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言

相較於法國，德國的地區歷史因為特殊的歷史背景，特別是政

治力量的牽扯，由各區獨自發展王國的神聖羅馬帝國，到1871年德國

統一後，期間歷經納粹時期，東西德分裂，因此其歷史的發展並不延

續，連帶著德國的建築教育也因政治角力呈現銜接上的斷層。

這並不代表德國的歷史沒有發展主軸，在看似不連續的德國建築

教育傳承中，因Schinkel而聞名的柏林營造學校 註2（Bauakademie）以及

革命性的包浩斯（Bauhaus）學校，對建築教育有著深遠的影響，但彼

此之間的傳承與影響，甚至其他城市的建築學校很少被提及。本文主

要接續十七世紀末柏林營造學校與二十世紀初成立的Bauhaus兩個學校

成立的時間點，再整理幾個代表性的建築學校成立的分支，以時間軸

銜接起看似不連續的德國建築教育發展，更全面了解德國地區的建築

教育發展。

二、「建築」在歐語的詮釋

如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一樣，建築專業的起源，與人開始學

會使用工具製作有相當大的關係。建築人/大匠師這個字源自於希

臘文ἀρχιτέκτων，拆成兩個字是ἀρχι（主要的，德文：Haupt）與

τέκτων （空間專業人士，手藝者/匠師，工人，德文：Zimmermann/ 

Handwerker/ Arbeiter），因此這些會利用工具切割木頭，砌石工藝的

人，他們不只會手藝還是領導者，如同大匠師的角色整合每個工作範

圍，構築建築。

ἀρχιτέκτων字相對於英文即是Architect，對照於德文為Architekt。

德文字彙對於蓋房子的人有兩個稱呼，一個是Architekt，另一是

Baumeister，根據德語相關史料，以Baumeister來稱呼主營造師或蓋房子

的人在德文營造傳統中比較常見。Baumeister字拆開來看就是Bau（營

造，構造）與Meiser（大師，或在某個專業有非常優良的表現都可稱為

Meister） （Scheffler，1935）。理解了這樣的層面後，對於德國之後的

十七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德國地區 註1

建築教育簡介

文／藍志玟

藍志玟
德國班堡大學（Otto-Friedrich-Universität 
Bamberg）紀念物保存學系博士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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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2017/8/14   下午1:22



