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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霆( Kevin Lynch) 路途在星費城舉行的都市設計國

隊會議中發表右關都市設計教育的主要演講，雖然他本人

沒有出席，但卻提出了宇宙這篇會於一九七九年二月在柏

克蒸發表的論文。

我想裁繞之為城市設計(City Design ) (詮 3 )的

，是一極為延麗的詩笠澄鐘之形式與其經退萬計F建議約按能;

尤其要從它對愚民日常生活的影響上來對餒，並且毒草求去增

強他們約旦常經驗與他們成其為人的發展。就某種意義孺

言，還是悶復了質量聖城市(按土地使用〉沒劉的舊式領域

，位同時它郤資集中也更廣泛地關係著其他的事情，並賦

于一絞踴躍的λ女主是當茵的的意識。雖然它主要是處逗人

在感覺的，的為度贊賞讓君是中的行動與知覺，而依然熱線

於所有我們在說齡白菜土地使)jj管憫之原始墓地哥哥作的長

征姆總程，哥哥會學得的制度‘過程與社會影響。

按市設計不譯為IIJrJj~對氣人行動的公共士是程，jjll;公共

工程的設計，或法定使用的單單筒式的安排一一雖然這些主仍

然是重婪的 D它變大能齒以包含諸如此類的項目:為活動

與角色擬訂計量，為將致使用的單畫畫單元~創作原型;製作

“挺喜EE十棄";從事盡量m教育葳參與性的設計;思考地點

(地方)經營管玉皇;星星為獎敵方式及建立所有權與管傲的

制度。當我豈是它關係著延誤的繁華言，主立不是指它只專注於

如越該公路、海岸線或新主握這樣的大的事物。通常它也鍵

還~也許會主主務為一般性問題的微小事物，如地方上街

道的便為與舖盔、說餘的iilll:k、行這緝的我植、製作街道

分關幣、管韌招牌。它與星星築及地眾建笑的不同之處，不

在其清楚E鐘之行動的太小，而在某處溼它們的方式:由於

萃物哥哥係著銬liE!)若澈的望能與游筒，設且是由政策、計豈是

慧與指草草原則按形成，罵:非也喜羊總記載了絡部形狀與位霞

的甚至處。因此，或市設計照物件武裝件設計( object or

project' design)為蔚藍別 ， {巨並非自於任何對大規模的

獨占，因為物件設計者也許也吾吾處建大的元素，如區域性

公路，大型耨鏢，主l: r?J(建造完成而範路軍重大的住宅計靈

按市設計是那袋中至三大型地區蔚為著短晶宮不衡的興趣

與豈是佳的直至壞人、使用主普及閃發者，切各式各緩的機構、社

區組鐵、長主3君主λ~f:FN益者、智能及mW~幕僚、公共工程機

關、大型工業、地方位億美簡體、公鸝管鐘機關等等。城

市設計之目的與典型的策略最為重要的部分是針對生活之

品質的。它們在來來去去的公共計萱中，諸如都市更新、

海岸管理、能E車保育、都市森林、車哥銘、皇室史保存、第三

世界住宅、市中ι位復興、蓋章給計鑫、住'6，重建等等，是

穩定前一再也瑟的。任何一倍好的教育計刻都會與這些變化不

定的興趣保持並行，但鄧一定要表現一比較真有永久性的

孩心知識與專業技能。

既然一領館弱的名稱是絕對必要的，我有點不顛一切

地把這一領域稱作城市設計。城市設計是夠容易記的了，

也不幸的是，它含有只處理市區的意味，而非盤偽約居住

地路。它與都市設計( urban design )這館已為大尺度計

靈里孟之領域所主華盛的名紹，沒什麼很大的不同。此外，盟章

然“設計"這個字眼對我是靈蜜的，它可能聽著了那些對

該過程持有錯誤觀念的人。我們在麻省蔑工學院會經便為

了一組比這要凍得尷尬的名詞，“藍置若電設曹d與設計"。這

但名字太長，而且“讓每單"也已被一個較為狹翠的意義務

擒“與自然生態及水、空氣興土地之污染右路"之率。按

畫畫經常為特殼的剝室主觀體m ~王紹，我們不得已才2日入了劉

緝的行為。“城市設置型"( ci ty planning )也許蓋章可以

，但這一倍字眼現在卻有非常廣泛前混淆的含意。另外遂有

一處字且是可以耍，例如“保育"，“居留地" ，“經營管

玉皇"豆豆甚至較者的英聞名言哥:“市鄉親戳"與“市民設計

，。鐵站設計是目前我能想到最好的了，但它有它的缺點

這個領域一道是曖昧的，似乎存在於按市計星星興建築

鼓地至是建錢之間，是一些自建~或地殼建章程的在接受了法

律、經濟、社會、政治與經登記之潤飾外哀之後前從事的業

務。在美瘤，典裂的e‘都市設計"學校，是一個海建築節

前蹋的一讀兩年告質研究所課程，諸種課程數上1r>層1萬飾，

手寄給學生一些處遠大聲、復雜如新銘、都市~薪、市中心

復冥之~t蓋章案的實習經驗。

我不推荐這梭的訓紋，因為我認為誠市設計不應只限

於建築磁(草記者3甚至地崇建築節) ，而且我認寫有一F守主

婪的技能須主要傳授，而不是的加一屬潤飾外衣。終究我

是害怕“大裂逮築"對人類的影響的。此外，大多數的都

市設計科系主E課程鄧麗在一答不安與邊緣的狀態一一受到

孤立的折磨，缺乏支持jjll;必要的規模，擔心資格與學生興

趣的轉變，叉得不到程質的t麗梅墓漠然覺誰他們的設計。

爾:省理玄學踐的城市設計露在程，是由城市計鑫系裡有

興趣的人箭發起，激起建築系的興趣而成立了一億非正式

的系際閻健。主言個關蠻有它自己的立場哥哥閻健情感。梅系

大約共有六十名學生參加，其中有些是聯合頭士學位的~

選人，少部份呦白是說聲音吉宮博士學位。教員總有三位專任

與大約四位室主任，並不授予獨立自哲學位，也沒寫獨立前正

式的預算、職員任用或入學申詣的支i'lG力;當然有一群大

盟主鼓吹的皇室設密。這種非正式自扭扭式，導致一強烈的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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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與易於相互溝畫畫。也 -1茁系除固體經常要按系捏的興

