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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建築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尋找建築之路

2012年結束當兵的日子後，我毅然決然地

決定出國念研究所。過了接近一年準備英文跟

作品集、中途也接了一些案子的日子之後，幸

運的申請上了哥倫比亞大學，GSAPP(Graduat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Planning and Preservation)的

MSAAD(Master Science of Advanced Architectural 

Design) program。當然在這個時候回想起當時，

覺得似乎太過於衝動，也沒有考慮清楚，原因大

概包括：沒有事先察覺哥大一年三學期的學習規

劃，還沒真的完全適應美國的環境就要畢業了，

畢業後又直接進入了找工作弄簽證的過程。但從

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也提早踏進了自我思辨，開

始建構屬於自己的建築思考，提早面對自己想要

做甚麼、不想做甚麼的抉擇。

GSAPP成立於1881年，常春藤聯盟的建築學院

之一，也是少數在大城市裡面的建築學院之一。

少了些其他常春藤學校濃厚的學術氣息，但從另

外一個角度看來，它有著許多建築學院無法有的

資源，GSAPP可能是最早擁抱數位的學院之一。在

二十世紀末期開始，電腦設計開始普及，GSAPP一

直是領頭羊的角色，又因為紐約的地理優勢，許

多優秀的建築師都在此任教，包括Stan Allan, Frank 

Gehry都在此任教過。但近幾年來對於數位或是電

腦輔助的追求並沒有其他學校強烈，在學校的課

程選擇方面也是歷史理論或結構構造居多，數位

方面包括參數化設計或是computing佔得比例相對

較小。

在我唸書的這一年內，給我的感覺更像是老

師跟學生開始瘋狂地探索設計的概念，以及建構

屬於自己的想法跟論述。教授與學生之間的關係

不像是師生，而更像是同輩之間的對談，互相在

對談中得到靈感。許多設計的題目也都是那些建

築師最近在研究或是探索的課題，有些課題甚至

是橫跨了十年之久。在這一年的時間裡，許多與

教授間的對話讓我開始重新思考建築的可能性，

並且開始對建築議題自我辯證。GSAPP不太像是

教你怎麼做一個建築，而是教你思考做建築的方

法、如何用不同的方向方法（approach）做設計，

也不太像是訓練你成為一個建築師，而是帶你去

重新思考建築是甚麼？ 在這個時代裡建築究竟是

十五個台灣建築留學生的 小．故．事  向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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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如何的角色？最後開始反問自己，所謂的建

築師到底是什麼？

現在的GSAPP有許多不同領域的學程，也相

當廣泛，包括正統的M.Arch和Urban Planning，

後學士學位的MSAAD，MSAUD，MSRED，

CCCP，而博士學位則包括建築跟都市設計。

2013年我在唸書的時候，院長Mark Wigley是建築

理論家，現在是Amale Andraos，WORKac的主持

人之一。GSAPP每任院長的帶領下，都引領到不

同的方向。在Mark Wigley當學院院長的時期，

他在GSAPP帶來的風氣可以說是前所未有，如果

說Bernard Tschumi 是將數位帶到學校，每人一台

電腦，並用電腦來做設計，在當時很罕見，即使

到現在也是。2004年後，Mark Wigley則是開啟

了GSAPP討論建築論述之於設計的風氣，轉而注

重論述和概念的形成。同時開創了Studio-X，世

界各地的建築實驗室，在貼近當地的文化以及人

文的條件下，思考建築的可能性及多元性。世界

各地如：阿曼、約翰尼斯堡、伊斯坦堡、北京、

孟買、里約熱內盧等，都有其據點。今日的院長

Amale Andraos剛上任不久，大家正關注GSAPP的

下一步會朝哪個方向發展。

M S A A D ( Ma s t e r  S c i e n c e  o f  Ad v a n c e d 

Architectural Design)是超過一百多人的國際學

程，有超過30個國家的學生，在經歷一年三個學

期的訓練之後可以拿到學位的program。將三個

學期濃縮成一年，雖然速成，但非常扎實。寬廣

的選課單包括歷史理論，建築構法，攝影，甚至

還有使用模擬城市來研究都市的數據資料。另外

一方面，由於學生來自世界各地，每個人的性格

跟做事手法、想法都大為不同，所帶來的刺激也

是相當大。這個學程主要是給一些有了建築學學

士或是碩士的人，以及有著工作經驗的人再提供

一個重新思考建築的一年，並且鼓勵在當代設計

環境下的批判性思考。

作者在GSAPP, Replica Studio的Final Rendering.

