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大多數的建築系都設有建築史相關課程，然而，台灣大多數

的建築系都以培養建築設計人才為主要目標，而非建築史家。建築系

中，建築史課程扮演的乃是從屬角色，其必須支援著作為核心的建築

設計課程。二十多年之前，這樣的關係不致於造成困擾，畢竟當時開

設建築史課程的教師，其背景專長仍是建築設計為主，他們的目標也

通常是期待藉由建築史課程，讓未來以建築設計為志向的學生，能夠

累積文化與歷史的素養，增進設計思考的深度與廣度。 

但在今日，台灣各建築系的建築史教師，已逐漸由受過專業建

築史訓練的教師所擔任，對他們來說，建築史課程不只扮演從屬的角

色，其更應是門獨立、具有自身傳統的專業學科。再者，當今建築史

專業人才濟濟，各建築系開設的建築史課程也愈來愈豐富；在規模較

大的建築系中，建築史相關科目通常會由兩、三位甚至更多的教師共

同擔任。然而，不同的建築史科目亦各自的發展傳統、架構與主題，

學生在大學幾年間要接觸這麼多的建築史科目，壓力必然不小，也很

難全盤吸收。加上近年來，各建築系愈來愈重視建築設計教學與其成

果表現，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我們很難期待學生能靜下心來，將建

築史的知識轉化成建築設計的養分，更遑論期待學生能視建築史為一

門值得繼續深究的專業學科。 

雖然建築設計教育與建築史教育不應也絕非是互斥的存在，身

為建築史與建築設計教師的我們，似乎也該重新檢視這兩種課程的關

係，思考其是否有共享的原則、以及可相互助益之處。在建築系眾

多，而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唯有讓建築設計與建築史產生緊密的連

結，甚至讓後者成為前者的必要支援，才是建築史教育得以續存與發

展的前提，也才能讓志在建築史研究的教師，得以在此學科中安身立

命。但事情沒這麼簡單；從一般建築系整體課程來看，如同構造與施

工、建築環境控制、敷地計畫、建築結構等等，建築史亦包含於整體

建築學的教育中，並被期待能作為建築設計的輔助學科。然而，建築

史與建築設計的關係，卻與前述各專業科目與建築設計的關係，有著

建築史與建築設計之共同範式的可能性

文／黃恩宇

黃恩宇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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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的差異。

