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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設計研究實驗室—
未來設計的搖籃 

倫敦建築聯盟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這英國

史上最悠久的獨立建築學校，是於19世紀中，由

幾位年輕學子因不滿當時的建築訓練，在體制外

成立的教育組織，其教程、教學方法與評鑑系統

皆由聯盟成員們頻繁地聚會、辯論之下產生註1。

經常被流傳某生在 AA Bar 巧遇Rem Koolhaas，並

與他談論建築的故事，便體現了 AA 向來的場所精

神：「一種無階級式開放交流及思辯的文化」。

就筆者長期以來對AA的觀察，將其特色概括如

下：批判式思考與論述、實驗作為實踐、自組織

的教育系統。

"Taken together, these structural features have 

allowed us to create what we think is a unique form of 

distributed architectural intelligence; a collabora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carefully fitted to the complex 

demands all architects face today in their work across 

networks; of collaborators, fabrication and production 

systems, and even design tools." 註2- Brett Steele  

在這脈絡下，Design Research Laboratory 遺傳上

述的基因。該系由今日 AA 校長 Brett Steele 及 Zaha 

Hadid Architects 合夥人Patrik Schumacher 於1997年

共同創立，創辦人認為在科技人文迅速發展下，

當今建築設計問題愈趨複雜，許多議題探討遠遠

超越傳統建築知識的範疇。學校裡需要一種新

的教育模型來回應這樣的學習需求，並培育有能

力面對新世界的「新品種」建築師。DRL肩負著

「創新」的使命，這個programme由下到上、從裡

到外，各個層面的設計都可被視為是一種實驗。

而每個層級的實驗結果，將回頭對其他層級造成

影響，形成一種有效的反饋機制，最後作為整體

一同向前演化⋯。

集體智慧：團隊合作作為實驗

DRL 最重要的特色是 teamwork 團隊合作，它

翻轉了「創作是個人的」這種思維，主張當代設

計亟需匯集多面向的專長，teamwork 讓每個隊員

為設計案貢獻個人獨特的元素，集體的腦力激盪

能發揮出 1+1>2 的協同效應。組隊的機制亦可視

為是不斷嘗試的動態實驗，課程初始，全班來自

四面八方的同學將自行組隊，一組三至四人。課

十五個台灣建築留學生的 小．故．事  向西走

地圖繪製：蔣幸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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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共四學期，第一學期由兩個workshop組成，學生

必須在這兩個為期僅數週的 workshop 中，快速適應

與剛認識的隊友們合作，並在這幾次全班自行排列

組合的過程中，找到最適合彼此的團隊，成為在將

來第二、三、四學期為期一年的 studio 設計夥伴。

雖然來 AA 唸書的學生之資質均優，來到DRL都必

須拋開過去，以新的視野學習，這使團隊合作更具

挑戰性—如何與同樣設計狂熱的同學們平起平坐、

相互磨合，找到每個人在組內的角色定位，並開發

最有效發揮每個人特質的合作模式。過來人常形容

在DRL並不存在完美組合，但每個團隊會發展出他

們專屬的最佳互動，而每個DRL Project即是各團隊

在這16個月來的最完美呈現。

多重領域：媒材融合作為實驗

科技對建築設計的影響是DRL探討的問題核

心，跨足多重領域的知識與技術逐成為這個系所

的學習精神。理論課在設計思想觀念的建立上

扮演重要角色，而軟體課程及各種硬體設備則

幫助學生建立各種輔助設計的工具技術。與DRL

思潮相關的知識源流與建築史觀在理論課中被系

統化地注入成為學生的設計養分—不僅綜觀現代

建築史的系譜中，在觀念上有重要突破的設計方

法，強化「研究」與「設計」之間的系統性關

聯，更將議題探討的觸角延伸至其他領域，如：

計算機科學 (Computer Science)、生物學、模控學 

(Cybernetics)、機器人科學 (Robotics) 與人工智慧 

(Arti�cial Intelligence) 等。透過分組讀書會及課堂

簡報，學生在短時間內接觸多元的知識，並與同

學老師一同討論與辯證。個人的期末論文寫作則

DRL歷年作品設計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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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個人的觀點，對所學提出思想反饋。

