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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复杂的规划

赖世刚 （同济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摘要】中国在过去 ４０ 年来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导下，城市发展及建设的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然而，有关城市发展中

计划（ｐｌａｎｓ）产生现象及效果的解释包罗万象，从土地开发个案到城市发展；从个人到团体；从私部门到公部门；从个体行为到

社会选择以及从空间形态到社会结构，等等，不胜枚举，此皆为广义规划（ｐｌａｎｎｉｎｇ）逻辑所欲解释的现象。 中国的规划界目前

最欠缺的是适合解决快速城镇化所带来城市问题的基础规划理论。 如何有系统地及严谨地解释这些规划现象，将是中国未

来规划研究的一大挑战。 随着复杂科学渐趋成熟以及规划逻辑逐渐形成，论述这两大知识体系的关系，进而提出适合在中国

文化生根的复杂学派，作为朝此规划研究方向迈进的一个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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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规划的困境

　 　 规划无所不在，小自一天行程的安排，大到社

会、城市的设计，都是规划。 就后者而言， Ｈｏｒｓｔ
Ｒｉｔｔｅｌ 及 Ｍｅｌｖｉｎ Ｗｅｂｂｅｒ （１９７３）认为，规划问题变成

令人讨厌而极难以处理的问题（ｗｉｃｋｅ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而这类问题有 １０ 个特性，与科学及工程问题不同。
规划问题没有公式，无定解，无对错，无法测试，无
法重复，无法列举答案，具独特性，具关联性，具多

因多果以及无犯错机会等。 自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Ｒｉｔｔｌｅ 及 Ｗｅｂｂｅｒ 提出规划是棘手问题的概念以来，
进人 ２１ 世纪的今天，面对复杂城市环境的规划问

题，学者仍然是束手无策，原因在于这 １０ 个规划问

题的特性正显示出规划的对象。 城市，是一个复杂

系统，而面对这类问题，完全控制的综合性规划以

及否定规划的渐进主义都不妥当。 比较恰当的方

式是介于两者之间，针对问题的特性，确立适当的

计划范畴，以制定及使用计划，并采取以计划为基

础的行动 （Ｈｏｐｋｉｎｓ， ２００１）。 此外，规划问题是棘手

问题， 同 时 也 是 未 充 分 定 义 问 题 （ ｉｌｌ⁃ｄｅｆｉｎｅ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Ｈｏｐｋｉｎｓ， １９８４），这类问题跟科学及工程

问题不同，它们没有明确的范畴、没有清楚的偏好、
也没有标准答案，因此解未充分定义的问题与解科

学及工程问题的演算法不同。 一般有定量及定性

两种取径；定量包括多属性决策方法（ｍｕｌｔｉ⁃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定性则包括如集体决策

过程（ Ｉｎｎｅｓ ａｎｄ Ｂｏｏｈｅｒ， ２０１０）。 不论是定量或定

性，皆有其限制及优缺点，较合理的方式应是整合

定量及定性方法的优点，设计出较完善的解决未充

分定义问题的演算法。
除了城市本身的复杂性造成规划的困境外，规

划的复杂性也使得处理城市发展问题极具挑战性。
传统的规划认为城市只有一个针对全市发展而制

定的计划；实际上，城市有数以千万计的计划同时

在进行。 开发商、地主、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以及其

他许多利益团体及个人都在为自身的利益制定不

同的计划 （Ｈｏｐｋｉｎｓ， ２００１）。 而这些计划相互影应，
形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计划网络（ｗｅｂ ｏｆ ｐｌａｎｓ），使
得城市发展的因果关系难以厘清，谁能说清楚上海

的高房价是因为地铁系统的开发，或是浦东新区的

设置所导致的？ 因此，复杂的计划网络也使得城市

的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 此外，受到经典科学的影

响，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城市规划者视城市发展为趋向

均衡的最佳状态，因此空间或结果显得十分重要。
尤其是在 ７０ 年代，Ｄｏｕｇｌａｓ Ｌｅｅ （１９７３）对大型城市

模型的批评，且同时由于学者逐渐对复杂系统有更

深入的认识，这个观点已开始受到挑战；取而代之

的是，城市发展一直是处于远离均衡的开放系统，
因此过去一直被忽视的时间或过程显得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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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造成城市发展不确定的原因之一。
建筑、景观及城市的规划专业都分别面对街

