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我們將與大家一起討論建築設計與理論之間的關係。

其實理論對於設計的重要性為何？建築史與理論又有什麼樣的

關係？ 這些一直都是建築界長期關注，卻在忙碌的設計過程中

易於被創作者忽略的問題。80期我們除了透過結合理論文章、

創作作品、與建築設計教育來思辨這個古典確影響深遠的問

題，同時我也提出以「操作型理論（Operative �eory）」的思

考作為框架，來重新切入這個議題。

「操作型理論（Operative �eory）」的思考源於塔夫里

(Tafuri) 對「操作型評論 Operative Criticism」的批判。塔夫里

(Tafuri)認為某些建築家試圖「透過對“歷史”具選擇性的閱讀，

進而“設計”歷史以便投射未來」的理論建構方法，是一種對

歷史的操作。不過，塔夫里 (Tafuri)上述的評論，其實可以說是

對歷史與理論該如何選擇樣本的批判，並以此來質疑當時（60

年代）建築家與理論家對於從歷史選擇某些個案來推演設計所

提出的假說。但是，建築設計理論的成立與否或其價值，若單

純從樣本的選擇來判斷，或許可以決定其推演是否“嚴謹”，

但不見得能以此證明這樣的“設計理論假說”不成立或沒有價

值。 此外如同物理或化學理論常用的“理想狀況”做為條件

設定，一旦離開特定的理想狀況則理論或假說就難以成立，因

此如果認知所有的設計理論都有其適用的特定時空背景，這樣

各種主要的建築設計理論都能在配合其時空條件的狀況下被理

解，也就是將各理論涵構化後重新思考。

舉例來說，同樣是根源於現代主義的思考，50年代與

20-30年代的現代主義就有許多不同的地方，拉芬 (Sylvia Lavin) 

操作型理論

文／漆志剛

美國康乃爾大學客座助理教授

台灣淡江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

Jr.Gang Studio設計研究室主持人
Visiting Assistant Professor, Cornell University
Assistant Professor, Tamkang University
Principal, Jr.Gang Studio

