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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習中國建築值得思考的一些相關認識/課題：

1. 中國歷史及地理

2. 中國文化的特徵

3. 中國的多元民族及地域差異

4. 古代中國的基建 –城市、水利、道路

5. 重文輕工的傳統 –無名的工匠，工程師

6. 中國的天然資源 –木、石、金屬 (火的應用)

7. 有資金(capital)之後，如何去籌組建設 (procurement)



在西方社會，著名的建築物或建設，設計建造者大
都名傳後世。北京紫禁城(故宮) 的設計者是誰？

蒯祥 蒯祥是江蘇吳縣人，明太祖洪武三十年(西元1397年)

出生于一個木工家庭。蒯祥的父親蒯富，有高超的技藝，被明

王朝選入京師(金陵)，當了總管建築皇宮的“木工首”。蒯祥

自幼隨父學藝，蒯富告老還鄉後，兒子已在木工技藝和營造設

計上成名，並繼承父業，出任“木工首”。明永樂十五年

(1417年)，明成祖從金陵北遷時，徵召全國各地工匠，前往北

京繼續大興土木。蒯祥作為明成祖的隨從人員，先期北上，參

加皇宮建築設計。由於蒯祥的設計水準高人一等，被任命為皇

宮重大工程的設計師。他的第一項任務就是負責設計和組織施

工作為宮廷正門的承天門(即今之天安門)。

註：中國傳統没有工程師或建築師(設計師)的稱號，而且兩者
職能合而為一，統稱為師傅。師傅很多時也不單指某人，而是

一個團隊，由一個家族或多代師徒所承傳的一個集設計與營造

的龐大組織。



中國朝代順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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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地理和山脈走向，
也形成中國歷史的發展格局。





傳統中國建築的類別 –官式建築
傳統中國建築以形式分為官式建築與民間建築兩大類。

官式建築又分為設置斗栱、具有紀念或標誌性的大式建築，
與不設斗栱、純實用性的小式建築兩種。

官式建築是中國古代建築中等級較高的建築，其中又分為

• 帝王宮殿

• 官府衙署等起居辦公建築；

• 皇家苑宅等園林建築；

• 帝王及后妃死後歸葬的陵寢建築；

• 帝王祭祀先祖的太廟、禮祀天地山川的壇廟等禮制建築；

• 孔廟、國子監及州、府、縣學等官方主辦的教育建築；

• 佛寺、道觀等宗教建築多類；

• 國防、軍事、防禦、驛館等建築。

• 位於城鎮市井中的鐘/鼓樓、市樓等公共建築；以及城隍廟、土
地廟等地方性宗教建築。(半官式建設)



《考工记》匠人营国篇 ，春秋时期

《木经》, 喻皓，（隋），

《营造法式》，（宋）工部大臣 李诫 编修

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

《闲情偶记》, (清）李渔

《园冶》, (明）计成

一些关于风水的书籍，见（清）《古今图书集成》



北京紫禁城



故宮平面





北京紫禁城午門及太和殿











北京天壇及太廟



皇家園林 –頤和園



皇家園林 –頤和園





承德避暑山莊



承德避暑山莊



承德避暑山莊





承德外八廟包括羅漢堂（大部分已毀）、
廣安寺（大部分已毀）、殊象寺、
普陀宗乘之廟、須彌福壽之廟、普寧寺、
普佑寺（大部分已毀）、廣緣寺等。
在避暑山莊邊旁還有一些規模較小的寺廟
如安遠廟、普樂寺、溥仁寺、溥善寺等



清代興建之寺廟
(承德之外八廟)









北京的雍和宮



北京的雍和宮



歷代殿堂式建築低外觀形式與演變



中國的城牆與城樓



其他皇家建築 –城摟





























歷代皇朝推祟備至的建築 –大成殿/孔廟



大成殿能享用帝王级的
規格，如九五的平面布
局、採用龍作修飾，
與中國的封建皇朝制度
已成為一個整體，實在
不易分割。



位於蘇州城内的大成殿/孔廟



杭州西湖邊旁，創建
於東晉年間有1600多
年歷史的靈隱寺



民間的寺廟 –著名的潮州開元寺



民間的寺廟



位於上海市内的玉佛寺



北京法源寺大雄寶殿



蘇州的玄妙觀



位於重慶市内的羅漢寺







山西省永濟萬固寺





傳統中國建築的類別 –民間建築

民間建築的式樣與範圍更為廣泛，包括:

• 各具地方特色的民居建築；

• 官僚及文人士大夫的私家園林；

• 按地方血緣關係劃分的宗祠建築；

• 具有地方聯誼及商業性質的會館建築；

• 各地書院等私人教育性建築(河南商丘应天书院、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河南郑州登封嵩阳书院、
江西九江白鹿洞书院)；

民間建築隨地域的不同，在空間、造型、結構與
規模上，各有差別，形成一個多元豐富的建築
群組。



大宅院



蘇州宅院











中國園林





具代表性的安徽民居



民居内部



廣東嶺南一帶的民居(東莞粵暉園



著名的江南民居









重慶的湖廣會館





重慶的湖廣會館



北京湖廣會館





位於陕西商洛的船幫會館



船幫會館内的戲台



傳統中國建築的類別

從結構形式分，有抬梁式結構、穿斗式結構、干欄
式結構、井幹式結構，磚木混合結構。

以建築材料分，有木構建築、磚石建築、磚木混合
建築、版築式及窯洞式土築建築。

以地域特徵分，有北方建築、江南建築、嶺南建築、
客家土樓建築、西藏建築、蒙古族氈帳、新疆少數
民族建築、西南少數民族建築等。

以宗教文化分，有儒教禮制建築、佛教寺塔石窟、
道教宮觀建築、伊斯蘭清真寺、民間及地方性廟宇
如城隍廟、侯王廟、天后廟等建築。種類繁多。



木構建築是中國建築的主流。凡是建造在地面以上
的建築物，無論是宮殿、寺廟、祠壇、園林，或是陵
寢建築;；也不管是官式建築，還是民間祠堂與住宅，
幾乎都是用木結構建造的。即使在明代磚石結構大規
模興起以後，主要的生活、禮祀、寺廟性建築，仍然
是以木結構為主。古代中國人習慣用木結構，與中華
文化的發源地──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在遠古時代有
著豐富的森林資源有關。

木結構的易加工性，使中國建築的建造較西方建築
要快捷一些，雕刻和裝飾也比較容易。這也是中國建
築往往只需要幾年就可以建造完成，而有些西方建築，
卻往往需要數十年的時間建造。

不過，木結構建築易燃，受風雨及蟲蟻侵蝕，在潮
濕地區的木柱容易朽損，木構屋頂及簷部需要定期更
換，木材表面也必須經過防腐性的油漆彩畫的裝飾處
理。這些是中國木構建築的主要不足。



中國古代建築以木結
構為主，著重榫卯聯
接，圖中所見為一些
常見的榫位範例。





抬梁式結構
(parallel truss)

抬梁式結構是中國古代
木結構的一種主要形式，
大多應用於官式建築與
北方民間建築中。其基
本結構特徵是沿房屋進
深方向，柱子支撐大樑，
大樑上再放置較短的梁，
這樣層層疊置而成的梁
架，再放置在柱頂或柱
網上的水準鋪作層上。



抬梁式結構切面圖解



抬梁式結構屋面形態的多元變化



抬梁式結構屋面形態的多元變化



抬梁式結構屋面形態的多元變化



屋面形態透過柱位
和梁架的轉變而產
生眾多的造形變化





典型的抬梁式結構
屋內常見的梁架布局



典型的抬梁式結構屋內
常見的梁架布局



抬梁式結構的框架所
構成開濶的空間，並可
利用重檐的屋頂設計，
將内裏空間的高度提昇，
加強採光和通風的效果。



重檐屋頂建築的代表 –故宮太和殿





穿斗式構架 (timber frame) 是中
國古代木構建築的一種較簡單的
結構模式，適用於一般的民間建
築。其主要特徵是用較密集的柱
子支撐上部的梁架，承托屋面。
柱頭之上不設大梁及疊置的梁架，
只在柱間使用一些穿枋，以保證
柱與柱之間構成一個結實的框架，
承托整個樓房。



穿斗式結構切面圖解





干欄式結構(suspended frame)是中國古代木構
建築的一種結構形式，主要用於潮濕地區。其
主要特徵是將房屋的底層用較短的柱子架空，
柱端上鋪木板，形成室內的地面，地板之上架
設類似穿斗式結構的木構架。再在木構架上鋪
設椽子與掛瓦，在雲貴少數民族地區，還用草
葺屋頂的形式。