Bauhaus的命名，而不命名Architekt Schule （建築學

校，Architect school）也就可以理解，以德文傳統

命名。

三、十七世紀前建築/營造/匠師之養成
如台灣的匠師訓練一樣，十七世紀前德國

地區並沒有所謂的建築學校，想要學習營造工

藝，就得拜師學藝。從中世紀開始，特別是石造

哥德式建築的流行，自然石的需求增加，礙於石

材的運輸與加工，工匠就直接在工地旁直接蓋

Bauhütte，字義為建築小屋，其功能類似工寮的臨

時建築。工匠將原石運到工寮後即可對石材加工

雕琢，並將加工好的石材雕塑帶到隔壁的現場組

砌。能有工寮規模的工班通常都是教堂或修道院

的財力才能支持，工寮也漸漸地養成了團隊的學

習默契，算是建築學校的雛形 註3。另一方面這些

工人除了教堂工事以外，有時也會在外面兼差，

因此有時在教堂附近的民宅也會看到與教堂風格

類似的木頭或是石頭雕塑，應該是出自同一個工

寮匠師之手。

十六世紀義大利文藝復興與接下來的巴洛克

時期，不只是人文思想的發展，也是匠師生態、

意義與階級的改變，匠師接觸到的案子除了宗教

建築外，也著手於貴族皇宮建築，層級越高越有

機會與貴族業主接近，貴族請的匠師也就是建築

規劃師，因此從那個時期開始出現許多有名的建

築師，例如規劃烏茲堡（Würzburg）皇宮的法蘭肯 
註4 建築師Balthasar Neumann，就是有專業能力又

擁有許多皇宮代表作的法蘭肯/德意志 註5 巴洛克建

築代表人物。這些建築師們對於新來的學徒訓練

仍是工寮的方法，因為他們的建築師之路也是遵

循這樣的傳統，學徒們跟著建築師學習但不支薪

（Kalusche，2005）。

結束三十年戰爭，各據一方的王公貴族在

遠征其他地區時，看到了不同的建築之美，因此

旅行成為建築師養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到義大

利，法國，希臘等地的學習建築，是邁向建築師

的路上最受歡迎的學習國度（Ricken，1990）。

歐洲的宗教與政治環境逐漸改變，尤其在政

教分離（Säkularisation）後，建築人的角色不一

定是跟著有宗教與政治權勢的業主，公家機關也

開始對技術人才有需求，當時的工匠訓練適合營

造，但不一定適合公家單位，公家機關的建築人

才就由公家機關（或稱為政治實力主，如：王公

貴族等）開設學校培訓技術類公務人員。

四、柏林營造學校

柏林營造類學校的構想，為普魯士選帝

侯Friedrich三世受到法國皇家繪畫與雕塑學校

（Académie Royale de Peinture et de Sculpture，法國

Beaux-Arts學院前身）與皇家建築學校（Académie 

Royale d'Architecture）的影響而有創立藝術學校的

構想，他認為普魯士地區也應該有類似藝術與建

築學校的設置，因此在1699年三月二十日成立國

王藝術學校（Königliche Akademie der Künste），當

時的校址是在一個空出的馬車停放處（類似現在

的車庫），雖名為藝術學校，但學校的建置並不

是在訓練藝術人員，而是一個鼓勵藝術創作的場

所（Mislin，1999），作為設立未來藝術大學的第

一步。

真正開始有學校訓練的機制，起始於1704

年與科學學校（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700年成立）的合併，改名為藝術與機械科

學學校（Academie der Künste und mechanische 

Wissenschaften），除了藝術外，學生們也學習力

學，堤防工程，流體靜力學等工程項目。十八世

紀的柏林藝術與科學學校教師們大部分都是數學

與土木工程專業背景，與建築有關的課程是繪畫

與測量。1742年普魯士佔領位於在波蘭的上史萊

欣（Oberschleisien/ Górny  l sk）區域，建築土木

47 ARCHITECTURAL INSTITUTE OF TAIWAN MAGAZINE

0812-87期.indd   47 2017/8/14   下午1:22



專業的需求增加，為了統一管理建築營造技術，

便把散在各貴族領地的建築營造人員單位集中，

1770年五月六日由Friedrich二世成立高等營造部

（Ober Baudepartement），以公家機關主導的營

建管理逐漸成形，此時期學校教學的重點在於測

量與防禦工程。1773年第一次官方舉行建築營造

會考，考試項目分為兩個部分建築營造與測量，

由會考中選出營造領導人員（Bauconducteur）。

1799年三月十八日，與國王藝術與力學學校

（Köngliche Akademie für Künste und mechanische 

Wissenschaften）結合成立國王營造學校（Königliche 

Bau-Akademie），高等營造部與營造學校緊密結

合，成為訓練建築營造人員進入公家體系的學

校。這個時間點被認定為柏林工科大學的最早成

立時間。

課程與教師

十八世紀中葉，營造學校前身的藝術與機械

科學學校的領頭教師為數學家或力學家Leonhard 

Euler 與Johann Heinrich Lambert。1790年Friedrich 

Becherer主導建築課程課綱（Architectonische 

Lehranstalt），1791年起邀請藝術史學與理論家

Karl Philipp Moritz授課，1796年邀請Aloys Hirt教

授建築藝術史與美術理論。1799年國王營造學校

改名，為了更專注在建築營造專業訓練上。當時

的課程中培訓Baumeister的教學群中，土地與富

麗營造（Land- und Prachtbau）包括美學美感的

建築訓練課程，很接近現在建築教育訓練，課程

內容如裝飾繪畫（Ornamentzeichnen），高級風

格建築草稿（Entwerfen von Gebäuden in hoeherem 

Stil），繪畫與草稿仿製（Nachahmendes Zeichnen 

und Entwerfen），古代建築形式（Formen antiker 

Baukunst），圖形繪製（Figurenzeichnen），色

彩裝飾（Farbige Dekorationen），人體比例教學

（Proportionslehre des Menschlichen Koerpers）等

課程，由Wilhelm Stier，Friedrich August Stülers與

Gustav Stier三位歷史主義者主導，不過由於營造學

院土木工程色彩強烈，因此這些美學課程也經常

被縮減。

表為1799年國王柏林營造學院的冬季學習課

程：

之後，由於工業革命時代的來臨，建築營

造的需求也傾向道路橋梁工廠等工業營造，因此

關於裝飾風格的課程在1824年調整，減少過多的

裝飾課程，縱使如此，學員們在歷史主義風格的

學習環境中，依然影響著未來的歐洲歷史主義風

格的趨勢。1831年有工程之父別稱的Christian W. 

