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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靈活化(譯文） 

Joseph Grima － 米蘭《Domus》主編 
 

 

 

 數月前，2012年4月21日，全球最具影響力的金融周刊《經濟學人》出版了特刊，在其封面

宣佈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降臨。我們絕對不能輕視這個宣言：這本於1840年代創辦的雜誌，在上一次

相類的「革命」展開時，才開始出版了十多年。 

 

 對於製作物件的人，世界已經開始出現一種劇變，而其影響力昭然若揭。製作物件的相關知

識在各個大陸之間互相碰撞，技術不斷演化，以光速互相融合。嶄新、精細的機器為個人帶來了影

響力：如果上一次革命是有關製作完美的物件──數以百計、一模一樣，而且貫徹精準地符合國際

標準化組織規定的質量水平──這次革命就是有關只製作一件，或者僅數件完美的物件。廠房回歸

到工作坊，作為適合的生產與創新模式。與追求完美相反，它擁抱不完美，視之為對於自我身份的

宣言。 

 

 不過這種情況較工業賴以運作的器具上的基本改變更為深入，如果將我們身邊的變化僅僅技

術性地形容為「革命」，那將是不全面的，儘管其起源可能繫於新技術上。它們預視了幾十年、甚

至幾百年以來社會組織所環繞的權力平衡的劃時代轉變。 

 

 製作物件通常不被視為具政治性的活動。不過在知識與資訊的地域性已經變成無縫的年代，

製作物件可以是具政治性的。製作一些東西──無論是無形的介面或真實的城市──就相當於質問

自己勞動力、知識產權的價值、消費的倫理、以及理所當然地，新生產過程蘊含的可能性的定義。

設計往往是一個過程，質問、發掘以及重新思考對這些問題的既定回應。 

 

 將這場「革命」視為嶄新、突然及意料之外這方向很誘人。這次展覽提出這場「革命」當中

的一些方面，其實深深植根於設計歷史與我們的文化本身。當中一些想法，我們今天視為理所當

然、認為有著當代精髓，但其實是很久以前出現的。這些想法在當時或者是超前的，而其他的想法

或許我們至今仍未趕上。 

 

 展覽將設計視為展現生活的舞台，描繪出將不同的演員聯繫起來的脈絡。這是其中一些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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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1世紀的角度，我們對於設計的理解與「著作權」的概念緊緊聯繫在一起，而僅考慮其一往往被

視為鬧劇般的，甚至褻瀆的。不過，我們很少承認的現實是，在我們今天認為是「設計相關」的學

科當中，「著作權」的重要地位──就像知識產權的概念本身一樣──其實是一個較新的概念。16

世紀建築師及畫家、以及意大利首個建築史學家 (甚至「評論家」；他經常被視為第一個在文獻中

使用文藝復興的人) 喬爾齊‧瓦薩里（Giorgio Vasari）在其廣受讚譽的《畫家的生活》（Lives 

of the Painters）一書的序言中，對於人們對意大利偉大建築的作者的身份的遺忘，表示詫異。

在傳記結集的序言當中，他寫道： 

 

當時[......]意大利及海外都有很多重要的建築物建造出來，而我未能找出建築師，包括西

西里島的蒙雷阿莱修道院（Abbey of Monreale in Sicily）、 那不勒斯的皮斯寇皮歐

（Piscopio of Naples）、 帕維亞修道院（Certosa of Pavia）、米蘭大教堂（the 

Duomo of Milan）、布魯尼科的聖皮耶特羅（S.Pietro）及聖博洛尼亞（ S.Petronio in 

Bologna），以及在意大利各地的建築，以非凡價格建造 [......] 我不能不為我們對當時

人類的偉大的粗暴與欠缺渴望感到詫異。
1
 

  

