為實踐還是非常重要的。 



 
他成立的非常建築也是如此。雖然叫做非常建築，但他最大的轉變在於他定義

了基本建築。他最大的力氣都在建構一個基本建築，他認為基本建築背後如果內藏

了很多建築名詞、建築形容詞，甚至於在營造的過程、在建造的構造裡面也藏進了

建築該表現出的內涵，他認為這個基本建築開始可以稱做一個非常建築。雖然我們

不是在做繞口令，但這就是他的概念，就是如何回到最 basic 的 Architecture 對他來

說在這個世界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尤其他對於國際的當代建築進入中國以後，所做

的那麼多的案子，其實是帶有某種悲觀色彩的。他是悲觀的，他認為所有人都把中

國當作一個實驗場，做的事情都不是建構在一個最 basic 的建造，而是在做一個個

人上的表現。 

這件事情他不這麼認為。從這個觀點你可以大概比對於上個禮拜我們提到的隈

研吾，當隈研吾面對於 1980 年、1990 年其他世界上的建築時，他自己回歸到一些

城鄉，去用非常簡單的構造去蓋一個房子。雖然叫做平常建築，但其實他蓋的也是

一個非常建築的架構。他說，我堅持所有的建築都從基本的建築問題出發。他說，

最基本的問題，比如說使用的組織。使用的組織用簡單的話來講叫做 programing，

如何去設定 programing？場地，我們稱為叫做 siting and setting，如何在基地上去放

置一個非常重要的配置，這個配置具有倉促感、具有環境感、具有領域感。包括

material 和 construction。material 和 construction 合起來我們叫做 tectonic，建築

的構築性。所以他同時面對的是 programing、同時面對的是 siting and setting、同時

面對的是 Tectonic 的 construction 這樣概念。他說這些問題其實他還加進一步，為什

麼他要用非常建築的音來取他自己本身非常具有中國性的名字。這是因為他企圖在

中國當地的構築和在地性裡面找到建築根植於中國城市景觀傳統文化裡面的構築性。

這是他有別於其他建築師，有別於為隈研吾、有別於 Peter Zumthor、Alvaro Siza 這

些人，他所要建構的是來自於中國性。但他又抗拒了中國性裡面在早期的懷舊性的

象徵，他如何擺脫懷舊性的象徵，可是又有別於 Peter Zumthor、Alvaro Siza 這些人，

有別於 Herzog & De Meuron，主要是在談根植於中國性裡面的事情。 

這裡面可以看到轉折，他剛開始是受到完全完全西方的背景的人，如何在他自

己本身為了要追求這個中國性，讓他自己做一個思考性的轉向。這是我們要談的，

非常重要的概念。我們來看看他的 background。他 1956 年生，其實非常年輕，只



 
比我大六歲。如果比照於台灣現在的話，大概跟我以前的老闆蘇喻哲同年紀，跟吳

光庭同年紀，跟台灣很出名的建築師的胡碩峰、李瑋珉同年紀。跟這些人幾乎在同

一個時代。還有一個現在在台灣比較少見，但台灣很重要，比較早期的建築師，叫

季鐵男，是一個非常具有學術性討論的建築師。他們都是在同一代的。1956 年大概

就是你現在翻書，所有中國你現在翻書看到很棒的人，大概都是在這個時候，也就

是我們剛剛講的，第一次聯考，1956 年進入大學，然後開始改變了整個中國的重要

思維。這些人 1956 年到現在剛好是 56 歲，2012 年時，已經變成社會上最成熟的中

間分子。包括張藝謀、陳凱歌。他們這些人都是差不多在這個時期裡面。我們可以

看到他早期是在南京工學院，現在叫做東南大學，大概是全中國裡面最重視 design，

是一個叫做 design oriented school，在台灣如果比較重視 design，我們可以說是現在

的交大，或是當初淡江、東海都是。那東南大學對比於同濟、對比於清華，他其實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design oriented school，是從這個非常設計觀點來看這個建築

的概念。完了之後，他就到兩個學校去念大學。他到國外還是繼續念大學。念完大

學之後，到 Berkeley 去念碩士，完之後很快他 29 歲，這是他非常重要的時間點，還

沒到 30 歲他已經在各個大學教書了，這是一個非常早熟的建築師，很早很早，還

沒到 30 歲他就已經在很多很棒的學校，包括萊斯大學，開始教書的。當然他到萊

斯比較晚，大概 30 幾歲才教的。在 1987 年，大概 31、32 歲，30 幾歲剛出頭時，

他就得到日本的和國際的一些小小的案子，住宅、家具，從這些小小的案子開始，

從這些小案子開始。當初他還沒回到中國去，就從這些小小的開始。他正式拿建築

師執照是 33 歲，不算早不算晚。像我自己也是 33 歲拿到建築師執照，35 歲開始開

業。他 33 歲拿到美國的建築師執照，中間他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都在教書，得了

很多獎。最重要的是，拿了那麼多獎之後，37 歲回到中國，正式成立了非常建築的

工作室。從那個時候他就開始做了一些 project，我們可以看到緊接的在 3 年後他就

開始有些 project 開始慢慢出來了。他甚至於一直到現在的 project 都不大，在中國

算不，在台灣算不小，因為台灣的案子更小。他的案子持續地做的不多，但每個案

子都算滿精準的。最有意思的是，如果你要觀看張永和，最精華的點大概就在這段

時間，大概從他的 37~47 歲，中間之後，這段時間慢慢之後他就開始又回到 MIT，

所以中間有段時間他的創作性忽然消失一段時間，所以非常多人在觀察張永和就是



 
因為他中間有段時間沒有做什麼 project。那現在又回到中國去，又開始做 project

之後，似乎有一點離開了整個戰場，所以他現在等於是重回戰場，在徵集。因為他

以前非常建築的人都開始換血了，所以要重新培養起默契。 

可是如果你要觀看張永和的建築，目前回頭看的話，最精采的大概在 1990 年代

到 2006 年，50 歲之前，也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37~50 那 13 年，大概是我們看到精力

最旺盛的，思考最多的，最多面的，同時寫了非常多文章，做了非常多有趣的建築，

做了非常多展覽，得了非常多獎的一個建築師。我在這邊列出來的，藍色的部分是

在他做的 project，紅色的部分是他的幾個重要的轉折，黑色的部分是他的幾個不同

的展覽或是他不同的遭遇。在這裏面比較重要的轉折大概是他 47 歲左右，他開始

回到北京大學，當作研究中心主任。這是非常重要的時刻，在 40 幾歲時，回到北

京。原始是沒有什麼建築系的。當初最重要的建築系叫做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基本

上是人文的，在一個人文科系裡面建構一個建築，而且這個建築是一個研究中心，

是研究所，有博士班沒有學士，基本上就有點像我們交大，在一個外太空的學校，

一個跟我們一點也不搭嘎的學校設立一個建築所。那成立一個建築所所做的論述，

所做的層次的觀點，有別於清華大學以工學為主。如果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所做的

比較，我覺得北京大學比較像交大這樣的架構，而清華大學有點像成大，是一個非

常老牌的、名聲非常好的，有非常多老教授，有非常多自己本身在整個中國建築版

圖。 

張永和當初在北京，其實並不能夠進到一個真正的建築的核心，因為他畢竟是

海歸派。他跟原來的大老們，也就是清華大學的，永遠是站在一條分割的線上面。

所以北京大學的架構跟清華大學的架構是有別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考模式。北京大

學到現在為止都是維持在一個叫做研究所。研究歷史、研究建築的理論層次結構。

所以北京大學最重視的是層次，不完全談設計。因為北京大學是一個論述性、理論

性比較強的學校，因為他整個學校是一個人文學科比較強的學校非常有關。當然張

永和在裡面，企圖在他論述裡面加進了很多 design thinking，設計思考的面向。他真

正做到，在 2000 年時正式出版的，非常建築工作室。大家如果知道 2000 年大概是

什麼時候？就是 Rem Koolhaas 拿到普立茲克獎，2001 年 Herzog & De Meuron 拿到

普立茲克獎。大概就是他把他的建築變成一個專輯，可以談論時，那個時候整個世



 
界的氛圍大概就架構在 Zaha Hadid、Frank Gehry、Rem Koolhaas、Herzog & De Meuron

這群人身上。他自己本身在那個時候似乎有意要抵抗這件事情。所以你回去看，他

這段時間最精采的建築，幾乎有點跟這幾個]人有點脫鉤。唯一能夠說跟他有點接近

的是 Herzog & De Meuron，就是在在意非常多的物質和結構上面。那中間參加了非

常多的展覽，你幾乎可以看到在 2000 年到 2001 年受到非常多國際的邀請去做非常

多的展覽，非常有意思的。2002 年大概是他的高峰點，接收到哈佛大學的研究所請

他去做講座教授。他大概就是第一個中國人被邀請到美國長春藤名校去當講座教授

的人。很年輕，46 歲，比我現在還小 4 歲，我現在已經 50 了。在比我年輕 4 歲的

那個時候，就是我差不多要到交大的第一年時，他已經接受到哈佛大學去擔任講座

教授的架構。然後他繼續出他的書。這四個案子是他最精彩的案子。46~48 歲。他

最精彩的案子，前面做了世界的展覽，跟世界再一起，跟世界做很多對談。跟中國

裡面一個非常重要一個人有最深刻的對談，都在北京，叫艾未未，兩個人做了很多

合作。艾未未邀請他去清華藝術工院去做另外一個 project。46~48 是他的最高峰，

也是他來台灣最多次的時候，甚至於那時候他來台灣遠東建築獎當評審。這時候是

他最高峰，在他最高峰時突然就接收到 MIT 當系主任。49 歲，比我現在年輕一歲，

正式到 MIT 當系主任，非常不容易，全美國長春藤名校能夠接受中國的一個建築師

當系主任幾乎沒有，史無前例。MIT 為什麼找他去？因為 MIT 是非常好的學校，但

他在建築設計上一直落後於 GSD、落後很多不同的學校。但他學校絕對不差，他學

校成就也非常好。但 MIT 就像交大一樣，是個工學院。張永和非常特別，每次受委

任的都是這種外星人學校，就完全不是 design oriented school，然後被邀請到那邊去

幫他建構 design thinking，這也是跟他的個性很有關，他的個性非常具有開創性，所

以他總是被找到那種需要重新開創一塊土地的關係。 

他永遠是在圈內的圈外。所謂的圈內是他永遠在那核心的建築的團隊裡面，但

他永遠在核心的邊緣。所以他不會進到哈佛，當然他受邀到哈佛，他沒有進到清華，

他後來被邀請到北大，後來被邀請到 MIT，都是非建築科系，可是是最頂尖的學校。

他 48 歲一直到 50 幾歲，一直都在做 MIT 的系主任。在做 MIT 的系主任時，他大概

做了一個小決定。他決定要把，他去做 MIT，他整個軌道他進到 MIT 時非常忙，所



 
以他決定要去 MIT 之前把他前面十幾年的 project 做一個總結，這個總結是訂一個第

一階段的總結。這總結就是在 50 歲時出了兩本書，叫做建築名詞和建築動詞。一

本都在講他的文字和論述，一本在講他的作品。所以一本是論述，一本是實踐。同

時把這兩本書出出來，這兩本書都不是新書，這兩本書雖然在台灣出，但在中國大

陸已經陸陸續續出了他的作品集，出了一些文字論述的雜文。只不過今天我們突然

也在台灣看到這兩本滿有意思的書。那我們今天要架構的就是建築名詞這本書。 

56 歲，2008 年，他建構了威尼斯雙年展的策展了，他重新策展的名詞叫做普通

建築，他把自己做了一個非常大的 shift，從開一個建築公司叫做非常建築，到了 2008

策了一個展覽叫做普通建築。重新回看非常建築的那個非常的定義，他把非常建築

的眼睛轉了一圈，轉回看自己的。當然這跟中國的整個態勢有關，中國接受了非常

多世界的國際的喧染影響，所以他重新回去看他最 basic 的房子。所以他這個策展，

我們可以稱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大轉折。這轉折不是突然的，前面的這些房子包括二

分宅、包括柿子林會館，都已經在談論這個事情，把這個事情當作一個 statement，

邀請其他建築師。他不是創作人，他是策展人。 

55 歲，2011 年，去年，他就變成了普立茲克獎的評委。非常不容易。全世界最

重要的建築獎他是評審。也正因為他是評審，在 2011 年之後的那屆之後給了誰？

給了王澍。所以重新建構了這樣一個概念。所以整個他的人的轉向跟世界的轉向幾

乎是一致的，他把自己帶回中國去重新讓中國當代建築當代話，當今天世界開始往

另外一個地方跑，世界開始要從西方去開放東方，大家都知道現在整個建築的市場，

包括整個建築的脈絡，所有人都在注視東方、注視東亞，這時候張永和跑到西方去，

去重新帶著他們帶東方。所以他永遠是在這裏面去當作另外一個叫做領航者。當然

沒辦法說是這麼偉大，但他腳色就是這樣，他腳色就是在兩邊跳躍之中去建構他自

己。 

2012 年，今年，他展了一個他 10 幾年來最重要的系列，因為他等於要重新回

到他非常建築的系統，所以他等於把自己這幾年所架構的東西做一個統整，然後在

美國做了一個叫做唯物主義，主要要談的也是普通建築，談到他的所有各種不同的

思考的模式。所以大家對於他整個脈絡應該要有大概這樣的了解，了解這個人在中

國的定位。當然你說現在這個人在中國是不是所有人裡面最注目的？我會說十年前



 
所有人最注目他，但現在因為他到美國 MIT 去了，現在所有人的眼睛的注視點開始

轉向劉家琨，轉向王澍，轉向更年輕一代的青年建築師。包括都市實踐、馬巖松、

馬清運這群人。跟他稍微有點不太一樣，不過我相信他自己本身一條主軸他自己本

身還是在走。 

我們正式進到他的整個今天要談的主題。這個主題我掛在我自己這一學期的第

二個設計，用他的字來講叫做 basic architecture，是一個普通建築，這普通建築架構

在兩個事情上面，一個叫做 scenario，以建築為名，以建築為名詞，建構一個敘事。

tectonic，以建築為動詞，重新實現建築的構造和材料，建築的構築。這兩件事情大

概就是他的兩個非常非常重要這兩本書或者他背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核心的問

題。他在 1993~2008 年成立了建築工作室。非常重要的是中國這時候正在文化轉型，

他在這裏面雖然他積極在做一些 procject，他自己本身是既樂觀又緊張。他說他們

的非常建築在這十幾年的努力，幾乎只是像一個腳卡在門縫裏面，門是關著，他用

腳尖去頂住，只讓門留下一個門縫，讓中國建築還有一點門縫可以往前走。雖然世

界建築、西方建築大舉入攻，好像門都打開了，可是他對於中國的現代建築他認為

只有那麼一點門縫，那他企圖一直在做這樣。他說，雖然這只是一條門縫，門也幾

乎關起來只剩一條縫，但他希望多少能夠減緩這樣的變動。他希望建築不要那麼快

速發展的時候，中國的整個建築被西方整個全球化的世界的建築給全部改變，他希

望能夠稍微緩一點，稍微去看建築本身。 

所以我們回歸去看，台灣在這個時候的不景氣，讓台灣變得緩慢，真的是壞事

嗎？不見得。現在網路上，或是現在很多評論文章在看社會快速發展的時候，有時

候突然有個人在告訴大家其實台灣現在相對的速度慢不見得是壞事，因為文化的成

就除非世界上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大躍進，不然在沒有大躍進的狀態、在混沌的狀態，