区、生态及城镇的复杂系统，而这三个复杂系统共

同组合而成人居环境的复杂巨系统 （刘滨谊，
２０１５）。 面对如此的挑战，传统的规划做法是将这

些复杂系统简化并分解到可处理的认知能力范围

内，再各个击破，以达到彻底解决问题的规划效果。
然而复杂系统是有机的组合，难以用这种分离并征

服（ｄｉｖｉｄ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ｑｕｅｒ）的机械手法面对。 取而代之

的是要了解复杂系统形成的原因，并直接面对它，
而不是逃避。 本文主旨便在于说明城市复杂性形

成的原因以及我们应如何面对它以从事有效的

规划。

２　 作为复杂科学及规划逻辑桥梁的四个 Ｉ

　 　 到目前为止，学界对复杂的定义以及如何衡量

并没有共识。 然而笔者认为比较合理的定义是：复
杂是对系统描述的长度，描述长度越长，表示系统

越复杂（Ｇｅｌｌ⁃Ｍａｎｎ， ２００２）。 至于复杂的成因，目前

也没有一定的共识，而学者也才刚开始尝试建构复

杂系 统 的 一 般 性 理 论 （ Ｓｉｍｏｎ， １９９６； Ｈｏｌｌａｎｄ，
２０１２）。 复杂系统大致也可分为同质构成分子的复

杂系统，比如金属材料，以及异质构成分子的复杂

系统， 比如城市。 Ｎｉｃｏｌｉｓ 及 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１９８９）曾以热

力学第二定律论证不可逆性（ ｉｒ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ｉｌｉｔｙ）为化学

系统复杂性的成因。 在经济体中，不可逆性是由交

易成本所造成的，而交易成本同时扭曲了价格系

统，导致系统无法达到均衡的状态。 在城市中，导
致动态调整（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失灵而无法达到

均衡状态的因素除了城市发展决策的不可逆性外，
还包括了相关性 （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不可分割性

（ ｉｎｄｉ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 以 及 不 完 全 预 见 性 （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ｆｏｒｅｓｉｇｈｔ）（Ｈｏｐｋｉｎｓ， ２００１）。