瓦薩里對於在創作人徹底匿名的黑暗時期隨後的幾個世紀，建築師的名字總算有所記載，感到稍稍

安慰。「那裡終於出現人類相對自得的靈魂，」他寫道，好像「布歐諾（Buono），我不知道他的

國家或者姓氏，因為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記錄自己時，僅僅寫上了自己的名字。」瓦薩里一生很大部

分都貢獻於獨力矯正這種狀況，為後世提供意大利最偉大的建築師、畫家及雕塑定詳細的傳記 (有

時是推測的，因為並非所有人在世)。 

 

 瓦薩里的《畫家的生活》開啟了藝術家傳記的百科全書類型，而此類型在今天已非常普遍。

不過在16世紀的意大利，該書理應是破格的，而且可以被視為具挑釁性的，像魯道夫斯基

（Bernard Rudofsky）1960年代在紐約的「沒有建築師的建築」（ 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s）一樣。魯道夫斯基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的展覽歌頌本地與匿名的建築，被展示成一

種證據，證明精緻的、「無作者的」建築已出現了數千年，而儘管那些建築並非由一人設計，它在

美感上，而最重要地，在實用性上，媲美由個人設計的建築。至於「評論性」的作品，魯道夫斯基

的展覽與瓦薩里的著作形成有趣的對立：一方是對於有關著作權的集體遺忘的抗議；另一方是對於

20世紀對著作權的著迷委婉的譴責。像魯道夫斯基在目錄冊寫道： 

 

                                            
1
  Vasari, Giorgio，《畫家的生活》，古騰堡計畫，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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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部分問題源於我們傾向歸功於建築師又或所有專家，依賴他們對生活難題有所洞見，而

事實上，他們只關心業務與名聲。
2
 

 

換言之，至20世紀中段，由瓦薩里開始啟動的鐘擺大幅地擺動，建築師的英雄面貌成為了設計成品

本身，而這個想法被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手盤旋於光輝城市的模型之上那張細心建構

的圖像完美捕捉。魯道夫斯基的展覽除了歌頌本土建築，同時控訴為了對個性盲目的膜拜，而對當

代性的基本關注──社會進步美學──所作出的背叛。 

 

 1993年，在經濟學家與管理人有關美國無生氣、極具等級制度的企業巨獸 (如通用汽車與

IBM) 如何可以再次啟動的熱烈討論中，麥肯錫管理顧問羅伯特‧華特曼（Waterman, Robert H. 

Jr.）出版《靈活化:企業變革的力量》（Adhocracy: The Power to Change）一書，華特曼指出企

業、政府及大型中央機構的組織結構規律中出現的官僚主義，在過去一世紀成為了信條，在技術與

社會劇變的世代，這對其改變與生存的能力造成了最大的障礙。
3
 他從作家與未來主義者阿爾文‧

托夫勒（Alvin Toffler）那裡借用了「靈活化」(Adhocracy )這個詞彙，形容「任何一種穿越官

僚主義，捕捉機會、解決問題及得到結果的組織」。 

 

 儘管華特曼的《靈活化:企業變革的力量》是一種受到了美國對於企業效率深深的膜拜啟發

的生產主義宣言，其對於官僚主義的蔑視，呼應了戰後世代建築師與都市設計師對於當代主義由上

而下、一體適用的都市設計模式的深刻批判。對於現實的漠視以及欠缺能力或不願意挑戰教條，成

為了華特曼對於後資本主義企業文化的批判，以及十次小组對於國際現代建築協會的反抗及其後的

決裂，兩者之間的共同基礎(儘管這有點不太可能)。他們都不願接受與權力及官僚主義同盟當中的

福斯特式（Faustian）本質，所以他們與很多其他人一樣 (如塞德里克‧普萊斯（Cedric Price）

及其「非計劃宣言」，以至尤納‧弗里德曼（Yona Friedman）的空間城市，到康士坦特

（Constant）的新巴比倫或情景主義者，甚至魯道夫斯基本人，設計了大量逃避官僚主義霸權、漠

視與規條的出路。 

 

