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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第三設界的獨家而言，也於政府財政土的限制IJ .前

對發展約困境，很本沒有能力解決住宅問題，而大部分的

人民也沒有足夠的投入買一練好的住宅;同時這些獨家也

沒有條件來發展營造(註 1 )工業的各種技偽，因此，以

已開發國家所探舟的工業化方法來解決他們的住宅路題，

已經被認為是不可行約寧(註 2 )。

而有關政府所執行的公共住宅政策一箏，在許多的研

究批評中有這樣一致的看法:說是由政府所執行的大規模

公共住宅，因為必須符合法令規定的最低住宅水準及結構

安全標準，因此造價會偏高，同時在官僚體制的運作之下

會因為缺乏效率、沒星星資源，除了在少數例外情形下，以

致很不容易提供一獎正廉價約住宅及很快地接供大慶住宅

給一渲急速增加、肉都市移民而來的中低收入者，莫還要

的是，這種方式下所建造出來的住宅，常常是千篇一律，

根本不能符合這些居民復雜的需要，並且更惡化了、表茵

化了社會的疏離及缺乏對鄰里的認同感。

自助方式( self-help ) ~IJ被認為是適合第三世界函

家發麗的另一種替代辦法，蔚為這種最古老的房屋是建第方

式一自己建造自己的住宅，目前仍十分普遍，大家互相

協助，包括自己、朋友窺戚、鄰居等常常彼此幫忙，心建造

牆壁、最頂、或房產量的其他部分。不同的只是將已存的Jl'l

象變成設防約佼宅政策的一部分，同時放到城市的環塌授

來執行。它被提出來是被認為具有下列優點

].可以降低營造的造價: @D透過居民自己蓋房子可以

取代一部分的營造勞力，而得以減低造價成本。

2 可以訓練營造工人 : @D居民透過自 己蓋房子的機會

可以學習到營造的技街，何時成為憫人約謀生技術及為營

造工業儲鋪了一批工人。

3.可以控制都市土地 自於直接使營造者獲得房子 ，

可以誠少位宅不足的現象，級和都市土地的投機及任意擴

張 o

是.可以增強社區及個人約認同感:郎提供了一儕機會

，透過共間合作的方式，可以促進他們彼此的共同態盡量。

同特讓法民自己設計及建造自己的房子，也比較可以符合

自己的需求 ( Schuman， 1986 . 463-473) 0

可13說，自由J方式的住宅政策是簡家將解決住宅問題

的委任，一部分轉移到居民身上，國家提供一些精勛的措

路，如:提供貸款、技街、基本設施、甚至土地-等，

然後由居民參加到他們自己的住宅營造上，使他們可以獲

得住宅，並且得到上述的好處。

但是這種方法約應舟郤有一些內在的矛盾. i車總 ﹒ 華

德 ( Peter Ward) ( 1982 : 10) 盤建 了六0年代以來一

些社會學者約批評:自助方式投居民比別人必須花~i

時間來工作，勞動力受到了雙麓的剝削(工作上的及

g己的往家 ) ;它以低成本來建造房子，持低了工資

單;它只是提供了一種短期的‘喘息空間" .並沒有l

解決問題;它只是將貧窮合理化"\.....。這些批評鄧閱

一個更擴大的社會紋路給級( Social context) .不