Towards an operative theory

建築理論與設計
—第1章—

5 ARCHITECTURAL INSTITUTE OF TAIWAN MAGAZINE

P002-107-15TA155.indd   5 15/11/2   下午8:06



從洛吉耶 Laugier的“chance elements 機會 /偶然

元素”、勒杜 Ledoux、皮爾南希 Piranesi的 Campi 

Martii、Antolini等一直到現代的“格子”來討論建

築與都市之間的關係，或者更準確的說是“局部

與整體的關係 part to whole relationship”。其以建

築獨立自主 (Autonomous)的理論架構來對抗受資

本主義影響的前衛建築就容易理解了。而以此解讀

阿格斯特Diana Agrest於1974年提出的論文“Design 

versus Non-Design”就能理解她如何以多元決定論

（overdetermination）為基礎所發展的設計思考，

來對塔夫里 (Tafuri)以批判資本為主這樣的構想所

提出的設計思考辯論。

其實不論建築設計以獨立自主的思考為主

(Autonomous)或由各種多元價值決定為主，長期

以來一直是設計理論與思考的焦點之一，究竟建

築是強調本身獨立自主的物件 (object)？還是建

築是回應各種外部因素（科技、經濟、政治、環

境）所產生的空間狀態？塔夫里 (Tafuri)承接社

會學者西美爾 (Georg Simmel,1858 － 1918) 所寫的

“�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西美爾認為：

“現代生活最深層的問題，來自於當面對巨大的

社會力量、歷史包袱、外來文化、與生活方式時，

（如何）主張（並）維護個人的自主性與獨特存

在（？）。”因為我們一方面被社會鼓勵並期待

活出自我，另一方面社會卻又以更大的壓力來反

對一切異於規範的行為或拒絕跟隨潮流的行動。

塔夫里認為如果將上述的“個人”改成“藝術”，

應該也能相當程度說明建築創作的處境。而今年美

國雪城大學建築學院就以“Between the Autonomous 

and Contingent Object”為題，Michael speaks結合

了包括哥大建築學院院長 Amale Andraos  (GSAPP, 

Columbia University)、南加州建築學院院長 Hernan 

Diaz Alonso  (SCI-Arc)、與英國建築聯盟院長 Brett 

Steele 等等學者共同來對”獨立自主”或”回應外

界”的建築”物件”這樣主題再重新討論其在 21

提到建築評論家班能 (Reyner Banham)曾指出“現

代主義完全設計的理想（由最小的器皿、家具、建

築、甚至到社會制度都一起設計），到了 50年代

時，因為工業化的關係，例如 Knoll, Herman Miller, 

Eames以及其他等傑出的工業與產品設計，以及

電視等家電產品的出現，讓建築師從設計創造者

(master creator) 變成設計選擇家 ( master selector),  建

築由“完全設計 Total design”轉變為“設計由選擇

決定  design by choice” ，在這樣的背景下，現代主

義的空間當然必須重新思考，因此許多理論家開

始將二十世紀中期的“現代”轉以“當代”來描

述 。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將前述「歷史」這兩個

字以「理論」取代，也就是「透過對理論進行具

選擇性的串聯與對話，進而提出能投射未來的新

設計思考」，以回應塔夫里 (Tafuri)的批判，那麼

就能理解「操作型理論（Operative �eory）」的提

出，不是為了建構嚴謹的新理論，而是在設計與

理論之間架構中介的創造性設計思考平台，讓理

論與設計互為連結。同時平台的主要目標並非僅

是確認或辨識“理論”的空間想像潛力後，對其

進行形式上的運用與執行，其實更是期待在辨識

各理論的理想狀況後，透過認知“現況”與“理

想狀況”的差異來創造新的設計討論契機，甚至

連接不同設計理論的局部來面對即時或甚至對未

來的預期投射，以編寫 (Scripting)的動態來將停留

在過去某個時間點的設計理論重新�動。

因此如果我們理解「只有透過回到現代主義

的原點（先啟蒙，後進一步推至文藝復興），才

能看到現代主義建築的發展全貌」是塔夫里對於

當時因為現代主義“形式操作疲乏”，在順應資

本主義控制下，建築不是逐漸流於設計語彙與符

號的操作，就是回歸歷史再曲解後重新利用所提

出的批判。就能明白那時”後現代”崛起的時空

背景正是塔夫里理論的“理想狀況”。因此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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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林雨醇的作品-以四種不同的分區特性，分別
是格子狀系統、橋、山丘、與高樓，去解釋這輕的

結構（光和霧的捕捉網）如何與光的地形結合，介

入都市以創造屬於夜的空間，並與天空形成剖面連

結，來賦予人造空間與自然空間交會產生的新可

能，讓人們在舊金山的夜晚也可以看到星空。

4.曾令理的作品-漂浮天坑：以自然災害構築。
天坑(sinkhole) 是由於水不斷侵蝕石灰基岩，破壞地下結構以後使地表塌陷形成的巨大深坑。美國的佛羅里達中部是著名的
石灰岩地形，近年地層加速侵蝕天坑災害不斷，這是一個自然不可逆轉的現象，無論當地居民如何苦心研發補強技術，賴以

生存的土地終將變成一片沼澤。

這個挑戰負面事實的實驗性設計，使用天坑現象來創造新的機會。設計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圖5)是在天坑周圍種植銀葉板
根，利用洞穴內部的熱溼氣加速氣根生長，進而達成氣根包覆洞口並減緩塌陷。第二階段(圖6)使用橡膠與玻璃纖維共構的材
料從天坑口噴灑進洞穴內部，材料硬化成囊殼後就順應地形儲藏在洞穴裡，待土地蝕盡水淹之際，這些囊殼將漂起成為特殊

型基礎建設。（曾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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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的背景下所代表的新設計構想與機會。