超興建點之轉變所影響。此外，從校外也不容易若得到它

o

現在設想建議的城市設計課程， f監察稜蜜地集中在專

業科系之一種 · ilfi持一浮橋。我認為它應該集中在誠市IT

聚之中;它有從事這項工作的機構基礎，與一些有聽規翻

過程、有陳與機槍交涉、以及有關質量是策略之最主經影響的

中農知識。然而為了要把E重點放在城市設計上，大多數城

市計釐學設的發展起勢必須要搭車車i!l1:* C裁者至少掉輯部

份，以使其能互相li!\磷)。其他的事情尚有，敬畏必須學

習如何去歡這種特別的設計。雖然如此，我會引用實質城

市綠劉中E竟有的力量量，加以轉換、縮小，然而也放大該一

拙劣領敏的觀念，而只有到那億時候，三F向外跨越。

踴始的方式，是在一適當的地方，召集必要數量重而對

此主題有共同熱情的教員。“必要的數量"搞的美三位、

或更好是三位的好手。一旦他柄建立了他們的中心，他們

就鑄成長，而思能夠~伴奏其他的設計領域，譬如工程、

社會科學或人文學科。來自其他學科的君主任教員可以戀戀

傲地參加這億嚮餒。但依我的想法，一倡中心先得成立。

我想它ffIii、該是一個爾年的研究研專業務程，雖然它

或許也提供頭做性的大學都科呂(或乾脆不去顧應該一差

別) .設立擁有一些博士班的學生做高潔的研究。任何背

景的學生對怒該接受，只要他們想主要做設計。但仍應有一

為人聽毒草的知敢接心〈昆不文與幾吾吾推荐的科目，依

背景及目的之不同蹄蓮。我喜若沒有事單位約'13修課非常害怕

，好的談話才是懿力的最佳保霞。我也認為一個共同的地

點是非常E重要的:-價譚一的位擾，作為敬畏辦公皇室、實

習空間、學生書桌與輝授、秘書書、休怠室星、小l\!!討論、咖

啡、 1&取郵件一一部只使為一倍單一的入口。大多數的優

良教學是非正式而個人的;它發生在大露護與接榜上。學

生與教員展經菜些共同的經驗也淘樣重重要，不管它是一倚

重聖習潔、一次聯合討論、一次共闊的旅行試一些其他的事

物。

雖然相鶴的科自可以寫成一長串的衰，也應該要記住

，學生(甚至教員〉有一童車子的精挖去學，一個學校的愛

要特性是，好的 I司專 w共同的熱情、共逸的經驗，接儀知

是蟹的途徑，一些核心的萃本技繕，與閻好夠讓人議得第一

件差事的花巧招街。在城市設計的情況徑，我認為宿三個

中JL的基本技能對我而言，是不可j't.缺的:

1 對於人 、 地點 、 地點萃件 、 以及~J!它 們的機構之

間的交互作用的一種敏銳布伺情的銀光。學習宏觀察、才

解授對這種y:互作為擁有強烈的感受 · ilfi昆哥哥終其生甚至不

車歸去學習。前干涉的焦點星星是

與其經驗。環境心j!，學

是最容昂的，儘管的i峙，

。對主題的敏感與詞放才是軍 t

設計之鑫礎。長詩攏的巨聖地觀察

一個好方法。一領人因為總白發

行動中的人的真萃樂趣吾吾養成

我們自己加入其中，感覺袋

他人的感情同化，去看“他街頭i

談中，我們顏始發m渚可能告攜

2在城市設計的一值理論 、

全的基瘓。定是指設計適合此一領

路方式、指導mum、與原覆

蓋地計劉、建築物jjJl較小的物件:

會3主任、與繪畫蓋有關，而保留給少數具有天分的人的。!l!:

F庸的是 ， 設計者被敬意去以自 我認司中心 ， 直是益獎 i!'JJ原倉j俊

。

我認為這些特徵沒寫}或是設計前國;有的，雖然呂立承

認它們常“欽的在:i!l:H上"。設計是一種思考的方式~一

媛咪的情況之中，寫了要找到適切的解答·1llJ用想像力，

幾乎緣孩子娘把玩各額可能性的遺恨。章是那一般性的百主義

沛雪，它對任何一個領域都是一蠻好的教育。防科路草n~

使用中的過程、經環、與白白皮形式學研形成的主豆豆豆 ~· ···· ·. m

特別館夠聽局在城市設計上。城市設計要強寄電使海

興而且幾乎通常都在各式各樣的業全與其他專業者之交玄

作昂中完成。純粹的設計不能抽象的蓋章，沛只能在相親的

某益具體範里盟內致。懿夠勝1£菜一設計縈娥，走進入另一

設計領按自縛舟 5 11子，但從一吾吾始草帽接在一續自己的草草

域獲去學設計或許更好 e比如說，從建築聽到誠布設計，

就需要從腦子覆去除一些以前學到的東西。

城市設計街羚}發展完全的技籠，而且君主知道，沒有一

億學授是適當地教它的。發展那種星星學會是一艱苦的工作

。它周游需要資謂的經澤東興建議的討論，以及玄筋的過程

設計該紋。該不確定要怎麼去傲，但我相億它是被本的。

且是後，掰一{蹦市設計辛苦必!Jil熱線於楠，立立豆

具有去表遠與去學殼的熱情。當然每一個受過重重育的人也

都應該如此，但語言皇宮玖姐告要花妻子約時街去與袋裝、居

民、反對者、及決策者交換意獻計人而言，特別E屋里。該

恕蓋自由種社會語言:警寫文字、口語文字少在英文徑

是非常不闊的一種語言數學與麗君象 e當然是豈有其他的

語霄，但這幾可靈童話我們:!H重要的。一個人必第四種語言都

流剝，孺昆主章指約是要流和於發送與接收一~也就是、:寫

一 335 可



與殼，豈是與怒，計算與了解數字，靈與意。前三種語言到

前lfiiI!::餃認為是可紋的，沛一個受過激育的人假定都能楞

住它們， gO使事實上大部份的入並非如此 。 但我們約文化

懿蜀式話當郤有一盲點，它被認為是專門的，只與輩革街宿

鉤，有官僅限於天才的。正好相反的是，它與其他語言一樣

是基本的，任何人都能夠學;而且，像其他的語言一樣，

有其特有的力益與限制。再者，它也像其他的語言]漾，

對恩怨是竊喜培必婆約，尤其是對城市設計之思考。一個城

市設計者必2頁被教導任何一種他是文盲(不能銳、不會主豆

、不能盡)的語言言，並且他約能力必須由於不斷的便為而

發展。

致認為這三頸部是做為}德城市設計者的基本技能。

說前設計lOlA(春彗星法 7Yz學位)諒室里不設這些。雖然，

特別的終日可以介紹或以他們為愛點，但畫要考怒發展它們

，買1必須發及學館教學系列，當然城市設計者必須學(;;II

芷在學、豆豆能夠去學)更多的東酒，如城市政治、都語言經

濟、法律、社會學、心連學、工程學、生態學、地景設計

、 E室築、墓地計筒、都市歷史、計星星星星管頭、計蜜實施、

jffr痘組織等等 。 至少他必須營經選修過其中的幾丹 ( 適當

1t::"¥.部門課正好有好的老街直是讓那門) ，而聽過其他的;主E

E知道在草書耍的時候怎樣去學彎它們 。 此外 ， 他必須擁有

一些特定的投錢，授也能勝任他的第一件直是箏。在這駕車童

女的結尾，我做了一個妾，列出一發適合的科臣，對我*

~似乎足夠填7萬…偽jifj年的課程了，但這個君是在採潮時仍

2頁存li€ '