是自助方式這樣一個單純的概念孺已。

克里斯多福 - jlli歷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

的〈住屋之生iii1'»(The Production of Houses)
是鞠乎這種案偽的一本霄，記錄著1976年由蓮英西哥巴頁

加利紹及亞(Baja Califonia)如政府邀請他協助教

學商加革IJ域 ( Mexicali )的一些居民自己蓋房子的一個

計量甜。所以在這裳將Ell更大的Jl!rl絡練看他所提出的辦法。

計數之個集位於繁星每美國加州草草地牙惑之南、5喜酒駕

j1lj北方的墨密加華IJ約外園地皇室，這是一個各方面都在快

發展的城市，居民從5最高哥其他地方灣來謀生，也希望在

這給近找到一個落腳之處。計量自j儕案的地處是一個熟路乾

燥的沙漠氣候. 1976年時 ， 正在地鳳凰山艾緝遍野 ， 棋?只有

少數的居民法他們自己的方法在搭建他們自己的房子。

本計劉是由政府提供一塊約25日日平方呎的土地及一援

基本的公共設施(如:水、沒有館前約絡).徵求30位志

願者來護他們自己的房子，另外並由鐘之哥哥盟I間的ecali

提供4000批索貸款給這些人。道廢山大被要求協助那些從

四甚至八方湧來的都市移民者，指導他們自己葉一樣約的平

方公尺，價格低綴約是000美元，又可J2l訪E蓮、符合安全標

單及維持基本的健康需求的房子，並且儘畫量使用當地正在

發瘦的加強空心磚構( reinforced-blockwall )的方法。

本計會l於1976年 2月由政府從應徵者中先挑出五位，

在一塊分都好的土地上進行這個工作，由鼓歷山大及三位

伺事變華﹒戴維斯(Howard Davis) .茱利歐﹒罵了尼茲

(Julio Martinez)及唐諾 ﹒ 柯諾爾 ( Donald Corner

) .帶領柏克萊( Berkeley) 加州大學的幾位學生 ， 還

有幾位當地墨西哥 ( Mexican )大學學生的志願參加，於

1976年3 月 開始與居民一起工作 ， 其摺 Ell於一些營造方法

的重建驗lOll難，以及一些組織上約總題，於詣，年12月才完成

，這個計劉也於此停止而沒有繼綴進行(設 3 )。

d

、一

本響是挂歷山大有關現有營造鰻系(包括主監割、建築

設計和建造)檢討及提出改革觀念的第五本霄，分別是

1975年約〈奧立崗笈畢竟» ( The Oregon Experiment)

, 1977年約〈一館模式誇言 » (A Pattern Language

) • 1979年的〈營造之常道» ( The Timeless Way of

Buil廿ing) • 1981 年 的 〈 鑫芝 咖 啡 巖 » (The Li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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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985年〈住寂之生E.g[::>這本書。雖然血壓山大