進步的太快反而是一個很大的災難。所以現在的這種，台灣的這種，稍微等一下的

建築景氣或者整體的社會景氣其實不見得是件壞事。 

他今天在做的什麼是呢？他說，當建築回到建造，建築的每個細部都要被顯微

鏡放大去看，他企圖從構造面、從材料面放大去看這些所有的細節，而且這個細節

不只是在蓋這個房子，還能夠超越現實。從現實的所有構造的行為，現實的所有構

造的細節，去超越現實。這看起來可能會不太懂。明明你要去面對一個現實上的東



 
西，卻又覺得這現實上的東西要超越現實，這等一下我們就會談他整本書要談的事

情。他說，建築反而可能成為現實，也是一個叫做尋常的建築，蓋出來是一個看起

來非常普通的建築，但其實他背後把細部放大來看時，他希望這部分能夠經過他的

形容詞和名詞能夠超越他。如果建築回到建造，可能能夠成為建築中的建築。我感

興趣的建築或許某一部分憑想像，我在做建築那部份很多是屬於天馬行空的想像，

但是那個想像一定要能夠落實在物質的基礎。所有的想像必須要落實在物質上。我

上次一直跟各位談隈研吾，建築最後的想像都要落實在物質的基礎，不是在紙上，

不是在非現實上面。落實到物質的基礎，有一個很重要的，他說，我企圖避開型式

的問題。能否避開型式的問題？他做的東西還是非常型式喔。但他企圖能夠稍微避

開型式問題，直接面對建築本身。是不是每個案子都能夠做到這一點，我們可以去

檢視他。但他自己的本意、企圖在這個建築裡面既有的型式，有做形式，但希望他

把他的魔鬼藏在細節裡，這個細節認為是最重要的魔鬼存在。所以想像必須要落在

物質本身上面。所以 scenario 你對於所有建築的敘事必須要回到構築，用構築的觀

念來看待。這個請大家在這個部分有一個基本的想像。在這個裡面，他的整個變化

非常特別。 

93 年開業，過了十年後，他寫了一本書叫做平常建築，再過六年後，他開始談

普通建築。所以整個十五年當中，他其實一直在重新定義他自己認為的建築。雖然

名字不變，他從一個 thinking scenario，一直回到 basic architecture，回到構築面上

面。這個轉折說實在很大，他從一個想像面，變成到一個構造的現實面。這是我們

看到他歷年來、這十五年來，他寫的文章和所做的 project，一個滿重要的一個波浪

曲線。那如果你要先理解他的文字，再理解他的作品的話，你心裡要先知道這個波

浪曲線，如何從一個想像的建築的論述回到建築的現實上面。 

2008 年他策展了一個叫做普通建築，他說，1993 年的非常建築，當現在中國所

謂的奇觀建築，也就是世界上的所有的人，包括 Rem Koolhaas、Herzog & De Meuron

一大堆人，包括 Zaha Hadid 到了中國去都蓋了所謂奇觀式建築，變成主流之後，那

我們做的就真的變成了非常建築。我們做的普通建築就非常了。這個是他的一個辨

證上的轉折。他所面對的是這個問題。2008 年他說，他提出來說，我們要用應對來

產生現實，這個很重要，何謂應對？如何應對所有的文字都寫在他建築名詞那本，



 
他在建築名詞那本所寫的東西，都是用各種不同的文本來 response to architecture、

response to curture、response to history。所以如何的應對，回到真正的現實面才是

普通普通建築。在這裏面他認為建築必須要能夠協調，如果照我們現在用當代的文

字來看，他是可以適應的，可以調節的，可以妥協的。他甚至於提過一個話，你有

中心思想才叫做妥協，要不然叫做全部都被順服了。所以中心思想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順服，我們回到建築奇燈，我們第一講在講的，他最後談到叫做順服，他說是

一個你有一個核心的 ordder，你去抗拒這個 order，才有辦法拉到另外一邊去。所以

唯有你去面對一件事情，去順服那件事情時，你才可以產生出破格，產生出一種非

常狀態。 

所以我希望最後一講這個部分能夠回應到我們談論到的第一講建築奇燈，建築

七燈 Ruskin 所談出來的事情，那所有的原則，你再回來看今天的張永和，其實是走

在同一條路上，其實並沒有離太遠，雖然中間隔了 160 年。沒有離太遠，所有的原

則，所有的建築師在這麼豐富多元的建築潮流中，最後這些很棒的建築師，幾乎都

回到了建築七燈的那幾個原則。重新談到了建築必須要有神、必須要有空、那個空

那個無才是最棒的，要建構原來的構造秩序，要重新順從(Obedience)。所以這些事

情大家真的有興趣可以從這一點。如果今天有人有興趣可以研究非常建築回到建築

奇燈，搞不好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presentation，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在這個

概念裡面，他說，協調是一個周旋的藝術，有原則才有妥協。非常重要，這句話幾

乎回應了建築七燈最後面他談到的順服的概念。 

他強調，在中國這麼多亂七八糟的東西裡面只有應對、協調和妥協才開始去做

什麼要做的普通建築。他認為其實這些奇觀式建築，現在我們看到雜誌上非常多建

築幾乎沒有這件事情，幾乎只有個人，只有個人的表現，他完全不去跟任何在地的、

任何現實去做任何接觸，只是在做他自己的內在的核心的藝術思考。而對張永和來

講，藝術思考要不要？如果從建築名詞那本來看，非常重要，但他所對應的方式不

是像奇觀建築那樣去做。 

在裡面他提到，從建築名詞到建築動詞，他在自己在北大教學的經驗，他一直

在強調一件事情，他說，我的教學經驗，北大是來自一群第一志願，全中國最好，

那都比我們這邊大家所有素質都好很多很多的一群人。這群人，學生很容易把自己



 
當作藝術家，不願意動手，這群北大的學生們都向文人式的建築家，他們認為技術

問題要工匠去做。這其實回應到包括台灣的現在的很多建築一樣，都在自己的關起

門來自己在想，而沒有去面對建築問題、構造問題。像我自己本身，雖然我在學校

裡面要求學生要去做很多天馬行空的各種不同的文化性的想像，但我自己本身是建

築師，我自己本身非常能夠理解，當你建築架構在一個對於構造型式、對於建造完

全不了解時非常可怕。所以我的教育概念基本上跟他非常像的，我認為你要去想它，

但你一定要去面對技術問題。他說，即使做建築，卻對技術建造不了解，談的都是

一些想法，卻跟建築藝術不連結，這個事情他認為最重要就是要讓學生自己動手建

造來克服。他認為建造問題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再極端一點，這件事情誰實踐得最

厲害？王澍。他在杭州美院，幾乎學生都不畫電腦，直接進到工地裏面去做建造。

當然王澍他有他一套的教育概念，但他跟張永和不一樣。張永和對我來講他是一個

design thinking，他面對建造問題，可是他其實自己非常重視那個還沒建造前的

thinking，所以跟王澍那些直接讓學生直接只面對建造問題不一樣，所以產生出來的

建築張力也不一樣。兩條線都非常非常棒，但兩個個是在建築教育上非常不同的脈

絡。他在 2012 年的唯物主義，他企圖談的是他一次要做一個非常大的回顧展，他

一次要做一個非常大的回顧展，他要把這個展廳做成六個庭院的胡同，企圖表現出

他這 10 幾年關注的世界方向。居住，這在我們這十講裡面談論了 N 次，非常多的

時論家都重新面對這個問題。建築的秩序，建築如何城市化？建築如何感知？建築

如何面對文化？還有包括建築如何回到自己本身？這六項，他自己為自己整理的這

六項，對我來講非常重要的是，你大概要理解這六項，你大概就可以理解我們等一

下要談的建築名詞和建築動詞。他如何讓他自己的眼睛掛在感知上面，掛在建築文

本論述上面，掛在建造技術上面，掛在自己的東方中國傳統上面，然後關照城市面

對現在的世界所要面對的問題。 

最後關注居住方式。所以這六個面向請大家特別注意。你幾乎要從這六個面向

分開來去看張永和怎麼應對。他用各種不同的眼睛，用同樣一種思考去面對這樣一

個概念。然後在這裡面，我自己手上有三本書，當然還有一些雜文還有別的。那對

我來說比較重要的三本書，大概可以理解他的大致的輪廓。包括 2002 年繁體版的

平城建築，包括 2006 年在他開始去 MIT 之後，幫他自己第一階段作了一個大總結



 
的建築名詞，它稱為叫做作文本。建築動詞是他的作品集。這三本書大家有空就把

這幾本書照我們今天講過的方式去看，大家就會非常清楚。那第一本書，其實最重

要我們今天百分之九十都在談這本書，談張永和的作文本。這個作文本，其實是個

雜文，叫做處女作也好，是他開始用文字來整理他的建築思考。裡面沒有什麼圖，

有圖也是一些基礎的概念圖，不是在談建築實踐的那一塊。他刻意在這裡面沒有用

太多太多的建築實際上的圖來表現。有也是他以前在學校帶學生時學生的習作跟他

自己的習作。他企圖在這邊建構他自己本身在文本和建築上面的平衡。在這裏面我

覺得非常有意思的是，裡面所有的文章都涉及他的建築理念和其他文本的關係。跟

建築以外的，電影、藝術、文學，包括城市，包括想像，都在指涉跟它另外一邊的

關係。 

這整本書的文體基本上都很簡單，這文體跟我們上次談到的伊東豊雄的延伸的

資訊很像，是一個雜文集，所以的文章沒有一定的脈絡，是跳動的，跟著他的不同

的時間有不同的思考，裡面包括他寫給學生的信，包括他自己教學，去拜訪一個朋

友所得到的感覺。雖然叫雜文集，但這幾乎每篇文章都跟創作有關，所以你要看這

本書，基本上你的眼睛要跟看【衍生的秩序】是一樣的。 

你要看建築動詞的眼睛，基本上要跟看隈研吾【自然的建築】一樣，是一個一

個 project 在講他的 philosophy。所以建築名詞和建築動詞有點像伊東豊雄【衍生的

秩序】跟隈研吾【自然的建築】。那兩個的論述方法有一點點不一樣。但是這雜文因

為按照時間排，很像伊東豊雄，可以得到他這個人的思想變化。大概知道他從最開

始在美國學建築的時候、在美國教建築的時候、回到北京教建築的時候、回到北京

做建築的時候，這四個大階段：學、教、做、再教，這幾個大架構的問題。我們來

看他的作文本，有一個很亂的目錄。這目錄幾乎無法歸類，就跟伊東豊雄一樣，沒

有辦法歸類，是隨著時間跑的。所以他的目錄有亂七八糟的各種雜文的關係。尤其

這個，叫做四函，這篇很值得你們看，是他寫了四封信給他的同學。我看了很有感

觸，我昨天又重看了一次，跟我自己本身在教學的模式非常接近，只不過真的頭腦

很清晰，他把哪些事情都講得非常清楚，我自己都覺得我怎麼沒有講的那麼清楚。

等一下我昨天整裡的東西我在給你們大家看他那四封信分別跟他學生講了什麼事情。

然後有些是他在學校學建築的時候所作的習作和他在教書的時候所作的習作。這裡



 
面還包括了對藝術的理解、對電影的理解、對藝術的理解。 

在這裡面呢，其實他的 80 年剛開始一直到後期，大部分這些時候所寫的，第一

個階段都是到 80 年的後期，也就是 90 年當中，還沒回國的時候，一大堆都是以他

是自己是一個設計人的一個學者，是一個還沒有真正做真實建築的人，還在作習作。

有點像 Rem Koolhaas 在他在做 Delirious New York 的那段時間所建立出來的都是

Paper Architecture 的關係，還有一個自我對話的紀錄。大概用這樣的方式去看得的

第一段，第一個時期。 

那第二個時期在做什麼事？第二時期在這個當中，文章就特別長！比如說，策

畫家居文章就特別長，文學與建築文章也特別的長，過程思想特別長。這三個列的

一些小短文是在講他實作的設計。這幾個小短文，這比較長的文章基本上都是重新

再建構建築是什麼。從原來他在學生時期，在美國的時間去想建築怎麼樣去想像，

在這個時候他其實更深一步的，大概跟他年紀的長成，90 年以後，他繼續的去討論

更多的文化面、文學面跟建築到底有什麼關係。他第二階段重新在問自己這個部分，

比如說思想上到底要怎麼建構建築？文學上到底要怎麼建構建築？面對一個住家的

discipline，比如說上次我們有同學談李漁，李漁自己做了一個【閒情偶寄】，基本上

就是在討論居住形式的所有面向，如何欣賞畫、如何吃、如何看、如何住。在這邊

建構一個 reprogram，請記得他們在這邊的翻譯叫做策劃，這策畫故意不叫作計畫，

這策畫故意不叫做計劃，我們常講 program、program 這叫做計劃，但在這邊他翻作

策劃。策劃是一個動詞，計畫是一個名詞。策劃其實叫做 program 加 ing，重新用

programing 的方式去看待一個住家的系統。reprograming 是張永和非常非常重視的

早期的一環。後期他都重視構造，早期那塊他都在重視的是 program，這個等一下

我會跟各位說，這是他的第二時期。 

第三時期，有一個滿有意思的改變，第三時期是他重新建構城市。野心又更大

了一點。我們都知道每個人在第三段的時候都會談到城市。對我們來講最有印象的，

基提恩在談這個【空間、時間、建築】時，後面一大段都在講城市的演變。我們在

講柯比意那本時，早期他在做邁向建築新精神那個概念的最後一段也在講城市。那

城市的概念永遠是建築師不能忽視的，建築師企圖去建構的架構。張永和在他整個

建築名詞的第三段，基本上是在重新建構他的城市觀。再過來呢，他重新比較批判



 
是的參與他的建築，這裡面開始有一些他建築實際的案子。在這裡面有一些非常有

意思的是，他在建築的概念自我轉向。 

他從早期在談 programing，到第三時期，同一本書建築名詞的第三段，也就是

他年紀比較大了之後，他開始向工業建築學習，企圖把基本建築動詞化。動詞化叫

做 construction、constructing，開始把原來在做 programing 的東西現在在這段裡面

企圖蓋起來，企圖去看建築的系統。因為他關注了建築的構造，關注到建築的構築，

重新去回看工業建築。當然你可以看到這個話跟誰學的？跟 Robert Venturi 學的。

learning from las vegas，Delirious New York，Rem Koolhaas 他開始像一個回顧式的去

看紐約。柯比意剛開始的第一章就說我們要看工業建築，工業建築比實際上的居住

建築更進步。你就知道張永和是一個思考性的人，他永遠在跟隨著前人，他對建築

的歷史脈絡非常非常清楚，所以當他開始寫了一個叫向工業建築學習時，你知道他

心裡面有柯比意，他心裡面有 Venturi，他心裡面有 Rem Koolhaas。我們不敢說他是

抄襲，但他其實是重新在企圖在把他自己跟我們這學期所上的這些所謂的經典作再

一次的對話。他重新回來看中國的整個工業建築的關係，重新回到基本建築的狀態，

重新向建築學習、向現實學習。 

所以在這個時候的第三階段其實是有所改變的，他第三階段把他第一階段的文

本、想像、programing 放回第三階段的 construction、detail。我只能說放回 detail，

企圖在 detail 裡面藏進了他自己的想像。這如果做到這很了不起，因為建築的一塊

磚，如何疊一塊磚，可以有一個叫做思考的趨勢、scenario 的想像，這就是一個非

常非常有意思的概念。 

在作文本的這本書的第一個章，叫做前言，還沒進入第一章，張永和就為自己

寫了一段小小的前言，這前言跟伊東豊雄，如果你們到我們前兩次在看伊東豊雄可

以看的到，伊東豊雄自己也寫了一個前言。告訴大家我寫的文字和我的建築中間的

東西有多重要。我寫文字是在讓我的建築更進步，我在回看我自己的建築，利用我

的文字論述讓我的現在已經蓋出來的建築再往前跨一步。相同的我們可以看的到，

張永和在寫這本書他說，我在回國從事建築實踐的這幾年，作文如果發生的話，他

發生在什麼時候？他很有趣，他發生在上床看偵探小說的前一刻，所以看偵探小說

對他來講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另一種文本。看偵探小說的前一刻，而且是十點以後，