相关性指的是城市发展决策之间在功能及区

位上是相互影响的。 不可分割性指的是城市发展

决策受制于规模经济的因素，不可做任意规模的开

发。 不可逆性指的是城市发展决策一旦制定并执

行，若需要修改或回复，必须花费很大的成本。 不

完全预见性指的是城市系统的变量，如人口及就

业，无法精准的预测。 这四个 Ｉ 的特性使得城市的

发展是处于远离均衡，始终变动的状态，而这个观

察与复杂经济学的关点一致（Ａｒｔｈｕｒ， ２０１５）。 面对

这种动态调整失灵的情况，规划便能够克服四个 Ｉ
的特性而产生作用（Ｈｏｐｋｉｎｓ， ２００１）。 笔者更进一

步尝试运用网络科学的概念从演绎的角度证明了

四个 Ｉ 是构成城市复杂的原因，而规划在四个 Ｉ 特

性存在时能发生有益的作用，因此规划在复杂系统

中能发生好的作用（Ｌａｉ， ２０１８）。

３　 面对复杂城市环境的规划逻辑

　 　 针对面对复杂城市环境的规划，Ｌｅｗ Ｈｏｐｋｉｎｓ
（２００１）教授提出了城市发展制定计划的逻辑。 这

个规划逻辑是基于四个 Ｉ 而展开，而这四个 Ｉ 也是

构成城市复杂的原因，因此规划逻辑其实就是针对

城市复杂环境而制定的行动指南。 笔者在另一篇

文章已申述了城市的复杂特性（赖世刚，２０１８），本
文拟针对规划逻辑加以深入介绍。

《城市发展规划逻辑》一书是 Ｈｏｐｋｉｎｓ 教授从事

规划教育、研究与实践数十载的经验结晶，内容亦

十分广泛，几乎涵盖与规划有关之所有议题。 在该

书中，Ｈｏｐｋｉｎｓ 教授旁征博引当代自然及社会科学

的主流研究，包括生态学、个体经济学、认知心理学

及决策分析等，企图解释规划在一般情况下发生的

原因、对自然及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如何制定有效

的计划，对规划理论与实践均提出深入的见解。 因

此该书对从事城市规划有关的学者及专业人士应

有许多启发之处。
在第一章中，Ｈｏｐｋｉｎｓ 教授首先以香槟市附近

地区沿 ７４ 号公路的发展为例，说明城市发展的规划

是一经常发生的现象，不限于整个城市或都会区的

规划。 开发者、民众团体及政府等各自针对所需而

拟定计划。 Ｈｏｐｋｉｎｓ 教授根据 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８７）的科学

哲学，提出他对规划现象的解释、预测、辩证及规范

的逻辑基础，作为后续各章论述的哲学观点，重点

在于指出为什么需要规划及如何进行规划。
在第二章中，Ｈｏｐｋｉｎｓ 教授主要想阐述自然系

统与以计划为基础的行动之间的关系。 他首先以

划独木舟作为譬喻，说明规划便如同在湍急的河川

中划独木舟。 并引用这个譬喻说明规划必须持续

进行，必须预测，必须适时采取行动，且必须考虑相

关的行动。 此外，规划无法改变水往下流的系统基

本特性，我们能做的是利用这些基本特性达到我们

的目的。 Ｈｏｐｋｉｎｓ 教授接着介绍经济学及生态学所

经常遇到的均衡、预测、优化及动态调整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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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传统规划学者用同样的概念来解释城市空

间的演变，殊不知城市发展与生态系统及经济系统

不同， 因 为 城 市 发 展 具 备 四 个 Ｉ 的 特 性， 即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相关性）、 Ｉｎｄｉ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不可分割

性）、Ｉｒ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ｉｌｉｔｙ（不可逆性）及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Ｆｏｒｅｓｉｇｈｔ
（不完全的预见）。 这四个条件与新古典经济学的

假设不同，因此均衡理论并不适用城市发展的过

程，而规划便有它的必要性。 在本章 的 最 后，
Ｈｏｐｋｉｎｓ 教授以 Ｃｏｈｅｎ， Ｍａｒｃｈ 及 Ｏｌｓｅｎ 等（１９７２）的
垃圾桶理论为基础，将规划者所面对的规划情境称

之为机会川流模式。 在该模式中，问题、解决方案、
规划者及决策情况如同在河川中漂流的元素随机

碰撞，而规划者便利用计划制定的技巧在这样看似

混乱的动态环境中存活下来。
在第三章中，Ｈｏｐｋｉｎｓ 教授主要说明在实际的

现象中，计划以各种形式或机制对周遭环境产生影

响。 他列举出五种形式，分别为 ａｇｅｎｄａｓ （议程）、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政策）、 ｖｉｓｉｏｎｓ （愿景）、 ｄｅｓｉｇｎｓ （设计） 及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策略）。 除此之外，Ｈｏｐｋｉｎｓ 教授更解释为

什么城市发展的规划重点多放在投资与法规，主要

因为投资与法规均具备四个 Ｉ 的特性，从事规划也

因此会带来利益。 至于如何评价规划所产生的效

果或效度（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他认为需从四个指标来

检 视 规 划 的 评 价： 效 果 （ ｅｆｆｅｃｔ ）、 净 利 益 （ ｎｅｔ
ｂｅｎｅｆｉｔ）、内在效力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及外在效力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Ｈｏｐｋｉｎｓ 教授接着在第四章中深入阐述五种计

划形式中，策略性计划的意义，因为策略最适合用

来解决四个 Ｉ 的问题。 他认为策略性计划的形式可

以用决策分析中判定树的概念加以解释，并以土地

开发的例子加以说明，例如，当考虑基础设施及住

宅两项投资决策时，开发者可以藉由个别的决策分

别考虑，或是建构判定树同时考虑两个决策的互相

影响。 假想的数据显示，当同时考虑两个决策所带

来的净利益要比分开独立考虑两个决策的净利益

为大，且其差异表示计划的价值。 这个例子主要在

于说明：同时考虑相关决策（即规划）会带来利益。
除了决策分析之策略性计划外，他不更举出面对不

确定 性 的 其 他 策 略， 包 括 韧 性 （ ｒｏｂｕｓｔ ）、 弹 性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多样（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与及时（ ｊｕｓｔ⁃ｉｎ⁃ｔｉｍｅ）的策

略，而这些策略的运用成功与否，也可以通过决策

分析阐述之。

在第五章与第六章中，Ｈｏｐｋｉｎｓ 从类似制度的

角度介绍规划发生的背景，而第五章解释为何自发

性团体（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ｇｒｏｕｐ）及政府具有诱因来从事规

划。 本章以一购物中心的开发案为例，说明业者、
开发商、财团及政府间如何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从事