建築史作為一門學科，可謂西方現代性的

產物。在基督教線性史觀下，到了文藝復興時

代，人們開始意識到自身所處的「現代」，並試

圖站在此時間位置上，了解與詮釋所意識到的

「過去」。如同基督教的舊約與新約，人們認為

過去乃現代的預示與伏筆，而現代乃過去的完成

與實現，欲了解自身於現代的使命，必須先了解

過去，且從中找尋可作為現代的養分與原則，這

也是古物與藝品之收藏與鑑賞的源起。啟蒙時代

後，人們更以理性及科學的態度檢視「過去」，

將之系統性分期，詮釋與判斷每個時期對於現代

的意義與價值，古物與藝品之收藏與鑑賞，遂逐

漸發展為藝術史與建築史等專業學科。直到20世

紀初，無論人們以何種方式評價與詮釋，「過

去」始終是大部分人們所仿效與學習的對象。建

築設計領域亦是如此，這乃新古典主義、哥德式

復古、折衷主義或各種歷史主義得以風行的原因

之一。在此條件下，建築史的重要地位可想而

知，其除了是一門獨立學科之外，也是建築設計

者必須高度尊重與仰賴的專業。  

然而，工業與政治上的革命，帶來19世紀末

與20世紀初的巨大改變，更讓人們質疑「過去」

對於「現代」的意義；人們重新思考藝術的目

的，強烈意識到「現代」藝術的使命，並企圖使

之擺脫「過去」的束縛。這樣的態度影響了20世

紀初開始的藝術思潮與現代建築運動，並反映在

新的建築、藝術與設計教育上。雖說這些思潮、

運動與教育的變革亦是現代性的產物，但其抱持

著切割「過去」的強烈立場。如我們所知，Walter 

Gropius建立的包浩斯，強調建築設計必須反映時

代處境，呼應當前社會需求，並結合最新的工業

技術，建築設計無須再向過去學習。即便包浩斯

中由Johannes Itten所代表的另外一派，雖不認同

Gropius，而傾向強調個人的心靈意識，但他們同

樣認為，代表著「過去」的建築史與藝術史，對

現代設計教育是無益處的。在此爹不疼、娘不愛

的情況下，作為現代建築設計教育濫觴與典範的

包浩斯，建築史課程當然是完全缺席的。 

至於其他的建築專業學科，如前述的構造、

結構、環控、敷地等，可謂伴隨現代建築發展的

產物，他們除了可成為獨立專業之外，亦能與現

代建築設計教育相輔相成。這不難理解，當今的

建築設計與生產領域中，建築師必須仰賴結構、

大地、土木、空調、消防、環工、景觀、交通、

都市等等專業技師與顧問，但不會有所謂的建築

史顧問或技師。

在今日的建築史科目中，「近現代建築史」

是比較能夠呼應現代建築設計教育的科目，因其

乃現代建築運動源起與發展的紀錄與詮釋，作者

的身分也可能與現代建築運動緊密關連；如撰寫

的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的Sigfried Giedion，其

曾擔任CIAM的第一任秘書長，並與多位現代建築

運動的建築師有密切往來，他的觀點與立場，基

本上與現代建築運動的建築師們一致，該書也強

調新技術替建築所帶來的進步性，並將建築史的

舞台，從代表過去的歐洲，轉往代表未來的新大

陸。這類近現代建築史的著作，也替建築史敘事

與討論帶來新的觀點，如空間與時間。

我們不難發現，19世紀前即建立的西洋建築

史體系，與較晚建立的近現代建築史體系，無論

就書寫對象、關注焦點、討論主題或敘事模式，

都有很大的差異，這是因為，此二建築史體系的

建構，乃根植於不同的「範式」（paradigm）基

礎上。所謂範式，指的是某套概念模式或思考模

式，涉及特定的觀察對象、問題意識、研究方

法、適用理論、以及成果詮釋。除了西洋建築史

與近現代建築史，若再加上台灣建築史與中國建

築史，以及近年重視的聚落與民居課程、與當前

建築理論與思潮，甚至偶有開設的日本建築史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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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建築史，學生所要面對的乃是豐富但差異頗