 
寫的內容基本上都跟建築有關，非常有趣。這跟伊東豊雄非常接近。伊東豊雄他那

本【衍生的秩序】，雖然他喳喳喳寫了一大堆亂七八糟各種不同的雜文，但寫的內容

基本上都跟建築有關。晚上在記錄什麼？在記錄白天的思想活動。白天的思想活動，

基本上就叫建築活動。晚上的思維受到白天的影響，基本上是一個延續，這段話最

重要，對我來講建築是蓋房子，設計結構，搭建材料，建造空間，是一個非常 tectonic

的事情。非常非常 tectonic 的事情。可是寫作，基本上是組織這個文字，建立文字

的框架，組織這個詞句，製造文本、製作文本。這個是我的另一塊。這兩個一個叫

做 scenario writing，一個叫做 construction tectonic。對他來講這件事情是來回的回

望。所以這兩本書為什麼同時出？你為什麼要同時看？或者我應該要跟大家說，其

實如果大家都能夠建構出自己的這樣的關係，我覺得其實是非常幸福的事情。自己

做自己建築的設計時，背後有自己的一個寫作文本，自己有自己的 scenario，不管

這個 scenario 夠不夠成熟，你每做一個 project，為你自己的 project 建構一個 scenario

是一個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你後來才會發現，唯有這種事情，才會讓你的建築到

了 50 歲、60 歲還在繼續往前走。沒有了這件事情，到最後就會被建築給搞垮，就

最後就會被很大的一團磚塊給壓倒。那你要怎麼去對抗這硬梆梆的磚塊？在疊磚塊

的同時，你還有建構這樣的文本思想，我覺得這是對每一個人都非常重要的，這也

是我們今天為什麼要上這個課，為什麼要講十本，或是講十次的經典導讀，很重要

的就是這一點。 

我們回到他的第一個時期，剛剛講了三個段落，第一個段落基本上都是一些雜

文的想像，第二個段落他企圖把建築和文學跟文本建構一個必較深化的基礎；第三

個時期其實是重新面對城市，思考中國城市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另一件事情是企圖

讓建築回到構築，回到普通建築。這三階段我們從第一階段開始，這第一階段呢，

基本上他大部分都是像煉金術，非常像我非常喜歡的兩個西方的建築師，對我來講

都是煉金術師，一個叫做 Rem Koolhaas，一個叫做 John Hejduk。這兩個人，是我最

喜歡的兩個建築師，這兩個人對於文本的思想一直都在微觀和巨觀裡面來回跳動。

相同的他一樣，他企圖建構他所謂的熱情都放在一些微觀的和巨觀之間的關係。這

微觀巨觀是多元的，像一個蜘蛛網一樣，沒有一個主軸脈絡的，什麼都有，看起來

像一個迷宮，但這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是：非常樂觀，而且堅定性非常強。 



 
你如果看張永和的文字裡面，可以看到非常重要的堅定的意志，他那些文章雖

然旁敲側擊，他的個性也是一個非常溫文儒雅的讀書人，個人非常柔軟，但他的每

一篇文章都非常堅定，你幾乎可以看到文章裡面的信仰。他的整個個性、整個文筆

非常像李安。就不是一個看起來很強勢的人，可是他的每一個作品都非常強勢，可

是他的每一個作品都非常強勢，非常可以看到他自己本身堅定的那個信仰。我覺得

這是一個創作者，尤其是身為一個中國創作者，尤其是身為一個中國創作者，跟西

方可能很大的不同。這個部分張永和是有的，在這裡面是個充滿各種不同的信心。

而且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是，你看他的文章非常的感性，可是，他也非常的理性，永