在進行這館計割的時候( 1976) .只有〈奧:1L偈露纖〉出

，但茲本上他已經對整倒現代營造鶴系提出質疑。認為

，這敏被點

出版的苦苦中看到，同時提出另外一種生產

，也就是使用者能夠參與至j整但營造錄系的過程，參

、設計到錢造的早在{跨過程之中。

就以住宅住產為例，玉是代替造體系的根本間題說是佼

者不能依據自己的需要來決定他自己的生活空間，從棍

、設計封建造，每一劉步廢都也一樣專業者，如:鏡吾吾l

師、建築師、營造商所代為決定，使用者與這是主專業者分

離了，他們彼此之樹也只能fff劫一套標擎的施工隘和設計

重重來講過，這種方式所生殼的住宅，亞歷山大稱乏為「抽

象(主宅 J (abstract bousing) (Alexander.1日 84: 76 )
。這讓抽象佼宅由於無串串乎使照者. f市民又很難有機會位

改以符合使用者的徵值. E單位 ， 這種住宅是 「 死約 」 、 「

沒有生命的 J .也就是不合 f人性的 J住宅。按歷山大就

是要從版本上來改革這讓縈遠的生產過程，他指出 f這種

系統成功或失敗的串串鍵就在於控制方式設分配，這樣才能

決定環嗡的品質。 J ( Alexand肘，1985:33 )。這個關鍵

說是要授與使舟者權力，基於他們自己的需婆和償值，在

鑄造的生渡過程中，可以決定他們關己的房子。遠也就是

他研關心的「人類的感受 J (buman feeling) , I 在這

樣的過程中，人可以與他的價值和他們自己整合，他們形

成了社會結合力，他們與世界繫在一起，而他們所瓷的房

子具有人性價值﹒。 J (Alexand腔，1985:16 )。

在本主書中，他就提出了七個原則來控制這個營造的過

第一，他改變環在建築師及營造者分散的角色 · 00能

夠給合成為一個人，協助居民設計及叢房于，而取代以前

麗君繪的方式控制營造過程。

第二，必須3自一個營造工地 ( builder' s yard) .做

司營造時所哥哥的各環材料堆積及營造方法的寰驗、示草草的

跤，還可以做為居民講過設計(在該集中使用模式語言

通)、建築營造者(architect也builder) 及參與螢

的居民磁時住格的場所。這個場所將來可以做為社盟約

惚中心，並保留一部分營造的功能' 8方便往家未來修

或撥藍色，之用。

第三，先也使在這里的居民(經由模式語言)協調討

他們共同使用的部分、公共的法筒，放由此接到每一戶

家的主要til入口，這個地方是他們的意志的書長鰻表現，

永遠屬於f他們的j部分。

第間，每一個家庭都有權力來決定(也是經區農式語

}他們告己的家的~詣。

~五，逐步的營造方式，不是以抽象的施工斷交由工

人投值1施工，而是一種能夠配合第四原則所安排的~路逐

步完成。

第六，控制成本，保5登在這薇營造生產方式下能夠比

其他營造方式的成本來得低，立主且在鑄造的過程中雖經改

變、修飾也能夠保持在某一函定的成本之下。

第七，主要求營造的過程不是機械的過程，而是一種能

夠符合人性的律動(human rhythm) 的過程 ， 允許人的情

感、精神成為營造的一部分。(Alexander，19日5:51-322 )
就這些原則和5?歷山大對現代苦苦造體系的批評，可以

比較訟他所態議的營造生g[鶴系和現代勞造生產鰻系的是

異，以及他所強調的特質

1 直接山大強誨營造的所有過程必須要改自到墓地來

操作，取代以往抽象的方式(不if:墓地上進行) .如專

業上講過屑的閱繪方訟，這種方式使藍藍築的l遠離了驀地，

遠離了營造約過程，也就不能幫劫創造環境約「中心場 j

( the field of ce盯er) (註 4 ) o~~n歪山大認為只有

童自主草地上，營造的過程上，二才有可能逐步地修正，幫主劫

形成「中心場 J (Alexander， 的83 )。

2.從技衛上言 ， 亞歷山大~反對環代營遺體系大環生

產的方法，也不贊成傳統的技街(設 5 ) .而是介於兩

者之詞，如問宜于Jii克( E.F.Schumacher, 1974)所提惕
的「中崗位技衛 J .強調生直至方式力求簡單，減少高呂定技

街的依賴性，以告錢為吏。儘量銀白話地物質，也就是以

「地方投 J為前導的投產方式。

3. 亞歷山大建議的生產總系蓋章說使用者決定 ， 是鑄造

的過程中對使用者竅生意識。華本上，亞寢 III大強調辛苦一

個鐘久的「幾何形式 j存在於事物的本質之中，與技術互

fl!Jg[':t I 中心場 J (Alexander,1983)。
這個觀念與喬姆斯基 ( Chomosky )結構主義語言學

的哲學榕近，他認為人有天賦的語言能力，這能力可以掙

脫騙取l資本主義國家無所不在的控制(夏鑄丸. 1987)。

亞歷山大提出「模式語言 J .使用潑可以運用來營造住宅

，而得以獲得一種永恆的、深刻的感覺。

關此從認識論上00言，亞盟章d.l大特別強調主體一客健

對偶中的支體，也蚊晃著豈宜在使用者浦足的層次，荷專業

上所強調的形式主義、象畫畫、美學並無滋養。這種強調中

心性的品質的生渡過程，其實也是現象學式的研究，尤其

是海德格「存在現象學 J (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
)所強調「存有本身的意義J是相遇約。

~2歷山大這種強誨人有天賦的能力營建他約還境 ， 將

f 人類約感受 」 當做一種無限的動力 ， 過度膨脹 ， 而成為

一種永低價值的存在。布:忽視了「存有者j所耘的社會脈

絡，也忽脫了這些「存有者J彼此的直是臭，忽略了社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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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 1 本案完工後(1976 )與治改建( 1984)之比較