Beuth主席將國王營造高等學校改名綜合營造學校

（Allgemeine Bauschule）。這時期的課程內容有兩

個主軸:營造專業（Baumeister）與營造監督/監工

（Bauinspektoren），但建築與土木工程並沒有太

大差別。與Beuth為好友的Karl Friedrich Schinkel也

在這時候起草營造學校的構築，古典主義風格磚

構造建築正代表了當時的建築風潮，官銜職位與

專業經驗也讓Schinkel在柏林有機會呈獻代表作，

成為古典主義在柏林的代表。

1869年，以建築訓練為主的學校開始提供結

業證明（Reifezeugnis），也就是畢業證書，類似台

灣的高職畢業證明。

德國於1871年統一後，原普魯士王國地區為

了配合其他邦的大學改制風潮，1879年國王工科

學院於柏林（Königlich Technische Hochschule von 

Berlin）成立，將原本以有的營造學校收編，也

就是現在的柏林工大建築系。本屬於高等營造代

表團下面的營造學校規制，也因為獨立學院的成

立，而褪去公家機關附屬學校的色彩。1899年普

魯士威廉皇帝二士將學院授與博士學位，成為德

國地區內第一個授與博士學位的大學。1920年改

柏林技術高等學校/學院（Technische Hochschule zu 

Berlin）。1933年納粹時期，柏林技術高等學校

變為納粹打手，意識型態與入學招生方式充滿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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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並成立學院研究日耳曼文化，以歌頌日耳曼

人的特殊崇高。由於納粹幫兇的汙名，1945年柏

林技術學院被迫關校。1946年後部分學系被允許

開課，沉重的過去，使具污名的柏林技術學院改

為柏林大學。

五、其它建築學校的成立

繼1799年柏林成立柏林營造學校後，德國其

他地區也紛紛成立類似的技術學校。1800年匠師

出身，到過維也納蘇黎士工作與建築技藝學習，

曾拜訪過柏林營造學校的Friedrich Weinbrenner也

在家鄉卡爾斯魯爾成立營造學校（Bauschule），

之後，於1808年也讓營造學校與營造公家機關業

務銜接。1825年，營造學校改名綜合技術學校

（Polytechnische Schule），依照卡爾斯魯爾大學校

史，綜合技術學校成立後，成為其他城市綜合技

術學校成立的典範，1826年Darmstadt，1828年慕

尼黑（München），德勒斯登（Dresden），1831

年漢諾威（Hannover）紛紛成立綜合技術學校。

同年，1831年，Beuth將柏林國王營造高等學校改

名為綜合營造學校，兩年後的1833年慕尼黑也改

制成立綜合技術學校（Polytechnische Schule）。

編號 課程 時數

1. 平面三角學，人體教學與曲線 (Ebene Trigonometrie, Körperlehre und Kurven) 3
2. 視覺與透視 (Optik und Perspektive) 4
3. 靜力學與流體靜力學 (Statik und Hydrostatik) 3
4. 固體力學，加上機械教學 (Mechanik fester Körper, auch Machinenlehre) 6
5. 建築物理與材料 (Bauphysik und Materialien) 4

6. 單體建築結構與營造匠師學習 (Konstruktion von Einzelteilen der Gebäude und Lehre von den 
Arbeiten der Bauhandwerker) 3

7. 經濟建築藝術與營造估價 (Ökonomische Baukunst und Bauanschläge)  3
8. 城市，建築藝術與營造估價 (Stadt-Baukunst und Bauanschläge) 3
9. 電力，堤防建築藝術，加上營造估價 (Storm- und Deich-Baukunst, dazu Bauanschlaege) 3

10. 閘溝，港口，橋梁與道路工程，加上營造估價 (Schleusen-, Hafen, Brücken- und Wegebau, dazu 
Bauanschläge) 3

11. 批判建築史與建築藝術 (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Baukunst) 3
12. 自由手繪 (Freie Handzeichnung) 10
13. 建築與機械製圖 (Architektonische und Machinenzeichnung) 21
14. 情況圖卡繪圖 (Situations-Kartenzeichnen) 4

編號 課程 時數

1. 算數，代數，初等幾何 (Arithmetik, Algebra, Elementar-Geometrie) 3
2. 測量與水平 (Feldmesskunst und Nivellieren) 3
3. 結構 (Konstruktion) 3
4. 城市，建築藝術 (Stadt-Baukunst) 3
5. 商業風格 (Geschäftsstil) 4
6. 自由手繪 (Freie Handzeichnung) 12
7. 建築與機械製圖 (Architektonische und Machinenzeichnung) 15

 1799年國王柏林營造學院冬季學期課表

1799年國王柏林營造學院夏季學期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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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期遴選公務人員的考試內容，建築與土木工

