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言：建築史何用哉？

建築史在19世紀後期演變成一門現代學科，也在二戰後成為建築教育

體系中的重要課程。但建築史做為一門學科，在台灣建築學界與實務界常

被忽視；建築史做為一門建築系的課程，也不受到學生的歡迎或視為畏

途，甚至認為建築史對於建構當代建築毫無用處。但建築史是否僅在「鑑

往」，而不具「知來」之用？

建築史的教學、研究與著述所遭遇的這種窘境，近來似乎有所轉變。

台灣民眾基於地方認同的意識，對於地方知識的求知若渴，其影響也及於

對建築文化資產的感興趣，城市文化資產導覽也逐漸風行。在此趨勢下，

建築史所能提供的建築文化資產價值判斷與地方知識也受到大眾的認識與

認可；因此，建築史似有鹹魚翻身之勢，且不只對於地方環境的回顧認

識有所助益，甚至能夠發揮積極作用，協助大眾形塑自己所住居的環境空

間。在當代，建築史似乎具有「知來」之用了！

但傳統的建築史研究大多透過學術論著呈現，大眾難以進入一

窺堂奧；出版的相關論著，設定的讀者對象也是圈內人。但在建築史

知識成為大眾認識地方的重要來源的此時此刻，建築史的「科普化」

（popularization）已成必要。

二、建築史之大用

建築史除被視為是一門「鑑往」的現代學科外，其「知來」之用，

依Bruno Zevi的看法，是學習建築史中的經典作品（典例）以為當代創造

好建築，因而視建築史為建築教育之支柱。但建築史的用處，仍是被框限

在建築專業圈內，已無法滿足或切合當代社會大眾甚至政府對於建築史

的需求。相較於過去，建築史學者在當今建築文化資產的價值判斷上已扮

演比已往更重要的角色，譬如在「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中之各項基

準，幾乎都需藉助於建築史知識的佐證。但隨著時空環境的變遷，建築史

的讀者，應有機會跨越建築專業圈的框限而及於一般大眾，進而擴大建

築史對於形塑未來的積極影響力，而其關鍵可以從「城市博物館」（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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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eums）在當代的轉型發展中略窺一二。

1990年代以來新型態城市博物館概念的提

出，期望城市博物館能夠協助民眾對於形塑城市

未來有具體的影響力，使得建築史（與城市史）

知識成為城市博物館（員）與城市規劃單位協作

的重要媒介。

首先，台灣的博物館開始對「建築」感興

趣，展開與建築相關的文物典藏展示。闢如國立

台灣博物館徵集典藏「台灣二次戰後建築設計

圖說」，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的展示空間則以台

灣建築史為架構；而與經典建築相關的特展，近

十年來更是蔚為潮流，如臺北市立美術館2015年

的「建築之境：路易．康」特展，或高雄市立

美術館2014年的「建築的藝術」展出英國建築師

Norman Foster的作品。

其次，傳統城市博物館是在一座建築內典

藏展示對城市歷史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文物。

但自1995年國際城市博物館委員會（CAMOC，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Collection and Activities 

of Museum of Cities）成立迄今，已集結了全球各

地43個國家約200個城市博物館以來，城市博物館

被賦予新的概念與權責。如Ian Jones所言，「城

市博物館正逐漸聚焦在城市本身。城市已成為文

物。」城市博物館不再是城市中一座典藏去脈絡

化城市文物的建築，而是整座城市就是博物館。

城市中的歷史性環境變得越加重要，尤其當歷史

性環境與城市中的人群仍持續互動時，城市本身

即能訴說自己的豐富故事。因此，北歐各國首都

的城市博物館在近年來都開始轉型，其轉變之一

即是尋找城市歷史核心區中的舊建築（群）做為

新館，且在城市其他重要區域再利用舊建築做為

分館，透過城市探索導覽遊程的規劃，讓民眾或

遊客親身去認識與體驗「活的城市」。如芬蘭赫

爾辛基城市博物館（Helsinki City Museum）在2016

年5月13日重新開館，並將本館遷移至歷史核心

區的赫爾辛基市議會廣場（Senate Square）邊，

以再生城市中最古老的區域。著名的英國倫敦博

物館（Museum of London）在2016年7月宣布將遷

移館址，擬再利用現址北側附近具有維多利亞風

格的史密斯菲爾德肉品市場（Smithfield General 

Market）為新館舍。館舍的選擇絕非任意，都是在

城市發展歷程中具有特殊意義的舊建築，其所依

循的判準即來自與城市發展脈絡密切關連的建築

史知識。

城市經歷長時間發展演變所產生的層層堆

疊痕跡，是其做為人類文化造物最重要的價值所

在；但若城市的未來規劃忽略其發展脈絡與實體

遺存，公眾將很難理解其所居住的城市是如何形

成，未來又將往何處去。若城市本身就是一座博

物館，則城市規劃就宛若策展一般；城市博物館

因此不再只是緬懷式的驀然回首，而可更積極地

協助形塑城市的未來及居住其中市民的生活。多

位長期觀察城市博物館趨勢的學者都指出，當代

的城市博物館與城市空間規劃部門有密切的合作

關係。如Ian Jones就觀察到在哥本哈根、赫爾辛

基、斯德哥爾摩與阿姆斯特丹等北歐首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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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者（商）在進行主要工作前，被城市議會要

