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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設計概念是以安藤忠雄之建築為基礎，將安藤忠雄的建築必備三要素及設計手
法，其應用於現代服飾設計作品上，表現出安藤式建築所展現出不同的設計理念，並對安藤
式建築作品做探討研究。利用布料材質、顏色明暗及打版剪裁等進行服飾的設計，與安藤式
建築的特色結合，並深入分析其元素且加以融合，藉此証明建築與服裝所共同創造之藝術。
關鍵字：安藤忠雄、現代服飾、布質材料、色調、剪裁

ABSTRACT
This study to the design concept is based on building of Tadao Ando. Tadao Ando's building needs
three elements and design techniques, used on modern fashion design works, showing the Ando's
style buildings for a different design idea, and explore the study. The design make use of fabric
material, color tone, clipping etc combined with the Ando's style buildings, and depth analysis of
whose elements to fusion. To prove the building and the clothing can toghter to create an art.
Keywords：Tadao Ando, Modern clothing, fabric material, color tone, cli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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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 言

格，除了早期的一些作品之外，其他全部都是以清
水混凝土來表現的作品。現代的建築、空間都強調

1-1 研究背景

動線順暢，但因反對現代的機能主義，所以就會故
意用動線迴游的方式[2]。

安藤忠雄，1941 年出生於日本本州的大阪市，

對於現代機能主義進行批判反機能主義認為這

15 歲時，他與木匠師傅合力擴建了自家的房子，這

種舒適建築切割了人和自然的聯繫。安藤忠雄認為

一段學習做木工的經歷給予他重大影響，使他學會

真正後現代文化不應存在於消極、享樂，以過度的

了用眼睛和感官來觀察體驗事物。他觀察樹木、觀

服務來滿足消費文化的需要，而是應包含在禁欲主

察自然界各式形態與材料之間的聯繫，並察覺形態

義的”道”中。

與構成材料之間的平衡感。18 歲時，開始考察日本

安藤忠雄相信構成建築必須具備三要素：

文化古城和許多傳統建築。於 1962～1969 年在美

(1) 第一要素是可靠的材料，就是真材實料；這

國、歐洲、非洲旅行考察自學建築學，可說成功歸

真材實料可以是如純粹樸實的水泥，或未刷

因於他廣泛多方面的讀閱與旅行。返國後於 1969 年

漆的木頭等物質。

自行創辦安藤忠雄聯合建築師事務所[1]。

(2) 第二因素是正宗完全的幾何形式，這種形式

設計了許多個人住宅。其中位在大阪的“住吉的

為建築提供基礎和框架，使建築展現於世人

長屋”獲得很高的評價，其創作從大規模的公共建築

面前；它可能是一個主觀設想的物體，也常

到小型的個人住宅作品，多次得到日本建築學會獎

常是一個三度空間結構的物體。當幾何圖形

的肯定。1980 年代在關西周邊（特別是神戶・北野

在建築中運用時，建築形體在整個自然中的

町、大阪心斎橋一帶）設計了許多商業設施、寺廟、

地位就可很清楚的跳脫界定，自然和幾何產

教會等。1990 年代之後公共建築、美術館，以及海

生互動。幾何形體構成了整體的框架，也成

外的建築設計案開始增加。此後安藤確立自己以清

為周圍環境景色的屏幕，人們在上面行走、

水混凝土和幾何形狀為主的個人風格，也因此得到

停留、不遇期的邂逅，甚至可以和光的表達

世界的良好評價。

有密切的聯繫。借由光的影子閱讀出空間疏
密的分佈層次。經過這樣處理，自然與建築

1-2 安藤忠雄設計理念與風格

既對立又並存。
受到盧斯（A. Loos）、萊特（F. L. Wright）、

(3) 第三個因素是”自然”；在這兒所指的自然並非

柯比意（Le Corbusier）、密斯（Mies）的作品，啟

是原始的自然，而是人所安排過的一種無序

發他對簡單形式，特別是幾何形體的喜好。安藤忠

的自然或從自然中概括而來的有序的自然。

雄反對裝飾及虛偽，他希望以簡單的幾何形來表達

安藤忠雄的建築一直是對現代主義的批判。借
用了現代主義的形式，並對整個現代主義進行批判

日本人的生活精神。
極簡主義（Minimalism），緣起於六十年代紐

改造。運用現代主義的材料、語彙以及在建築中具

約的一項藝術活動，重點在於強調理性、直線、幾

社會影響力的教條，向機能主義偏執的思潮進攻。

何、對比等形式。由幾個幾何型拼湊合而，但卻能

安藤忠雄反機能主義，是對於具有空調和戶戶相對

讓人產生禪意的聯想。而安藤忠雄的目標是以最低

建築的立面，他認為這種舒適建築切割了人和自然

限度的簡約材料，純化表現，去除一切非本質因素，

的聯繫。對安藤忠雄來說，建築是人與自然之間的

同時在此過程中把人的心與空間交織在一起。透過

中介，是一脆弱的、理性的庇護所。他重複地再現”