大的各類範式；不過，這也就是建築史學科的特

色。若我們可藉由這般建築史教學，在每屆學生

中培養出一、兩位未來的優秀建築史學者，固然

是好事，但對其他大部分以建築設計為志向的學

生來說，如此複雜與多樣的範式是否必要？

對於未來將從事建築設計的學生來說，若建

築史教育只增加了人文歷史素養、累積個人文化

資本、或僅提供某些建築師的勵志小故事，坦白

說，我們毋須大費周章安排如此豐富的建築史相

關課程，畢竟各校的通識課程亦具備類似功能；

若期待藉由建築史課程來培養學生未來操作建築

歷史與復古樣式的能力，這更非當今建築設計與

建築史教育的初衷。再者，即便我們找到建築史

課程對於建築設計教育的核心意義，面對這麼多

的建築史課程，我們該如何有效地串聯之，進而

讓學生充分吸收，使其成為建築設計教育不可或

缺的重要養分來源？面對這些問題，我們或許該

想想，能否有一個簡單明瞭的範式，作為前述各

種範式的整合，並可作為建築史相關科目的共通

範式，甚至可作為建築史思考與建築設計思考的

共同基礎？

筆者在荷蘭Leiden大學藝術史系的指導教授

Aart Mekking，面對西方線性史觀所帶來的問題、

各建築史體系的範式差異、以及所衍生出建築史

研究上的盲點、偏見與局限性，致力推動「比較

世界建築研究」（Comparative World Architecture 

Studies）這個計畫，並發展新的建築史範式與對

應的研究方法。他認為，當今各種主要建築史體

系與建築史研究中，可歸納出幾種範式，包括

「建築作為時代精神或場所精神的體現」、「建

築作為個人天才的體現」、「建築作為機能的體

現」、「建築作為氣候與環境的呼應」、「建築

作為材料與構造邏輯的呈現」等等；這些範式可

見於不同的建築史著作中。這些範式確實幫助人

們了解建築史各種主題、作品、現象與風格樣式

的種種意義，但也由於這些範式所適用的特定脈

絡，故也難免有所偏重與限制。Mekking指出，比

較世界建築研究乃跨地域、跨文化與跨脈絡的討

論與思考，其必須建立在一套更具普遍性的範式

之上，因此，他提出了「建築作為真實之再現」

（architecture as a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ies）此一範

式。

簡單來說，這個新範式在某些方面，可謂

前述各種範式的重新整合；諸如前述的時代精

神、場所精神、構造邏輯、機能與氣候等等，都

可視為各類的「真實」（realities）；當然，我們

亦可將這些真實較為系統性地歸類，如宇宙真實

（cosmic realities）、社會真實（social realities）、

政治真實（political realities）、審美真實（aesthetic 

realities）、道德真實（moral realities）等等。在

「建築作為真實之再現」的範式下，建築史家或

建築史研究的重心與目的，即在於發掘、討論與

詮釋隱藏於各種「再現」（representations）背後

的「真實」，以及探討各種「真實」如何透過媒

介般的建築被具體「再現」（to be represented）出

來。

Mekking進一步提出，在世界各文化的建築

再現中，無論其尺度大小，無論地區差異，無

論過去或現在，有三種主要的「長週期傳統」

（long-cycle traditions）可被觀察到：「擬人體的

傳統」（Anthropomorphic Tradition）、「擬自

然的傳統」（Physiomorphic Tradition）及「擬社

會的傳統」（Sociomorphic Tradition）；更者，

以此三種長週期傳統為基礎，寰宇的建築再現

可進一步區別出五種具體的「短週期主題」

（shorter-cycle themes）：「世界軸及宇宙十字」

（Axis Mundi & Cosmic Cross）、「聖域及非聖

域」（Holy & Unholy Zones）、「排除與納入之

結構」（Including & Excluding Structures）、「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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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視界」（Horizons of Life）、及「誇耀的立

面」（Boasting Façades）。礙於篇幅，本文無法

逐一介紹上述各種傳統與主題的細節，有興趣的

讀者可進一步參閱�e Global Built Environment as a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ies: Why and How Architecture 