规划。 接下来，便以集体财（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ｇｏｏｄｓ）及集体

行动（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的逻辑，举有名的囚犯困境

为例，说明为何一般人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不愿

合作共同提供集体财。 阐述了集体行动、法规与计

划间的差异。 本章的最终目的是在说明其实计划

作为信息的提供也是属于集体财的一种。
在第 六 章 中 Ｈｏｐｋｉｎｓ 教 授 深 入 介 绍 权 利

（ｒｉｇｈｔｓ）、法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及计划（ｐｌａｎｓ）之间的关

系。 他首先举例说明权利的特性，接着以 Ｃｏａｓｅ 定

理说明资源分配的有效性、集体财及外部性三个现

象之关系。 之后，谈到权利分配的公平性问题以及

相关的社会地位象征问题。 有关权利的探讨，更深

入讨论到美国地权与投票权的关系，且由于投资的

不可移动性，使得资源有效分配的经济目标难以达

到。 最后论及了订定法规的诱因。
从第七章到第十章，Ｈｏｐｋｉｎｓ 教授针对计划制

定与使用做了深入的探讨。 第七章从认知心理学

的角度讨论人们制定计划时所具有的能力与限制。
此外，他对主观、客观及主观间（ 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的知

识与价值的形成与区别也有涉及。 接着，有关计划

制定所需的个人认知能力与过程，Ｈｏｐｋｉｎｓ 教授也

藉由文献回顾提出人们在解决问题时所遭遇的认

知能力上的问题。 例如，人们倾向将注意力投注在

问题的陈述或表现，而不在问题的本身。 有关的研

究在认知心理学的决策领域都有深入的探讨，而
Ｈｏｐｋｉｎｓ 教授将其与计划制定有关的一些课题在本

章中整理出来。。
在第八章中，Ｈｏｐｋｉｎｓ 教授讨论到民众参与与

计划之间的关系，尤其强调集体选择 （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ｃｈｏｉｃｅ）、参与逻辑（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及计划

隐喻。 与第七章不同的是本章强调偏好整合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并说明团体是如何做决

策的。 在集体选择的可能性上，他介绍了 Ａｒｒｏｗ 有

名的不可能定理（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ｅｍ），并认为虽

然民主程序有如 Ａｒｒｏｗ 所提出的不当之处，但集体

选择或决策仍然在实务上是必须的决策过程。 此

外，Ｈｏｐｋｉｎｓ 教授更以香槟市为例说明集体选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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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设计的原则，并进而解释民众参与的逻辑及形