極端簡化的形式，可以最大程度地創造平衡。在自

住吉的長屋”的風格，因為在這個設計中他在城市建

然的變化之中，通過單純的形式，將多層次複雜的

造了另外一個世界，人們的生活似乎又重回了大自

景象展現開來。要取得這樣的效果，我們有必要回

然的懷抱。

到以光明與黑暗的互相融合來表現形式的方式，並
1-3 建築與時裝結合

藉此將豐富還諸建築空間。這也成了他的獨特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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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就和其他創作藝術一樣，必須由目的來指

一時間較難理解此設計概念原是為了呼應

導創作，此目的則在於打造優質的建築。建築作為

紀念館的哲學主題（圖 1）。

一種形式的語言風格，理論上，其自有內部的特定
語法、歷史的形成，把量體巧妙地、準確地、華麗
地拼合在一起，變為一種重要的扮演角色。建築與
服裝皆是人意識生活的兩堵圍牆，互相依存，都具
有蔽體、禦寒等現實的保護功用，成為生活的模式。
而服裝是行為，建築是思想，都可視為人體的第二
層皮膚。兩種截然不同的領域，卻是用同一雙眼睛
來體驗。同樣的視覺偏誤、同樣的感受、同樣的品
味，都是人們以想像力與技術，以自己的渴望投射
所創造出來的。兩者皆帶著優雅的刻薄與冷漠，突
顯出人的熱情。它們都是寄存在不同時代、不同文
化風格內的兩顆耀眼之星，最大的相同基因，就是
隨著時代精神，為了容納與包裝人體而變化。因此

圖 1 西田幾多郎哲學紀念館

將兩者結合為一，藉此應證文明所產生的藝術[3]。

(2) 4m×4m 的家
A. 介紹：為一種「約束建築」，位於明石大橋

1-4 研究目的

旁 ， 此 建 築 的 平 面 大 小 實 際 只 有 4.75m
建築形式並非追隨機能、卓越且獨特的，建築

×4.75m，而建築基地南臨瀨戶內海，有一到

物並非超越時代，這與從身體的服飾體現時尚的精

混凝土堤防，沙灘更因漲退潮的關係改變大

神相互為謀。建築與時裝，是人類以想像力、技術

小；北面則被公路、鐵道等動線頻繁。從公

設計所創作出來的靈感並非憑空想像而湧現，關係

路至海堤防只有短短的八公尺不到。

就如靈魂與其在人間的影子般。本研究進而探討關

B. 設計概念：猶如小孩堆疊方塊積木般的簡單

於結構方面的思維論述，歸納建築與服裝共同之觀

組合。在侷促的空間中，設計一座觀海的方

點，嘗試藉由安藤忠雄對自己每個作品所設計的理

塔，延續慣用的清水混凝土材料，堆起四個

念，來轉化服裝構成的可能，以不同剪縫立構的方

混凝土方塊，最上方的方塊則稍微像明石大

法，突顯建築表面起伏的超表面形態。

橋的方向偏移，形成觀看海景的絕佳角度。

2.理 論
2-1 設計理論
(1) 西田幾多郎哲學紀念館
A. 介紹：位於北陸地區的金澤，一直是文化藝
術人才的孕育美地。位於北邊一座小山坡
上。
B. 設計概念：建築材質沿用最具安藤忠雄風格
的清水混凝土，呈現強悍剛毅的氛圍。從入
口走向紀念館時，需經過一段 N 字型的「思
索之道」，暗示人們正通往哲學的道上。室
內利用大量穿透性空間呈現「空」
（The space

圖 2 4m×4m 的家

of emptiness）的概念，慣於務實思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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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真言宗本福寺水御堂