上述的學習，有錢是在資詔書草草里，有盞是在演講課典

音才發課程，很多數是非正式地發生。正殼的學院組織種包

含了可主換的獨立辛辛侶，餐館舉姆童話使學生的腦筋的分五

裂，部使當它容許教學itt畫置之諧的協調時也一樣。它本身

便等於是一門有關分隊的諜。如果能有長期及緩期的課程

;密集與星星泛的辛辛辛辛學與冬季的方式去教;寫集中約

自由與任意探誨的白白;有時~J激學生，有持不擾亂其心

星星; 1雪跨性的科 區 合併 ; 寫幻想的態詞典辛苦地與頭茵的

m寶路內的詩詞 ; 也許更好 。 但這樣約單單位在一變革童的大

學徑是非常幾以獲得的。締省還工學E是多擎的“獨立活動

錄 n ( '·.Indeperideritacth~rti自period) (詮是〉取代了

沒有用處的學豈是節後年繕，說是}紛上述方向發展的成功

的行動。在其他的i侍候，官式給梅種隱蔽的關節可以秘密

地設迫辭閱及科舟。

或前設計閣體星星與公共及在人的機鏘有些定期約翰繁

，最好是地方土質~役事形星星空認獲麓的機關。一種持續

的哥哥係裴示的是，學生可以被安拇以獲得經驗 ; E聖潔的重建

習謀得以展開;真正需要解決的摺題存以設確認;沛工作

中的戰槃人士裁軍軍僚可以被帶到這種來敬重立擊。

j苟峙 ， 這偽中心應該從寧它自己的研究 o 宜的長所有的

研究一一成許葛~更少都份的研究一一都需要為路上的態

泊爾設計。一個好的學設主要是且是專於基礎的研究。但袋

認為童話一城市設計計聾發之正確研究本身即為主要內容，

高難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工程學裁不管是什麼一一

所有這些都有它們自己運作的墓地 e坊市設計研究必然會

與那些領域遼緝，但其主要考慮自鏈，對白常都市藍藍惡地

之形錢與艘運的富有想像力的可能性;評估那聳可能性對

;人的影響;以及，設計及實施它們的策略 ε

如我所說，這偽中心遮蓋該歡迎其他系有獨興趣的學生

;;II教員的存在一一不只是那些從事於建築與地殼建築的人

，就是從事隨察設計、公共工程、地理學、人類學、知覺

與認知研究、文學、政治、正主管心一不管是那每只要有興

。有些學生主或可選修聯合學位，其他系可以鑫於他們自己

的領議發展以類似約兒童車為重點的課程計重量。橘樑因而自

穩盟的基誕前建起。

城市設計，依我的觀點，是新的，更進一步發展與焦

點更集中的贊賞或詩殼鶴。它有一確定的該心與一蠶耍的

iH害要遂成 ; 它是一種教育背斜拉一種科學 。 在達成它的途

中存容許多發際的障禱，創很少撥撥篤聲E鑼鼓影響人的

方式負食;強務數量量而非品質的準116 ;缺芝使用者之參與

;需要大尺度計露集之包辦人與召集人。然粥，好的城市

設計常是在不剩的情勢下做成的，而學校至少可以為此建

立知識的2基礎。

此一個入對城市設計數險的觀點，單單柏克業有何意義

，不在星星的範飽之內。每一個機構有它自己的歷史、資頓

與結構，而這袋都必須要考慮。在我緩督而不成熟的停留

期間，我對廣泛的興趣、有能力的敬畏得到深刻的印象;

並有一星空態覺，有在這種成立一個城市設計研究哥哥的機會