資料來聽: Fromm and Bosselmann，l羽4

化的差異，甚至展史的差臭 o下面我們將之放在現實的社但是有獨簇群這儕層領就非常不詞，尤其是共同的土

會中來被驗這個理論。地這一方函。亞廢山大特別強調先由這些居民一趕來決定

公共的，;.:悶，藉此來形成一個緊密的社會關係，然後再草書

營造工地再形成一個更大的社會網絡。然而直接山大在這

個步驟上卻促使居民採周〈一個模式語言〉一賽中的 r {主

屋簇群 j (house cluster)這個模式 ， 這個模式並不是

這些居民原來就有約形式。以致於，在完工進仲後，這

個公共夜間顯得不易維持。在弗縫與勃斯曼(F',c nm ll'l1d
Bosselmann.19 鈕:78-90 )對居民訪戀約記錄中，可以看

出自於公共空闊的E主權不清楚，研有的家庭並沒有人領意

特別關心這個空間，尤其在這五個家庭中的軍車德軍 I鳩日先

生( Mr. J'lodrigu間 ) 去逝之後 ， 維持這個公共空間使

用的最大凝聚力就消失了(註 7 ) ;同縛，當個案應續地
僅逐漸發展起來以後，經常有許多陌生人穿越遠飽受間，

也受到竊絨的侵擾，因而私密鼓及安全感就強烈地被要求

，促使公共，;.:闊的瓦解、被分割，各自加超額構成為在人

盟軍盟的一部分，白到原來他們自己的社會阪協組織的軍跨

形式，因為他們「有權力來選擇他們自己顯露社交的人 J

( Fromm‘and Bosselm朋n.1984:88 )。

研顯地，在這襄我們可以質疑直接山大的模式語言並

不是普遍性的，它沒有辦法通過特殊的社會文化脈絡，弗

援( 1985b:55-56) 也指出 「 當地的文化綴範是盟有麗梅

的往家. (而造歷山大的〕模式語言要求簇群，矛盾必然

發生，這個過程必須被改善，其重要性的文化線範不能被

、
\
、

\

由於這般儕案確質被執行了. ~宮此可以直接從使馬後

的結果來軍車諾亞歷山大所提出來的這些飯則。

這個個案實際上只做了一個簇群( cluster) (~P 5

戶) .多利特﹒弗陸 ( Dorit Fromm) 及彼德 ﹒ 勃斯曼

( Peter Bosselmann)兩位 ( 當年曾經參與本案的兩個

學生)於七年之後(1984年 ) 再皮包到這藥 ， 他們驚訝於

這個地方發展的快速，個~墓地的問府已經蓋漏了許許多

多的住麓，這些都是居民用他們自己的方法蓋起來的，而

招集本身的五棟房子大部分也已改觀，每一家都在2日建、

改建，甚至錄用了其他的材料及形式來營建，布改變最大

的是當年能調出來的公共空樹被分割了，加起蜜牆，其中

回家也將他們的大門轉向街道(設6 )。

由他們所記錄窺場改變的形式(見關1 )及訪衛這五

個家庭變吏的理由，可以體認到亞歷山大院鞠心的住宅性

質與居民所關心的重點是多麼的不悶。

以居民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從兩個層次來討論。就

個別往家而言，好像是成功的，五個家庭在七年之後仍然

詢意參與自己住家的設計與營建的做法，前.El.他們也一道

依檬自己的嚮求來改變及增建，這一點是相當符合斑歷山

大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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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單除 J .它意謂著一種更深刻約歇會與歷史的夜間意義。

其次，直接山大提出的營造生產方式的改革主豈不能改

變紋會的特質，並沒有EI為透過居民一起來決定公共空筒

和彼此互相協助營造房子說認同了這個公共空悶和獲得良

好的社會關係。出於整但社會結構並沒有改變，仍然是家

庭為主的私有財產觀念為主( Fromm，1985b:伯伯86) .因

此極為要求明確的土地和空問以確保家庭約安全感與社密

位。所以只改變空問形式(採舟簇群的形式)和營造生E~

式豈宜不能改變整個社會結構。這是他的環論論述( disc。“

問eJ 約重重大空白 。

{且是，亞歷山大自己又為文辯解( Alexander.1985:
33) .他指出所有的這些改變都符合了他的j眉頭，這些家

庭都若依據他們自己的需求來倒變吏，所以他們魂在都生

活在他們自己的世界里，他們都從故有的營造體系中解放

了。

蓊本上，正如亞宜重山大所強調約，吾吾畫畫過程包括了鏡

、設計和建造，也應包錯了進往以後約修改變英、事前

1材料鱗質和選擇 、 土地區仗的考慮等 ， 那置聲所有的住宅

造畫畫系，均包含了部分的「自助方式」和「他助方式 J

詮 8 )。就以直接ill大所批評的環代營造饅系研生產的

成品住宅 J .居民進往以後，或多或少也都依樣自己的

需求變更關陽或謂書是傢侯，有些人員。依接怠己約需求來買

一樣他盟懿屁位的房子，可以說，每一個人都對自己的住

付出了「關心 J .也參與了營造決策的過程。倒轉來看

Ul助自建 J 的許多房子也都依賴了許多琨代營造體系

!制度，包括了購真有很選擇的建材、由國家決定所提供

土地、他人協助建造(只是以幫助他人建造做為代領)