這一期的構想其實起源很早，自從協調淡江

建築的畢業設計，發現淡江多元的傳統，鼓勵並

允許各種題目：從 1:1構築、真實的社會實踐、一

直到高度實驗性設計並存的同時，橫向的連接是

非常重要的；究竟什麼樣的設計可以被定義為建

築系畢業設計或論述設計 (�esis Design)？又評圖

老師們該依何種標準來評論同學們的設計？在這

樣的傳統下如何開創建築設計與實踐的新局與想

像？不論是任意開放，或以老師各自所學所信的

理論為真理來對在不同理論下發展的設計做嚴厲

的批判，大概對同學不但不公平，也容易造成討

論的難以聚焦，實驗性的討論半路夭折。

因此我們將畢業設計師資定位於以具實驗性

及真實創作的執業建築家為主 (目前 13位 )，同時

具備實務與理論經驗的專任老師為輔（目前每年

約為 2至 4位之間），透過淡江傳統的大五老師

演講與微型研討會 (Mini-symposium)，讓老師們能

夠於週五齊聚一堂，彼此交流各自的建築論述與

思考，建構平常繁忙事務所難得的對話平台，更

將這些不同的論述如何在困難的真實環境中轉為

實踐與創作的經驗展現給同學，讓彼此都能更理

解大家各自在建築設計光譜中的坐標，以及之後

可能的發展與未來性，因此評圖或設計討論能夠

有機會成為有依據的建設性思辨。

在這幾年老師們共同致力於教學、論述、與

實務創作的情況下，剛好於 2014年接到誠品講堂

51期的邀請，因此決定以這樣的機會，和大家一

起對於理論與設計創作的關係做更進一步的討論

與分享。本期的架構就是在這樣的思考下逐漸成型

的，在這裡也要特別謝謝吳光庭老師的邀請，並

提供寬闊的創作討論空間，讓這樣的思辨有機會

不再只是各建築系內部的對談，以拋磚引玉，能

建構更多的設計思辨平台作為 80期的編輯目標，

同時因為本期還有許多重要理論未能及時收錄，

也期待未來能有更進一步的討論、設計、與出版。

本期討論主題除了聚焦於理論與設計的關係，

更強調如何透過理解這樣的關係來創新設計思考，

例如林雨醇如何透過作品，以舊金山瀰漫雲霧的

自然現象介入現有的夜晚光都市環境？如何結合

自然的動態涵構來重新解讀 Colin Rowe的都市涵

構主義 ? 又曾令理的作品如何進一步將涵構成為

構築的一部分，天災地貌成為灌注的模，再結合

種植銀葉板根， 構成以洛吉耶 Laugier的原初小

屋 Primitive Hut進化而成的原始漂浮列嶼 Primitive 

Archipelago與人工地盤，更讓建築成為機會元素

(Chance Elements) 。

帶著這樣嘗試連接歷史、理論、與創作的思

考，我也以 OM Ungers當年在康乃爾 (Cornell)推

動的柏林經驗為本，希望能對亞洲及台灣的建築

提出我們的觀點，因此本期也包含了我與同事老

師們參與台北老屋改造的部分想法，與我和日本

年輕建築師增田信吾所組成的實驗性教學團隊在

康乃爾這學期教學前三週的一些過程記錄。同時

也很高興在忙碌的工作下，目前或曾經任教於淡

江建築畢業設計年輕的吳聲明老師、來自日本的

平原英樹老師、目前在英國RoeWu的吳佳芳老師、

創作與實驗並重的楊家凱老師、景觀＋建築＋理

論＋實務的周書賢老師、來自西班牙的伊萊恩老

師、專注於互動與實驗性空間感知測量的鍾裕華

老師與葉佳奇老師，以及系上專任的好友宋立文

老師，來自成大的簡聖芬老師，來自康乃爾大學

的年輕老師 Leslie Loks能夠透過 80期和大家分享

他們的創作與思考。也特別謝謝蔣幸娥、曾令理、

林雨醇、林念穎、施苡竹、黃信惠、唐子玲、郭

孟芙、許可、賴怡婷、張宸馨與來自康乃爾同學

們的創作分享，此外也要謝謝西班牙年輕建築師

Juame Mayol 與 Irene Pérez (TEd'A arquitectes)提供他

們貼近土地、歷史的全新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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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坑周圍種植銀葉板根，囊殼漂起成為特殊型基礎建設。（曾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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