;補這街研究所可能成為美函授好的這種研究所之一。

我的了一衛與城市設計格串串的科目表，可以填滿一倍

禱年的研究所接程。這些科目可以以許多方式來組合，姆

說軍史學室主滾而定。依我的主主兒，它們不終是必修的，只推

荐作為可能馬得意苦的科詣。其中大部份亦不皇軍照任何必然

約次序也不依重甚至性的次序。梁羽的學生還務主要是Iz;j為

是生誤的老妨。每億人都有不底為歌星車約老銜。每個人都有

不同的背殼、途ilJ1與目的。沒有一恆學生可以星星修所有的

科缸，也沒有學校可以提供它們全部。沒有人知道每一伴

他假設盟主該知道的事情。當心這個寰。

l 經常練智麗富宙的撥通 ; 給筒 、 觀察與 鑫本設計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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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露什麼不也練晉設、寫、買車、搭車i'i:~玄學宛? )

2 實驗與實習

(1)在車主黨城市地點的混濁整錢與古\lISH哥係，分析與

評估 i它們的感覺品質、行為、歷史、經濟、政

治、社會、技締結構;哥哥有這星都是為了要培養

敏銳的眼光，觀望城市的嗜好，草草看整體的習慣

與頭說飽1的積蓄。

位)墓地計劉一一{區黨際的計畫畫書，一個真實的基

地.!lf:El可能有一些真正的業主。

臼)以真正業主之參與為基麗之社區鼓地道設計。

(4)或市設計本身 ， 再度成為一領真實的間題 。

(說然實穹的問題必須是真爽的問題，刻至少應該鼓

勵學生在踩臉與新脊的主意裡做起穹的莽款。)

1 相蹋的領域 ﹒

(1)土地經濟與房地產經濟。

但)議草草徹社會學。

的}Jj童裝心頭學與環且是行為。

(4) 交通工程與致地工程 。

(5) 都市地豈是設計與都市生態 。

(6) 計星星接之組織 、 開始 、 與經營管豆豆 。

(7) 都市史 : 贊賞約城市與其政治 、 社會與經濟之關

係。

生城市設計討論.

(1)城市設計過程、模型與演變之德案研究。

(2) 土地使為與交通之分析與先是鼓 。

(3) 亞軍緣與參與性分析及設計的技街 。

(在)星星境的計星星擬訂與評佑。

(紛繁接品質之分析與經程。

(6) 按市設計之遑論與盟主史 。

後記:

在林區探訪之後，二月十六臼遊持召開了一次西岸會

懿，以討論都市設計致有與會的代表有的來自畫著星星頓大學

的萊恩(Denni s Ryan)及奈伯格(Falke Nyberg).爾加圳

大學的真納吉(Tri d i b Banerjee)與海杉機加州大學的司

提( Davi d S t ea ) ; 此外 ， 尚有來自啥的大學的皮塔斯 (

Michael Pi口as ) ;牛津工藝學院的合這( Br ian Goody

)與柏克萊加州大學環境設計學院自己約艾督雅( DOnald

Appleyard) 。 一些先進的職崇人士也參加T 這次會談 ，

包括有艾德勒( Tom Aidala ) ;貝克( Eldon Beck ) ;