程並沒有很大的差別。1877年慕尼黑成立與大學

同等級的慕尼黑工科學院（Technische Hochschule 

München），柏林則是在兩年後的1879年成立國王

工科學院，各城市學校改制的時間點相當接近。

如1967年卡爾斯魯爾改為大學，三年後1970年慕

尼黑也改為慕尼黑工科大學。

從幾個德國地區各城市建築營造學校的建置

與改革時間點幾乎很貼近，可以看到德國境內以

首都為主的各城邦王國之間也存在著競爭。

二十世紀初建築教育的課程內容傳承仍有

十九世紀影子，皆有大方向的課程架構與教學目

標，例如柏林的建築學校早期是為了訓練公務

體系建築技術人員。因為授課老師的背景專業不

同，不同學校的建築授課內容也會因人而異，例

如1907年建築師Friedrich Ostendorf開始在卡爾斯魯

爾授課，將草稿繪畫，建築史與庭院建築列為重

點，同時期的其他建築學校尚未有庭院建築的課

程。1919年Hermann Billing建築教授將工作室的教

學方式帶入卡爾斯魯爾建築學程，其他建築學校

也跟著仿效。

另一方面因為國家考試的存在，有些學校課

程也將國家考試的科目列為教學主軸。而德國傳

統Baumeister的地位與訓練，也因為建築高等學系

的建置而漸漸式微（Sche�er，1935）。

六、包浩斯（Bauhaus）學校
Bauhaus的成立與其之後的影響，有著相當

多的專書，因此本文則以德國建築教育轉變的觀

點針對Bauhaus創始者之一Walter Gropius背景大致

作介紹，以了解德國建築教育在二十世紀初的轉

變。

十八世紀在德國地區創立的柏林建築營造學

校，算是德國建築教育重要的里程碑，除了訓練

出德意志區域自己的建築人才外，柏林學校散播

了建築教學的種子，他們的學生在德國地區各城

市開出建築教育的果，但仍然脫離不了古典主義

教學的美學觀念與教學概念，更精確地說是脫離

不了德意志古典主義美學教學。

1883年生於柏林的Gropius，因為家人的關

係，多少與柏林建築營造官方有所接觸，亦有親

戚從事建築專業，因此即使他在1903年於柏林建

築學校學習後，沒有完成建築學業，但仍有機會

到Peter Behrens的建築事務所工作。1907年又到遙

遠的慕尼黑學習建築，依然沒有完成學業，由此

可以看出Gropius對於傳統學校建築訓練並不感興

趣，反而實作讓他獲得更多，依循這個軌跡可以

發現到他所建立的Bauhaus，對於實作特別地強

調。另一方面，對照工業革命機器取代人力的背

景環境，Gropius對於古典主義建築訓練無法符合

工業化時代潮流讓他感到失望，而這種不滿應該

是他創立Bauhaus的動力，創立一個符合工業化時

代潮流的造型訓練學校。

另一方面，讓他放棄學業的原因應該是一

個機會的到來，一個成立學校的機會，1908年

他與Henry van de Velde在威瑪（Weimar）成立藝

術工藝學校（Kunstgewerbeschule，前身為1860成

立，以訓練繪畫為主的藝術學校）。1915年學校

關閉，但他並沒有放棄成立造型學校的企圖。四

年後的1919年，擔任威瑪大公爵薩克森造型藝術

高等學校（Großherzoglich Sächsischen Hochschule 

für bildende Kunst in Weimar）校長，結合之前藝

術學校經營理念，將學校改名為威瑪國立包浩斯

（Staatliches Bauhaus in Weimar），也就是Bauhaus學

校的開始。

從Bauhaus的教學大綱可以看到與傳統的建築

工程教學方式的差異：

以下為威瑪Bauhaus課程大綱

1. 教學工作： （Werklehre für: ）
I. 石（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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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木（Holz）