視線隨著造型要素移動的過程中所感覺到要

A. 介紹：真言宗是日本北嶺佛教的一個分支，

素的動感和變化就產生了旋律感。旋律在服

在平安朝(794-1184)初期曾盛極一時，其創

裝中的應用主要有重複旋律、流動旋律、層

始人為弘法大師空海(774-835)。地處於兵庫

次旋律、放射旋律、流線旋律、過渡旋律等 。

縣淡路島的本福寺是京都仁和寺和日本真

(2) 比例與平衡

言宗主寺的分支寺院，水御堂為本福寺的增

比例：任何物體，或設計整體部分，或部分

築擴建，座落在舊寺之西一座可以觀覽大阪

與部分之間，都存在著某種數量關係，这種

海灣景觀的小山丘上。

數量關係叫做比例，是由長短、大小、輕重、

B. 設計概念：將建築空間至於水面下。反傳統

質量之差產生的平衡關係；平衡：在服裝設

大屋頂寺廟形式，在基地上建造了一座圓型

計中，平衡則是指構成服裝的各基本因素的

的蓮花池，且在池中栽種五百株蓮花。寺廟

大小、輕重、明暗以及質感的均等狀態。平

上方放置一座蓮花池當屋頂，池中央有將蓮

衡一般包括對稱和均衡兩種形式。

花池一分為二的樓梯做入口，由此階梯往下

(3) 對比與調和

進入。巧妙在牆面上塗刷朱紅色油漆，因此

對比：借兩種或多種有差異的元素之間的對

陽光西曬滲入時，整座殿堂彷彿染上鮮紅色

照，質和量相反或及不相同的要素排列在一

般地金碧輝煌，正如一座鮮紅色燦爛的西方

起就會形成對比；調和：將有對比的造型、

淨土世界[7]（圖 3）
。

材質、色彩等元素進行统一和協調，使整個
設計效果和諧。
(4) 變化與统一
變化：服裝設計是一個千變萬化的設計過
程，變化具有多樣性和運動感的特徵；统
一 ：在服裝設計中，任何一件服裝都不是一
個單獨的個體，而是由造型、材料、色調、
花樣等許多個個體共同组成的统一體。
2-3 服裝設計原則條件

圖 3 真言宗本福寺水御堂

服裝所具有的實用功能與審美觀念，是要求設
計首先確定目的，根據穿著的對象、環境、場合、

2-2 服裝設計理論

時間等等基本條件去進行創造性的設想尋求協合。
(1) 時間（Time）
：簡單地說不同的氣候條件對服

現代設計中所使用的基本原則，有許多是早期

裝的設計提出不同的要求，服裝的造型、面

的經典理論。在近代的設計教育與歷史發展過程

料的選擇、裝式的手法甚至藝術氣氛的塑造

中，廣泛的被應用於各項藝術與設計創作中。設計

都是受到時間的影響和限制。

指的是計劃、構想、設立方案，也含意象、作圖、

(2) 場合、環境（Place）
：人在生活中經常處於不

制型的意思。服裝設計過程即根據設計對象的要求

同的場合和環境，均需要有相應的服裝來適

進行構思，並繪製出效果圖、平面圖，再根據圖紙

應周遭。要考量在不同場所中著裝的需求與

進行製作，達到完成的過程[4]。

愛好以及場合中的禮儀和習俗，必然是與環

(1) 節奏與旋律

境的完美結合，充分利用環境因素，在背景

節奏：是事物在高度、寬度、深度、時間等

的襯托下更具魅力。

多维空間内的有規律或無規律的階段性變

(3) 主體、穿著者（Object）：人為服裝設計的中

化。節奏可以是有規律的，也可以是無規律

心，再進行設計錢要對人的各種因素進行分

的，包括反覆、交替、漸變等；旋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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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實 驗

析、歸類，才能使設計具有針對性和定位性
之效果。而應對不同性別與年齡層的人體形

3-1 實驗材料

態特徵等因素皆影響到個體對服裝的表現。

其設計布料如表 1~表 4

2-4 服裝設計材料概論

表 1 西田幾多郎哲學紀念館
服裝材料是服裝的載體，只要用於服裝製作中

聚酯纖維

都可稱之。服裝材料主要分為：
(1) 主面料：是構成服裝的基本用料和主要用
料，對服裝造型、色彩、功能起主要作用，
一般只服裝最外層的材料。
(2) 輔料：即為構成服裝面料以外的材料均稱。
2-5 服裝設計色彩理論
服裝色彩是服裝感官的第一印象，有著極強的
吸引力，若想讓其在著裝上得到發揮，必須充分了

