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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建築哲學之初探

以大都會博物館ASTOR CONRT為例

蔣聽*

A DlSCUSSION ON···PHILOSOPlllCALPRINCIPLESOF Cl弦NESE

ARClllTECTURE - A SURVEY· OF· ASTOR COURT/AT

METROPOLITAN MUSEUM, NEWYORl(

by

IHSUN CHIANG

摘要

紐約大都會縛物館仿您的中l"iJ直是川is典國林待到許多讀笑，本文試~探討:中留傳統建築的外:{E絡站與形式是一定

內在哲學精神的反映 J l'愷兵伯外在形式的模仿有時反而會遺漏了中閱l'!築的反正本質 。 中國以餓家與單畫家對人事 、 自然

的發法為基礎，衍發出兩大ill幸語系統，你家~~持下的建築在架給人與人之問約秩序 J ... . ;.單詞族自羊的合諧與串串話:遨家路領

的建築ilg努力犯人從人間秩序中解放出來，放間蓋亞自然之中，這一類的亭街慈築臼比充滿{盤人蘭對自餘的驚訝與舊位

ABSTRACT

The imitation of Astor Court at Su-Chou , b:rilt at-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New York, '
has rewarded with plentiful applause. The followirig criticism is to explicate: the layout an凸

formal appear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e are the reflections of certain irtherent
philosophical content, sheer formal .representation will, sometimes miss the essense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Following the different concepts toward reality and nature of the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two major systems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were evoked τhe one influence吐

by the Confucianism usually concentrat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rder between indivi街心，

emphasized the harmony and the continuity of clan , the othe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aoism, ,,
tries to rdeave individual from realistic order and return to nature therefore, g缸吐en architectu問

of this kin吐are usually full of the JOY ·imd ,uprise occure益wheriin吐ivi益uals were brought to
the front of nature.

民l'!l 71 年 B 月 f 8收車站

*童基評家

Manuscript received September 1, 1982

*Cri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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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筷子

紐約大都會博物錯在一九八一年鑄建γ-1盟仿自蘇州

古典蠻林的庭蹺，稱作Astor Court ，但括一悔當代文人

的書齋，和一部份的山石、半亭的院落。

最早提出在博物說內仿建中圈古典語單林構想的是Br

∞ke Rusell Astor ， 她是大都會博物館主耍的資助者之

一，並旦搶佳傳物館遼東單喜豬部門榮譽顧問皇島主席。

Astor約童年在北京住過 ， 對中懿古代的園林建築留

有深刻印翁。由她支持的V詛cent Astor萃金會 ， 從一九

七六年起己蒐集了一批與代傢俱。Astor因此產生了一億

橫想，希望能有一億完整的中扇傳統文人生活的建築背景

，來呈現古代中國的文人畫畫擒，使一般人對產生中醫文入

藝循的環畫竟有更全萄的了解。

Astor Court仿自蘇州名單 f 網既園j 的一部份 ， 包

括「約能認」中毒房「毆奉告主J及 f冷泉亭」的半亭及湖

石亭閣。

清代錢大昕的「純師閻記」說:

I' … 幣按穩之繭 ， 宋詩寫史記 草草卷愛故址. . . . . .黨

指年前，朱光綠有幸庭醫持其主車，治)JV業為歸者之計，國以網

部自錢，立主革耳其函，畫畫托於『漁隱』之意.....光祿Il!t夜，

其鑽回就壁畫短，寮朱空話右，大半損失，告撞地水一祖!'尚清

澈無怠。.\'11君j針巷， .......買獨有之，因其鏡壤，別為結構

，登石積木，布拉是得笠，士曾建亭字，J哥哥哥為新oJ (詮 1

W~敦鎖在 「蘇州 1!r典鷗林J -~書中介紹的十五個蘇州

名鼠，其中特別推崇「稱師劉J '認為它「以精緻小巧著

稱」、「受能尺度齡Iii，恰當J '是「蘇州中華1古典園林的

代表作品J 0

直是約大都會博物鐘，裹在小小的豆豆髓內重說中趨古典

扇林約精辭， 1繭的通j 約f精巧」 特色 ， 使按選為對象

了。(詮 2 )