Should Be Subject of Worldwide Comparison（Aart 

Mekking, 2009）一書。

筆者過去五年間，曾在文化大學、北科大、

實踐大學與成功大學建築系講授西洋建築史，在

教學大致上手後，即將前述的範式、及建築再現

的長週期傳統與短週期主題帶入課程中。舉例來

說，「世界軸及宇宙十字」架構就非常適合用於

理解古希臘的圓頂墓、古羅馬的萬神殿、早期基

督教的向心式教堂、查理曼的皇室教堂等等，藉

此檢視其中心垂直軸與水平前後及左右軸上重要

元素的共通性，亦可帶領學生思考這些代表不同

年代、地區與宗教的建築物，是否可能再現了類

似或共同的宇宙真實；更者，有時筆者會穿插一

些印度佛塔（stupa）、中國對於明堂的想像與全

世界普遍存在的古代圓塚（tumulus），透過「世

界軸及宇宙十字」的架構，使之與前述西洋建築

史的重要宗教建築進行比對。這幾年下來，筆者

確實發現學生對於橫跨數千年的西洋建築史課程

內容，更具有整合性與系統性的理解能力。

此外，本人於文化大學（碩班）及北科大

（國際碩士專班）講授人類聚落與風土建築時，

亦以「世界軸及宇宙十字」、「聖域及非聖域」

及「排除與納入之結構」貫穿大部分的課程內

容，並帶領學生以這些架構進行主題研究（包括

聚落、家屋與宗教建築），這些來自台灣、中國

與世界各國的學生，最後都呈現了超越本人預期

的成果，並引起豐富的對話與討論。整體來說，

在既定的脈絡下進行建築史教學仍有其必要性，

但若在教學中引入比較建築研究的範式，或許亦

有機會帶領學生思考不同建築史與文化體系之間

的連結與對照。

除了將前述的範式運用於建築史的教學，我

們也可思考此範式是否有機會運用於當代建築作

品的評論與檢視，或是建築設計的思考上。若把

「建築作為真實之再現」用更直白的方式表達，

其大致是：「建築」乃是媒介，透過這個媒介，

代表各種意識型態、理念與觀念的「真實」，可

被具體「再現」；簡單說，若範式的兩端分別為

「真實」與「再現」，中間則是銜接真實與再現

的建築。

對於建築史研究思考來說，其步驟大致是：

先觀察與描述建築種種具體的「再現」（即建築

所涉及且可觀察到的空間、量體、光影、配置、

裝飾、細部、層次、動線、連結、區劃、軸線、

結構等等），透過適當的研究程序，進而探討其

另一端所對應的「真實」（如身分認同、社會關

係、機能觀念、權力秩序、領域感、宇宙觀、氣

候、自然、甚至風水的氣與陰陽等等）。若前述

可以成立，那麼對於建築設計思考來說，其步驟

或許可以理解為：先理解欲設計之建築所涉及的

各種「真實」，透過適當的操作程序，進而找出

或創造出其另一端所對應的「再現」。再換個方

式說，對於建築史研究者而言，建築是個可被詮

釋的媒介，對於建築設計者而言，建築是個可被

操作的媒介；藉由這個媒介，建築史研究者站在

再現這一端，尋求真實的那一端，而建築設計者

則站在真實這一端，尋求再現那一端。無論是建

築史研究或建築設計，根據此範式，都必須確實

掌握建築這個媒介，藉此適切地（甚至詩意地）

連結「真實」與「再現」這兩端。

筆者過去三年在文化大學建築系任教時，

擔任大二的西洋建築史課程教師，亦擔任大三建

築設計課程的教師。由於這樣的機會，學生在大

二時，或多或少從本人得知「建築作為真實之再

現」這個範式，認真一點的同學還可能記得前述

40 臺灣建築學會會刊雜誌   201707

建築史教學的
在線與再現

0812-87期.indd   40 2017/8/14   下午1:22



幾種長週期傳統與短週期主題；當學生進入大三

時，本人也曾嘗試在某幾個時間壓力較小的設計

題目上，將此範式與相關的架構運用於設計教學

上。舉例來說，在某次土地公廟建築設計上，本

人再次向學生說明這個範式的意義，並要求學生

在設計前的案例分析時，以「世界軸及宇宙十

字」、「聖域及非聖域」及「排除與納入之結

構」分析幾個經典的宗教建築作品，除了古代作

品外，也包括當代作品，也跨越不同宗教，然後

帶領學生將分析出來的成果轉化成原則，讓學生

運用於設計操作之上，這樣子操作下來，有幾位

學生的設計成果竟然出乎意料地有趣，且思考過

程與轉化步驟也頗為合理。

除了大三設計，本人在文大建築系帶畢業

設計時，由於時程較充裕，本人得以嘗試要求其

中幾位學生，在設計的初階段，須針對自己設

定的主題與所挑選的基地，思考其可能會涉及到

的重要「真實」，並逐一對這些真實進行價值判

斷，並將這些可能彼此衝突的真實予以優先順序

排列；此外，本人也讓學生在案例分析時，針對

自己所認定出來的真實，檢視其如何在這些案例

獲得再現。接下來的設計操作，除了不斷檢視與

修正作品中的真實與再現之關係，也順勢將「世

界軸及宇宙十字」、「聖域及非聖域」及「排除

與納入之結構」等等架構運用於組織布局、機能

區劃、空間概念與動線規劃等等設計操作之上。

本人逐年嘗試與調整這樣的畢業設計教學，到了

104學年度這一屆（於文大建築系任教的最後一

年），剛好這屆也是自己帶過大二西洋建築史與

大三建築設計的學生，確實有幾位學生的設計過

程與成果令自己滿意。

「建築作為真實之再現」的範式，原來只是

為了跨文化與跨地域的比較建築研究之用，但基

於尋求建築史教學與建築設計教學的共通性、以

及不同建築史科目在教學上的共通性，過去數年

間，本人試圖將此範式運用於建築史相關科目與

建築設計的教學上，這段時間下來，似乎可以看

到一些成果；雖然無法證實，但本人希望這是以

此範式為基礎之思考所帶來的正面作用。當然，

尋求建築史教學與建築設計教學的共通性，此範

式不是唯一的途徑。當前的建築設計教學，愈來

愈重視設計操作前的各種分析，面對不同的設計

題目，當然會有不同的分析重點，但以筆者淺

見，有相當大比例的設計題目，都有機會適切引

用建築史學科的觀點、方法與理論，以進行設計

前的分析，這都可作為建築史與建築設計的共通

原則與基礎。除了期待前述的範式，能在日後教

學上發揮更大的作用，也期待有更多同時具備建

築史與建築設計專業的教師，致力於建立這兩個

重要學科的共通原則與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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