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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现代主义建筑的论点与特性
李敬平
摘 要: 介绍了现代建筑的思想源起及 因素, 分析了现代建筑的理论观点及设计手法, 研究了现代主义建筑的设计形式、
技术与特性, 通过两位建筑大师的设计 精神来探讨现代主义建筑, 以帮助人们了解现代主义 建筑的多样化发展。
关键词: 现代主义, 建筑理论, 建筑形式
中图分类号: T U- 021

1 现代建筑的思想源起及因素
总体来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 束之后, 欧洲的政 治、
经 济和
社会思想状况对于建 筑学的 领域 有着极 大的 影响。而 其中 第一
个影响是因为战 后欧 洲各 国 的经 济拮 据, 促 进了 讲 求实 效的 倾
向, 这点在建筑的发展上则抑制 了建筑师追 求复古主 义做法。第
二个影响是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 , 进而 带来了更 多新的
建筑类型, 也使 建 筑材 料、结 构和 设备 等 方面 有 了显 著的 进 展。
第三个影响则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俄 国十月革 命的成功, 引
起了社会大众心理上 强烈的 震憾。采 用新 的工 业材料 及强 调功
能性、理 性原则, 最后 发展到 少即是 多的原 则, 整 体而言 19 世纪

文献标识码: A
拮据, 因此有着务实的 想法; 也 因建筑 设计 是针对 大多 数人 不再
有阶级之 分, 所以建 筑师的设 计便走 向简单、实 用的造型 。大量
的制作出来先有实用的功能再来想外 形, 由 功能性引导 形式。当
然工业 和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带来了许多建 筑类型, 并且使 得建筑
材料及结构和设备都 有着显 著的 进展。虽 然说钢 材料 仍然 是当
时主要的结构材料, 但 是钢 的强度 却比 以往 要来的 好, 结构 自身
重量也 有所降低; 另 外钢 筋混 凝 土结 构也 朝 向轻 质 高强 度来 发
展, 预铸的技术开发越 来越 成熟 使得铝 材大 量的引 用在 建筑中 ,
所以建筑师可用 的元素 大大 的增加, 建 筑的 形式也 变的 多样化 ,
建筑的功能也更贴近生活需求。

中晚期时现代主义建筑开始启发传播。

5 建筑的技术与特性

2 现代建筑的理论观点及设计手法

在材料本身的质感、结构所创造 出具有形体感和空 间意识表
现的技术上, 这也是现代主义建 筑很注重的 方向。艺术表 现注重

西欧有 一批青年建筑 师提 出了比 较系 统及 激进用 于建 筑创
作改革的主张, 因而大大的推动 了建筑改革。对 于这些年 青建筑
师所提出的观点, 当时有过许多不 同的名称, 诸如功能主义、客观
主义、
实用主义、理性主义以及国际式 建筑等等。但是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 则有更多人 称之为 现代主 义或现 代派, 现在则 称之
为现代主义。这种强调实用性结构以及 采用新材料 的建筑论 点,
用以表现新时代的新建筑精神。现代建 筑基本精神 因素为: 1) 对
于传统的否定态度。2) 认为 建筑应 该具 有强烈 的时 代感。3) 建
筑设计对象的思维改 为普罗 大众。建 筑必 须通 过形式 及特 殊功
能的语汇来表达。
现代建筑设计 采用 的是 新的建 筑材 料, 以 较现 代化 的材 质,
突显与旧建筑不同隐喻或意象。比如说 大量采用钢 筋混凝土、预
制钢构件、
平板玻璃材质等。建筑师 或先进的知 识分子企 图利用
建筑设计改 造, 来达到 影响 社会 现状的 目的, 所 以新建 筑的 形式
及功能中最能引起大众讨论及在理论上可 辩证的, 则需要 实际理
论作基础, 这其中包 括建筑 如何 满足现 代生 产及生 活功 能需 求;
如何与工业 、
科学技术 互相 配合, 刺激 了建 筑师 在设计 上有 了极
大的主张和改革。

3 对现代建筑的影响
现代建筑在新的技 术、
功能需 求衍生出新形式造 型的基本条
件下, 用了大量 新的工业材料及强 调功能性、理性原则, 最后发展
到少即是多的原则。建筑 师设 计简单 的造 型丰 富了普 罗大 众的
需求, 使得建 筑之形 式及功 能, 变 得可亲 近及人 性化。因工 业革
命的技术突破, 刺激了国民经济迅速发展起飞 。

4 建筑的设计形式
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 结束 后, 欧 洲的 政治、经济 和社 会思 想观
感, 对于建筑学的领域有着极大 的影响。其中的 便是各国 的经济

于建筑造型的面和体的表现, 这一部 分崇尚形式 及结构的 美是跳
出简化 建筑外观造型。因此可以说现代 主义建筑是 根据技术、材
料与艺术相结合的精 神产生。 现代主 义建 筑的形 式与 技术 包含
应同工业化时代条 件相 互的配 合应 用, 积极 采用新 材料、新 结构
促进建筑技术的革新, 摆脱历史建筑 样式的紧箍 咒放手创 造新形
式。

