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免震改型

为修缮国立西洋美术馆主馆，当时专门成立了“国立西

洋美术馆主馆修缮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学识经验丰

富人士所组成，委员长由冈田恒男担任。国立西洋美术

馆主馆修缮工程接受了该委员会的提案，(该提案)吸取

并充分利用了1995年(平成7年)1月的阪神与淡路大地

震的教训。修缮工程采用了一种被称之为“免震改型”

的修理方式，即是在本馆(保存至今的具有历史与文化价

值的建筑)的基础部位上安装“免震装置”，因而使其由“抗

震建筑”转换成了“免震建筑”。另外，还充分考虑在发

生地震时“保护参观者的安全”、“保持美术馆的功能”、“保

护美术作品”、以及“继承原创设计”等原则。该工程于

1996年(平成8年)5月份动工，1998年(平成10年)3月

份竣工。

底层架空
底层架空是指以柱子来支撑建筑物，其地面和

建筑物之间由柱子构成“架空”空间，那是一

个人和空气都可以自由进出的舒适场所。

屋顶花园
屋顶有着充沛的阳光，在这里可以种植花草，

也可以享受阳光浴，那样的话即使在都市之间

亦能感受到自然气息。这是砖瓦式屋顶所无法

实现和达到的。

自由平面
自由平面是由分隔空间的墙壁而形成的。分隔

空间的墙壁区别于支撑建筑物的承重墙壁。通

过这种设计手法，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向设

计各种形状的房间。

横宽式长窗（水平连续型延伸式窗户）

横宽式长窗不受柱子和墙壁影响，横向布满整

个墙面。光线透过这些窗户，可以将房间的每

一个角落都照得非常明亮。

自由外观（立面）

由柱子代替墙壁来支撑建筑物，因而可以对墙

壁进行自由设计。

■新建筑形式的五要素

勒·柯布西耶提出了构成现代建筑的五要素。

■“模度”标准

◎勒·柯布西耶
（Le Corbusier,  1887－1965）

勒·柯布西耶是代表20世纪的建筑家之一，他从

出生地瑞士来到巴黎，并以之为据点展开了创作

活动。他不仅致力于建筑，还精于绘画、雕刻

和家具设计等，其创作范围之广泛，小到住宅，

大到联合国大厦的原案设计。在绘画、建筑及

都市设计等创作领域，勒·柯布西耶毕生追求

“合理、有效、明朗”的设计原理，他对二十

世纪的建筑技术、都市规划产生了巨大影响。

◎国立西洋美术馆主馆

国立西洋美术馆主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

本和法国恢复邦交及两国关系改善的象征性建筑物，

为勒·柯布西耶所设计，并且于1959年（昭和

34年）竣工。为了让这座历史性建筑物能抵抗住

高强度地震，在1998年(平成10年)对其进行了“免

震改型”方式的修缮工程。同年，作为地域性优

秀公共设施，该主馆被日本当时的建设省评为“公

共建筑一百精选”之一，在2003年(平成15年)，

它又被现代建筑物保护团体DOCOMOMO日本分

部评为“日本DOCOMOMO百选”之一，并且在

2007年(平成19年)12月，它被指定为“日本国

家重要文化财产(建筑物)”。

层数 地上 3层，地下 1层，楼顶层 1层

结构 钢筋混凝土结构

设计 勒·柯布西耶

监理 坂仓准三，前川国男，吉阪隆正，

文部省管理局教育设施部工营课（当时称谓）

承建单位 清水建设株式会社

动工时间 1958年（昭和 33年）3月

竣工时间 1959年（昭和 34年）3月

建筑面积 1,587平方米

总面积 4,399平方米

展厅面积 1,533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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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探索图

美术馆里有如同绘画、雕刻一样重要的展示品，

那就是建筑。

国立西洋美术馆的设计者－建筑大师勒·柯布

西耶，在这项设计活动中，使用了以身体尺寸

为基准的“模度”特别标准，以及前所未有的

方法力图来设计一座全新的建筑。1959年竣工

的这座国立西洋美术馆主馆，灵活运用了勒·

柯布西耶的许许多多构思。在本建筑探索图中，

列出了 16 个可以证明主馆魅力的确认要点。

让我们一边找寻那些确认要点，也一边细致

入微地在勒·柯布西耶设计的美术馆里进行

探险吧！

◎设计监理 

建设省关东地方建设局修缮部

株式会社前川建筑设计事务所

株式会社横山建筑构造设计事务所

◎承建单位

清水建设株式会社

■布局图

■施工之前 ■免震化处理

＊目前可以从该主馆的地下一层看到

   一部分免震装置。

人体尺寸为基准而设定的。譬如，该标准规定，一个人（身高为183厘

米的欧洲男性）向上伸直手臂后的高度（为226厘米）刚好与天花板一

样高。以此类推，建筑物、房间、甚至家具的尺寸大小都可以依据“模度”