:As t ()r Court從一九七七年農閉了賀喜草工作。首先是

美鋒的中國發街學者方關先生藐竄去了蘇州，與蘇州闊材、

管理委員會洽菇， &目始選擇確定的仿造對象，然後準備建

材，包括在E記者1附近樣找上好的總木，包括萱關以請御用

的蘇州陸鑫黨，燒進十草草敏主量的德克，也包括太湖石的探

星星….一切準偏就緒，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二十

七名中留蘇州園林委員會的技紡工人生吉達紐約，花費了.Jill

個半月的詩筒，完成了這目前頗為輩革動癸撞車的「博物院中

約蘇州密林j。

翰於As torCourt的報導，從去年閱始，零零散散，

也已在調內各種報于自雞誌上被介紹了， ，在這篇文字中，

葾從美學的角復談一點個人競墜契地以後對中間建築哲一吏

的是雪法。

二、建祟組1軍 事p伶王皇之族霉

中國的圈林，格對於宮廷、民底這一系統的建築，應

該是文人在社會上多起來，形成一般鞏耍的文化勢力之後

的產物。從歷史發展來焉，文λ形成一種特霖的生活形態

，標舉出獨特的審美趣味，荷蕾(特別是東晉)應該是一

偈關鍵，在來與梁陳偏安的江南每到了發展的機會 o文人

正式在政治、經濟、社會地位上有了保障均是科學餓度成

立以後，使一般展為(不時於情晉南朝約鬧獨世族)得以

借科學制度晉升，他們游殼於草草貧與平民之間，上可以飛

黃鶯遠，下文可以退閥割j民間，成為政治、經濟的權力結

構以外另一種在文化上頗具影響力的勢力，他們在政治上

蕾升的挫敗，也常常使他們退下來，在文化上尋找對自載

的肯定，王線的經營輯川，說是一儕瞬廠的例子。科學餓

度的成立符悶在唐代，中濁的文λ藝街也從此萌芽，發展

出另一套系統，對抗於宮廷藝街。唐代的金蒼山水室主麗草草

艷，一重要福氣王梭的淡盤山水，其中便隱藏惹許多文入美

學成形與壯大的訊，皂、了。

從建吾吾土來藹，園林的興盛是文人草草草鞋在居住至還墳上

起的變化，它的特聞主要更臣是於文入藝街的自園詩和山水皇室

，在思想上，都與罔顧詩與山水靈-jjji紹殼，籠統說來，

更近於老娃，而不同於儒家的端正與筋。

中翅一般的建築，從帝王的宮廷按當5日j民間百姓約日

常居處，雖然前者可能極重量難畫畫豪華之能孽，而後者可能

異常簡短，但是，除了外部裝飾形式的差異，基本上，在

空筒約遠為上，均沒有太大的不同。

結E直到一筒寫闊的民誨，繁接到皇帝約三宮六院，在其

們如果不設外在紛加的裝飾部份新干擾，大概可以發現，

這其中共向遵守約準郎，那說是:清楚的中軸線，對稽的

秩序，是一個簡單的蕃本空里路單元，在靈上{做無限的擴大

與延續的關係。它哥哥強調的，不是每一個很別單元的差異

與變化，論是同樣一館館別JijI完在建築飽群中的關係位章里

，在這里，與其說它所強調的是學樣建築物儕耳目皇室築糙的

特色，不妨說它強調的更是超群闊的秩序。

這種建築哲學的幾千年來成為中續從錢還到宮廷逮祭

的一質特色，沒有太大的改變，它約lIi頭，從近幾年色色考

古f置址報告中來看，、竟然可以上溯到直至閑之際。

楊鴻勛先生的 f噶爾反皂建築遺址初步考察j中說:

I······鞠于歧山鳳軒在甲 車里還址. . . . . 這組建築採攻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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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