III. 金屬（Mental） 

IV. 陶土（Ton） 

V. 玻璃（Glas）

VI. 顏色（Farbe） 

VII. 纖維組織（Gewebe）

補充教學範圍：（Ergänzende Lehrgebiete: ）

 a. 材 料 與 工 具 原 理 （ M a t e r i a l -  u n d 

Werkzeugkunde）

 b. 簿 記 ， 價 格 估 算 ， 合 約 之 基 本 概

念（G r u n d b e g r i f f e  v o n  B u c h f ü h r u n g , 

Preisberechnung, Vertragsabschlüssen）

2. 造型教學：（Formlehre:） 
I. 直觀（Anschauung）

1. 自然課（Naturstudium）

2. 材料教學（Lehre von den Sto�en）

II. 表達呈現（Darstellung）

1. 投影教學（Projektionslehre）

2. 結構教學（Lehre der Konstruktionen）

3. 所 有 空 間 意 象 之 工 作 繪 圖 與 模 型 製 作

（Werkzeichnen und Modellbau für alle räumlichen 

Gebilde）

III. 造型（Gestaltung）

1. 空間教學（Raumlehre）

2. 色彩教學（Farblehre）

3. 組構教學（Kompositionslehre）

補充教學範圍：（Ergänzende Lehrgebiete: ）

  所有領域過去與現在的藝術與科學演（Vorträge 

aus allen Gebieten der Kunst und Wissenschaft aus 

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

課綱可以分為三部分，第一個部分是基礎教

學，類似教學前的訓練，學習時間約1.5年，再來

是造型課程，主要是訓練是為了之後的工廠/工作

室/工坊實習而準備。之後開始工坊實作，修業年

限約三年，學習完即畢業（Grohn，1991）。

Bauhaus的課程設計並沒有意圖訓練特定專業

人士，與柏林的學校課程比較後看得出，此教學

是以訓練造型專業人才為目標。從創校理念到現

在的建築教育訓練方式，Bauhaus的造型教學理念

仍具影響力，但課程設計在對照現今建築系的課

程後，因現實的考量，所以不完全被採用。

Bauhaus的結合工業機器教學對於傳統手工產

業造成衝擊，因此不滿的聲音也漸漸浮上檯面，

三零年代Bauhaus經歷了轉型遷校還是無法抵抗政

治力的介入，1930年威瑪由納粹政權掌握，將校

名改為國家威瑪營造藝術，造型藝術與手工藝高

等學校（Staatliche Hochschule für Baukunst, bildende 

Künste und Handwerk in Weimar），並指派種族

意識型態相當強烈的Paul Schultze-Naumburg擔任

校長，Schultze-Naumburg相當注重傳統「德式」

建築與傳統手工藝，這樣保護本土的理念得到在

地保守派的支持。1934年，Gropius離開德國。

1945年二戰後兩德分裂，學校校務與教師指派由

前東德政府負責，1946年威瑪藝術高等學校改

名為營造藝術與造形藝術高等學校（Hochschule 

für Baukunst und Bildende Künste），當時的校長

Hermann Henselmann想把Bauhaus時期的教師找回

來，但依然無法抵抗政治力，1949年Henselmann

離開學校，與其他教師逃到德西。1990年兩德統

一，1995/1996年，Bauhaus改為威瑪包浩斯大學

（Bauhaus-Universität Weimar）。

七、小結與後續研究

十八世紀末前期尚未有一致的課程大綱，德

國地區的建築營造教育憑藉於老師的專業授課，

有數學背景的教師教授數學，或某時期聘用到藝

術史背景的老師就教授建築風格相關課程，大致

上沒有整體一致的課程計畫。

對照現在的大學建築課表，仍有與十八世紀

課表的傳承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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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發展背景帶出Schinkel與Gropius背後的

德國建築環境改變，以及德國大學建築系的成立

背景，他們可以算是兩個世代下呈現出不同背景

的建築教育代表，若將兩者對照比較，與課程內

容做更深入的研究，更可以窺出當下德國（或歐

洲）建築的思潮與相互影響。

註釋：

1.  本文以十七世紀末為時間點，但當時德國地區並不

是一個整合的國家也沒有德國這個概念，另外由於

德國地區的疆域經常改變，因此為避免時間與疆域

改變的誤解，本文以德國地區做區分，也就是以現

在的德國疆域，並涵蓋部分當時以柏林為首都的普

魯士疆域（包括波蘭以北地區）。

2. Akademie照中文字面翻譯為學院，在台灣一般的

認知是與大學同級（約19歲開始）的學校，但在

Bauakademie收的學生基本上是15歲開始，修業年齡

層接近台灣的高中職。因此本文將Akademie以學校

稱，避免用「學院」造成誤解。

3. 科隆大教堂至今仍保有工寮，除了幫忙石作部分的

製作與維修外，也部分轉型為藝術工坊提供參觀。

4. 法蘭肯為一個行政區，位於巴伐利亞邦的北邊，當

時巴伐利亞與法蘭肯為兩個國度，烏茲堡則是當時

法蘭肯區的首都。

5. 若以地理地區來說，法蘭肯位在現在的德國，因此

某部分來說Balthasar Neumann會被界定為德意志區的

巴洛克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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