都接頭還11.1大所提約營造生產過程中人的白立性就無所

，不然就是到處受限制。

這樣做不能說明清楚它的悶題，真芷闕鏈的悶題是:

論是更愿ill大建議的營造生產方式或是他所批評的Jlt代

造't~方式都仍然是資本主義體系下的生產方式 o 萬之 ~P

營造的't~方式仍然受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約支配。而

ill大只是改革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營造't~方式

小部分，它的產品〈住宅)仍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種產品。

住宅緣了做為基本生活所樁，遠風蔽雨之外，它還有

的{使用價值，包括了一些室內的生宿安街和室外的生

間，它有一個相對的甚至位可以接近工作地點、社會設

如:學校、聲聲說)、休防娛樂設施、朋友等，以及一

喜歡的污染、人、噪音等，它也代表了社會地位，也

(Harvey.1975) .但是這些使用價值
，而且在特定的機會與歷史階段

，所以使宅也是一稜窩品，它的領

格包括建築材料的、空個大小、土地、區位等都必須

支付，而這些都受到居民收入的限制，他只能以有限的工

資來支付他的營建所需的建材、空間大小、居住的臨位，

甚至比別人支付更多的時闊來營造告己的房子(包助自建

)。那麼居民在選擇住宅峙，他的優先位是什麼呢?以ill!

歷山大在也魯的怨氣為例(註9 ) .大部分的居民鼓不是
選擇房子的外觀或風格，而是它的區位、大小車1領絡，居

民賞這房子是因為他們可以支付得起，然後可以改變它以

適合自己( Fromm，1985a) 。 這些正是以反應住宅在資本

主義生產方式下的都市空歸結構約消蠻形式，從往家卸工

作地點的日常旅次將住宅定位在交換結構內( Castells.
1977) .所以，居住約'iJ1.悶區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產
生的差異，居民的優先選擇之一是在獲得一個離工作地點

近便的住宅。但是ill!歷山次對這些社會結構所支配約力盤

沒有察覺到，只是改革了營造生產方式，這一小部分，強

認由居民來決定約「人類感受 J .以為可以接得好品質的

技宅。很寧主靈上法種生產方式下既往麗的好品質住宅並不

合於居民的優先需求，他們仍然受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

支配，並沒有像亞歷山大自己說的:他們己經從營造的生

產方式中解放了( Alexan挂er.1984 )。所以亞歷山大想

要藉改革營建技衛的生產方式來改革社會體制是相當無能

為力的。

最後，必須指出來的是，這個制度(自J!!J自態和亞歷

山大所建議的營造生產方式)墓本上也是被周家所控制。

由於霉頭哥政府自己無法完全解決住宅里是巔，為了獲得社

會安寧和獲得政治上人民約支持，因此可以「容許J人民

以自己的方式(包括遂建)來叢房子，甚至提供合法化的

途徑和一部分的協助(如:提供土地、少部分的資金貸款

、藍本的公共設施) (註10 ) .而將剩下來的責任讓人民

自己來承擔。

所以亞鐘山大的案例賞際土也是這稜合法化的~物之

一。而他的實驗蕩地自緒，在他進行計聾的過程中就已經

有許多家庭正在用「他們自己的方法 J來蓋他們自己的房

子。在質驗踴筒'ill!歷山大他們可以感覺到一個新社痘正

在他們的眼前迅速成長起來。弗陸軍E勃斯曼在七年之後回

到這裘峙，主聖驗墓地怨周早已蓋串串了各式各樣的、各種方

法的房子。苑露驗正在地的五戶人家也缺用了其他的方法(

不是起歷山大的營建方法)來增改建，因為亞歷山大所接

供的穹懿式的屋頂是一頑固鍾的方法，問持本案的核心

營造工地也沒有綴續維持下去(由於本案沒有再進行下去

，而五戶也不足以維持這樣的營造工地) .所以這五戶人

家要增改建縛，其質也像他的鄰居們一樣運用了附近地處

已經有的「營造生產方式 J .向附近的之手市場購買需要

的建材，也可以僱譜一些當地的泥水匠一起來搭建(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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