在各類別的警衛當中，沒有此建築更站近人的生活，

更設人的生活所決定的童基循。在建築中所鐘表的美學學割

，便也常常受會j於λ問道德的、倫王軍的準固自;盡量們也可以

說，建欒中業的價值往往是設社會倫理的價值研制約的。

在儒家海恕的倫溼體系中，個人往往是不接強調的，

這個個人只有在設放路懿一個旅潑的偷運中才發生了意義

。「智君!l!臣，尖尖子子僑家總是在相對的社會髒係

中談人，儒家的「仁J也即是蠻人對待的觀係，成為儒家

最高的道德。

以一對夫婦敏鑫木的單元， ，乾坤這矣J '彷彿就是

定了建築上最初的那一偽單元。然後，從這{磁盤完援衍出

去，有了父子，有了兄弟，有了君臣，有了Jj)j友。小懿最

小約掰一儕學完，大到無限的擴張與延績，中盡量人組社會

，仍然是一個家族的觀念。這個夫婦、炙手、兄弟的關係

，畫畫大成「天下一家J的系統，不但是 f四海之內皆兄弟

J '在政治上擦磅的「以孝治天下J '便都說明意這一億

家旅瞬係的偷聽基礎發生了強大的制約作用。

一直蓋到今天，我們在傳統的儒家{串連逐漸解鍾的過波

中，依然可以發m設俯身上哥哥受苦型的強大影響，是在街上

，我們會對路生人員件 f大頭j、「大哥J '但H伯父母j

s 直接 f小弟 這儕幾千年父家長一派羽俺的家旅秩序

，似乎仍然在我們身上發生意強大的作用。

在這鍛絡的倫理秩序中，線路了僧人與族群的相對照

係針是失之諾言，是生丘之子，提兄之弟，是翁之!l!;夫福一、

父子、兄弟、君竄，竊笑佳，也有義務，他存在的意義，

便在於完成道德族群的秩序，他的位置量，不能隨便織越，

也不能隨便離闕 ， i~最主生了，就混亂了被序，便是犯上，隨

便離筒，促使大的族群不能銜接，那罪名就相當於「不孝

有三，無後為大

所以，~們從i講家的f串連償健來觀祭人，一個個人，

如果不放設在相對的偽係定位上，幾乎室主沒有什麼特別的

存在意義。在父家長-Ill(招傳的觀念下，叉特別強詢延藍藍

的重要性，一個結人，如果沒有子鼠，甚至不能入紀宗哥哥

，凡此種種，都佼得<It築約街5JUJ單元把本身的特性辯吉普最

低，而全力強詞組群的關係，這裳，紋路額，建築上的組

哥華部是倫理上的族群，頭:在綴君革中縱深發且要的意義，更兌

橫向的空間發設重要，似乎象徵了蘇串串瓜糙的族群(傳承的

關係，右意時聽延重要上的暗示了。

豈是們常常讀到一群老人在入庸吃飯戀者豈非多隸餒，其

賀，他們大都知道每個人的定位，在維護中L彷彷只是試

探一下大家對這秩序的知錯，憊不懂禮。

時緩地，在傳統的建發組群中，長幼童主卑的秩

是一切鞠保的基礎，是llE室」絕不會住到「偏房J

這個挨著革的關係使建摸上也混了整齊而有條不紊約組恥

如果在文摘拿一張大家族的詩系表來窘，就會發現，

繼諮系多Ii繁簣，都有一領清楚的關直在位霞，而遠

的關係位置是也可以很容易地移成建築上的關係位置。

所以，這一類的建築，任何入走進去，都會知道

的位霞在那裘，它的好處是給人一種安全態，倡人退

族群中，有整倍旅游為後盾，減少7億人iID對命運

與蓋且蓋章之感，它用嚴格的秩序來規章E億人的行為，使偈

沒有任意衰巍的可能。

翁們意到，在這緣的建錄中，個人感覺到了安全、

序、准定的童心，碗豆由而不可改變的草書係，但是，個人

館住也向哥哥受到了犧牲，個人的特性投抑歷了，在殿格

秩序中，便感到了一種處處投安排與設決定的苦悶，

會懇要破壞一下這秩序，從這秩序逃閱。

三、從人闊的秩序到天龍的幽深

9'鑽入從儒家的λ倫秩序中逃闕，為自己構造了另

街世舜，便是道家的自然。

如果說，鎧藐了儒家倫潑的建築，從民居至2皇宮，

爵的是中軸線，是均衡、聖母稱，是一倍簡單不炫耀總性

基本路況的知援建擾，那瘦，錢m主吾家美學精神的隘

築，顯然有意在敬重車道均衡對稱約放序。

紅權吾吾十七悶， ，大觀閱試才題對額J .描寫主要政撥

看寶玉和聚精客藹才建好的大觀圈，其中一段說:

，......吾吾門進去，只覓一帶翠鏈，織在前函。眾f毒

草草道: W好山 ! 好山L!I 質政道 ﹒ 『非此一山 ， 一進來 ，

這宮中所有之豈是怒入閩中，更有何趣。~ J
劉敦禎 f蘇州予台典蠻林」 有關j由政商一段也說 :

「內有黃石假山一座，猶如屏障，使人不能一眼翠到

全趙景物。 J

文說-

f 山後看小詣 ， 績單E競池便轉入主要豈是區 ， 顯得廓然

街頭，這是我盟軍合代菌智、常用的大小空閑轉換的對此手法

。 J (詮 5 )

我們從以上的例子已經可以讀出，鼠林的特色總在迪

遜儒家的端正、現鈞、一目了然的秩序。

莊子的 f逍遙遊j 說 :

「朝吾言不知咯娥，蔥蛤不知春秋。 J (詮 6 )