遠在跟他的作品保持某種距離，保持某種客觀性。我們常說創作有兩種概念，一種

是把自己放進去，把自己的熱情放進去，自己都忘記自己是誰了，就一直在做。 

另外一種是永遠跟你的作品保持某種具來，跳出來看看你的作品。我要一再的

談李安，李安非常有意思的是他做的東西雖然很溫暖，可是你如果注意看李安的創

作，他跟他的作品保持一個非常大的距離。他永遠是站在他作品的另外一邊，他自

己並不濫情的投入，他永遠是站在另外一邊，雖然他裡面有非常多的感情在裡面，

這是我非常喜歡李安的那個部分，那個部分其實非常有意思的。那張永和也是這樣

的概念。他同時也接受、尊重多元價值。 

我再次的提到李安。我每次看到張永和就覺得他非常像李安的狀態。你看李安

的每部片子也都不一樣，沒有一部片的 type 是一樣的，非常尊重多元，可是他每做

一部片子，那部片子一定會走到非常重要的極端。包括 3D 的科幻片、包括戰爭片、

包括愛情片、包括文學典故的、包括武俠片，每一個都有他自己本身的典故的。很

重要哦，對他們來講心裡面都是有典故的，他們會把這個典故推到極點，他永遠把

感情放進去之後，在他做創作的同時，接受那多元，然後跳到一個很遠的地方，保

持一個距離感。建築創作，你們可能會聽不懂，但慢慢就要理解，什麼叫做做一個

創作的距離感？你自己眼睛要進去，然後要出來，才可以看到那個部分。 

對建築我都企圖在做一個追求，追求那個建築背後的意義。可是那個意義希望

讓抽象形式能夠表達那個意義，抽象形式不再只是中性，那個幾何，那個抽象的 form

不再中性，他背後開始有一些想像的意義。這想像的意義讓這個抽象性自我個性化。

他變成一個 single object，變成一個獨特的個體。這個object本身已經變成一個個體，



 
而這個個體本身是獨特的，他再也不中性了，一點都不中性，是因為他對於文本的

想像讓那個事情開始藏有一些 meaning。 

他特別提出，他認為藝術創作和文化環境是永遠不可分的，你所做的藝術創作

是不可以跟你的文化脫離的。這個跟有些人認為藝術創作是一個內在的自我創作是

不一樣的。所以他為什麼那麼關注中國自己本身，是因為他認為，必須要進到這文

本脈絡裡面，藝術創作才會開始產生，而這個脈絡裡面一定會有妥協、調節、變化。

那這裡面產生他的第一階段的概念。 

第一階段的概念我企圖告訴大家這是瑣碎的，我們只能一篇一篇看。每一篇的

架構不太一樣，所以每一篇背後藏的概念你就知道那個多元裡面有多麼關注，每一

個多元每一個不同面相裡面的專注點在哪裡。他在談的第一個是在他在當學生的時

候，把學生當作他的第一篇，學生作品。這作品是他去念書的時候的老師，他的老

師有一個工作室叫做不定性研究室，是一個很特別的研究室。你看張永和很特別，

他連做學生時都開始去想到他老師出的題目。很可惜他都沒有去談他中國老師出的

題目。顯然對於西方的教育，他還是非常西化的人，西方的教育對他最大的影響是

他進到美國去受教育的基礎。他第一個題目，不定性研究室，老師出的題目是：使

用、濫用、錯用。我再一次 represent 這件事情，其實藝術創作常常是因為誤讀。你

讀得太正確，你就是一個歷史學家，或是某一種研究的理論家。有些建築師喜歡讀

理論，讀了以後都讀錯，也常常因為他讀錯，他就做出一些很有趣的創作。放在史

類學家的觀點裡面他根本就是亂搞，但放在創作者裡面他卻很有意思。創作者他允

許誤讀。誤讀不是隨便讀哦，是你相信他是這樣子你就把他走到底了。不是這裡拿

一點那裏拿一點這種隨便讀，是你真的讀進去了你跑到另外一條線了。史論學家不

允許這件事情，可是藝術創作、創作性的都允許這件事情。這個老師出的題目叫做

使用、濫用、錯用，其實就是在做這個事情。他們老師要他們去觀察，去現實中觀

察，去在現實裏面找到。我常常出這個題目讓我們同學去做，你去現實裏面去找到

你要讀的那件事情。 

我覺得台灣的同學這件事情還不夠好，常常在現實中回來做的報告都跟現實太

接近，少了你自己的觀察點。那張永和被出了這個題目之後，他自己去觀察自行車，

叫做自行車的故事。他去觀察一群孩子，在一個廣場上面，做的一群活動。藉著地



 
形地物各種驚險的跳躍，通過騎車、或者借助機器，產生的人體運動。借助機器產

生的人體運動，這件事情讓我想到 Rem Koolhaas 的 Fantasy of technology，所以的

technology 其實是在滿足人的慾望，藉助了一個 technology 然後來改變了他要的

reprograming 那個狀態。這個不是張永和提出來的，Rem Koolhaas 早在 Delirious New 

York 1978 年就提出來了，但他有意思的是，這些人在做的這些東西，他們想像力非

常豐富這群小孩子，所以他們濫用了、錯用了建築，在一棟不是要這樣蓋的房子上

亂用，做他們所有的自行車的各種不同的技術。因為他們濫用了這些技術，濫用了

建築的台階、坡道、椅子跟路障，讓它成為一處處遊戲的險要。真正的目的，我們

不需要看圖，我們只要看他的文字對我們的想像是什麼？他說，如果你能夠從這邊

開始看到一些事情，你就可以開始看到說其實他們不斷地創造新的遊戲場，他們就

是建築師，他們不設計也不建造，他們只是通過運動或使用（包括濫用和錯用），讓

建築元素產生質變，讓都市空間重新組合。 

我要問大家，你們身為建築師，你們除了可以去做一個，完成一個建築以外，

你有沒有這個能力？你必須要有。你有沒有這個能力想像或創造他的錯用狀態讓你

未來所形構出來的建築有機會開始產生不同的 program，或者有機會產生不同的 film，

有沒有機會這樣子？其實早在 90 年之前，80 年的時候，其實那個時候流行後現代

主義，他們那個老師帶著張永和就在做這件事情。做個叫做 reprograming 的事情。

然後當然這個事情不會只有他用，這個事情一定是西方當時的潮流，西方當時的潮

流是誰？我們只要看到 90 年非常重要的人叫做 Bernard Tschumi，他做了一個法國

的 21 世紀解構公園的時候他出了一本書叫做 Event Architecture，如何讓 Event 開始

重新錯用空間，甚至於建築已經開始重新在創造一個叫做 Event Architecture，建築

是多用的。 

在他的第一章，他談到的是這個事情。他談的每個事情都不是要告訴你說什麼

建築了不起的設計，可是談的事情我覺得很值得一看。你要從他每篇文章去看到你

自己，到底你的腦子裏面對這件事情的理解或認知，你不一定要相信哦，你可以相

信建築可以像 Aldo Rossi 有固定 meaning 的地方，可是你有沒有辦法理解這件事情

是重要，這件事情在他的第一章就開始建構起來，是很重要的概念。 

第二章我特別的喜歡，第二章他提到的是窺視劇場，他做了一個 Installation，



 
剛開始他說，窺視劇場，這出了一個題目，所以的學生要去做一個叫做窺視劇場。

這題目很有意思是希望所有同學藉由這個題目來對現實生活的場景產生各種不同的

類比，企圖讓我們的建築，建築的任何一個空間，都以窺視劇場的概念去 thinking

他。 

那我們來看張永和怎麼 thinking，他說，窺視劇場就是人，在通過看這件事情，

來認識空間的關係。認識空間之間，那是一個關係，因為窺視劇場有一道牆，有一

個洞，有一個人跟另外一群東西。所以他是在談空間之間的關係，或是反過來，這

句話很重要，空間的這個關係，影響了視覺的經驗，這個經驗很重要，不要只是視

覺，是視覺帶出來的這個經驗非常重要。他說，我在窺視劇場當中，我看到這兩件

事情完全在一起，視覺的經驗和空間的關係完全重和，這是看與被看的一種經驗，

和看與被看得兩個空間。記得，經驗是那個人，空間是那個 space，那個 space 有兩

個，是那個偷窺的螢幕的兩邊，兩個 space，看的是那個眼睛。所以他提到視覺經

驗，那是有人的存在，還有一個叫做空間的關係，那是有 space 的存在。所以一個

是主體，一個是客體。窺視劇場同時建構了這個主體跟建構了這個客體。因此呢，

窺視劇場的這個模型變成一個非常理想的視覺空間的實驗室。所以他花了很多很多

的錢，幾乎在重新建構這個框，包括這麼小的這條線，這條線誰做過？John Hejduk

做過，一個太太看著先生的一道細細的一條線，一個窗，一個大洞，甚至於一個像

舞台的大框框。他因應了這樣的關係建構了幾個 Installation，這 Installation 在建構

一個 in and out，或是在建構一個 surface 的 interface 的兩面，或在建構人的感知。

記得，人的感知經驗，那個東西重要的。你不要做一個東西只是說這可以看跟被看，

那表示你不存在。 

我最討厭同學講的設計說，我設計這個空間可以看跟被看，就這樣結束掉。我

最好奇的是看跟被看的關係是什麼？還有人在這個看跟被看關係的經驗是什麼，你

要說的出來，你不要做一個商場，標來標去，說大家都可以看跟被看，那是不負責

任的，或是我不認為那是一個設計。設計最重要的是這兩個：視覺經驗，跟空間關

係。 

那張永和是非常專注的在討論這個視覺之間的關係。這個關係等一下再談論到

幾個房間就會談到。這等一下四個房間，跟他在談到的後窗，我們都可以看到同樣



 
的 philosophy。你知道這是什麼嗎？請告訴我。有人看過嗎？隱隱約約看過的請舉

手。這是張永和的網頁。張永和一進到他的網頁，非常建築的時候的網頁，剛開始

是這樣，你點任何一個就是他的 project，點的任何一個就是他開始變成一個個不同

的視框，這視框代表他的 project，他整個首頁基本上像是一個後窗一樣，或是像一

個偷窺劇場一樣，每點進一個都有他的最小的家具設計，到他最大的 Architectural 

Project。所以你可以看到張永和一直到今天為止所做的那個網頁，跟剛剛所講的偷

窺劇場，跟他後來講的那四個房間，跟他講的後窗，希區考克的電影，非常非常接

近。我每次看到這個，我就想到 John Hejduk，John Hejduk 基本上在論述的就是這個

事情，就是一個房間、一個視窗，討論一個居住者、討論一個觀看者的經驗。那這

個在他的整個網頁就是建構在這樣的東西。大家如果有空，可以上去看看他的網頁

的整個概念。他再次的講，當我今天要做窺視的劇場的時候，我不會那麼無聊的講，

喔他有好多洞，如此而已，張永和是一個非常理性的人，他會企圖在經驗裡面架構

出一個 Prototype。這是他早期的經驗，他早期喜歡建構 reprograming Prototype，後

期喜歡做 construction tectonic。兩個是早期和後期之間的關係。他早期開始做了偷

窺視場，他說我們來建構這個偷窺劇場，建構了幾個東西，叫台、幕、廂、跟單人

間。台，如果以舞台是一個開場的六面體，這個窺視劇場就沒有舞台了，因為他沒

有那個 Dome，整個都是開場的。窺視劇場的演出空間的第六面也是封閉的，他跟

接近舞台企圖類比的真實空間沒有台口，台口化成窗戶，所以的空間都被虛化，只

剩下一個 plateform，這是我們最常看到的叫做舞台。這舞台沒有任何的窗口。所以

他從窺視劇場裡面最大一方其實就是沒有窗口，他就完全就靠第六面那個舞台的面，

這是他的定義。 

請注意，他的每個設計都是寫出一個差多 200 字的文字他就開始做設計。我這

是訓練我的同學，為什麼今天找我這組的同學一定要來上課是因為我們的同學必須

要能夠每一個都寫出一小段話，這小段話要能夠看到那設計的本質，絕對不是寫一

些浪漫的、文青式的抒情文，絕對不是，而是在寫你對於那件事情的想像，跟那件

事情被你寫完之後的定義，這定義已經可以開始建構一個建築的最原始的開始。他

說幕，幕轉化成窺者面前的窗簾，幕的起落決定了觀眾與舞台的關係，再來一個他

就是一個五面框，只剩一個窗口，那個開口拉到最大，並不是一個小洞，你不是靠



 
那個洞去靠近，而是你永遠站在同一個地方看他的開跟合，這其實就是劇場，我們

最常看到的劇場，這跟我們原來看一個偷窺不一樣，我們看那個偷窺常常是遠遠看

看不到裡面，要靠近時才看的到，這是完全不同的經驗。他說，我又希望這個幕如

果變成窺視劇場他是一個個人化的，視覺的空間。因為幕的開跟合成為一個個人化

的視覺時間，他重新定義了那個幕的開跟合跟個人化有什麼關係。有兩件事情，開

跟合有時間和空間的關係，他做了這個定義。廂，包廂的單人間，窺視劇場的滿一

個看客獨佔一個看廂，窺視看廂的窗口變大了，越大，窺視者就會被看到，越小，

窺視者就會不存在。他開始重新建構的那個小小的洞，越大，你就會出現的越多，

你就開始成為被觀看的人，小到一個層度，基本上你就是一個偷窺的觀看者。他重

新建立了這樣一個關係。如果你去看溫德斯的巴黎德州，其實就有一幕就是他在看

他太太跳脫衣舞的一個窗戶，是在非常多的電影都在討論那個兩個人之間的空間關

係和時間感。這個部分是在談的，單人間的展示，單人間只有一個目的，請我們這

組的講 Scenario 的一定要能夠開始抓到他的調調，他在定義這個東西以後，他最後

的定義，為什麼叫做單人間，這只有一個目的叫做獨處，自願或被迫。它可以是監

獄，也可以是獨處，lonely。 

其實這時候就開始在做 programing，你所有的對空間的經驗的想像，最後是導

向 program，導向你要怎麼去建構這個空間的形式，這個空間的狀態，我們稱為叫

做 situation，你要怎麼去定義這個空間的情境？文字可不可以定義空間的情境？當

然可以。當你文字定義完你在做設計的時候不管你做圓形方形你會知道他的尺度，

他搞不好要做成梯形才能夠做到你要的關係，都有可能。他是重新建構你以前只單

就形式討論沒有的地方，因為形式是中性的。他說最後單人間對他來說，他想建構

一個是最基本的建築，從這裡開始，這裡面有台、有廂、有所謂的單人間、有所悟

的幕，這是他的 element。那如果說今天要做一個設計那 element 是什麼？那就是這

篇，四個東西，然後每個都只有 100 個文字，或 150 個文字結束。我要我這組的同

學去寫每一個文字大概 100~300 的文字，其實就是能夠寫出這樣的東西，那怕是四

個東西，你的設計就可以繼續往前走了，非常重要。可不可以寫到這樣的文字？多

想，多看，多寫，我相信他一定會的，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你可以看到這裡面

的文章沒有任何的形容詞，沒有任何屬於那種不知怎麼捉摸的形容的關係。 



 
第三篇文章我認為他是向超現實主義致敬。這個超現實主義，其實如果你們對

於脈絡夠清楚的話，其實 Rem Koolhaas 在寫他的 Delirious New York 也是向超現實主

義致敬，他們這些人都是超理性的人，張永和、Rem Koolhaas 都是非常理性的人，

可是他們認為超現實主義在一些瑣碎的、片段的不同的想像，看起來沒有關係，但

它背後都有一個理性基礎，尤其這個導演，布紐爾，有人知道這個導演嗎？有人知

道【安德魯之犬】嗎？其實布紐爾是一個超現實主義非常重要的一個經典的導演，

他在做這個【安德魯之犬】的這部導演時非常可怕，他用的鏡頭有很微觀的鏡頭，

也有非常巨觀的鏡頭，所以得微觀和巨觀是遊蕩在兩者之間，非常有意思的概念。 

那這部【安德魯之犬】非常有趣是他最經典的一部片，是布紐爾跟達利一起導

的第一部片。這片子他的主導思想是絕對不要有理智的鏡頭，所有的鏡頭都是個別

存在，這鏡頭是某一種超現實的喜想，沒有任何理智的關係，所以他整個【安德魯

之犬】，從男主角望向天空，看到烏雲，橫過月亮，結果這月亮就跳到變眼球。從最

具觀的月亮，跳到一個眼球的中心點，這眼球還被一個剃鬍刀給刮到。非常恐怖的

一些鏡頭。看起來沒有任何的關係，可是這個微觀和巨觀的跳躍，讓那個想像力開

始跑出來，產生了很多張力。 

然後對張永和來講，他是去 Cranbrook，看到 Cranbrook 這個學校的時候給他的

聯想。如果大家都知道美國有兩個非常實驗性的學校在早期，一個叫做 Copper Union，

一個叫做 Cranbrook。這兩個學校完全都是理論性的學校，跟建築職業界脫離，也就

是他們從來沒有想像說他們要去建構一個建築師，訓練一個建築師，可是他們認為

建築師的訓練裡面，這一塊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們都說 Cranbrook 跟那個 Copper 

Union 就是 John Hejduk 所成立的，一直到系主任的這個學校。這兩個學校都一直在

讓人在他的想像力裡面架構出他自己的另外一個世界。這個世界裡面，張永和對他

的知音說，他認為布紐爾雖然說的東西都主導思想，不要有任何的邏輯跟理智，可

是正因為他有這個主導思想，他說這個想法一開始就非常理智，背後是非常理智的

概念去想這個事情。所以理智不代表你不能去做一個非常主觀性的詮釋，而是理智

是架在背後，他有一個中心思想。所以我昨天也跟我的同學說，你的建築要有中心

思想，哪怕你做五個完全不一樣的東西。那中心思想是你要建構一個理智性。 

他說，影片拍好後，充滿了很多部邏輯的場面，可是理智主義的構思顯然已見。



 
這個包括 fantasy of technology、fantasy of freedom，就是我們回到 Delirious New York，

Rem Koolhaas 也在談論這件事情。他企圖在大都會一個非常不理智的、非常混亂的、

非常多元的大都會裡面找到每一個蛛絲馬跡，每一個蛛絲馬跡都有自己的想像基礎，

架在一個大系統。所以我會用這一篇來跟 Rem Koolhaas，來跟 John Hejduk。John 

Hejduk 做了一個 Mask of Medusa，他做了一個 Medusa 的一個城市，這個城市長了

好多亂七八糟的 object，可是每個 object 看起來各自存在，可是他背後的思考是非

常非常嚴講的，那怕是 John Hejduk 跟 Rem Koolhaas 都在做這個事情，我也最喜歡

這兩個建築師，就是因為他在這個事情裡面做的非常非常有意思。這只是他們在論

述一個叫做超現實主義裡面的理智與非理智。 

一樣回到 John Hejduk，他在 80 年是非常多的建築師非常喜歡他的，可是現在

大概沒有人知道他。他做了很多的房間，張永和他也企圖在他自己的習作裡面創造

了一個叫做四間房，這四間房我喜歡他這一塊的論述。傳統的西方的住宅裡面，房

間跟功能是一對一的，臥房、書房、廁所，房間的尺寸、所在的位置、採光、跟開

敞層度都跟 program 是一對一的對應，而且西方的這種對應是有層級的，有主空間、

次空間、服務空間，那個層級是非常清楚，是有等級制度，是有各種不同的 order。

這個 order 不會從西方從 20 世紀才開始，早在羅把時期，建築就被建構了一個很完

整的 order，這是西方建築。 

這個時候，張永和在重新看待這個 Type 他企圖把他眼睛轉向他自己的東方，轉

向中國，可是轉向中國他並不企圖在中國裡面找到斗拱、找到斜屋頂這種 Iconic 的

象徵性的狀態，而是他去看空間的本質。他說傳統的中國住宅的空間關係剛好跟這

個等級關係是相反的，他沒有任何的 order，沒有任何的層級，居室的概念只有敘述

說明房間跟家居的概括聯繫，沒有具體的劃分或限制，只不過看你放什麼家具進去。

你放桌子進去就是吃飯的地方，你放一個床進去他就是睡覺的地方，沒有太大的不

同，甚至於他沒有放東西他就是一個四合院的中庭，可是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尤

其他一直在談到那個四合院也是一樣。四合院如果你去墾丁青年活動中心的四合院，

白天是一個樣子，等晚上大家住進去，大家把桌子搬出來，板凳搬出來，那個四合

院會產生另外一個情境，白天還可以曬衣服。所以那個關係其實是概括的聯繫，跟

家具跟生活跟空間產生概括的聯繫，沒有具體的劃分，這時候他稱為叫做間。 



 
這個間在東方思考，包括日本，包括中國都一樣，這個間稱為房間，其實還可

以更抽象一點，叫做開間。間這個字在日本非常非常重要，他把間當作一個模矩，

間也當作一個 space，間是一個抽象的、中性的，他也是一個具象的，看他要放什

麼家具進去。所以這個間模糊了空間的分割，建造的方法是限定了房間的唯一因素，

就是你用什麼去蓋他。用磚或木頭去建立一個開間，他基本上有一個模矩基礎，有

一個構造基礎。完了之後，他基本上只賦予建築的房間一個型而已。而這個型還有

一個非常重要的是，中國住宅包含了一群功能不固定，形式卻不變化的空房間。姓

氏是很 Rigid 的沒有什麼，很簡單，可是功能卻不固定，隨時都可以用。相對於這個

有層級]的等級空間，他稱為這種開敞的空間叫做等值空間。沒有層級，沒有級差，

是一個等值空間。 

我非常喜歡這段話。這段話基本上建構了另外一種很基礎的空間思考，這個空

間思考會改變了你對空間的塑造形式，包括你在安排平面、安排任何的架構。他繼

續說，這四個房間都是空的，沒有固定關係給任意排列，四個房間在住戶搬入之後

不是公寓，而是營造公寓的材料，是磚造的，是石造的，這個時候他已經開始反映

了他後期要做的那個構造性，tectonic 的關係。只不過，在任意排列組合裡面，每

個居民把自己的生活帶進去，他只能選擇這個房間，不多於四間，自己去編列他的

順序，自己去決定他的內容。他可以是單一功能，四間都單一功能，他也可以多功

能，也可以四間都沒有功能。 

他後來有一篇在講他搬進他自己的公寓，在美國，他自己的公寓隨時每天都在

變，他用這種方法來改變他的生活形式。居民從事自己的公寓的建築設計，他之間

沒有解決了任何的矛盾，而是容納了一群矛盾。這句話非常有意思，如果這句話你

再回去看，他跟另外在談這個矛盾性，容納一群矛盾的是誰？Robert Venturi。可是

Robert Venturi 的矛盾是西方思考，他用的東方思考的矛盾是含納百川，是任何事情

都在這邊毫無層級的，等值的並列。所以這是跟西方的完全不一樣。中國住宅的空

間建築上是等值的，可是文化上並不等值。中國建築必須要被加進了文化系統，這

文化系統是每個人的生活空間，就像我們在看李漁的【閒情偶寄】。【閒情偶寄】重

新定義他的文化內容。所以中國人對於空間的定義不在於那個空間，而在於那個文

化內容。他談到這個，中國的居住形式是不限定功能的，他跟家具沒有必然的連續，



 
他沒有那個內崁的衣櫥，沒有那種內崁的固定式的東西。所以的東西都是活動的，

free standing 的 furniture，所以所有的東西都是擺上去的，而不是崁進去的。 

這跟柯比意很不一樣，柯比意當初在做他的住宅形式裡面，全部東西都是內崁

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國的平面非常的簡單，西方的平面會產生很多 Poche，很多

固定的內感的服務性空間。中國是基本上沒有什麼服務空間，那個使用空間和服務

空間是在一起的。這個是不是重大的改變？我認為是。如果這個東西被定義清楚的

話，你做的連平面都會不一樣。你會慢慢感覺你做的平面的思考，到底是在哪一種

思考上面，才會建構出那個東西。那日本的桂離宮基本上就是類似這種等值的空間，

當然桂離宮有加入了一些西方的思考，所以他有一些服務性。但他大部分的空間是

等值的，那個等值是架構在榻榻米的模矩，架構在所有的開間的門，打開了之後所

有空間都是通透的，毫無等級可言，這個就是東方、日本、中國的空間跟西方的空

間最大的不同。 

沒有什麼選擇的問題，選擇是你自己決定的，可是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建構。

他說他在建構這個四間房，他希望能夠是用家具來建構這個空間，放進了一種家具

進去時，就會開始建構了這個空間的定義，開始建構私密性，最低的、次低的、次

高的、最高的這樣的關係。用家具來作為設計觸媒放入四間房間，讓他的私密性程

度影響房間的建築。我覺得文字厲害的人，在於他把這些東西寫完，他就可以開始

做設計，而他設計還沒做，你就會知道他一定會跟原來我們想像中不一樣。因為他

決定了一個很前面的事情是，他決定要用家具 design 空間的私密性，而不是用空間

本身來定義公共跟私密性。而這是他的一個非常定義。再加上家具放進去定義完之

後，再把家具拿掉，就可以開始得到原來這四個空間該有的基本特質，這基本特質

他定位叫做台、停、閣、洞。洞當然是最封閉。他這邊定義他的空間性。空敞的，

封閉的。包括他是有空梁架的，是承重牆的。是架子來組成一個空間，還是牆來組

成一個空間。他跟我們在西方談到的一個 Domino 系統的柯比意的不一樣，他有一

個箝制性的，Domino 系統是梁柱決定、RC 決定之後，所有的空間開始有一些 object，

他的空間他把 object 當作 free standing，不向柯比意在建構他的私密跟空間的層級，

也是一樣是 free plan，兩個人都在談 free plan，可是中國的 free plan 是完全的 free 

plan，連家具都是 free standing；西方的 free plan 其實是在架構各層不一樣的空間架



 
構，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我很喜歡這個案子，這個案子基本上我反而覺得非常像 John Hejduk，如果你們

