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介

延續第五章與楊家凱老師有關於基地、感知、與符號學的討

論，及第六章與周書賢老師關於地景都市主義，如何以自然的力

量，覆育大尺度的廢棄都市空間。第七章我將與宋立文老師和大

家一起討論對建築現象學思考影響很深的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哲學與建築，曾經在二、三十年前被熱烈討論過的現

象學，在當代可以如何被理解與思想？又現象學與建築的關係是

否能有新的理解與詮釋？最後宋立文老師並以更宏觀的角度延伸

討論建築理論課程與設計思考這個議題。

海德格以 1927年發表《存在與時間》，在幾乎與科比意的 

薩伏瓦別墅 Villa Savoye、密斯的巴塞隆納館同一時間來奠定其

學術地位。而這次與宋老師所選的“物 �e �ing”與“Building 

Dwelling �inking 築居思”這兩篇文章，均收錄於海德格「Poetry, 

Language, �ought 詩，語言，思想 」一書中。我們以此文章做

為討論的背景，先用柏拉圖的「洞穴寓言」開始探討知識與對

真實認知的關係，再由胡賽爾（Husserl）、海德格、到梅洛龐

蒂（Merleau-Ponty）等哲學發展開始，透過延續胡賽爾以“括弧

Bracketing” 解構既定印象， 對研究對象保持高度開放的思考方

式，並與馬格利特 (Rene Magritte幾乎也是與 Villa Savoye 薩伏瓦別

墅同時 )的作品 “Ceci n‘est pas une pipe” (法文：這不是一只煙

斗 1928-1929) 來共同思考物件、經驗、與真實的關係。即透過海

德格對藝術的評論與對存在的看法來回應建築現象學。

Thing vs. Object

物非物
海德格的哲學與建築

建築理論與設計
—第7章—

文╱漆志剛
圖片提供╱ Ted'a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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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物”的理解

關於“物”的討論，這是一個重要卻不易以任何理論單獨回答的問題。塔

夫里認為組合 (Assembly) 是物件“現成品 Ready-made”構成或產生形式 (Form)

的最主要方法，而海德格則透過區別“物”與“物件”來理解物存在的本質與

意義。相反的，包括物件導向的本體論（OOO），或下一章介紹的行動者網

絡理論（ANT）則對於“物”有著與海德格幾乎相反的見解。

海德格認為“物 thing”與“物件 object”是不同的， 他指出科學知識，在

科學自身迷人的“物件 object”領域中，早已經在原子彈爆炸前就已經毀滅了

“物做為物”的概念，因此，物的本質被封存，遺忘，不但不被看見，也不再

被提起。

因此，他重�關於“物”的討論，什麼是“物”中的“物性”？什麼是

“物”的自身呢？只有當我們思想“物”如何成為“物”的本質時，我們才能

理解“物”自身的意義。

海德格舉例：壺可以是物件，也可以是一種物，其取決的關鍵是“物性”，

但是壺的物性是盛裝，這樣的盛裝是透過壺的“空”所達成的，因此壺的空決

定了製做容器的過程，換句或說，在塑造壺的時候，作者是在塑造陶土的形

狀？不，海德格認為應該是塑造“空”的形式；所以對壺這樣容器來說，“物

性 thingness”本質不在於它的組成材料，而是在於空。

海德格進一步解釋：思考壺所盛裝的酒，能讓我們意識到天 sky、地

earth、神 divinities、mortals人 (無法永生之人 )合而為一的蘊含；但如果以科

學的角度，視酒為一種液體，將壺的“空”視為裝滿空氣的空間，那麼盛裝酒

的行為就成為將壺中的空氣置換為液體，因為液體相對於酒是更一般性的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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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與天、地、神、人失去連接，因此壺就從物變