纖絲

解色彩特性[5]。服裝色彩分為兩大類：
(1) 調和色：指相同或近似的色相、彩度、明度
的搭配方式，容易產生協調與統一感。是比
較穩重、安全、及舒適的搭配方式。
(2) 對比色：即為對比的色相、彩度、或名度的
搭配，容易產生律動或強調感覺，較為活潑、
大膽具挑戰性的配色方法。

表 2 4m×4m 的家
久代布

2-6 服裝設計輪廓搭配
輪廓是指一般服裝整體的外輪廓，也就是除去
衣著上的各種細節，呈現在視覺中的外型特徵，猶
如剪影一般。輪廓設計有兩種主要因素，一是取決
於人體形狀的要求；二為取決於塑造形象的要求。
最常見的輪廓造型有“A”型、“X”型、“T”型、“H”型、
“O”型等。由服裝的款式和線條構成，呈現服裝整體

表 3 真言宗本福寺水御堂

之外型與感覺，一般可藉由車縫、剪接、衣褶等技

聚酯纖維

法呈現[6]。
2-7 打版
(1) 平面打版：二度空間的版型製作方式。較傳
統的打版方法。
(2) 立體剪裁：三度空間的衣服構成方式。好處
為，設計師能立即看出著裝後的線條和比
例，可於製作過程及時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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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設計稿

表 4 水之教堂
棉

雪紡紗

(1) 設計一：西田幾多郎哲學紀念館（圖 4-5）

3-2 實驗器材
(1) 草圖工具:A4 紙、4B 鉛筆、6B 鉛筆、色鉛筆、
水彩、橡皮擦、針筆等。
(2) 打版工具:人體模型、絲針、白報紙(牛皮紙)、
胚布、布剪、紙剪、線剪、透明膠帶、直尺、
彎尺、曲尺、熨斗、皮尺、粉片、畫布筆、
縮尺等。
(3) 縫製工具:縫紉機、車線、車針、手縫針、拷
克機等。

圖 4 西田幾多郎哲學紀念館（正面）

(4) 材料:各式布料、拉鍊、釦子、扣環、鬆緊帶
等。
3-3 實驗流程
收集安藤忠雄建築相關資料

分析資料尋找元素

款式構思與繪出設計圖

挑選布料與副品配料

模特兒量身
圖 5 西田幾多郎哲學紀念館（後面）
樣版製作

布料剪裁、服裝縫製

成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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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計二：4m×4m 的家（圖 6-7）

(3) 設計三：真言宗本福寺水御堂（圖 8-9）

圖 6 4m×4m 的家（正面）

圖 8 真言宗本福寺水御堂（正面）

圖 7 4m×4m 的家（後面）

圖 9 真言宗本福寺水御堂（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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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設計四：水之教堂（圖 10-11）

(1) 西田幾多郎哲學紀念館
A. 材料：以軟質布料為主。
B. 幾何圖形：簡潔形體、纏繞、垂墜、重疊。
C. 自然：多變色彩。
(2) 4m×4m 的家
A. 材料：以硬質布料為主。
B. 幾何圖形：簡潔形體、剪裁、不對稱、打褶、
線條。
C. 自然：多變色彩。
(3) 真言宗本福寺水御堂
A. 材料：以軟質布料為主。
B. 幾何圖形：簡潔形體、剪裁、垂墜、裸空。
C. 自然：對比色。
(4) 水之教堂
A. 材料：以堅挺布料為主，軟質布料為輔。
B. 幾何圖形：簡潔形體、剪裁、對稱、裸空。
C. 自然：多變色彩。

圖 10 水之教堂（正面）

4-2 服裝設計創作分析
(1) 西田幾多郎哲學紀念館
A. 理念：整個紀念館最具戲劇效果之地，是通
往地下大會堂的垂直天井空間。安藤忠雄設
計一處圓形的採光井，讓光線從上傾洩而
下，大展安藤忠雄的光影魔術，沿著圓形空
間而下的弧形樓梯，引領著參訪者向下探望
其妙光影變化。
B. 說明：以垂直天井空間為概念，採用安藤忠
雄擅用之光影魔術。將白色聚酯纖維布以合
身的方式作為安藤忠雄所設計的圓形採光
井，再以纖絲覆蓋於表面，呈現出光影之間
的變化。
(2) 4m×4m 的家
A. 理念：在那座混凝土方塔旁，聳立著另一座
對稱的方塔，只不過幾乎相似的方塔不是混
凝土造的，而是用木材所建造而成。兩棟