有空去看 John Hejduk]的 project 的話，那個空間的關係。那什麼時候是要用實牆、

重的牆，那什麼時候要用像 Marc-Antoine Laugier，四個框架，定義在你對於空間的

各種不同層度，但基本上的空間還是一個非常非常中性的概念。那接下來他又跳到

另外一章，他開始在談中國的泰山，是中國的五嶽的那個泰山。他談到泰山跟 Crystal

的一個啟示，他談到 Crystal 跟環境藝術的看法。他說，我從未到過泰山，我只聽過

泰山的各種題詞比比皆是，也就是他很少聽人家敘述泰山長什麼樣子，可是每一個

觀光客去泰山的時候總是在看到泰山裡面山上的哪裡被石雕雕出一句什麼文章，有

什麼樣的情境。所以中國人在敘述一個場所地點的時候總是加進了非常多的文化內

容，我這次暑假的時候去徽州，跟一群同濟大學、中研院的學者去，我在看建築，

他們在看拓碑，他在看每個老房子拓的那個碑裡面的藏名文化，包括招牌和拓碑，

他們看的事情很不一樣。這在張永和的定義來說叫做文化性的定義。他說其實不少

遊客看到的談的都是那些有名目的石頭，為了那顆石頭而去看那顆石頭。好像所有

玩這個山的樂趣都在這裡面。中國人用中國人的眼光創造了中國的感官性文化環境，

是一個感官的、感知的、加進文化內容的，不完全是空間性的，不是那個空間有多

偉大的，而是他在敘述裡面很多很多文化系統的關係。 

他認為，建築也一樣需要有這樣的文化性，建築一樣可以簡單抽象，可是建築

除了抽象簡單之外，還要有一個叫做文化內容。而這個文化內容會跟每一個時間點

的文化認知不一樣。他說就像中國在墓地上栽了一兩棵青松。你常看到王大閎在哈

佛做的畢業設計，做完一個畢業設計是現代受到葛羅培斯的影響作為一個現代建築，

就一定要在中庭、在客廳畫了兩顆松，這兩棵松具有某種文化意義的內涵，包括文

人自己對於植物對於松所內蘊的文化跟自然的想像都在裡面。包括日本人對於枯山

水裡面那個劃過去的枯山水的痕跡，背後都有一些跟心靈、跟感知、跟文化有關的

概念。他說，這個時候藝術就超越了對於文化環境感知的影響，加進了這個文化。

進入了對於文化環境的實際改造跟創造。他說當你加了這兩棵松，他就改變了這個

場地本身的特質，那是一個再創，一個再創造。 

這個事情有點難懂，但這個事情是在東方非常重要的，不見得是這個形式，但



 
如果你也可以瞭解這個形式，你就比較能夠進入空間的另外一種狀態。空間不完全

絕對是這個，可是你可以進入那個狀態。他說，蘇州的園林其實就是古代文人對於

環境的意識，創造再現一個可居住的文化環境，包括剛剛講的開間，包括他所種的

植栽，每個植栽都有名有姓，這個有名有姓背後都有一個文化內容。所以如果你今

天去研究蘇州園林，你只用平面去看他的有機關係，這不夠，因為你要知道包括他

所種的植栽的特性是什麼。就像是我太太跟我說，明清的文人最重要的是為什麼要

在中庭裡面種了一個芭蕉，為什麼要那芭蕉葉？為的是下雨下在那個芭蕉葉上的聲

音，他可以接水，那個滴滴答答的聲音對中國人來講，在吃飯念書時聽到那個雨聲

是一個最浪漫的想像。這個事情你要知道，知道他的葉形，知道他用的。用松、和

用芭蕉是完全不一樣的文化內容，他背後有一些感知性的，這是東方人非常重視的

點。所以他才會成為一個中國文化的典範。對於不熟悉中國古代文化的人來說，這

些韻味要理解已經不容易，我們要去理解更不容易，因為我們用遠是用平面圖去看

他的 layout，我們沒辦法加進這些文化想像。但對東方來講，這文化想像可能勝過

他的形式，因為他空間形式會像剛剛那開間一樣，什麼都不是、什麼都沒有，所以

從這觀點你可以回去看【閒情偶寄】的李漁怎麼去談文人的想像、文人空間的品味，

大部分都是建構在物件上面，而不是建構在空間形式上面。所以大家要對這事情有

些理解。 

他說他做一個對比，這對比可信他，可不信他，這是他自己的理解。他說 Crystal

就跟泰山題詞有異曲同工之妙，Crystal 最重要的拿手戲就是包東西，把國會包起來，

把橋包起來，當一個東西被包起來之後，失去那個重要的形式面貌的時候，他開始

可以注進一些新的面目和想像。他認為，當然 Crystal 不東方，但這兩個在藝術性的

詮釋有異曲同工之妙，我們稱為叫藝術性。藝術性是要先離開形式本身，重新加了

一些地點的、環境的、文化的想像，這些事情才會浮現出來。所以他說，藝術環境

創造要離開文化環境的理解是可能的，如果只是在上面加東西，藝術作為點綴，那

就停留在一個叫做塗脂抹粉，藝術畢竟不是裝飾，藝術不是在做了一個空間之後做

了很多象徵性，他這個時候又提到說，建築不是縮在做一個 style 的象徵性，而是在

把那個 style 去除裡面有另外一種背後的藝術的文化的概念。 

那我覺得這段話非常有意思，你也可以不相信他，你可以去挑戰他，你可以去



 
挑戰張永和對 Crystal 和對於終於中國藝術的理解，我覺得那是很值得挑戰的，我喜

歡他這個聯想，我喜歡他去做一個受到西方訓練之後回來看東方空間的時候他創造

出這樣一個聯想的狀態。 

接下來馬上跳到另外一章是他寫了四封信給他的學生，我覺得這對你們來講非

常非常重要，張永和寫了這四封信是他給學生的設計任務書，我看了之後我自己本

身非常佩服，因為他在教書的時候他能夠寫出這樣的東西，我自己本身就在想這個

事情，我沒辦法把他付諸這麼清楚的文字。第一封信他寫給他的學生，他要學生選

擇事件發生的地點，必須是真實的。他不要讓他的學生去做一個虛構的，雖然他希

望他的學生去做想像，去做很多想像，可是地點越真實越好，地點必須是真實的。

督促學生必須從自己的生活經歷跟感受出發，去體驗建築的意義。絕對不要像現在

的非常多的同學在做憑空想像。 

雖然我們這學期請同學去做藝術家的 study，去做文字，雖然看起來跟真實世界

有非常大的距離，是藝術性的、是文學性的，可是他最重要的重點是，當你今天落

到基地，落到 program 時，越真實越好。因為真實的狀態會上你的藝術性產生一種

新的化學作用。第二點，他要求學生要把注意力放在人的活動與幻境的相互以饗的

關係上。就像他在觀察那個自行車的故事。去觀察誤用、轉用、多用的各種不同的

狀態，而且要能夠看到人在裡面。人在裡面是你最重要塑造這個空間形式的出發點，

不要只是單純地描述事件發生的地點，這是我們的同學們常常去做 site trip 的時候，

去理解 site 回來所做的簡報只是在單純描述事件發生的地點。不對，你必須能夠在

裡面看到人和環境相互影響的關係。這容不容易？你做了一次你會了就很容易。你

也可能一輩子都沒做過，所以你永遠只是在單純敘述那個基地本身而已，你沒有辦

法去敘述人的影響、人和基地的關係。 

第三個，他強調要非常小心的觀察事件和環境相互之間作用的細節。這個細節

必須要有一個重點，必須要是具體的、必須要是具有活力的，而起你現在描述的細

節，哪怕你回來用一篇文字描述你去的地方，這個細節必須要告訴人們環境的特殊

氣氛，這很重要，你如果去描述一個細節只是在講你觀察到的細節，那是沒用的，

你去做 site trip，回來你必須要能夠以這個細節來敘述特殊氛圍、特殊氣氛。誰最會

做、做的最好？Italo Calvino 作的看不見的城市，我們同學們很多人看過這本書。他



 
裡面在 55 個城市裡面，如何用細節去描述，幾乎那個圖畫都要跑出來了，你看沒

篇文章你都可以看到那個圖像在你的腦子裡面，雖然你看到的圖像跟我看到的圖像

不一樣，可是他總是有辦法把那個細節敘述到那個圖像快跑出來。這個是他覺得非

常非常重要的概念。這是他的第一封信，要求他的學生回到現實，去找到他的關係，

重視他的細節，細節裡面必須特殊。我也會用這樣的方式跟同學講，就是我認為你

們在做設計的第一步，至少要做到這一點，你以後在做任何的案子，你就會跟別人

很不一樣。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種訓練。 

他開始建立了第二封信，他說，他認為設計的過程比最終的結果重要得多，這

好像是老生常談，每個人都說過程勝過結果，幾乎可以不要講 ，越講同學就說，那

結果不重要囉？只有設計過程重要？他說，在不同的具體要求之下，設計的結果他

相信可以多樣，設計經歷的過程大同小異，每一個同學可能可以創造出不同的結果，

但你的 thinking philosophy 基本上都差不多的，都是有一個相對的 thinking rule 可以

去 follow 的。當然每個人的 follow rules 還是不太一樣。 

很多人問我設計可不可以學習，我認為要做一個天才的設計是不可學習，但我

認為做一個還不錯的設計是可以學習的，這也是他認為教育很重要，如果他認為設

計不可教，他就不用回學校去了，所以他認為設計還是可教的。在這裏面，他跟他

的學生做了一件事情。他說，設計所有的過程其實就是建築設計者，也就是我們大

家，所要考慮的，從設計的方案到完成設計全部都是一個叫做 interaction thinging，

一個思維運動。從你開始寫 300 個字的東西，到選擇 site，到你怎麼做 study model，

到最後，他是應該是一貫性的思維活動，如果你的思維在四個階段裏面來回的跳動，

都是沒有在一起的，那表示你的思維有問題，因為那個思維必須拉成一條線，做出

來結果可以非常非常多樣，但那個思維的一致性是在挑戰你這個人的 logic，你最於

後面的那個 thinking 到底存不存在？最後他講到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他說，這是

我最重要的經驗，我也這麼認為，過程的開始往往是以最後的結果為目的，你在

follow 那個過程的時候，你似乎在剛開始的時候就要看到最後的結果、大概想要到

達的目的地、那個中心思想。那個目的地，你可能不一定長成什麼樣子，可是你大

概可以感覺這條路是錯的，這條路到不了我的目的地，不要告訴我說，老師我覺得

這個設計就是一個過程，所以我就順著過程走，反正最後到哪裡就到哪裡，那是一



 
個最糟的設計。最棒的設計是，你永遠知道你的目的地在那裡，你只是知道說你偏

離了軌跡，你要回到那個點，到最後的目的地。可是從過程的開始到最後的目的地，

所有的過程你收穫到的是你在迷路、偏移、回來的過程裡面所獲得的中間的過程的

結果，這才叫做有意義。如果你連你自己迷路到哪裡都不知道，你說你這過程對我

很寶貴，可能對你的成長經驗很寶貴，對你的建築思考其實是喪失了非常多的機會。 

請把這個第二封信其實非常重要，他是在建構一個大家對設計的某種認知，to be 

or not to be。建築還是有好或不好的，也有建築的過程也是有好跟不好的，而不是

說目的做起來不好，而是連過程也有好跟不好。這是他第三封信所建構的事情。 

第三封信，這個我昨天才跟我同學講，要有中心思想。這個中心思想就是你要

達到目的第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建築環境，是為了人們活動所設計的，建築環境

其實是行為發生的舞台，演員是廣大的使用者，所以你的建築必須要腦子裏面要有

人，人是誰？要有名有姓，你要知道那些人。那怕那有名有姓叫做小孩，你也要知

道小孩的活動常在怎樣的方式。而且妳為了這些人做使用者，有件事情很重要，回

到剛剛自行車的故事，他認為活動跟事件的發生，不完全依賴環境的影響或制約，

你設計的環境和空間沒有辦法制約未來使用者，所以使用者在裡面有非常大的獨立

性，所以他剛剛說自行車這些小孩往往是因為誤用，創造了這些空間的很多可能性。

如果你理解這個事，你理解使用者，你理解 user，你心裡面要有 user，要有名有姓，

可是在做設計的時候，這些 user 不完全照你的想像，他在自創的時候，你在做設計

的時候，如何針對特殊目的又留白，留了一些可以讓他自我發展的空間是對立的。

這兩件事情是對立的，但這兩件事情對我來講非常非常重要，心中要有人，但你要

為這個人留一些餘地，因為你知道他絕對不會照你的空間去做制約來做，不要那麼

天真的想像你做了這個空間，他就會照你這樣子。所以這兩件事情，可是我們同學，

常常我看到的，其他學校也是一樣，心中連人都沒有，他都不曉得人是怎麼用這個

空間，甚至於說不出是誰，只是說叫做人。那一點幾乎把設計把從很有意思、很有

深度的觀點，一下子拉到平地，變成非常表面式的建築。這件事情到現在為止可能

在你們身上都常常發生，甚至在我身上都常常發生，除非你理解，或除非你常常告

訴你自己。 

最後他第四封信是總結，他說，從生活事件跟環境裡面創造模糊性。這個是要



 
去回應這裡，所有的空間並沒辦法完全制約，或者這個模糊性他再次的回應了他的

文化體系，回應了中國建築。他認為中國建築那個開間所創造的等值的空間，非等

級的空間，這樣的關係、這種模糊性，是他想要追求的。這件事情他認為你要認知

到這點是重要的。然後呢，他再次最後跟他學生強調，建築設計必須要從生活的經

歷和感受出發，你自己一定要感受，不要你自己什麼感覺都沒有，講得頭頭是道，

很慘，而且那個東西連你講的都不相信。他說，建築不應該從抽象的定義和概念出

發，不是 transfomation，可是建築形式重不重要？當然重要。但建築的形式不是從

那種抽象概念、什麼都不是的開始，建築必須要有人、有基地、有 siteing、有 setting、

有 Scenario、有 tectonic、有 people 等所有的東西，才開始有這樣的關係。 

這四封信我覺得非常非常有意思，這四封信也趁這時候跟每個同學講，你不一

定馬上做得到，你也不一定要馬上相信，但記得這四封信所提醒的，搞不好你今天

不相信，但你三天後、三年後、十年後，或許你再回來想一想，對你的建築的哲學、

建築的思考，或許會有一些幫助。 

最後他建議他的學生，他說，請你帶著你的三個工具去做建築旅行。第一個事

情叫做寫作，你必須有能力利用文字把你去旅行的東西，除了 sketch 以外，用文字

把那個空間、那個場所去敘述出來。你有能力去敘述你到的空間，你就有能力去敘

述你未來要創造，現在還不存在的東西。寫作能力很重要。要把你去參觀旅行，你

去所有旅行的局部和細節當作你設計的起點，你要有機會有能力看到微觀到所有的

每一種 detail，我們常說魔鬼都藏在細節裡，你能夠看到裡面的魔鬼那就是你的能

力。不要只照相看到一個大輪廓，你要有能力去看到這個細節。 

再過來，他要求他的學生，繪圖必須具體，要十分注意細節。這也是我一直要

求我的學生要做的。你前面可以做文字，可以天馬行空的想，當你畫到建築圖時，

建築圖就是建築圖，建築圖有非常重要的 tectonic，從結構到牆厚到材料到細節，

你必須要相信一件事情，不管多麼天馬行空的想像，畫到建築圖上必須要能夠描述

這些細節，必須要非常具體，不要只是兩條線。所以這四封信，他最後去建議旅行

的時候，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貫的他對於建築教育的一個 philosophy。 