标准来决定。

了解勒·柯布西耶
建筑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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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窗
天窗是指镶嵌在 19世纪展示厅之天花板上

的三角形窗户。透过天窗照射进来的自然光，

在晴天时，能使整个大厅都显得非常明亮。

2．地面照明
在 19世纪展示厅的地板之下，设置了由下

向上照亮艺术作品的照明灯。现在这些照明

已经不再使用了，但是仍然可以看到那些玻

璃盖子。

3．斜坡行道
斜坡行道经常被使用于勒·柯布西耶的建筑

之中，其连接着 1层的 19世纪展示厅和 2

层展示厅。不同于普通阶梯，斜坡行道是参

观者行走在其上，可以一边慢慢享受空间变

化的乐趣，而一边慢慢往上一层移动的建筑

内散步道。

9．屋顶花园
勒·柯布西耶认为，屋顶也是建筑物的重要

一部分。为使自然光能够照射进室内，特意

在屋顶上设置了向外突出的窗户。以前这里

曾摆放着植物花盆，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场所。

现在已经被禁止出入了。

10．独立柱子
国立西洋美术馆主馆由多个圆形柱子支撑。

柱子的直径一楼为 60厘米、二楼为 55厘米

（原先分别为 53厘米和 43厘米，后来为了

增强抗震效果将其加粗），为了增加承重，

对一楼的柱子进行了加粗。由于在松树木材

型框架中注入了混凝土，所以这些柱子都浮

现出一种美丽的树木条纹。

11．雨水排管
在通常情况下，雨水管（纵向管道）都是安

装在建筑物外面的，而国立西洋美术馆主馆

的雨水管却是安装在室内。勒·柯布西耶对

室内雨水管的设计和安装位置都进行各方面

的考虑。

4．夹层3楼
在 2层展示厅中，设置了 3处“夹层 3楼”。

从2层沿着略微狭窄的阶梯登上“夹层3楼”，

这里是一个预备展示小型作品的空间。现在

已经不被使用了，也禁止出入。

5．回廊空间
在2层展厅，每拐角好像又能出现同样的风景，

那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空间。沿着 19世纪展

示厅的斜坡行道进入 2层时，在那儿，人们

可以不间断地在一个又一个的展示厅之间回游。

6．露台
在 2层展示厅，突出墙壁，朝向 19世纪展

示厅设置了 2处露台。站在这里，人们不仅

可以俯视 1层展示厅，同时也可以看到另一

个露台内部的展示厅，这样使人们能够感受

到这个建筑物的复杂空间。

7．天花板高度
2层展示厅的天花板由高低两部分组成。边

走边可以享受到空间伸展或是变化的乐趣。

较低部分的天花板高度是 226cm，根据“模

度”标准决定的，而较高部分天花板的高度

恰好是其两倍。

8．原馆长室洗手间
在勒·柯布西耶的建筑之中，经常可以看到

曲形的墙壁。原馆长洗手间之墙壁也是曲形的，

构成了“自由平面”。这里一般不会对外开放。

12．照明陈列室
2层天花板较低部分的上部有一个玻璃房间，

那是一个把从屋顶照射进来的自然光导入展

示厅的中间空间 (称之为照明陈列室 )。勒·

柯布西耶的构思是利用自然光来照射绘画作品，

但是现在已经被换成了荧光灯。

13．律动的百叶窗板
律动的百叶窗板设置在餐厅收银柜台或是突

出于美术馆商店的玻璃窗外侧的、细长的钢

筋混凝土窗板。由于有规律的配置，室内的

光线也随之变化丰富。

14．底层架空空间
底层架空空间是指美术馆入口部分。因为这

个架空空间，可以遮挡雨水和强烈的日光，

进而形成了宽敞大方的空间。在这里也曾展

出过雕刻作品。

15．柱子与柱子之间的间隔距离
支撑建筑物的各个柱子之间的中心间距都是

根据“模度”标准计算决定的。

16．石铺路与外墙
根据“模度”标准，美术馆前庭的地面和外

墙被划分成各种大小不同的长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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