另一項短期內被大量灌輸的是工具技術，科

技日新月異，DRL 秉持實驗精神，對各種媒材工

具的運用下足工夫。虛擬工具方面，學生每週接

受至少四堂以上的軟體課程，從數位建模到程式

編寫註3，設計課 workshop 或 studio 的助教另有依

該組設計主題研發的軟體課。製造工具方面，系

上備有專用雷切、CNC、3D Printing 等設施，近

年更與機械手臂廠商合作註4，也有機會前往AA 

Hooke Park註5 製作大型裝置。學生在短時間內學習

如此多種的工具，目的並不在於精通全部技能，

而是透過熟悉工具的過程，一方面發掘媒材之間

的混用對於設計走向的影響，另一方面幫助了解 

teamwork 當中每位成員的強項，進而建立各組的

合作模式。

設計演化：代代相傳作為實驗

"Technology is the answer, but what was the 

question ?" 註6  - Cedric Price  

D R L  終究是以建築與都市為本位的系所 

(MArch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上述以設計研

究為目的的新方法，扮演主動而非輔助的角色，

引領開拓未來建築的新視野。這看似開放且無預

設答案的實驗室，其實是由一個聚焦的設計議程 

(Design Agenda) 驅動著。每個 Design Studio 在老

師帶領下，對這共同的 Agenda 作出獨特的詮釋，

各組在經過幾個月研究後，為自己定義設計題目 

(Design Brief )，而後各自發展出方向截然不同的

設計方案。共同的 Agenda 確保在同一個班級裡四

個 Studio 的組能在評圖場合互相對話，雖然各自

研究不同的主題，各組的研究方法、發展邏輯、

過程與目標之間的關係，都是可以被互相比對及

檢討的。以筆者在學期間 (2011-2013) 的「Proto-

Design」為例，每位老師提出的 key words 有：

Theodore  Spy ropou lo s  的「Behav ioura l 

Machines」對回應式原型的研究，著重電腦計算

與真實材料混成並進，創造能積極與環境動態共

舞的合成系統。Patrik Schumacher 的「Semiological 

Crowds」 主張符號系統參數化，讓使用者、使用 

programme 及活動的 pattern 所隱含的社會參數成

為主導因子 (agent)，進而影響建築形式與表情。

Robert Stuart-Smith 的 「 Behavioural Matter 」 重新

思考 Building life cycle，嘗試對材料行為的研究及構

造性的開發，以此為基礎創造整套非線性的建築

系統，來回應某個基地特有的環境議題。 Philippe 

Morel 的 「 Reconsidering Elementarism 」 聚焦在建

築基本元素上，探討如何運用幾何單元固有的智

能與科技結合，形成一個複雜的系統性構造物。

Design Agenda 除了在當屆發揮聚焦作用，並

在前後屆之間承先啟後，有著演化設計及決定未

來趨勢的功能。一個 Agenda 進行 2-4 年不等註7，

在同個 agenda 期間，被實驗的各種設計方法，透

過上下屆經驗的傳承逐年精進註8。一個 Agenda 進

行幾年後，當完成其階段目標，根據研究成果及

其指涉的未來方向，老師們將研擬出具有未知挑

戰的全新 Agenda。例如 Proto-Design 是 DRL 首

次嘗試以材料的真實性為主體，藉由物質特性、

構築性的探索開發建築原型，四屆的討論從如何

串連單元建立群體、為特殊的材料設計建造流

程、如何控制複雜型式，乃至後期對機器智慧介

入創作的初探。於是下一個 Agenda：「Behaviour 

組員與老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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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xity」，即承接機器智慧的探索，更進一步