那我們常常說，很多人都說建築教育現在都越來越不行，越來越不能夠出去外

面可以讓外面的事務所很快的生產或使用。我一點都不認為我們在學校的教育要去



 
專門送去給外面的事務所使用的那些生產工具，我認為建築教育還是個教育，因為

你後面對這 20 年後根本不是明年，可是你還是要有一個非常專業的建築訓練，不

是為了要去做生產，但那個建築訓練非常非常重要，這是他的基本論述。 

我們再來談他又跳到一些想像的 project。這 project 我們非常喜歡，這 project

建構在一個非常有意思的 thinking，他想像一個 project 是放在一個白令海峽的一個

島，他說這個島是美國與蘇聯的國界／日期的變換線，他說那個變換線，就像我們

今天在做格林威治的那個時差線一樣，那個時差線我覺得我看到這個白令海峽蘇俄

和美國那個日期的變換線，讓我想到格林威治那條線。那條線的一邊，東半球那邊，

是從 0 點開始，他的另外一邊，因為時差差了 24 小時，所以他才是半夜的快 12 點，

所以它中間有一天的差別。那你覺得那條線存在嗎？那條線一點都不存在。那條線

存在嗎？那條線具體的存在，因為它讓人差可以差一天。所以在一個看不到的

boarden line，和我們看到的建築的那個 boarden line 是非常不一樣的，可是他卻影

響很大，它差距一天。所以他建構了一個東西，他說，它無形的存在於人的意思裡，

人們受它的約束，可是卻不能經驗它。超有趣的一段話。人們對於時差線這件事情，

尤其我們講格林威治線，那條線我們根本無法經驗它，可是你卻受它的約制，受它

的一天的約制，因為它時差差了 24 小時，就在那條線上，所以他做了一個叫做馬

達客棧，非常有意思，建構在哪裡呢？那是要企圖讓這條看不見的線看的見，讓這

條線惡質化。所以它做了一條 bar，這條 bar 叫做馬達客棧，這個 bar 每一個房間剛

好跨在那條跨日線的中間，所以我這個房間，跨日線可能剛好在這個桌子的中心線，

所以我從這邊 23 號跨到那邊變成 24 號再走回來又變成 23 號，才一秒鐘，我永遠

在 23 號和 24 號裡面遊走。而這個客棧永遠差一天。非常有意思的 thinking，這個

thinking 跟 Rem Koolhaas 當初在做畢業設計，做那個出埃及記時，他在倫敦加了一

條 bar，東邊跟西邊要進到中間有一個非常 desirable 的一個 bar，離開那條 bar 又回

到現實生活，進到那個 bar 是一個非常 Imaginary 的 space，是非常有趣的。Rem 

Koolhaas 也在看那條線，他說東西柏林圍牆的那個牆，就是跨越在東德西德，一個

共產主義一個資本主義，非常微細的一條線。那在這邊他談到的是看不到的跨日線。

他說，從而使人們對它有感性認識。所以這條線從客棧的每間房間的中央穿過，這

裡面挑戰你的生活重要經驗。他說，線也是一個基本的空間經驗，線性的建築也是



 
一個基本的類型，可是線性建築基本建築放在這端就是這個樣子，但線性建築放到

跨日線時，產生了一個可見與不可見的感性關係。 

我非常喜歡這個 project，我覺得這個 project 如果你能夠感受到那個差距，它不

是好玩而已，你如果感受到那個差距跨越到一天當中 24 小時的時候，那個時間會

告訴你要做一件怎樣的事情。好的設計大概決定那個 site 那個設計就很好，剩下就

看你能力有沒有辦法 control 那個設計而已。他說，這個島的馬達客棧，它既特殊，

又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永遠是我們建築裡面最想要追尋

的。如何的追尋一個 universal，但是又在這 universal 裡面找到相對的、絕對的特殊

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說世界上沒有那麼多案子可以跨在跨日線上面，對不起，

世界上看不到的，感知的那條線非常非常多，如何去建構那條線對你的感覺，包括

天氣，包括海岸線的那個水，包括一條等高線，包括一個土堤，都有可能在那個線

當中產生很多很多不同的感知，只是你看的到和看不到而已。 

再過來他談到後窗。這後窗當然是向希區考克致敬。後窗是一個非常經典的電

影，是一個人摔斷了腿，他沒辦法出去，只好待在旅館。在旅館的時候，突然從他

的窗口看到對面一棟房子，有好多好多的窗戶。這窗戶有時候三個窗戶才是一個住

宅，所以從餐廳可以直接走到客廳，再從客廳走到臥房，像是偷窺一樣。然後這裡

面他說，所有的後窗的空間都被扁平化了，都像一個劇場。我們說深度化的是一個

真實的空間，扁平化的是一個視覺的空間，他經過一個遠端的距離去看到那個框景

的時候，所有空間都被扁平化了，扁平化的時候你卻注視他的生活內容，而不注視

它的空間特別性。這很重要，因為這也可以回應到他剛剛講的開間，利用家具來

define 那個空間，空間的形狀不重要了，是空間的內容變得重要。藉由一個窗口，

我們看到偷窺劇場，看到四個房間，再看到後窗。你可以明顯的理解 John Hejduk

以前，跟理解現在的張永和，他如何企圖扁平化一個空間之後，又把這個空間的特

殊性給明列出來。他說，後窗發生在一個有中間的中庭的多層住宅。看起來遠看很

普通，若仔細觀察每個房間都不尋常的排成一列，每個窗口都有一個說故事的人，

每個窗口都可以看到室內的片段，你只能看到一個框景而已，你沒辦法看到真實的

一個空間的深度。壓縮的空間變成了一個展示空間的手段，是覺得需要創造了淺空

間。因為空間的實質並不淺，但因為那個框景你沒辦法透視到裡面真實的狀況，它



 
變淺空間之後，創造了另外一種新的你對於空間的經驗和認知，和你對於這個

programing 的想像。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概念。他把一個希區考克。如果你們大家

看過希區考克，叫你們寫感想可能會敘述很多什麼叫做希區考克這部電影。 

可是對於張永和，一個懂文本、懂設計的人，他在看一個電影，他所抓出來的

大概就是在看這個事情，他用這件事情重新建構他自己的一個窗的投影，建構不同

的 reading 的途徑。但我覺得它只有這張圖，寫得不夠清楚，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

人的方式來重新建構這個後窗所建構出來的東西。就是 John Hejduk，他曾經做一個

叫做 Mask of Medusa，他企圖在這種個人性和集體性，在各種不同的東西，產生各

種不同的建築詩意。在觀察者和被觀察者。一個人看多人，或多人看一人時，建構

出他自己本身的那個 mask，那個隔了一層面具來看其他世界的關係。他做了一個叫

做寂寞的屋子房子，有 12 個單元，永遠有一個人，第 13 個人是站在一個廣場，每

天在看著這 12 個洞，這 12 個洞只要有一個人搬進去，站在廣場的人才有機會搬進

去。所以他沒搬進去之前，他永遠站在那個廣場看那 12 個洞的人的人生。那 12 個

人怎麼生活對他有什麼影響？因為他未來要搬進去。可是他不曉得他會被搬到哪一

間，因為要看哪一間先搬走他才有辦法搬進去，所以永遠做這這邊他看那十二棟，

他總是在想：如果我搬進去這個洞的時候，我會怎麼生活，因為每個洞都只有一個

家具、一個廁所、一個餐桌、一個廚房、一個檯面、一個床，所以他在看這十二個

的時候，他真正想像是在想像他自己，他重新經由他觀看的關係，就像剛剛講的偷

窺劇場，他看他自己本身，他怎麼去跟那十二個生活空間，這十二個生活空間每一

個都有一個場景，這個每一個場景都是只有一個家具，每個都長得一模一樣，這個

家具就是一個東西。非常接近剛剛那個張永和寫的那四個房間，也非常接近他在談

論的那個每個房間的一個家具的定義他的事情，然後每個人經由窺視的方式，

Redefine self，Redefine 自己，當他 Redefine 自己的時候他自在 Redefine 未來的那個

房間，所以我非常喜歡這個 Project，John Hejduk 的這個 Project，他也是非常具有後

窗的場景，非常具有把空間扁平化之後只在談論那個物件跟人的本身，也非常接近

剛剛談到的偷窺劇場，還有，你看到這張圖你會想像到剛剛張永和的網頁，那個非

常建築剛開始的網頁，一堆框框裏頭店進去，每一個是他的不同 Project，所創造出

來的我們成為叫做 Scenario，那個敘述性，那個對於空間、對於場所的敘述概念，



 
那著個也是非常有趣，他從藝術來談他的概念，他說，我們來看瑪格麗特，拿個菸

斗說這不是一個菸斗，他是一個藝術品，他用這個地方在衍伸，做了一個 Project。

這個 Project 非常有意思的是說，她說瑪格麗特，這不是一個菸斗，本來菸斗你一看

就知道他是一個菸斗，可是呢，如果他不是菸斗那你要知道她是甚麼，你可能要知

道她型、他的內在、可能知道知道他的其他事情，而不是只知道他是拿來抽菸這件

事情，所以瑪格麗特不像，開始說這不是一個馬桶，這是一個噴水池、這不是一個

煙斗的時候，這些超現實主義，這些達達主義者，在二十世紀初，他們所建構出對

物件的定義，開始改變了人對於這些事情的感知，他說這件事情跟 Crystal 用布把橋

胞起來，把新橋包起來，把德國的國會包起來，其實一樣，Redefine 那個部分的你

既有的形象，重新思考這個形象是甚麼，他說，當他包起來的時候，就會產生很多

很多的可能，這個可能呢，這個物件的虛無性格就開始在那其中，這虛無性個是他

離開了他原來自己的功能性，離開所有社會認知的所謂的真理，開始創造出這個關

係，他說這個菸斗，他做了一個實驗，裡面做了好多空間，很多所謂的剖面空間，

他說他這個菸斗物體剖面否定了自己的外表，他們成為了非菸斗，當你今天這個是

非菸斗，當他剖開來的時候這不是一個菸斗，菸斗，不是手上的那個靜態，沒有生

命跟意義，當你今天用手的荷葉把她撥開來的時候，這個物體就活了。這物體呢，

跟菸斗還有手成為了一個統一，促成煙斗的外部跟內部產生了一種不統一感，當然

這個我覺得他也跟隨了那時候的世界潮流，他在回應甚麼?回應 Venturi，如果知道

當時的建築內跟外基本上是矛盾的，所以張永和是一個非常懂得世界潮流的人，他

也知道怎麼回應各個建築師所架構的不同的事情。那重新建構在一個藝術性，他沒

有刻意要去回應 Venturi，他在回應甚麼?他在回應藝術家，張永和跟非常多的藝術

家很熟，包括艾未未也是，所以這些人呢，每一次都在回應他的對應面的各種不同

藝術，如果你能夠懂得回應藝術家，我相信對於大家的藝術設計會有很大很大的幫

助，如何回應藝術家，這是創造設計師、訓練自己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我們緊接著來談論第二時期，第一個時期大概都是他在做一些叫做自說自話，

做各種不同的想像，第一個時期最多的都是 Scenario，Articture as Scenario，你看他

各種不同的 Scenario，從東方的、從藝術的，從藝術品的、從物件的、從對空間的

想像 、從文學的、從各種不同的活動的，他有一系列的 Scenario，但是他如果從這



 
個Scenario他看到一件事情是沒有一個形容詞，他完全都是用一個非常客觀的看法，

來描述一個主觀的想像，這是一個理性跟感性的一種訓練。在過來他就比較談論甚

麼叫做建築，我們建築基本上開始談到建築跟文化的一個關聯性，他說我希望創造

的是一個新建築，我如何做一個新建築呢?我其實是希望從新開始，從一個未知道有

知的過程，任何的事情他都相信、不相信真理，他企圖挑戰真理，他說你如果越依

賴已知的真理，你要找到這個通往未知途徑的機會就會越來越少，所以通往未知的

路上是一個超越絕對真理的一個非常重要，他說剛剛這不是一個菸斗，第一件事情，

這不是一個菸斗，就是必要性，像我那時候再做鏡圖的時候曾經做一個天橋，做那

個競圖的時候我的第一個 Statement，我的中心思想是鏡圖的第一個 Powerpoint 就

說天橋不只是天橋，雖然我拿到的題目是一個非常大的公家案，我也輸了，可是我

當初的第一個 Statement 就是天橋不只是天橋，當你今天天橋只是一個 Skywalk、只

是要連接兩個點用空中繞過去的時候，我認為這種事情開始要進入一個新的一種介

面叫做介入性的概念的時候，他才開始我的設計，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叫

做思想過程的順序，他說，非常重要的就是以變。 

對於熟事物重新取得陌生感，記得，建築的創作常常因為陌生感，我們常說我

們常常看台灣，你可能發現一件事情，你如果今天決定離開台灣，去紐約東京尼泊

爾都沒關係，去住一年，你會對台灣的感官完全不一樣，對你的藝術創作也完全不

一樣，為什麼？你站在台灣裡面看自己，跟你離開有一個距離感，有一個陌生感看

自己的時候，因為你已經熟悉自己是甚麼，裏頭非常熟悉台灣是甚麼，當你離開了

台灣，保持一個陌生感的時候，你心裏面是對他很熟悉的，兩個一交織出來才有辦

法創造出一種新的概念，所以我常常不建議說永遠都住在台灣談台灣，你必須要在

某一種階段找到某一種陌生感，那怕你藉由各種不同的事物，不要以為你朗朗上口

的、你了解的那個基地，朗朗上口的 Program、朗朗上口的台灣，就是你知道的，

你要隨時懷疑你朗朗上口的那個部分，我們台灣現在有太多太多的同學在做設計時

依靠網路，網路最大的可怕的事情就是朗朗上口，因為網路是一個集結性的意識，

一個意識會一直傳遞，傳遞到後來變成一個共同意識，然後，那件事情就會變成想

當然爾，那如果我是一個設計師，我每次要做設計我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先抵抗網路