式。 本章最后论及民众参与应如何进行，方能产生

应有的效果。
第九章论述计划是如何制定的，也就是叙述性

地描述规划的行为（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并针对其他

学者所提出的规划程序作了比较。 此外，就理性的

部分，Ｈｏｐｋｉｎｓ 教授也就传统的综合性理性与沟通

理性之间作了比较。 他认为理性是绩效的标准，而
不是一过程，使得传统综合性理性得以与沟通理

性、批判理论（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及所观察到的规划行

为做比较。 基于以上的观察，Ｈｏｐｋｉｎｓ 教授提出五

项改善规划实务的方向，分别为：制定决策与计划

使用并重；留意计划制定的机会；划定计划适当的

范畴；着重行动与后果的连结；以及正式民主体制

与直接民众参与的结合等。 在最后一章，Ｈｏｐｋｉｎｓ
教授说明了计划应如何使用。 他再度重述了划独

木舟的譬喻，并用以说明如何应用计划来寻找机会

并藉由行动来达到目的。 他认为一般规划者的通

病是忽略了计划的用处，而将注意力投注在决策情

况、课题的理解及问题的解决上。 本章的其余论述

便针对前章所提的规划实务改善方法，提出更深入

的辩解。
《城市发展规划逻辑》一书涵盖了有关城市发展

规划的重要课题。 一般探讨规划的专著不是过于深

涩难懂使读者望而怯步，便是过于杂陈而流于资料的

收集。 Ｈｏｐｋｉｎｓ 教授的书集结他数十年对城市规划的

教学研究经验，历经十余年的撰写而完成，内容之精

采自不在话下。 一般的规划理论学者多抱着某一种

理论或概念的典范（ｐａｒａｄｉｇｍ）加以发挥，例如制度经

济学、最适化及沟通理性，等等。 Ｈｏｐｋｉｎｓ 教授的书其

特色之一是找不到任何的典范依据，而其立论唯一依

据的是 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８７）的科学哲学。 该哲学针对实证

主义（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ｍ）的限制，及对事实的扭曲，提出不同

而较宽松的科学哲学立论。 基于规划可作为科学的

探讨对象，Ｈｏｐｋｉｎｓ 教授对规划行为的发生，从叙述性

及规范性的角度作了详尽的介绍，最后提出改进计划

制定以及利用计划的具体建议。 贯穿全书的宗旨在

于城市发展具有四个 Ｉ 的特性：相关性、不可分割性、
不可逆性及不完全的预见，而规划考虑相关开发决策

的关系进而研拟策略会带来利益。 尤其是，规划的作

用在面对复杂的环境时是有益的。 综合而言，全书对

为何要从事规划，如何制定计划，以及如何使用计划

等有关规划专业的根本问题作出了详尽而具说服力

的说明。 因此本书适合欲对规划理论从跨领域角度

进行了解的教师及学生阅读，也可作为从事规划实务

者的参考资料。 唯一感到缺憾的是该书大多引用美

国的例子说明概念，使得对美国规划背景不了解的读

者较难理解，例如有关权利系统的说明。 本书几乎涵

盖所有城市规划有关的课题，且立论中肯，逻辑清楚

严谨，同时着重概念与个案的陈述，不失为一本有关

规划理论的好书。 对于规划专业怀有质疑的学者、专
业人士及学生，应可从本书中获得答案以解决疑惑。

４　 复杂学派

　 　 基于城市复杂及规划逻辑不冲突且一贯的概

念，笔者拟提出复杂学派的规划理念。 复杂学派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Ｓｃｈｏｏｌ）的提出系基于一个信念，即我们

安身立命所在的城市是复杂的，而规划与决策能帮

助我们在城市复杂系统中存活下来，甚至于繁盛。
复杂学派认为城市因发展决策的相关性、不可分割

性、不可逆性以及不完全预测，而使得城市复杂性

突现出来。 如何规划及管理城市的复杂，成为复杂

学派的主要诉求。 顾名思义，复杂学派与复杂运动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有关。 复杂运动指的是自然

科学，如物理学，以及社会科学，如经济学，近年来

认识到巨型系统往往是复杂而非均衡的，而传统所

认识到的均衡状态只是特例。 同时，Ｌｅｗ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ｔｔｙ 及 Ｂｒｉａｎ Ａｒｔｈｕｒ 等学者的论点均指向

城市为非均衡过程的结论。 基于这样的认识，复杂

学派认为城市系处于非均衡状态并有自我组织的

能力而从个体的行为突现出总体的隐秩序。
除了复杂运动之外，复杂学派另一知识来源是

伊利诺规划学派（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该学

派主要是探讨计划的逻辑，并强调在非均衡状态下

的规划应注重时间的因素，此论点与复杂经济学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不谋而合。 传统规划强调空

间（ｓｐａｃｅ）、共识建立（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以及政府

控制（ｃｏｎｔｒｏｌ），并以决策做为故事的终结；而伊利诺

学派 注 重 时 间 （ ｔｉｍｅ ）、 计 划 （ ｐｌａｎｓ ） 以 及 结 盟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ｓ ）， 并 以 计 划 做 为 发 送 信 号 的 变 量

（Ｈｏｐｋｉｎｓ， ２０１４）。
复杂学派立基于复杂运动与伊利诺规划学派

的知识基础之上，尝试结合此两大系统，冀望针对

如何在复杂系统中存活的问题提出有用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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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根据复杂科学探究城市如何运作；另一方面

延伸行为决策理论探讨规划的行为。 例如，四个 Ｉ
同时是计划发生作用的必要条件以及复杂存在的

充分条件，而将计划与复杂的概念整合起来（Ｌａｉ，
２０１８）。 此外，复杂学派亦尝试结合中、西古典与前

沿科学，如易经与元胞自动机，企图提出更深入的

洞见以面对日趋复杂的世界，因为笔者认为易经是

目前所知最早的复杂科学，而且它的运作与基本元

胞自动机类似（Ｌａｉ， 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
简言之，复杂学派与传统规划概念的主要差异

是，前者强调相关决策的计划而后者关注个别决策

的制定；复杂学派与西方传统科学的差异在于，前
者视巨型系统为非均衡状态且时间是重要的变量，
而后者视巨型系统为均衡状况而时间并不重要；复
杂学派与中国传统科学的主要差异在于前者重理

