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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羅馬式的聖堂建築所表現的宗教思想，好像是一種沈思，一種默想。哥

德式的聖堂把羅馬式的結構與裝飾部份減輕其份量，利用結構技術伸展

其長度與光線，並且使之精神化。使得沈思的默想變成了出神的靜觀。

所呈現的是一種自由、有思想、視覺、宗教、精神等層面。 哥德式的宗

教建築將寓言象徵應用在空間形式與實體結構上，聖丹尼聖堂的建造

者，許傑院長在營建記錄曾言：中央有十二支柱子劃過建築頂部，相當

於使徒人數，廂堂也有同樣的數目，代表先知的人數……。 中世紀歌德

建築藝術的象徵性乃出自各種不同的來源，尤其是神學上的推論。借助

類比、擬人化身、寓言、象徵來解讀多重的意義，形成緊密交織的基督



教觀念世界的過去與未來。 例如，新約和舊的擬人化身－Synagoge 和

Ecclesia，用她們的象徵物，將基督教救世史中的人類命運呈現在眼前。

Ecclesia 持聖林－象徵接收耶穌為人類救贖所流下的血；Synagpge 蒙著面

紗或眼罩的造形－象徵不識彌賽亞，伴隨愚蠢與睿智。僅藉這兩個人

物，便涉及新舊約兩個不同的觀念領域。擁有豐富造形作品的歌德式聖

堂可說是當時知識及信仰的集成。他代表的是上帝的城池，天上的耶路

撒冷。（聖經「啟示錄：第 21 章第 2 節」。）  

摘要

(英) 

Religion thought displayed of shrine building of Rome type, it it seems to be ones 

that Shen thinks , one meditates. The shrine of brother's Gothic type lightens 

partly its weight of the structure and ornament of Rome type, utilize structure 

technology spread length and light their , make its spirit. The ones that made the 

meditating of Shen Si turn into losting in thought were watched quietly. What was 

appeared is a kind of aspects , such as free , intelligent , vision , religion , 

spirit ,etc.. The religious architecture of brother's Gothic type symbolizes the fable 

to apply to the space form and entity's structure, the constructor in the shrine of 

holy Daniel, president Xu Jie is building and writing down and speaking: There 

are 12 pillars of sons to draw the building top, is equivalent to apostle's number in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there is the same figure too in the hall of railway carriage 

or compartment , represent the number of the prophet . The symbol of Goethe's art 

of the building is to come from all kinds of sources in Middle Ages, inference that 

especially in theologies. Through the simulation , anthropomorphic incarnation , 

fable, symbolize and understand the multiple meaning, form the past and future of 

idea world of Christianity interweaving closely. For example, New Testament and 

old anthropomorphic incarnation - Synagoge and Ecclesia, use their symbol 

thing , rescueing the human destiny in the history generation of Christianity 

appear before eyes. Ecclesia holds the holy forest - Symbolize and receive Jesus 

and rescue and redeem the blood flowed for the mankind; Synagpge is covered 

with the shaping of the veil or the eye-shade - Symbolize and fail to see filling 

and is comparable to inferiorly , it is unwise and wise and farsighted to follow. 

Only make use of these two personages, involve new two different idea fields of 

the Old Testament. The Goethe type shrine with abundant shaping works can be 

regarded a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knowledge and faith at that time. What he 

represented is God's city, Jerusalem in the sky. (The Holy Bible ' revelation: 

Chapter 21 section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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