將機器人的潛能帶到主導設計的中心位置。

多年來科技發展與隨之變遷的設計表現日新

月異，然而 DRL 始終存在著像基因一樣代代相傳

的核心價值：「奠基在時間之上的建築」 (time-

based architecture)。生活中各種環境因素，自然、

都市、人群等等，沒有一樣不是瞬息萬變的。

面對問題的複雜性，人們需要的不是單一的解決

方案，而是一套能對應環境動態的系統機制。

這類觀點早在60年代以降的前衛運動(Avant-garde 

movement) 中百花齊放，若將這類思想的發展放在

歷史的時間軸上，DRL 就像是承接了前衛派的志

業，在超過半個世紀後科技已達某種成熟度的今

天，重啟此脈絡之思考，並邁向實踐之路。

全球網絡：未來設計．設計未來

DRL與其製造的設計總有著遠眺幾十年、甚

至百年後的極度前衛性，難免招致許多懷疑的批

評。然而近二十年來這個系所已形成一個 global 

community。一來，它有如領頭羊，帶動全球眾多

學術單位關於 computational design 的討論，影響

近十年來相關系所如雨後春筍一般成立。再者，

DRL 的觸角早已跨出學校，許多傑出校友不畏現

實世界艱難，將進行多年的研究在各種相關領域

上付諸實踐註9 。不同於 60 年代的前衛派，在資

訊時代 DRL 建立了規模更大的人際網絡，不僅影

響著未來設計的趨勢，更創造一個無形的設計社

群，讓一心想著設計未來的追夢者們不再孤獨，

而是集結眾人的智慧，以期有朝一日共同將未來

變成現在。

注釋：

1. http://www.aaschool.ac.uk/AASCHOOL/LIBRARY/

aahistory.php

2. Brett Steele, "The AADRL: Design, Collaboration 

and Convergence"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in Design, 

Architectural Design, Vol 76 No. 5, Sep/Oct 2006

3. 筆者在學期間接觸的軟體包含： Maya/Maya Script, 

Rhino Grasshopper, Python Script for Rhino, 3DsMax, 

Soft Image, Processing, Arduino, C++⋯等

4. AA的校區空間雖小，workshops/labs等設備的建置

向來五臟俱全，近年更為購置機器手臂策劃新的

空間；在此之前的幾年DRL並未受到學校設備的限

制，早已開始與廠商RoboFold合作進行運用機器手

臂的設計。

5. Hooke Park是AA在Dorset的森林校區，AA Design and 

Make Programme的主要基地，其前身是木工學校，

AA其他學生在校期間若有製造大型裝置的需求都

可以申請入駐Hooke Park。http://hookepark.aaschool.

ac.uk

6. 來自 Cedric Price 於 1966 年的一場演講標題

7. DRL已完成的Design Agenda包括：Proto-Design, 

Adative Ecologies, Parametric Urbanism, Responsive 

Environment, Corporate Fields⋯ 已告段落的Agenda通

常在幾年後被整理成一套論述與設計實踐兼具的出

版品。

8. 在DRL有很多機會能跨屆合作，由於16個月的課程

設計，Phase 1 的第一學期即是上一屆Phase 2的第四

學期，Phase 1 除了可以觀摩 Phase 2 的Studio設計發

展，在一月份的「幫槍週」(Helping-out week) 還能參

與幫助學長姐畢業設計的最後衝刺，精進技巧以外

也更了解DRL的設計精神。另外許多老師會請已畢

業的學長姐回來協助指導，讓同門設計思想及方法

得以延續。

9. 即將邁入20週年的DRL歷年來生產許多在業界表

現令人驚艷的校友，例如：研究電腦生成的複雜

曲面、並製造量產超過十年的 Marc Frones (https://

theverymany.com) ， 現任DRL Studio Master、 也是

ZHA CODE的領導人Shajay Bhooshan (http://zha-code-

education.org/)， 以3D printing fashion 跨足時尚產

業的 Daniel Widrig (http://www.danielwidrig.com)，由

Mostafa El Sayed 與 Suryansh Chandra主持、研發平

價桌上型機械手臂的新創公司Automata (http://www.

getautomata.com)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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