還是僅使主且不能再綾促的生命月活一個車上的菌不能

了解白夜嗨滅，活一個季節的意蛤蟬，不能了經從響到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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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轉換，生命本身的界限使我們對許多更大的時空感到茫但是，從老設思想中來君，他們的美學和儒家有類似

然。的基礎，都是比較價自於限制藝街純粹形式與技巧的發展

老子說: r五色令人 自蓄 ， 五雲-令人耳室里 ， 五味令入

口爽，馳騁玫獵令人心設在。 J (註 9 )

還是明顯地業總宮能上的刺激。

莊子沒有老子那樣絕對的棄紹官能刺激，但是，在他

的哲學中，排斥人為機巧的部份是十分明顯的，他的一切

努力主要在於把人帶回車tl自然中去。

老娃的思想，以美學的意義來是言，抬手中屋里草草~i!j創造

莫大的貢獻，無論建獎、文學、音樂、鐵鈞、繪言重.....都

可以找到老娃忠、~具憊的影響。

者提思想約2拉霄，§!it然說不在於設為人為技巧形式的

多變， {直是，由於他們有無招生的相對觀念，把中留人從

晶宮室去的人倫馬紋中釋放了出來，提供了完全自由的心空靈活

動的可能，草草謂的創造便出這…倡起點滋滋不絕地主主發出

來了。

;f!i;們掌握住這一個重心，就會發E豆類似直在約大都會1事

物鎔仿逅的蘇州古典國林中存在著一個經大的矛盾。

我們首先應該了解，中毯古典的路林，無論有多少形

式上的變化，亭、台、禮閥、水韓j . ....無論在吾吾窩的方式

上多麼千變萬化，它基本上還不是一種強為形式的星星絡，

而是利用形式的組合把人帶到挺高的自然的追求上。所以

，當人們絃惑，主立停留吉普懿林的形式和技巧階跤，忍?自罵自

好違反了老挺美學最後游於無窮的主主、餒。而:在所有老莊美

學影響的童基能給灣中，借一切看彩的聲音、色彩、形狀、

動作，所要傳達的核心，均可能是遠遠超過於黎會、色彩

形狀、動作之外的更為無形的東法。

莊子的 r l旱舟、忘~J是一個好寓言，在君主謂中， r~

J 是聲音一 、 P.彩 ， …切有形的技巧部份 ， 而 「 魚J t~是 ri'i

i藍糙的巴拉機 ， 不可以按固定 ， 也不可以偽縛 。

在子又說:

「楚之南有笑室里者，以五百歲為譽，上古右大樁者，

以八千歲為春。 J (註7J

這)<是妥到人所不能了解的生命了。

在小與大，長與經之筒，室建設們驚訝於自然的無限，

感受到自己的渺小，感覺到8己懇、要參加到都無pR中去探

奇的慾鑿，老莊哲學袋裝已經淋漓盡監致。龍莊子是右趣的

，不在於排It大小，誰也無限，更在於以其荒唐之霄，破

援了君主假話常的思維邏輯，把長綾大小完全顛倒過來，在

「乎等物論J 9"-'他有一毆精采的敵述，他說: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言等於E蓋子，

苦苦彭龍為夭。 J (詮 8 )

這樣使我們驚縛，完全背反了日常理念的競矩，一擊

劈碎了草草們習以為常一成不變的思藍藍邏輯， re大小長生在

閑另一種完全自由心靈約經驗重新安排，這裹在哥就是園林

美學的主童心，便是鶴教禎研說: r小大空間轉換的對此手

反」的來源哥哥在，也是中留古典詩、山水重重等文人藝佑，

包括戲劇、建築的詩空在內最根本約美學滋援。

;f!i;們芳喜是在恩林中~儒家的中軸線，均衡、對稱、秩

序，便要完全迷失了。閣林 ; j曲直口道家的哲學，把人從嚴

誨的人倫秩序中解放了出來，讓每一個億人-一一而不是族

群一一單獨地商對自然，得到一種舒故。使得在儒家偷連

中故知您的部份在自然中得到發展。

在儒家的世界中，我們總要找一個定位，把自己安放

得裳，在廚林中，設巍的部不再是人闋的君主序，而是天造

的腦潔。

儒家訝的「仁」更是人典人相對待的主主任與義怒，道

1${殼的 f仁J '部是 f天地不仁，以萬物為海5肘，遠E藍

天地的 f不仁」都是另一種「大愛J '從人的族群中釋放

出來，布自由，也有艱難，是儕入面對天道幽深的終設與四、關林的生棧被櫥窈化

喜悅，就彷彿主E~畫林的社界，你不權知山布的後茵遮隱若

什疫，每一次都有驚訝，每一次也都有期待

再是一個單元的無限童教了，它使每一單充

變萬化，仿彿就是那λ車票選議遠不能了解的

然宇宙，那樣高深莫測，那樣幽微奇函，這

F驚夢J 的地方 ， 因為只有在這裳 ， 中崗人

了人{侖的規綴，暫時卸下沉重的3主任與義跨

入的自由。

菌林的建事罷，以藝爾泰m來說，的格要

學的另一類中圈傳統建築在形式的M!J造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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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紐約，我好幾天待在這認仿製的中趨滋林中