 對於很多十次小组的成員，尤其是吉安卡洛‧德卡羅(Giancarlo de Carlo)，對當代主義冷

漠的脫離的終極表現可在其對於類型重複的依賴中找到。在其於1985年《Casabella》出版，題為

                                            
2
  Rudofsky, Bernard：《沒有建築師的建築：對非純種建築的一項簡介》，M出版，1964 

3
  Waterman, Robert H. Jr，《企業變革的力量》，W. W. Norton & Company，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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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類型/類別與陳規不受控的追溯的筆記》，德卡羅指出了「建築陳規」的問題。由單人單位

的規模移至大廈，並由大廈移至社區，德卡羅發現「類型重複」是毫不關心居住者的身份的都市規

劃範例，致使它自身甚至成為「陳規的」。
4
成千的「標準」住宅組成了「標準」大廈，「標準」

大廈又被複製成「標準」社區，如此類推。這些建築「陳規」(一個德卡羅指出為字面上解作「死

板形狀」的詞彙)是固定的而倔強的，達到一個程度，致使任何改變或誤差變成毫不可能。它們

「被動壓抑」，不容許任何加添、改變或減少。它們不但不容許最終使用者參與，甚至完全漠視最

終使用者，像官僚對於個人命運最終漠視。這些都不是意外的：對於德卡羅，由不斷擴大的消費周

期所帶動的對於市場的興趣，以及由官僚主義本身不朽的力量與霸權鼓吹的對於官僚主義的興趣，

兩者有共通點。「當代商業掛帥的當代建築，」他寫道：「是官僚主義的主要盟友，而官僚主義透

過官方命令與條例保護它們。」
5
  

 

   在控制其鞏固、延伸及延續自身權力的結構「設計」當中，當中關鍵的是吉安卡洛‧德卡

羅（Michel de Certeau）認為透過策略部署產生的過程。在《日常生活實踐》（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他形容「策略」為力量關係的總和，透過意志與權力(經營者、企業、城市、科

學機構)的主體從一個「環境」當中獨立出來而變得可能。
6
他聲言政治、經濟與科學的合理性是由

這個策略性模型產生。官僚與當代城市一樣，是策略的產物。 

 

開放設計其中最早的例子是格里特里‧特維德（Gerrit Rietveldt）1917 年面世的紅藍

椅。其名字是一個誤稱，因為原來的椅子是由山毛櫸木建造，直至 1920 年早期才被上色﹕它本來

的原意是由使用者自由選擇塗上甚麼顏色，而非像風格派一樣塗上紅色、藍色、黑色或黃色。1963

年，約翰‧哈布瑞肯（John Habraken）與喜力合作，生產 WoBo，又或世界瓶﹕一個可同時用作玻

璃磚的啤酒瓶。在其 1969 年於左翼評論雜誌 《新社會》（New Society）出版的重要文章《非計

劃﹕自由的實驗》，保羅‧巴克、雷諾‧班納姆、彼得·霍爾與賽卓克．普萊斯提倡在英國部分地

區廢除所有規畫規管、讓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建設這項具挑釁性與爭議性的想法。
7
 

 

在這種種當中，重點不是著作權的消失，而是其失去價值——它的定義改變了。在這些項

目中，都有一種類型的著作權，但作者與使用者之間的關係而不是建構於作者毫不動搖的神聖特質

                                            
4
 De Carlo, Giancarlo，"Note sulla incontinente ascesa della tipologia/Type and Stereotype", Casabella 509-

510, 1985 1月至2月 

5
  同上 

6
 《日常生活實踐》：Certeau, Michel de，加洲大學出版社，再版，2011 

7
 《非計劃﹕自由的實驗》，Reyner Banham, Peter Hall, Cedric Price, Paul Barker，《新社會》，1969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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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邏輯。 

 