庫寬( Th閉目Cool也I) ;海莫敷( Boris Dramoff ) ;

海鬥( Ri char d Hedman) ;克車肯

李斯ili ( Bill Liskamm ) ;英卡丟在托( Rai Oka，話。

史鐵站 ( M ichae l Stepner) 。

上午，掠串各校的代表們分別敘述了他懦的課程計蠢

，菜範踴§搔其屁幫哥而獨立的課程，， $1←是主更像是各專業

科系之路的綠草草的報草草，。立立良對可見蝕的好處I9..與其俱來

的孤立，做了一些討論，下午傑可布(Al品 Ja∞bs )帶領

若討論了舊金山的經驗對都市設計教育宿街萃義。討論中

引出了一是奧林區之論文有蹋的路建:

L 出自 於主是懿機寄自和顧問之觀點的都市設計 ， 是與文

尺度建築之設計非常不同的。有些人學稱之為都市設計之

計蠶擬訂;都市設計之保育與設計;W;如林豆豆研繕，城市

設計。它需要一館不闊的稱呼系直到它，復告訴在標題上

街沒有一致的認義。這一次會議乃以城市設計之說鼓里星點

為軍心，在許多方閻部和不久以前興趣更趨向於建築的紐

約會該有哥哥底別。

2 像吾吾金山這樣發展壓力很大的一監獄市 ， 萊克耳產生

的城市設計計透露與那些哥哥激成長為摺題的主是市是接幸豈不

同的。訪者的城市EE計較具保背心態，而後者則是發展取

舟的。城市設計教育應該涵蓋室的 ' 0~~~發展的情還﹒

也應該濕蓬車直些m區綴著哥的追逐 o

1城市設計者豆豆婆去了會房地產 、 談展經濟與交通tE

飽之吾吾德情況，只要在當他們用他們的價值與計毅然皮書f

別人的價健與計議時，作主是紡街梭的紋路。 2是卡菜花在討

論中把這一點F為公共都市EE計得以往荐的手提絡。

生大眾對按需設計的興趣，超越了對絃~JJ.~室接功之安

授與設計的絡節而皇軍3?:他們的按市生活潑終成話象并成仟

麼約問題一一它的主主泊的特位。大多數的豆豆豆豆清從事你

是為他們的按市訝:象而奮筒，一{富使{照說以 E豆豆量 τ

意象。城市設計是經常步要求以保態或對j宣言該一

E 教苦苦楚吉在餓與工程師以使倦的了 解其 計發

漓萃的主重要候，是迫切需要的。

有一種普逅的感覺是，集會對沼澤的城市設

E重要的路合 ， 其中有許多參加了第一次會談品

是音更進一步的會議。

吉幸吉主

設是:本文紋路“C i ty Desi

Hov..r:i這 Ilii gl1t

F



位)The Image of the Ci 句， MI T Press ,

1964

(3)WhatTi me is This Place? MI T Press,
1972

(在)Managi ng the Sense of a Region , MI T

Press , 1976
(5)Th曲ry of Good Ci ty Form, MIT Press,

1981
詮 3 .文中 cit y 一詞皆譯作城市 ; ci tydesign. 即為

城市設計。

文中 rir，ban ~ ~i司皆譯作都市 ; urbari<desigl1即
為海市設計。

文中 l andscape 盯chitec叩開 譯作地景建築 ，

有JJU於一般譯作景觀室主築 ， 乃為主宮里買菜涵義 ， 非

僅}l:i“直在事兒"一事而言。

文中 cOIitex t 譯作 “涵毒草" ，乃緩用2喜獲乎乎釋“

建築中之古董事在與矛盾>I e 向林 ， 民 69年 3 月 〉 一

盤中之譯法。

:2; 毛 : 獨立活動草草 : 為麻省理工學說所特有之活動 ， 期

簡素質在每年元丹、正寫詩三過半 o學生在這段期間

可以個人成獨嫂的名義向學校申請經受從察獨立

自由的學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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