裡面的朗朗上口，哪件事情才開始有機會，開始產生某種陌生感，千萬不要做 Case 



 
Study、不要再 Site Trip，或做一個 Program 的時候把網路 Download 下來以後就變成

你的 Concept，錯！那個是你那條路選擇錯了，你最好把他 Download 下來以後，跟

他產生陌生感，那個時候搞不好你的設計就真的開始。那我覺得這是一種觀念跟一

種技術，請你們大家記得這一點，挑戰一件事情是一種策略，挑戰事情也是一種工

具，最後挑戰事情會變成一種思考，那這個事情請大家很重要的去理解，他說西醫

跟中醫的最大不一樣，這段也很有意思，他說，中醫常常用叫做一個模糊的虛，來

討論人體狀態的不可界定性，跟西醫的兩極分化，有病跟沒病的狀態，他說這兩個

狀態一切開來以後，現實的連續性都中斷，他提到西醫，他中間有一段時間提到，

西醫裡面企圖斷裂的是這個身體的連續性，所以我曾經去看了一個中醫，看病，他

跟我講了三十幾個症狀，我都快要昏倒了，全身都有病，那我就問他說，我這個病

到底是甚麼，他說我們中醫部討論你哪一個器官病在哪裡，我們只討論現象，或是

你的整個身體裡面的各種不同的現象，那是一個連續性現象，哪你三十幾種病，說

不出到底哪一個跟哪一個的關係，跟西醫一定要找到這是你的腎、這是你的肝的關

係，是完全不同的邏輯。我看了一次以後就不敢再去了，我其實非常害怕那件事情，

我越醫越發現我那三十幾件東西發生問題，可是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一種架構，

一種對於事物的連續性概念，這連續性概念，可是我去做過一個整骨也非常好玩，

我的脖子非常非常痛，然後腰也很痛，每天一直按都沒有用，我去做整骨的時候他

就跟我說是你的手的問題，因為你的手的姿勢不對，你的背後這一塊才全部都，對，

所以你的脖子地方痛是因為你的手的這裡的關係。我聽了就覺得超詭異的。如果是

西醫就是拿電療一直來電療我的脖子，最後他就把我的手拉一下，我的手就好了。

這個就是連續性的概念。絕對不是玄學也不是神學，他就是一個連動的概念。 

這對我來說刺激非常非常強，就是這種連續性的概念，和以前那種兩極性的概

念，一定要找到一個標的物，其實不一樣。也就是你今天如果要解決這個 program

的問題，搞不好你要去從外面的三個地方去做設計，而不是做這個設計。這個我倒

是可以理解，這個我在現在做設計的概念我非常可以理解這個狀態，作設計不是針

對他做的，是針對旁邊作的，因為所有的空間都是具有某種連續性。他說，現代建

築過度的專斷，所以她說她想要開始挑戰世界建築跟虛擬建築問題，這是他的第二

章，他開始企圖把原來的 Scenario 建構到另外一個更大的文化性的策略和文化性的



 
討論上面。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討論。 

他說，在這裡面的討論他說，建築不是一個設計前拿到一個消極的已知，他簡

單來講，建築不是拿到一個 program 就把它當 program 做了，而是在建築裡面要建

構一個策劃跟設計的有機關係。什麼叫做策畫？program、programing。它採用策劃

的觀點。你要懂得如何 reprogram 、 programing 你的空間的組合，而這個空間的組

合 reprograming 很重要的是你要記得有誰在裡面，你要認得那個人，然後要確定那

個人不會按照你的意思去做。你要創造一個叫做有機的關係，讓 programing 跟你的

設計交替進行。交替進行這個 form 才會慢慢產生。所以好的建築師基本上是一個非

常勝任的 programing programer。你要有能力可以重新開創你的 program，而不是得

到消極的已知。當然不是為了要作改 program 而作 program，我覺得現在有點過火

了，大家為了要創造 program 而改 program，不是，而是洞悉那個 program 最重要、

未知的機會，那個才是最重要的概念。 

這個重要的概念他回到中國裡面，他說中國裡面有個叫做文化，文化在空間裡

面非常非常重要，包括飲食習慣，包括四合院內向的世界。這種無形的文化系統其

實是創造那個 programing 非常重要的概念。這回應道剛剛她一直在講的，那個 Crystal

跟我們看到泰山，一個中國人對於 programing 和西方人非常不同，利用一個物件、

一個家具擺在一個什麼都沒有的空間，那個空間就開始長出來，他認為是這個樣子。

reprogram，最後要回應到形式，形式是最後的那個手段。形式重不重要？非常非常

重要。所以他重新建構了另外一個 Mies Van Der Rohe，他說 Mies Van Der Rohe 以前

都是把建築的外觀變透明，水平的東西都是 solid，因為是樓板，所以他創造了什麼？

這個的關係創造了室內室外的傳統，建立一個水平關係，那個水平關係創了室內室

外的連續。可是，這個水平板，這個不透明的地面，卻讓這個室內空間開始一個一

個都切斷，變成只是這個空間的一部分。他希望以前的這個水平式的，比較接近西

方的叫做田園式思考，每一個人都像一個田園式的 housing，看到水平的外面而已。

他想要 reprogram 這樣的狀態，所以他做了一個提案，叫做垂直玻璃展宅。這個提

案是外在全部封閉，裡面全部開放，每一個樓板都是透明的，這當然是一個紙上建

築，每一個樓板透明，他跟外界產生一個完全的脫離，裡面每個空間卻全部都集在

一起。他有點在做一個遊戲規則是在反 Mies Van Der Rohe，跟 Mies Van Der Rohe 剛



 
好反著走，作一個叫做垂直性的玻璃展。他說這個垂直性玻璃宅，他跟城市的聯繫，

被實牆切斷了，可是住在裡面，人透過玻璃看到的是上面的天空和下面的土地。所

以這兩件事情你看他最下面畫的是土。 他所建構的是另外一種極端式的關係，實牆

變成極端面對城市的的皮層，反而為回歸自然產生一個準唄。這個每個空間的敘事，

包括放一張床，放一張桌子，這桌子還經過太陽可以一直打打打到下面來，你看這

個桌子還包括了這個影子，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居住機器，敘述了一個家居的序事。

我沒有完整的了解這個案子是因為他只有一張圖，但我大概瞭解他的企圖，我了解

他對於空間 reprograming，積極的去面對另外一種新的 Scenario，企圖作一個反轉

以後，企圖裡解這每一層，從平面到剖面，這個剖面到平面之間的關係。包括這陰

影，光線可以直接打下來的那個陰影，產生了空間的個性。而這樣的概念誰最厲害？

John Hejduk，他一再的在談論這樣的事情，只不過在張永和他加進的是東方思考，

他加進的是一個中性空間裡面放一個家具，這個家具跟那個空間產生的影響。而這

個案子我覺得非常非常有趣，當作一個論述點來看。他做另外一個叫做獨立的院子，

他說，中國的庭院不是房間組織的副產品，他是住宅裡面的主要空間或房間。 

我記得我們上次作了一個叫做中國庭院的研究，在我們去年老師所出的題目。

他說他才是真正的主要空間，先有了院子，才有其他房間。好有趣，他的房間不是

被房間圍起來的，是先有這個院子，旁邊房間才靠攏過來。這其實是一個文字的反

轉，對他來說，他利用文字來重新 reprogram 那個對於院子之間的概念。他認為這

個四合院的內跟外，沒有值的差別，是沒有剩餘空間的。我們都知道院子是唯一剩

餘的白，但他說這沒有剩餘空間，他反而是最難的。他用中國字。中國字常常會有

一個字，塞進了很多，比如說塞進了一個木頭，這是業主最不要的，業主非常討厭

在中庭蓋一棵樹，他說這樣我就被關起來，尤其是商人最怕這件事情。因為是困，

木頭困在一個框框裡面就困住。所以中國字裡面有一些形聲、會意字裡面他有基本

的形象，只要跟這個框框有關的，都開始變成這一系列的相同 meaning。其實張永

和曾經有一段時間在研究漢字，他認為漢字的那個形聲、會意，是中國人最有意思

的文化內容、文化體系。利用中國的體系建構出來這一系列的字，這一系列的字是

具有譜系的，這個譜系是具有某種空間感的，因為它帶有某種會意形聲的關係。他

說這個作品裡面大部分都圍繞了家居的場所，它超越了很多很多家居的特質，他企



 
圖建立一個更廣泛的基本的住宅，一個基本的住，和廣義的宅。利用存在的經驗。

他說園跟宅非常有意思，他企圖用生活來定義這個住的形式，可是他企圖建構一個

廣義的宅，這個宅跟他在看待這個園，還有看待這個院是有關的。這是到後來張永

和拿到這個概念之後在後來的建築動詞裡面做了很多次。這是它一個非常重要的概

念。 

那相對的我認為，在討論中國建築裡面的合院建築，很多人在意的是那個合院

的層級，反而很少討論那個合院的用途。我上次跟王維仁老師在討論他的那個合院

建築的時候，我對他的問題是，他建構了很多 vertical 很多合院，可是他合院看起來

沒精神，沒精神是缺少那個所用，那個要怎麼被創造？雖然它是一個空的白，可是

他應該叫做沒有剩餘空間，他應該建構那個沒有剩餘性的那個生活狀態。這是在當

初張永和就已經主張這樣非常有意思的架構。他慢慢的改變他的戰略性，在它的第

三時期，他慢慢的挑戰城市，他慢慢的把它戰略性開始調整，他後來在他二十幾年

的過程裡面，他開始選擇他的戰略位置。當然是因為他自己也成熟了，他也建立了

他自己本身的狀態。他以前是非常含蓄隱晦的在表達那個 Scenario 的狀態，他後來

越來越清晰的在建構他所相信和不相信的事情，這是什麼?構造。他越來越相信以前

的所有敘事內容、以前的理性思考，最後都要被實踐在構造上面，他認為。所以她

慢慢的離開他以前的抽象的，完全單一個抽象形式，他也是有轉換的，開始回到一

些情緒上的構造的關係。所以他開始從單體的建築思考，開始回到一個城市觀點。

這個觀點從哪裡開始，從他去北京大學的研究院，當研究所主任，然後他帶了學生

去做城市，去做北京城，做很多很多不同的城市。他開始建構了他的城觀。另外的

他從非常建築，原來要做 Scenario、要做 reprogram，要讓建築變得非常非常特別、

具有特殊性的狀態，要把他的非常建築放在一個叫做 Basic Architecture，或者平常

建築。他企圖把他的 Scenario 放在一個非常平常的，非常普通的基本建築狀態之下。

所以他等於是 A+B，從原來非常西方式的這個 thinking designer，開始變成一個

constructor，開始要去建構他的觀念。 

他開始從他的建築名詞，從他的 Scenario，轉換變成 tectonic，開始要建構他的

實踐的關係。所以這是一個第三階段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換，所以第三階段有很多篇