求向城市博物館諮詢，因為城市博物館被視為是

城市歷史的知識庫。Max Hebditch則認為城市博物

館與都市更新（urban renewal）的過程密切相關。

為何城市博物館在當代能夠有效提供城市規劃部

門諮詢，乃是因為當代的城市規劃強調文化導向

（culture-led）的都市規劃或都市再生取徑。結合

歷史與規劃，或是將具有未來性的規劃置於城市

發展的歷史性脈絡中來思考，建築史（城市史）

與城市規劃之間應可以有更具意義的連結，而城

市博物館在當代城市中即扮演此關鍵角色。

然而，城市博物館之職責並非規劃城市，

而是建立一處讓市民大眾可以參與城市規劃的平

台。城市博物館基於其對於城市本身及其構成元

素（即建築史主要的研究對象）的深入研究，可

以透過博物館擅長的展示教育，讓民眾認識理解

其現在所住居的城市是如何形成。其次，博物館

做為當代社會重要的公共領域，在市民因其展示

教育而具備對於城市的認識後，應創造一處可供

市民表達對於城市未來想像的發聲場域；而民眾

建立在對於城市發展脈絡有深刻認識的未來想

像，都可協助城市規劃部門描繪一個更好的城市

未來。但建築史的呈現傳統上總是採學術論著的

形式，其讀者對象並非一般大眾，建築史若欲協

助更多的普羅大眾能夠閱讀並據以對城市過去與

現在有所反省，對未來有所想像，則建築史的呈

現應予以科普化（popularization）。建築史科普化

的現象，在當代台灣已逐漸成形。

三、建築史的科普化

建築對台灣人而言，有一段不算短的時間是

與房地產畫上等號，媒體廣告充斥著「豪宅」的

介紹與討論，其文案還常有錯誤建築風格的穿鑿

附會。在那樣的時空背景，建築的價值端看地段

與房價，而建築史則被對建築史完全無知的商人

利用來滿足台灣民眾對於住居環境的異國想像，

重點當然還是在提高房價。但在不久前的世紀

交替期間，開始有建設企業成立講堂，嘗試向一

般民眾傳達何謂「建築」、「好建築」、「建築

設計」的觀念，此即是一種建築知識科普化的嘗

試。大概從那時候開始，台灣社會對於建築或建

成環境（built environment）的認識開始有了比較

正確的認知。建築文化資產保護的國際觀念也在

同時間在台灣傳布開來，初期僅限於建築專業圈

內學習建築史者；近年來隨著建築史科普化的現

象出現，民眾對於台灣的建築文化資產或歷史性

環境也有了更為深入的認識。因此，民眾對於認

識「本真的」建築與建築史的期待大增，更顯得

建築╱建築史的科普化在當代的大用。簡言之，

建築史科普化以三種方式呈現：（1） 講堂課程；

（2） 建築導覽書；（3） 城市導覽。

（1）以建築╱建築史為主題的演講課程
1998年長安建設公司創辦了「築生講堂」，

至2007年間舉辦了百餘場以建築文化為主題的講

演，「以推動建築、藝術、生活美學之普及化

教育」；此舉也帶動其他民間企業開設講堂，而

建築皆是重要主題之一，也讓社會大眾有機會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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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建築的豐富面向。受到建築文化資產保存觀念