成物件，本質因而被遺忘，這會讓我們對於壺“能

裝什麼” 與“如何裝”這件事的本質沒有想法。

透過感受與靜思，使「物」本身的存在本身

自然顯露出來。因此人在世界中 /自然間生存的時

候，察覺自身與其之身體與心靈之互動，就確定

了自己的存在，並體察存在的真義。

也就是說，憑著一般經驗與觀察，只會知道

物的「可用性」，而不會理解其「可靠性」。透

過藝術作品以特有的方式將物的「可用性」拿掉，

「可靠性」便有機會浮現。梵谷在此畫中呈現的

顯然不僅是單純的物件。

延續這樣的討論到“Building Dwelling �inking 

築居思”這篇文章，建造 (Building)是以何種方式

屬於居住 Dwelling的呢？ 海德格以橋為例，說明

橋以自己的方式，讓天、地、神、人向其聚集，

而這樣的聚集或集合就叫做物。

接著海德格問了兩個問題，它們分別是：地點

與空間的關係為何？以及人與空間的關係為何？

因為橋，使一個特定的地點 (location)顯現出來，

所以橋並不是先有地點才成立，相反的，特定的

地點是因為橋而存在的。橋是能聚集“天地神人

fourfold”的“物”，但以這種方式，橋讓“天地

神人”的聚集有了基地 (Site)。透過“物”提供的

空間 (Space)，決定基地的地點性與方式。換句話

說，只有物在以這樣的方式成為地點時，才能提

供空間 。也就是地點與空間的關係是透過物的中

介達成的，以這個例子來說， 橋就是物。

至於人與空間的關係，則是透過思想

（thinking）；透過思想，人能穿越距離並穿越空

間，與海德堡古橋上無意識穿越的人比較起來，

在遠方思想古橋的人可能離橋更近，或者因為人

的思想蔓延在空間中（房間），因此才能在走到

目的地（講堂大門）之前，思想（意識）就已經

在那裡了。

其實海德格認為德國兩百多年前農民蓋的黑

森林農舍，有一種自足的力量能讓天地神人進入

“物”的合一狀態 。海德格是這麼描述的：“黑

森林農舍位於避風的南山坡，近泉水的草地，屋

頂大而低，角度可遮雨並擋雪重，內有祭壇與死

者之樹，讓幾世代的人以不同特徵，不同人生階

段定居於此。雖然建造與思想都無法脫離定居，

然而各自獨立的兩者，也都不足以完成定居，如

果建造與思想能保持自身的限制，同時理解對方

也來自長期發展的經驗與不斷的實踐，他們將能

聆聽同屬定居的彼此。”

以上述的思考來回應建築設計，可以發現即

便是今天，現象學對建築設計的影響仍然是非常

顯著的，不論是第五章楊家凱建築師的作品或是

由智利建築師 Smiljan Radic 的作品，如 charcoal-

burner's hut、或是�e Winery at VI，以及西班牙的

Ted'a建築師事務所的作品都依然可以找到許多與

建築現象學相關的線索。

Ted'a建築師事務所非常年輕的主持建築師

Juame Mayol 與 Irene Pérez 他們堅持不以House而是

用“家Home” 來命名他們設計的住宅，因為對他

們來說，每一個房子都不只是人造物，而是讓人

可以安心定居的地方。以“Jordi and Africa's home”

這個設計為例，他們以珍惜的態度拆除原來的房

子，並將其拆下來的砂岩石塊（sandstone blocks）

重新運用，再以原來就是當地產的新砂岩石塊來

構築立面開口，形成土地、歷史、氣候、構築、

與居住生活合而為一。(圖 1-9)

海德格認為築 (Building)是建造，即是定居；

是人居於大地之上；是建造做為定居 (Dwelling)，

同時也是珍惜與保護，保存和照顧，特別是耕種

的土壤，培育與栽種。因此現象學對於物的定義

與定居的看法，似乎對於建築設計思考仍有持續

而重要的影響，不只是意識空間，更是保護土地，

也就是“天地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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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Ed'A arquitectes-“Jordi and Africa's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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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Ed'A arquitectes - 立面用的是由原始房屋回收的砂岩石材，因石材有限，有些地方用“瓦”來填入石材的縫隙之中。
3. TEd'A arquitectes - 仍在施工中的東北向立面，較粗糙顏色較深的部分為原來房子留下來的砂岩石材再運用。
4. TEd'A arquitectes - 施工中的北向與東向外觀
5. TEd'A arquitectes - 由陽台向外看到的地中海島嶼村落景致，扶手與牆相接處的細部也以瓦來填入處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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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Jordi and Africa's home” - 一樓平面圖
7.“Jordi and Africa's home” - 二樓平面圖
8.“Jordi and Africa's home” - 地面層平面圖
9. TEd'A arquitectes - 建築師的女兒 Aina與小貓一
起享受父母設計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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