另外可從另一個觀點，理解在 20 世紀往往編寫好的消費社會環境當中，不確定性的吸引力

不斷提升背後的原因。在反抗政府、企業及組織的「策略」時，德．塞爾托引用了塞維茨

(Clausewitz)，認為「戰術」當中包含了「弱者的藝術」︰ 

 

「我稱之為戰術⋯⋯一種計算方法，不可依靠合適的空間或制度的本地化，又或清楚分別

出他者為個體的邊界。戰術的所在是屬於他者的。戰術將自己迂迴地、片段式地滲入他者

的所在，沒有全盤接受，也沒有與之保持距離。它沒有令其可透過其優勢資本化、為擴充

準備、以及因應情況保持獨立的基礎。這種「恰當」是空間相對時間的勝利。相反地，因

為它沒有所在，戰術視乎時間——它總是留意可以「行動地」掌握的機會。它得到的，都

不會保留。」
8
  

 

不確定性是戰術這種媒介的豐富基礎，因為不確定性可以為只能「行動地」掌握的機會帶來更佳效

益，因此不是正式、霸權的權力架構可以觸及的。一個受廣泛報道的戰術行為是在個佔領華爾街運

動當中手信號的使用，以避開對於增強聲響的禁制︰由於決定並非由投票，而是由共識決定，（群

龍無首的）示威者完全依靠這共同、即興的手信號作為語言，參與辯論，並最終達成協議。 

1991年8月5日，瑞典程式員李納斯‧托沃茲(Linus Torvalds)在公告板news:comp.os.minix張貼了

以下文字﹕ 

 

「我在為386(486) AT 克隆製作一個（免費的）操作結構（只是一種興趣，不會像gnu大規

模與專業）。」 

 

這句說話被視為Linux的創辦時刻，而Linux是一個免費、源頭開放的操作平台，是今天的Android

電話操作平台的基礎、Mac OS X與 iOS 儀器使用的UNIX核心，以及支援世界上大部分伺服器的

Apache軟件。當開放源頭具體地展示出其能力，可生產出其可靠程度足以在工業環境中應用的軟

件，以及可以無縫地套用於免費或商業的應用﹐Linux成了開放協議無盡力量的象徵。理查．桑內

特(Richard Sennett)將Linux定義成新一種新工藝的模範，是「公共工藝」，為以知識為基礎的場

域帶來工藝的某種邏輯與方法。
9
成千上百的程式碼組成Linux，同時是其作為起源的流動與臨時的

                                            
8
 同上 

9
 Sennett, Richard, 《巧匠》,  耶魯大學出版社; 第一版 (2009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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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地圖，是不同實體的見證，是分布的資訊網絡數以百萬的活躍粒子，是「吹噓者與魔術師」根

據自己的興趣與結局組合的聯盟——一種令人恐懼的創新與瓦解力量。換言之，是甚至在資訊世紀

當中企業領域產生的深遠的戰術本質。 

 

 那麼當P2P富蔓延性的邏輯與文化跟官僚主義的權力架構碰撞，會有甚麼事情發生﹖政府以

及經濟最終都有自己的基建——所謂的「操作平台」——但它們的設計很少被質疑。但提出的問題

是很重要的﹕目前的權力架構配置——包括金錢——是否應繼續被視為理所當然﹖有沒有其他可能

性﹖像通常的情況，危機帶來了詢問這些問題的動機。在希臘小鎮馬夫羅斯（Mavros），800人加

入了名為TEM的非金融「本地貨幣系統」，相當於希臘的「本地替代單位」，讓人們能交換貨物與

服務。瓦解背後的原則，由包括軟件等的以知識為基礎的領域開放源頭運動造就，同時可能將快改

變硬體工業的，理論上同時可以為社會本身的核心結構帶來革命。儘管將它們僅僅歸結於網絡的力

量將是過分簡單和片面的，其最名顯與震撼的例子是這個由網絡促進、名為阿拉伯之春的暴動﹕它

的戰術，是有關「令較差的論點看上去有更有優勢」。阿拉伯之春展示了一般被形容為不理想的論

點——欠缺工具、欠缺正式組織——如何可以更有效利用資訊去爭取上風。在西方，網絡的「特別

任務組」(借用華特曼在《企業變革的力量》一書的軍事-企業詞彙)經常在無名氏的旗幟之下運

作，快速並難以估計地形成與解散，展示出前所未見對於政治與經濟權力的正式化架構的戰術挑

戰。 

 