逐漸受到社會大眾認識及認同的影響，以建築史

為主題的講堂課程，近年來也是方興未艾。最具

代表性者，即成大建築系特聘教授傅朝卿，多年

來持續在誠品講堂（出版）、欣講堂（旅遊）、

時報講堂（媒體）或古都講堂（文化資產推廣社

團）等民間講堂開設建築史、文化資產相關系列

課程，其主要對象即是一般大眾，期望藉由淺顯

且生活化的語言，向大眾傳達正確的建築史知識

與建築文化資產保存觀念。這類民間講堂都需付

費，也說明建築史知識已是民眾感興趣且希望認

識的重要主題。

（ 2）建築導覽書（ a r c h i t e c t u r a l 
guidebooks）
建築導覽書的出現與歐洲19世紀觀光旅遊的

發展密切相關，出版者多與旅遊運輸業相關。譬

如法國生產輪胎的米其林（Michelin）公司與美國

生產汽車燃料石油的殼牌（Shell）公司，為了使

自家公司的產品能夠擴大消費市場，即藉由出版

旅遊指南系列套書來達此目的。米其林的綠色旅

遊指南（Green Guide）有不少的內容是以建築與

其基地為主，介紹該建築所在基地的歷史、建築

的結構以及值得注意的藝術表現，並給予星級評

比。著名的德國建築史學家Nicholas Pevsner在流亡

英國後，也出版了以介紹英格蘭與愛爾蘭的建築

為主題內容的46本系列建築導覽書（現在通稱The 

Pevsner Architectural Guides），其設定的讀者對象

即包含了專業者及一般大眾。因此，結合觀光旅

遊與建築導覽書，英國各地的建築史知識與建築

風格特色都易於為普羅大眾所認識與理解。

台灣以建築史為主題的出版品早已有之，但

其讀者群仍以建築專業者為主。但自1990年代末

期開始，亦逐漸有建築史學者嘗試以一般大眾為

讀者對象書寫的書籍，如李乾朗、林會承與傅朝

卿等人。此外，對於建築史或傳統建築有興趣的

文史工作者，也受到出版社（以「遠足文化」、

「貓頭鷹」）的青睞，出版了一系列的傳統建築

導覽書，以康諾錫、李欽賢、戴震宇。亦有出版

社以傳統建築類型為系列叢書主題，徵集碩士生

之論文並改寫後出版。亦有對某一歷史性環境深

感興趣的文史工作者，針對該區域進行深度的研

究，雖非建築史學者，但對於空間歷史的考據仍

頗具水準，如王浩一對於台南府城近年來的書寫

即是一例。

學術機構也運用當代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科

技，將原本以論文或學術專著呈現的城市空間歷

史，搭配地理資訊系統（GIS）的疊圖技術與空

間資訊內容，將同一地點或街景的相關舊照、地

圖、文獻與簡要導覽內容，以手機的行動應用程

式（APP）呈現，讓民眾可以簡單清楚地了解城市

與建築的空間變遷。此可以2016年由中央研究院

數位文化中心製作出版的《臺北歷史地圖散步－

用指尖穿越城市今昔》為代表。

這些符合大眾閱讀品味與程度的建築導覽書

能夠出版，多少有其市場需求；再搭配城市導覽

活動由建築史專家實地解說，讓當代的社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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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歷史性環境相較於過去有更深入的認識。

（3）城市導覽（city tour）
城市導覽在晚近台灣蔚為風潮，乃是源自於

民眾對於自身生長土地再認識的渴望。除了以演

講方式認識外，實地的走訪踏查成為必要。傳統

的導覽解說者一般是受過訓練的解說員或在地的

文史工作者，但導覽內容的正確性卻有待商榷。

近期不少受邀擔任城市導覽解說者，都是從事文

化資產保存工作、且不少是建築本科畢業、在研

究所階段曾受過建築史學術訓練的建築史學家。

這群專業者以其建築史學術訓練為基礎持續進行

城市與建築史的相關研究，透過文獻研究、實地

踏查與口述歷史，搭配老照片、老地圖、文藝作

品（描寫城市的文學或繪畫作品）等媒介，將城

市的歷史性環境以具脈絡性的敘事向民眾表述。

尤其歷史性環境的空間變遷，已成為認識城市最

重要的媒介。

城市導覽也逐漸變成一門生意。譬如「台

北城市散步」（Taipei Walking Tour），即是一個

步行導覽服務團體，透過高品質多語言選擇的導

覽解說服務，想要「說著旅遊書上沒有的台北故

事」，「讓世界看到真正的台北」。旅遊書上沒

有的台北故事，部分來自台北城市史與建築史的

研究，當然也有來自不同學科的研究，但疊合在

同一段歷史區段或空間範圍內，再藉由口述訪

談，使地方的歷史發展脈絡重新顯現，讓一般民

眾更容易了解與體驗真實的地方，譬如「發現˙

隱藏版西門」，或是「去〇〇，不去老街」。甚

且，藉由這樣具有地方真實性的導覽活動，讓民

眾了解城市或建築的發展脈絡，進而有機會去影

響或參與城市的未來發展。譬如其「進城」導覽

活動的文宣：「從台北城走向台北市，在新與舊

的交疊時空中，探索這座城市的『未來』。」其

導覽員有相當比例都曾受過建築史的訓練，或至

少是對於建築史有相當認識者。

凡此，建築史的知識在真實的地點中被傳

播，且其讀者或閱聽眾突破其專業圈而及於一般

社會大眾，都可以做為社會大眾可以據以認識城

市過去、反思城市現在、以及想像城市未來的基

礎。

四、結語

建築史不僅能夠「鑑往」，更能「知來」。

但不同於Bruno Zevi的時代，建築史的作者與讀者

都是建築文化圈的專業者，其用處乃是協助建築

師建構一個其專業所認知與想像的理想環境。當

代的建築史書寫與呈現，應適度地科普化，跳脫

學術論著的對象選擇與呈現方式，讓一般社會大

眾藉由科普化的建築史（譬如有建築史基礎的建

築導覽書與城市導覽）得以認識、理解我們所生

活的建成環境，進而引導民眾省思並想像城市的

未來可以是如何的樣貌，民眾亦可對城市的未來

規劃能夠有積極的參與及影響力，而不再僅是由

空間規劃者的專斷權力所形塑。建築史知識的建

構與普及，當更符合當代民主社會的發展氛圍。

若此，建築史之為用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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