很棒的長篇的文章，我今天沒有時間講，我今天講的都是短篇的比較容易講的 image



 
的文章，我建議你們去看的長篇文章，裡面包括在講別的建築師、講別的藝術家、

講各個城市的關係。他說，什麼叫平常建築？平常建築就是他開始企圖去研究基本

建築，他做了很多很多，他帶了非常建築的同事和他的學生作了很多基本建築的研

究。這個基本建築，在參與市場型經濟的同時，保持他的型態的距離，構成一個叫

做實踐的批判性。他企圖在一個非常平常的建築裡面建立他的批判性，來抵抗大陸

非常快速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那些所謂的奇觀式建築，所以他希望在很簡單的建

築裡面建構一個批判性，來抵抗外在的奇觀是建築。這奇觀式建築做什麼呢？以建

造為起點，研究建造的材料、方法、結果的綜合。這個部分其實他根劉家琨、王澍

是一樣，重新建構一個叫做以建造為起點，研究建造的材料、方法、結果。在裡面

他特別提出 Mies Van Der Rohe，他說雖然我們常常看到 Mies Van Der Rohe 都在作透

明的房子，但他有一個非常精彩的案子叫做磚宅，全部用砌磚，實虛很清楚的概念。

他說你看，連 Mies Van Der Rohe 大家都覺得他在 Less is More，這麼多現代的東西，

可是你如果看到那個 More，這個 More 來自於 detail，他以磚宅為例，1923 年，材

料是磚，建造方式是用疊砌，有點像隈研吾疊砌的方式。它的型態最重要的，在意

的是房屋構建之間的關係。在意牆是獨立的還是連續的，在意牆跟牆之間怎麼交接，

也就是 Mies Van Der Rohe 如果你要注意這件事情，除了他的平面非常像 de Stijl，像

風車平面一樣，Mies Van Der Rohe 有別於 de Stijl，最重要的精神、核心價值在於他

面對這些型態，面對構建之間，面對牆跟牆之間，面對牆的獨立性和連續性。雖然

他在建築的構圖開始有些幾何性，像風車平面的 de Stijl，可是人是看不到平面的。

Mies Van Der Rohe 所要抓得平面非常具有抽象性的構圖非常重要，可是這個構圖必

須要被非構圖的材料建構出來。你任何幾何性、抽象性的概念，最後被顯現出來加

進精神的都是那些材料和構造。我昨天有跟我同學講，你必須要創造一個好的構築

材料，他是再顯現你的抽象性，顯現你的形式，最重要的精神所在。他不會抹煞你

原來要做的幾何形式，但那個幾何形式必須要被，這個構圖是看不到的，必須要呈

現在建造、型態和空間。也就是這裡所有的東西都是要被建構起來。 

構圖是通往建築的媒介之一，構圖就是我們講的教作形式。創造的平面因為剖

面，絕對是我們做設計最重要的環節，我們的工具，可是卻不是建築本身的質量。

如果你要讓你的建築本身具有質量，絕對是在創造了新的空間形式之後，加進的這



 
些所謂的 construction。不一定每一個人都相信這個事情，可是就在 21 世紀的轉向

時，幾乎所有人都往這邊跑，重新把形式回應到一個叫構築性的概念。然後他說，

你看這個 Mies Van Der Rohe 的東西，他的東西還是如抽象繪畫班的構圖，顯現這個

現代性對 Mies Van Der Rohe 有多麼的重要，可是呢他對於現在性這種 de Stijl 風格學

派的平面的藝術性的發展非常非常重要，可是他不等於建築的藝術性。建築的藝術

性絕對是在 Mies Van Der Rohe 他的建造，他的 construction、他的 tectonic，他說我

最重要的興趣不在於密斯，分析一個現象，不是那個理論，而是那個理論當作一個

起點，最後面的建築實踐。一個建築的定義，建築等於材料方法或結果。所以我喜

歡 Mies Van Der Rohe 絕對不只是喜歡他剛開始做的那個，對現代性所建構出來的理

論，而是這個理論之後他怎麼樣去做實踐。這等於是他告訴她自己，我怎麼樣從建

築的名詞開始進化到另外一本叫做建築的動詞。這個建築的動詞他也非常表彰他的

旗子要開始去面對所謂構造性的問題。他認為建築型態非常有意思，建築形式是要

去面對那些構造阿、材料阿、方法，那個整個過程你用什麼樣的邏輯去建立你那個

型造的過程，建立一種型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對他來講，他是個超級理性也是

超級感性的人，對他來講邏輯絕對是建構這個建築非常重要的東西。一個平常的建

築他有一個特定的邏輯，它不是一個普通的邏輯而已，因為他必須對構件、材料要

有一個確定的型態，他不會去簡單的對待材料，不會單一簡單的對待材料，他一定

會用一定的邏輯思考去對待材料。我常跟我的同學說，你要做這個材料，你要做這

個材料不要單一去想說我因為這個想像所以我畫了這個剖面圖就把它做到一個細部。

你要讓這個材料和構成關係變成一個邏輯，這個邏輯來對待這個邏輯的時候他會產

生一種新的特定的邏輯。他說，看起來這個材料建造型態空間是個最枯燥的，可是

他是最基本的語法。一根柱子跟一到牆可以發生幾種關係？一面牆與樓板可以發生

幾種關係。這些事情是他最重視的，他最重視的是這些細節的 element 之間的關係。 

你要有把握說得出來，我建議還是各位同學，在作 presentation 有把握指著你的

概念完之後指著那個說，我在這個細節裡面、我在這道牆裡面，做出我怎麼樣的概

念。你要說得出來，那就是你的。如果你說，概念就是離自己的圖遠遠的，最後只

是用光筆這樣指，這就是我的概念，當你光筆這樣繞一圈你就死了，光筆最好是定

在一個點說這是我的概念。可是我看非常多的畢業設計的大學部，每一次在做簡報



 
時，都說這是我的概念，很恐怖。所以我才說，在報告時絕對不要距離你的圖一公

尺以上，絕對要在一公尺之內手臂的以指的到的那才叫做設計。那這個是他的信仰，

也是我的信仰，我認為他是重要的。最後他開始在講，當今天要談構築要談構造，

他用了各種不同的材料來講，比如說 Pierre Chareau 的玻璃屋，尺寸是多少？為什

麼要用磨砂壓花的，產生半透明的可能，重新建構一個玻璃帷幕牆，這個幕是指的

那個 Textile，透明和不透明之間的關係。他不能維持那個保溫隔熱，所以要把幕變

幕牆，它既是一層屏幕，也是一道牆。所以當你今天要變成一個屏幕，要考慮他透

跟不透的關係，要考慮他的牆的 construction，跟隔熱，建築就存在，建築是因為這

樣存在，所以 Pierre Chareau 的得這個東西，開始玻璃磚牆是名符其實的玻璃跟牆，

玻璃牆的狀態。在這裡面呢，哪裡是透明、哪裡是不透明，其實都在討論這個，人

跟人之間。 

他說以前都把人做的站起來才看的到 View，坐起來是保持私密性。他說如果好

的建築師單單把玻璃透明往下轉，實的往上轉會產生問題，所有人是坐著才會看得

到的 view，所以大家都不用站起來，大家坐著就可以享受到最大的 view，所以單單

在處理玻璃牆，除了處理建造的功能以外，它還有叫做 perception，這 perception

是你決定那個人的肢體，決定那個人的姿態，決定人與空間的關係，這個是 Peter 

Zumthor 他認為，雖然他作的像室內設計或是傢俱所作的事情，他在談，比如說這

個布列根茲的美術館，非常有意思。裡面作了一個大的玻璃的磨砂玻璃天花板，非

常輕，光線都上面進來，外面是一個大的玻璃窗，如果你注意看它的剖面，你會嚇

死。它的剖面每一個剖面是兩層，下面這個天花板在哪裡，在這裡，所有光線從哪

邊進來？從側光進來，也是從這個地方打進，裡面全部都是厚重的實牆，玻璃裡面

還有一個實牆，只有這個地方露空，這個地方光線灑進來的時候，卻灑在這天花板

的玻璃上面，讓這玻璃泛起光線。所以它的剖面，單單看這剖面就嚇死人了。它的

剖面是每一個空間都有兩層，一層是作通風透氣的玻璃，透氣的，他把玻璃不是這

樣連在一起，每個玻璃是不是裂開來？像魚鱗片一樣。空氣都可以進到玻璃裡面，

他說 Peter Zumthor 為什麼這麼厲害，為什麼這個東西就是他講的，你把意念放到

construction，就是你知道玻璃要怎麼搭，你知道剖面要怎麼畫，才能作出這樣一個

把光線均勻引入玻璃天花板的這個狀態，我愛死這個案子。這個案子非常非常特別，



 
因為他就畫一個這麼簡單的剖面圖，把所有的事情都交待完畢，這是他認為好的建

築的關係。 

他認為 Herzog & De Meuron，像 Rafael Moneo 常常談到，物質理讚，談到物質

落到建築上面的時候，他非常稱讚 Herzog & De Meuron 早期這些案子。他如果建構

各種玻璃、透明玻璃及毛玻璃開跟合產生跟室內的關係，所以他的選擇是不孤立簡

單對待材料，這在談這個開跟合玻璃的型態，這個型態包括他如何選擇毛玻璃、選

擇透明玻璃，而且這個整個玻璃裡面還有內牆，所以他是一個 double-skin，他如何

討論這個 double-skin 和內牆保持通透跟保持 Solid 的狀態，在這 double-skin 裡面討

論這個 curtain wall 所該有的機能，所該有的接頭，所該有的型式。這個他認為好的

project 都像這種 Peter Zumthor、Herzog & De Meuron 這個案子。 

又回到 Peter Zumthor，他說 Peter Zumthor 這個浴場大家都知道，他這個浴場最

棒的地方在哪裡？他是產生一系列特殊型態，如何一系列特殊型態呢？他是利用基

地條件、空間需要、材料促成這些形態的關係，還是他承重的形式，每一個盒子都

是一個承重形式，每一個盒子都出挑在樓板，大家都知道這個案子，所以這個縫是

自然脫開來的，它根本中間沒有穿樑，原因是因為這個縫都是每個盒子出挑出來的

樓板，所以每一個樓板跟樓板之間根本沒有結構關係，所以樓板的關係都是不對稱

的出挑，而且斷開來成獨立的板塊。這個板塊完全是靠什麼？靠這個承重體，靠這

個 block，這個承重體，這個屋頂就變成兩種構築，它既是建造關係，又是板跟體的

關係。板不只是板而已，它包括板的 Tectonic，談它和體的闗係，如何 shift 和 split，

然後變成一個重要的概念。它只有唯一一顆大石子，是上面沒有天花板的，怎麼辦，

他用四根鋼樑把四邊的體，架出四邊的鋼樑把它挑出來，只有那個有過樑，剩下全

部出挑，非常有意思的 project，而 Peter Zumthor 剛剛那個光線跟這個，兩個這麼不

一樣的 project，一個談玻璃通風，一個談實體跟構造，可是 Peter Zumthor 直接面

對構造，在裡面他觀看基地，他直接面對基地的問題。甚至談到這一個，最棒的案

子，Terragni，如果你知道 Terragni 在現代建築一個叫法西司總部，他有一個沒被蓋

起來最棒的館叫但丁館，如果要了解但丁館，請去找 David，David 對 Terragni 的研

究非常的熟。這 Terragni 建構了好幾種不同的型態，每一種型態還包括一路的過程，

每一個型態都有他的構造性，你看他這個平面圖多漂亮，一條長的 bar，一個柱子，



 
非常緊的柱子拉出來的，跟一根柱子的，還有像柯比意愈來愈小正方型，跟一個完

全的 Void，跟這個像虛線的牆最後有一個 double wall。Terragni 還有包括地板，哪

些是鋪石片，哪些是鋪方型地塊的，非常美，而且單單一張平面和它立面的架構就

可以讀到所有 Terragni 要構造的構造詩意。他用用的非常有意思，他說 Terragni 但

丁館的詩意是承重牆的詩意，是庭園的詩意，是石柱的詩意，是柱跟柱的關係，一

根柱子跟一堆柱子，是天光，是方形，是正交，是玻璃，是玻璃柱，是頂棚，是鋪

地，地板，是圍合，是縫隙，看到 Terragni 這個案子非常讓我想到，剛剛那個浴場，

想到剛剛聚在一起的 Peter Zumthor 的浴場，我真的覺得這個案子非常值得大家去

study，它裡面太多太棒的東西了，雖然沒有被形成，包括他對於路線的掌握，對於

空間尺度的掌握。 

他說基本建築是要關注建造的質量，再過來基本建築非常重要，除了這個邏輯，

構造的邏輯很重要，再過來就是把它動詞化，所以它才會叫做建築動詞。提到建造，

最重要起點的思絡，把它化為行動，建造是一個解答問題的過程，如何去蓋，這是

他最後的轉折，開始變成動詞的關係。所以在這裡面，他談到建和築，基地跟建築，

把基地和建築加起來變成建築基地，如何呈現基地狀態，如何 reprograming，

programing 它的功能，如何在建築裡面創造材料，構築還是有圍蔽性，創造這個圍

蔽功能，這是他最後的論述。之後他就很簡單的談到他的案例，那這個案例當然包

括早期他寫的 2002 年的平常建築，其實這些案例在建築動詞裡面都可以看的到，所

以建築動詞裡面是他的作品集，這是在談他所有的作品集。 

最後用幾分鐘的時間看一下他的作品，我最喜歡的作品是他這個最早期的這個

1998 的作品，作了一個推拉折疊平開門，作一個門，這個門有時候要給人進去，有

時候要給機器進去，有時候要全部打開，所以他作了一個叫做門中門，這個大門，

打開來，這兩個拉開來的時候有還一個折疊門夾在這個像夾頁一樣，你把它拉開來

才會扯開來，就變成了一個洞，這個洞門可以打開也可以關起來，所以呢，這個門

可以這樣推拉，可以這樣折疊，可以這樣打開，所以它叫做推拉折疊平開門，我好

喜歡這個案子，重新 define 一個開口，重新用一個 Tectonic 的技術，重新用一個打

開的方式，重新建構一個門之間的關係，那這個門就在這個開啟的各種不同方式建

構出他自己不同的功能，這個功能背後還不只是要談論這個開啟的技術，在談使用



 
功能，在談各種不同使用之間的關係，這是我非常非常喜歡的早期案子。 

另外還談到的就是說，一桌二椅，這是用京劇，京劇最常用到的就是一張桌子

兩張椅子，可是他就可以常真在那邊從頭演到尾，所以他在庭園裡面作了一個用最

簡單的格子的鐵格柵折了以後，變成一桌二椅，然後變成各種不同的…他稱為叫作

戲台。他以前很常在作的就是，在談一個偷窺劇場，把劇場的型式放在他的 Installation，

放在他的空間，而且這個劇場期待著各種不同的人去因為錯用，因為各種不同的使

用來建構他的特質，所以他就開始有這樣一個…我蠻喜歡 2001 年的早期 Installation

的案子，他最出名的案子是在早期作的一個北京的書，他說他想把這個書作得像北

京很多 house 裡面的那個街道的本身，所以他這個書很窄很窄的一個空間，作的非

常有意思的是作了一堆書架，這個書架是一堆車子，這個車子每一個都有一個半徑，

因為它的開跟合，如果全部都是直的，那它就會變成兩條線，因為他所有的東西都

是切分，就留一下一些走道，如果全部都是直的，這個書架就會變成兩條線，如果

全部都橫的，就會變成四條線，甚至於當這兩個全部都橫起來的話，這個空間根本

到不了，因為這裡有兩根大柱子，所以他就把那兩條線都塞住，他把兩個推車都還

可以推出來，這個推出來，這個推車建構了街道，整個 interior 變成 outdoor 的另外

一個事情，所以推車它既是書架又是一個車子，他把腳踏車跟書架一個 mobile 系統

跟一個所謂書的系統，把一個 store 變成一個 urban streets，他把這些事情叫作一個

programing，用的是一個 tectonic 的車子，然後建構這樣一個腳踏車，還故意作的非

常像腳踏車，輪子還不能太小，要大到真的像一個腳踏車的關係，然後組裝成一個

非常有意思的，像剛剛那個，都市空間的關係，所有的車子都可以從裡面推出來，

裡面變空，外面變成一系列的書架，這個案子在當時非常非常的出名，早期他還沒

作什麼建築的時候，這個席書書屋是他非常重要的起始點，因為這個案子幾乎已經

明白地顯露他早期，我們剛講的建築名詞裡面，早期在作的那些想像。用一篇文字，

用一個建築名詞寫了一個論述，作一個設計，那個設計就直接回應那個論述，對

programing 也好，對人的使用也好，對都市使用也好，那重新去建構非常 tectonic 的

機制，這個構制跟施工跟一比一有關係，另外一個，他作了一個梁思城百年紀念館，

其實在一個室內的紀念館裡面，重新建構一個內院及內廊，用兩種不同，一個厚的，

一個輕的材料，建構兩層的內廊再談他的院，這個案子雖然在 2002 年作的，2012



 
年的今天他又在美國作了六個展場，一樣用內院的關係，我沒有去查到那個資料，

大概幾乎可以再去看，他在十年前所作的對於院的詮釋跟現在十年後所作的院，那

個院本身，中國式的院對他來講是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出發點，他在這裡面作了三個

回、二、三，稱作外廊，內廊，內院，然後有個入口，甚至於這個牆作的很厚，人

還可以上到這個牆的上面去，這才是最特別的，讓牆上到最上面，就像西安的那個

城牆，所有的人可以上到西安的城牆，所以西安的城牆本身是一個 boundary，圍到

西安的古城跟外城，可是實際上那個城牆本身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space，他把所有

的樓梯都可上到上面去，去建構一個很薄很細的這樣一個空間，產生一個 catwalk，

這個很像城上面的空間，一則是用木頭很輕，可是外在用一個非常重的 tectonic 的磚

塊，建構了兩種不同的 tectonic，建構了兩種不同的 tectonic 跟人之間的關係，非常

有意思的一個 project 來紀念梁思城。 

那最後談一個案子，就是他的土宅，二分宅，重新把原來民居的一個盒子對半

分，對半分以後建構出對半以後，外面都很實，叫作土宅，裡面很透，是透明的生

活，要產生一個 yard，一個庭院，就把這個院切好後分開，變成 V，變成 L，變成

一字型，變成這個一字型，變成兩個一，夾了一個小中庭，變成一個 V，變成一個

大中庭，變成 L，變成一個單邊的中庭，最後轉 180 度之後，就變成一個一字型，

一邊都是實，一邊都是虛，他重新建構這個實虛之間的關係，然後建構這個牆，很

厚，外面的牆全部用什麼，去找民工用夯土一層一層疊，疊出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

系統，可以看到材料的累積，可以看到民工重量感，一層一層疊上去，疊的非常久，

造成的一個土宅，可以裡面卻非常輕，用的是鋼構、玻璃跟木頭來建構一個內透外

實的一個二分宅，那這二分宅又稱土宅的一個概念，我也蠻喜歡這一個 project，這

個 project 建構在一種 building type 型態跟 tectonic 決定很多不同的材料，所以可以看

的出土宅外面這一道牆，全部都是夯土一層一層疊起來的，可是裡面卻是一個輕透

的中庭，所以內跟外，在長生腳下公司的那個內跟外，上次我們談到長生腳下的另

外一個案子，就是隈研吾的竹屋，隈研吾當他在作竹子，在建構一個半透的竹物的

時候，其實張永和同樣在談 tectonic，同樣在談構造，他談的是土宅，用土宅來談論

他原來的街屋本身被扯出來的時候內外關係，然後可以看到這個內在的中庭，跟他

這個透的概念，跟外面這個非常厚重的，像風火山牆的土宅屋之間的關係，那我們



 
今天就上到這邊為止，讓你們大概理解隈研吾跟張永和之間的不同，隈研吾直接面

對構造，隈研吾直接面對構造 A 加 B 一個創新型式，可是 A 加 B 這件事對張永和

來講，其實是 Scenario，是一個述事，是一個 programing，是一個想像，是一個 building 

type，所以張永和跟隈研吾不一樣的背後有一個述事性的內容，可是他們同時面對

構造，可是隈研吾挑戰的是構造的技術，張永和是在建構這個構造所呈現出來的文

化性，文化內容跟感知性，所以兩個不太一樣，可是你會知道，現在所有人的路都

走向這一向，當然不一定是所有的人，伊東豊雄，我們這次談的四個設計師，伊東

豊雄跟 Rem Koolhaas 又不太一樣，所以建築現在有這麼多這種面向，可是我會建議

大家，任何一個人你想要去了解，不要從 Graphic，那個是最沒有辦法理解的，一定

要從它的文本，你才知道到底 Herzog & De Meuron 跟 Peter Zumthor 跟 Rem Koolhaas

跟伊東豊雄跟 Alvaro Siza 跟張永和跟隈研吾這些人到底有何不同，其實有些觀念是

相同的，是承接的，可是還有真的大不同，因為每一個人的切入點不一樣，如果你

理解了這個切入點，你們每個人就可以開始找到自己的位子，我覺得作建築最重要

的一個點就是要定義自己的 position，你要有一個中心思想，你要建構一個信仰，我

不覺得大家在 30 歲之前要有一個信仰，但 40 歲以後就必須要有一個信仰，所以你

有十幾年的時間。 

所有的建築師在 40 幾歲的時候，那個信仰大概都形成，所以你們有十幾年的時

間，可是信仰不是一天造成的，一定是你一再的用同樣方式在看它，在累積所造成

的，那這學期的整個十堂課，我希望你們有空，再回到網路上再重新看一次，我覺

得這一堂課真的不簡單，連我準備都不簡單了，更相信你們聽起來更不簡單了，第

二次才有感覺，我認為，我自己講到第三次才有感覺，所以你們最好有空，以後不

管什麼時候，上網去看第二次，我相信第二次以後，你自己會有點感覺，那這些概

念你們現在就應該要會開始從事，這些設計不需要靠累積很厚的經驗，是只要你想

作，你現在就應該開始，那愈早開始就愈早知道事情是怎麼回事，要不然我看到我

們非常多的同學，尤其 M.Arch 2 的同學，其本上有非常好的美學素養，可是自己都

被美學給綁死了，那我覺得只要你跨過那個門檻，你馬上就海濶天空，你沒有跨過

那個門檻，你永遠就綁死在那一條形式上的線，所以這個是給大家一個建議，那我

們今天就上到這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