作者在GSAPP, Death Studio 的 Final Rend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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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學期主要的課程設計課，每次可以選擇

的老師高達20多位，換句話來說，設計題目也有

著同樣多的數量及方向可供學生選擇。在這一年

我選擇的都是與理論相關的studio，分別是：

Replica：
這個學期主要是著重在批判當代建築的產

生，帶我們的教授相信這世界已經不再需要花時

間去研究新的建築樣式了。在這一百年來有各式

各樣好的建築，而在這些建築之中或多或少都有

可以借鏡的地方。他們的論述是：既然有那麼多

好的建築，為何不直接使用他們去產生新的建築

呢？在這樣的情形下，他們能夠更深化建築的各

方面，包括空間，樣式，工法，或是技術。而我

們這一學期所做的是改造石上純也的神奈川工科

大學的KAIT工房成為建築學校。

Death Studio：
橫跨近20年的研究，致力於將死亡帶回到人

們日常生活的周遭。以公共空間為媒介，讓人們

重新擁抱死亡，並且在學期中嘗試許多的設計方

法，最後合併生成一個建築，這個學期的教授始

終相信，建築是一個複雜的課題，必然要以多面

向去分析並建構論述。

Typological Correction：
從世界各地的住宅形態為出發點，在找到切

入點之後，介入當地發展新的住宅形態，嘗試尋

找並開發出新的住宅typology。

因為每個studio出發的概念與論述都不同，因

此作出來的作品也相當不一樣。每次的期末評圖

總是像參觀祭典，不只是可以看到帥圖跟模型，

也可以聽到許多有趣的論述及設計概念。

Argument 是另一個哥大影響我的建築訓練

極深的課程。做建築設計對我來說，是尋找批判

性的一段過程，不只是對當代議題，也在歷史層

面上都要有回應。在這段過程之中，可能由於視

角，關注點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層次，這些層次

又一環扣著一環，相互對話。建築師這個角色也

從這裡開始建構自己的論述，同時建構建築。這

個課程從多方面角度重新審視建築，不只是空間

設計，人文，環境，經濟，甚至政治都在討論之

內。藉由對於特定主題的討論，尋找針對一個建

築議題的批判性，再藉由提出的批判點出發，尋

找面對建築的答案。這樣的訓練帶領我重新思考

建築不只是去建築一個建築，而是去建築一個論

述，而這樣的論述對我來說往往讓我了解建築更

多的可能性，最後那些建築元素也因為論述而重

新組構了起來，變成實體呈現。

來美國的這三年是一段處於自我辯證的過

程，中間經歷了設計強度非常強的一年，然後找

工作，直到現在對前途不太有把握，都在思考屬

於自己的論述與方向，甚至會思考建築本身到底

是如何。或許是受了教授的影響，我思考著這個

建築多產的年代，要如何建構自己的論述跟找到

屬於自己的方向？在同質性極高的狀態底下，要

如何突破枷鎖？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書的教授，大

部分的人都有自己的論述或是想要朝向的研究目

標，而這正是我想要追求的，也是對自己做建築

的期許。

最後用Pier Vittorio Aureli 在 �e Possibility of an 

Absolute Architecture 的一段話作結：

Architecture has been popular in recent years. 

Ironically, however, its growing popularity is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the increasing sense of political 

powerlessness and cultural disillusionment many 

architectures feel about their e�ective contribution to the 

built world. Within the paradoxical situation-and beyond 

the phenomenon of  architecture's "success"it is necessary 

to face and acknowledge the popularity of architecture 

critically. 

這一段話更讓我加深了自己的信念去建構屬

於自己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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