圖 11 水之教堂（後面）

4m×4m 的家並列在瀨戶內海邊，眺望著遠方

4.結 果 與 討 論

的明石大橋，活像是一對雙胞胎兄弟。
B. 說明：以安藤忠雄的「建築雙生觀」。將兩

4-1 服裝設計構成

個不同顏色的同種布料為主體，並用兩種不
同顏色分別代表不同材質所建造的建築，正

以安藤忠雄建築必備三要素為基礎

面表示以木造方式所建造；後面則表示以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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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式的方塔，以封閉作法。以挖洞、裸空
的方式，用來展現透明、開放的設計手法，
意圖讓室內空間與大自然山水合為一體。
(3) 真言宗本福寺水御堂
A. 理念：蓮花對佛教本身便是一種及至神聖的
象徵存在。而且在水中有心靈得以安歇與喘
息、在自然中生命得以孕育成長。
B. 說明：以安藤忠雄設計的圓形蓮花池最為基
準，以原先傳統寺廟建築為輔軸。用兩種不
同顏色卻同種布料的布仿雙色布的概念，利
用鈕釦將裙襬反摺，呈現寺廟上方以蓮花池
作為屋頂的空間理念。
(4) 水之教堂
圖 13 西田幾多郎哲學紀念館（後面）

A. 理念：沒有高聳的教堂鐘塔與哥德式會堂，
以十分低調地隱伏在坡地下。進入內部，映

(2) 4m×4m 的家（圖 14-15）

入眼簾的是簡單的座椅和一大片寧靜的池
水，被深綠色森林所環抱著。而水池中站立
著一座鋼骨的十字架，顯得孤獨卻屹立不
搖。
B. 說明：以透過宗教的方式使服裝上方呈現出
十字架的形體，下方則採仿寂靜的水面，使
十字架屹立於水池中，高雅且不忘孤獨。
4-3 作品呈現
(1) 西田幾多郎哲學紀念館（圖 12~13）

圖 14 4m×4m 的家（正面）

圖 12 西田幾多郎哲學紀念館（正面）
圖 15 4m×4m 的家（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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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真言宗本福寺水御堂（圖 16-19）

圖 16 真言宗本福寺水御堂（正面）

圖 18 真言宗本福寺水御堂（正面、反摺）

圖 17 真言宗本福寺水御堂（後面）

圖 19 真言宗本福寺水御堂（後面、反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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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之教堂

與成本、法規、工期，以及合作者的要求等各種條
件複雜地纏繞在一起。就如同服裝的創造，在各種
制約中，將自己的理念具體成形的一種行為。企圖
展現建築與服裝兩者是並存且合而為一的概念。
(1) 本研究藉由了解安藤忠雄建築設計理念，使
他強調建築必備之三要素能與布料材質、顏
色明暗及打版之剪裁等等，相互為謀，並深
入分析其元素，加以融合，以進行服裝設計
與製作。
(2) 將布料利用垂直天井空間和光影魔術的概
念，呼應安藤忠雄設計西田幾多郎紀念館的
理念，使得服裝產生奇妙的光影變化。
(3) 4m×4m 的家猶如小孩堆疊方塊般。服裝運用
兩種同質料不同顏色的布料分別代表不同材
質所建造之建築，以符合安藤忠雄的「建築
雙生觀」。
(4) 安藤忠雄在真言宗本福寺水御堂設計中，以
水和富有生命力的蓮花作為象徵。服裝布料
圖 20 水之教堂(正面)

利用仿雙色布的概念和鈕釦將裙襬反摺，呈
現出寺廟上方以蓮花池作為屋頂的空間理
念。
(5) 水之教堂是以鋼骨的十字架屹立在水池中
央。藉由安藤忠雄對建築、環境及人的熱誠，
加以透過宗教信仰洗滌心靈空間，轉化成服
裝堅毅使人不動搖的信念。
(6) 藉由此次服裝之設計，目的其兼具建築與服
裝兩者可並存之觀點，既不只秀服也可運用
於日常中，將服裝喻為行為，建築是為思想，
強調就如靈魂與其人間的影子般密不可分之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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