论与逻辑而后者重经验与直观。
没有任何学派是由无中生有的，也就是说任何

学派都有它的知识根源（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ｒｏｏｔｓ）。 复杂学

派也不例外，它的知识根源来自六个方向：自然科

学中以 Ｉｌｙａ Ｐｒｏｇｏｇｉｎｅ 为首的布鲁塞尔学派；社会科

学中以 Ｂｒｉａｎ Ａｒｔｈｕｒ 为首的复杂经济学（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复杂运动中以圣塔菲研究院（Ｓａｎｔａ Ｆ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为首的复杂科学（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规
划学中以 Ｌｅｗ Ｈｏｐｋｉｎｓ 为首的伊利诺规划学派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Ｓｃｈｏｌ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城市学中以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ｔｔｙ 为首的城市科学（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ｉｔｉｅｓ）；中国

哲学中以易经为首的中国传统科学。
以 Ｉｌｙａ Ｐｒｏｇｏｇｉｎｅ 为首的布鲁塞尔学派以研究

自然界中的复杂现象为主，通过理论与实验发现远

离均衡的自我组织的化学现象，称之为耗散结构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并认为这种非均衡现象在自

然界中十分普遍（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 ａｎｄ Ｓｔｅｎｇｅｒｓ， １９８５），而
城市也是耗散结构（Ｌａｉ， Ｈａｎ 及 Ｋｏ 等， ２０１３），与
复杂学派的观点相同。

以 Ｂｒｉａｎ Ａｒｔｈｕｒ 为首复杂经济学一反新古典经

济学 的 假 设， 认 为 人 的 选 择 是 通 过 归 纳 推 理

（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的方式，而不是演绎分析而制

定的；而且经济体是非均衡状态而不是均衡状态

（Ａｒｔｈｕｒ， ２０１５）；此外，计算学（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比数学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在探讨经济现象时更显重要，这些观

点也与复杂学派过去所做的研究雷同。
复杂运动泛指过去几十年来在自然科学以及

社会科学对复杂、非线性及非均衡系统相对于简

单、线性及均衡系统所做的观念革新。 其中的代表

机构是 １９８０ 年代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成立的圣塔菲

研究院（Ｓａｎｔａ Ｆ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该研究院成立的目的是

要集结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学，以及社会科学，包括

经济学的顶尖科学家以学科间整合的方式探讨巨

型复杂系统的运作方式，包括蚁窝、大脑、网际网

络、经济体、政治体系以及生态系统，等等。 如今相

关的研究成果已逐渐影响到不同领域，包括防疫、
交通、城市规划、企业管理，等等。

以 Ｌｅｗ Ｈｏｐｋｉｎｓ 为首的伊利诺规划学派将美国

伊利诺大学城市及区域规划系过去 １００ 年来所积累

的研究成果做了一个总整理（Ｈｏｐｋｉｎｓ ａｎｄ Ｋｎａａｐ，
２０１３）。 它的特色在于视计划为信息收集规划行为

中的主要变量，并认为城市发展因为四个 Ｉ 特性，使
得城市发展无法达到均衡，而此观点与复杂经济学

相同。 因此，规划有其必要性。 最后，以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ｔｔｙ 为首的城市科学将过去区域科学及城市经济

学以有系统的方式整理并建立在复杂科学上，称之

为新城市科学（Ｂａｔｔｙ， ２０１３）。 复杂学派将尝试整合

伊利诺规划学派以及新城市科学，以深入了解计划

与城市间的关系。 此外，基于复杂科学的突现论

（ｅｍｅｒｇｅｎｔｉｓｍ）接近传统中国哲学的世界观，复杂学

派也尝试将西方前沿复杂科学与中国传统科学做

一连接，以做为复杂学派的科学哲学基础。 以上这

些知识根源并非各自独立，而是形成一庞大的网络

关系，构成了复杂学派的知识族谱。

５　 结论

　 　 中国过去 ４０ 年来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导下的快

速城镇化是时间压缩下的城市发展过程（赖世刚，
２０１８）。 中国的规划界目前最欠缺的是适合解决快

速城镇化所带来城市问题的基础规划理论。 本文

论述如何以四个 Ｉ 为核心来串联复杂科学与规划逻

辑两大知识体系的关系，并深入介绍规划逻辑的内

涵，最后提出整合这两大知识体系的复杂学派构

思，作为朝此规划研究方向迈进的一个尝试。 尤有

甚者，复杂科学的系统观与中国易经文化的宇宙观

皆为整体论，而规划逻辑因势利导的规划理念与道

家无为而治的天人合一理念相似。 因此，笔者相信

复杂学派尝试整合复杂科学与规划逻辑以提出面

对城市复杂而规划的理念，正可填补目前适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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