，在技巧的精製草聖嘆之餘，總覺得有一點什麼東頭失去了

。

有一天，我無意間抬頭茗，忽然發說，這庭院是罩在

一般援大的遠與孩漓亮下，車竟漓亮是用類似鋁格一類的金

屬框架做成，益，太陽的光室里從某一個角度照射下來時，鋁

格尖銳1lii冷渡的線條便會投射在白粉牆上，使原來芭蕉葉

非常類似水皇島盤染的陰影受至1了千授，語種本質上極度不

同的線條繁感使產生了強烈的矛盾。

是的，這館質量糙的古典闋林，是在故寫完約保護下培

益出來的，包括許多光線、溫度、濕度，都是在最嚴格的

人工控制下調登出來的。用人工造成的寂的臼光，用人工

濃縮的苔，露，用人之言需要重的著手去的過度，一個投入工的頭

林龜，它吾吾搔首富的都是「自然J '這其認真有一點奇怪，不

只是荒謬，而且有一點悲哀了。在E定代工業文明中，聖母都

久遠的中國白然閥林的怨怒，便使這一位仿製晶變成一億

典君主約橫蠻，小心草草草達地維護藹，彷彿那裘寄托著今天都

市人約勢，在世典最大的都市， ~當時讓人們忘了外頭的紛

亂與嗜磯，忘了各種的勘亂與活生生的人的生活，可以在

這夢鑫彎時一膜。

在文對這件作品不駭苛求，忍篤，在1草物館來說，已經

盡苦笑胃if起了。我在那樣的鼠林中所感到的悲哀，只是一種

隨林的生機被檢儀化的悲哀，吉拉忽然覺得，閥林之糞，還

是豈是在於人是它的主人，函林沒有一處不是為了入設計，

以入為中心的。但是，在Astor Court中闕，人對口成了約

鼠，人只是為了來誘導是亭說之槳， jjfl倍半亭，原來一定是

讓人可以罪惡螢的，育事給聽水屋里，辭書爭著光影流嗨，及在姆

:翁了起來，防止人們踐踏莽音譯了 ; R草泉路該學入的地方，

放了一室主菊花。

物代替了人，是今天西方藐代文與詞是富的中心。入不

能愛物，不能成為物的造人，均恕不是中屋里美學的問題。

戳在這仿製的灣林中沉思，每一部份都是最精密的模

仿，劫可能失去了全部約絲絲，白為jjfl精神，不只是形式

，不只是技巧，不只是有形的部份，那精神的室主心，是如

何尊重λ的處境 ， 是使λ可以歇息 、 接止 ， 使人可以佇立

，可以游戳，那部f乎是人可以依靠的，那石總是人可以踩

銬的，那IJ會設雨水浸濕，會主主出發苔， jjfl芭蕉也會給簣

，使新生的努jl!顯翠綠， .•~這主運與正的精神，是承認一億

更大的詩詞，是不但承認了背卷、生命、春天、溫暖、笑

，同時也承認了萎敏、死亡、秋的凋零與寒涼，承認了「

溺iIJ之億美。 f天下皆知妥之為笑，主持怒已 J (註 1 0

) ，老子的話也許提醒的恰恰是這積模仿的園林對

箏。業是不能彷輩革的，笑一氫變成了仿製，便失

約意義，就成為買車惡之物了 o

我們仍然莫說， Astor Court 是一個成功的仿

是藝街是創造，我買售額這芭蕉生在貝爾和陽光之中

巔這會苔和監泥與蟲蓋章相處，我頓都流水是從高高

激苦苦而來，而且遼耍流成大河大海，圈林只是從 f

到「大樁j之間一段鐘{促約過渡，草草芷的毆林是

悶的無限，是使人在這無限中有了驚訝，有了萬

了無奈和惆悵的唷漠，是使人感錯了生命約本身原

過是一個過渡，是從教生墓死的「朝直言」到八千歲

春天的「大樁j之筒約一個鐘鍾的過渡溺己，真IE

，便只指向 jjfl無窮盡的宇宙，是一粒小小的芥子，到

納巨大的須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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