6 现代主义建筑代表人物
首先现代主义自欧洲 开始迅速的向世界 各地引导潮流, 因社
会文化及经济条 件的因素 产生 了建筑 创作 向美洲 迁移 而在 美国
发扬光 大。这些 都是因为欧洲现代主义 的建筑师先 后到达美国 ,
如其 中著名 的有葛 罗毕斯、柯布 、
密 斯、莱特等, 在二 次世界 大战
结束后 的 20 世纪 50 年代~ 60 年代, 现代主义在美国极度 的蓬勃
发展。就针对以 下两位建 筑大 师设计 精神 来简单 探讨 现代 主义
建筑。
现代主义建筑师( 一) 。
勒 柯布西耶( Le Corbusier ) 。
柯布的形式法则从 设计作品来看显然 受了几何形体的影响 ,
在各向立面的诠释, 运 用了 许多立 方体 及圆 柱体形; 他 说现 代建
筑构造应由几何精神去解决。例如他在 1929 年设 计的萨伏 依别
墅, 从这里可以看到现 代主 义建筑 精髓 的表 现, 就 是简 单的 外部
装饰和对使用 功能 的重 视, 更 由于 他喜爱 面之 几何 处理。他说 :
现代建筑师都害怕各种立面的几 何成分。现代 建筑构造 上的大
问题, 必须经由几何形去解决。
现代主义建筑师( 二) 。
密斯 凡德罗( Ludwig M ies v an der Rohe, 1886 年~ 1969 年) 。
密斯 凡德罗的贡献在于通过对 钢框架结构 和玻璃在 建筑中
应用的探索, 其作品特点是整洁和骨架几乎露明的外观, 灵活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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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筑符号学来看台湾本土的建筑风格
刘书宏
摘 要: 对符号学、符号学在建筑上的应用、
符号学的层次 等进行了 介绍, 研究了 符号学 的观点, 指出结构符 号学的理论
产生跟后现代建筑的兴起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 通过对建筑符号的理论分析, 帮助人们认识建筑的文化意涵及设计策略。
关键词: 符号学, 地域性建筑, 建筑风格
中图分类号: T U- 86

文献标识码: A

1 由符号学看起
符号学 是将世界的所 有的 现象皆 可以 看成 符号所 组成 的世
界。其中符 号 的特 征, 即 符征。跟 其 符号 所指 的 意义 称 之为 符
指。符征跟符指 之间 的关 系成为 了符 号学所 着重 的焦点。 而记
号的外在符征所对应的符指, 需要在 相同的文脉 之下的族 群约定
俗成而来。 记 号 本 身 无 法 透 过 自 证 ( self ev idence) 来 彰 显 自 存
( self being) 的状态, 而需要外在系统的附加, 才由客体换置为暂存
主体。因此记号本身的符征与符指的关系才有可能因此而搭建。
建筑符号学关于符号学沿用 至建筑上, 虽 然早在 Saussur e 的
理论之中已经被提及, 但比较明确的证据是 20 世纪 60 年代 L ev is
Strauss 跟 Roland Barthes 还有 U mberto Eco 等人 才开始。其 中建
筑符号学建 构成 熟的 应属意 大利 的 U mberto Eco。在 1968 年所
写的 L a Struttur a assente 中建立了 建筑记 号学的 理论, 同时 也提
出了明示意义( Denotation) : 消极 地运用 建筑记 号的结 果, 其 目的
是为了追求 实用 的功 能。亦可 以称之 为主 要功能 ( primary function) 。内涵 意义( Conno tatio n) : 后者是 积极性 的运用建 筑记 号的
结果, 最高的 目的 是 为了 追求 审 美的 诉求。 亦称 之 为深 层机 能

( secondary function) 。
后现代建筑 跟符 号学 之间的 关系 Charles Jencks 的 著作 the
languag e of post- modern architectur e 可 以说是 后现代 主义建 筑的
理论跟作品的成熟。其中 Jencks 不同 于其 他的建 筑史 学家 对于
建筑所下的定义: 建筑是利用形式上 的符征, 如空间材料, 之后利
用一些手段, 如结构、经济或是营造技术上的 需要来说 明符指( 如
生活方式、
价值观、机能) 。
符号学发展 到了 Pirce 之 后, 更 进一 步的将 记号 分成 了三 个
层次: 1) Icon( 图像) : 记号 跟记号 所指之 间, 有 形状相 似的直 接特
性。例如: 一个苹 果的图 形记号, 会让 观者一 目了然 的知道 图像
所指之水果。2) I ndex ( 指 示) : 记 号跟记 号所指之 间, 具有顺 序相
对应的因 果关系。例 如: 箭头的 指向, 可以让 观者明 了记号 所指
示的去向。3) Symbol( 象 征) : 记 号跟记 号所 指之 间, 有既 定约 定
原则。这一项约 定的特性 通常 都会牵 涉到 使用记 号的 文化 体所
具有的 特殊内涵。因而可 以让 在此文 化体 之中的 族群 产生 了联
想, 并 且让个 体了解 其中所代 表的事 实。例如: 十字 架虽然 是一
个记号, 但放置于西方世界跟东方世界之中, 会产生不同的指涉。

的流动空间以及简练而制作精致的细部。1928 年提出的 少就是
多 集中反映了他的建筑观点和艺 术特色。代表 作品有西 班牙巴

调建筑与工业的结 合, 强调 建筑必 须走 向工 业化的 脚步, 这 样建
筑可保障质与量让建 筑服务 于工 业化与 商业 化的社 会。这 样同

塞罗那博览会德国馆, 这座建筑也是 代表建筑最 初的作品 突破了
传统砖石结 构封闭形式, 采 用开 放式的 空间 使用大 量钢 柱承 重,

时强调技术在建筑 中有 决定性 的作 用, 在建 筑与艺 术之 间, 由技
术决定了艺术的意涵, 也决定了建筑形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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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l analysis on view and characteristics modernism architecture
LI Jing- ping
Abstract: T he author intr oduces the thinking sour ce and factors of modern building, analy zes the theory view and desig n method of modern architectur e, studies the design form, technolo g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ism architecture, based on t he design spr ite of two ar chitectural
master discusses the mo dernism ar chitecture, so as to help people recognize the multiple development of modernism architecture.
Key words: moder nism, architectural theo ry, architectural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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