 德．塞爾托的「弱者的藝術」——策略——在部分情況下可透過其近乎無盡的智謀與資源，

佔官僚主義權力有力但僵化的策略上風。當紐約警察部門在2011與其2012年之間的佔領華爾街示威

活動中阻礙記者前往華爾街時，佔領華爾街的成員擔心欠缺記者會造成警方肆無忌憚的暴力，因此

裝置了一個由ipad控制的小型無人駕駛飛機，裝設一個高清鏡頭，將其駕駛至群眾之上。像捕食者

因為身在高處，不會受地面襲擊，無人戰鬥機也不受催淚氣體與警方封鎖線影響，可以觀察並紀錄

地面的事件——其總成本低於$500。 

 

 意識到未來的糾紛都是都市的，而爭取未來主權的戰鬥將於大眾目光下展現，權威本身己在

找尋方法，將自己微妙地滲透進策略創新的神經中心當中。美國國防部負責發展新科技的組織美國

國防部先進研究項目局(DARPA)——年經費28億、經常（而且往往是錯誤地）被視為「互聯網」的

發明者——在近年特別積極地尋求增強網絡創新的力量 ，以達到其目的。一個經常被引用的「群

眾來源」例子是DARPA資助的XC2V項目，項目透過30,000人貢獻設計，完成了一首先進的海洋攻擊

艦。2012年，DARPA堅決地投入了由下而上的設計創新領域，擁抱「創造者運動」，其中一個項目

得到資助，將在1,000所美國的中學建造創造者空間。在宣佈備受抨擊的美國國防部與歐萊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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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eilly Media）《Make: 》雜誌出版人，編輯為Dale Dougherty, Maker Faire 創辦人)的協

作時，副教育部長坎特（Martha Kanter）表示國家的「策略性利益」是令國家所有分支——包括

國防——「從官僚主義的火車頭轉變為創新的火車頭」。 

 

 靈活性以在任何可能的地方追蹤這種「合成物質」為開端。它旨在抗拒實證哲學的立場，並

預視設計將我們從權威的不公義與苛政、又或從當代主義潛在殘存的教條、又或從從疾病、飢餓、

天災當中拯救出來的新時代。它並不提出開放、合作式的設計方法必定能帶來一個更公義的社會或

減少貧窮，它甚至並不是要歌頌近年開放設計的重大成就；這些是人所共知的。 

 

 相反地，它嘗試創造一個廣泛文化狀況的快拍——一個協作式的思考模式或態度，在我們近

乎不為以的情況下，從日常生活的種種空隙中滲透進來。因此，它顧意並經常地超越慣常被稱為

「設計」的這個非常局限的領域（甚至在學科裡面本身）的介限。這種文化狀況，我們定義為靈活

性，但同時可以有很多其他方式定義，並非源自設計界本身﹕它統一了個人及機構，軍隊、藝術

家、設計師及生產商，青少年及哲學家。它肯定同時帶來了新一套工具、工藝品、習俗、甚至新美

學，而最重要的改變才剛開始﹕定義新權力、新經濟框架、新權力形式、政治的新形式當中的掙

扎——換言之，一個完全嶄新的社會解構——目前正於我們面前展現。 

 

 靈活性是一個企圖將植根的多種想法、物件與現象，用具批判性的脈絡交織起來的嘗試﹔它

尋求質問它們、問題化它們與解讀它們。其內容往往取材自日常生活，取自我們已呼吸著的21世紀

空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