其他簡單的木框架結構房屋







磚木混合結構是用磚石材料，構造建築的主要承
重結構，而用木構的出跳平座、欄杆；木製簷椽、
飛椽及望板，形成屋簷，其造型外觀與一座木構
建築十分相似。

磚木混合式的房屋與樓閣在明清時代，尤其是民
間建築中，因其所採用的磚料廉宜，易於燒制和
修建，所以最為普及。



磚木混合結構



磚木混合結構
建築的外觀及
牆樑的承托
範例



西式屋頂框架結構與中式
結構的差別 –線性框架的
應用 (truss frame)









中國建築在結構與造形與
世界其他建築形式一個
極大的差異 –斗拱的應用



斗拱是中國建築中用作支撐

樓房屋頂之轉承結構，由一

組方型斗與弓型拱交錯砌成，

向外伸出，將簷之重量傳到

柱上。斗拱除有支撐功用外，

很多時亦因其線條雄厚簡潔，

所以亦帶有明顯的裝飾作用，

既為一個重要的結構組成，

亦給樓房塑造優美的形態。



斗拱結構初形與演化





1/5比例的斗拱實物模型









造形複雜及絢麗的斗拱結構











大式建築中，在柱、牆與屋頂挑檐之間設斗栱，通
過斗栱的過渡，使厚重的屋頂與柱、牆之間，產生
一種不即不離、雄混有力的視覺效果，從而使屋頂
有一種穩重又不失飄逸的感覺。





承托屋頂類近斗拱的結構 –挑



大型樓房自台基、屋身至屋頂的結構解構 –岳陽樓



取其結構原理與造形，
用石材也可建造斗拱組合



中國建築不同造形的屋頂範例







北京的古城牆



北京天安門及城樓



青海西寧塔爾寺



河北省承德
普陀宗乘之廟



青海西寧塔爾寺



青海西寧塔爾寺



蘇州玄妙觀



徽州仁和樓

蘇州玄妙觀



潮州開元寺





雄偉/奇趣/線條優美的屋頂造型



西藏大昭寺



西寧塔爾寺







潮州天后宮



番禺墨寶園



番禺墨寶園





徽州仁和樓







江南建築屋面特寫



江南建築屋面特寫



不同形式的中國傳統建築，屋面的
形態不難構成一個線條優美的畫面



嶺南一帶常見的鑊耳屋面



瓦的形、趣、光與影













尋常百姓家，簡單的
瓦面也充滿著令人
賞心悅目的線條



尋常百姓家，簡單的瓦面也充滿著令人賞心悅目的造形與線條



塔式建築及中國之名塔



杭州錢塘江邊的六和塔頤和園佛香閣



位於西安的大雁塔 現存中國最古的木塔 -位於山西的應縣木塔



在中國最為普遍的磚塔



在中國甚為
普遍，用磚
石為主結構、
外飾以琉璃
瓦片的琉璃
塔



不同的佛塔 (北京白塔寺、五台山白塔)



不同的佛塔 (北京真覺寺寶座塔、
呼和浩特五塔寺)



做形方正位於河北省的正定
廣惠寺華塔。塔頂部有各種
動物及佛像浮雕等壁塑，做
形奇特。



石塔



用瓦蓋成的屋頂的建造過程

-廣州腊德村公祠

不常見的雙塔





河北省法華禪寺遺址(銀山塔林)



其他眾多的佛塔



隱於尋常百姓家中的小塔



用瓦蓋成的屋頂的建造過程

-廣州腊德村公祠







現存中國能否仍可找到完整地

内外都得到保留的古建築？



這本書提供了一小點參考



用瓦蓋成的屋頂的建造過程

-香港志蓮禪院



























寶塔的主結構
為鋼筋混凝土





中國還有多類較獨有的建築類形，
例如是亭、閣、門樓、戲樓或牌坊等。











樓、閣、亭、臺、榭



樓閣泛指是兩層以上的較高大建
築，主要供人登高遠望，休息觀
景，亦可用來藏書供佛，甚至是
懸掛鐘鼓。
在中國，著名的樓閣很多，如臨
近大海的山東蓬萊閣、北京頤和
園的佛香閣、江西的滕王閣及浙
江天一閣等。



北京頤和園的佛香閣



上海豫園的湖心閣



其他的樓閣



中國的名樓
岳陽樓(左)，黃鶴樓



歷年來岳陽樓經歷
的多次重建(模型)



東岳廟雲飛樓 山西省后土祠秋風樓



中國的亭









石亭及半亭





影壁

建在院落的大門內或大門外，與大門相對，用作屏
障用的牆壁稱為影壁。影壁又稱照壁或照牆，是中國特
有的建築小品，在宮殿、廟宇、衙署、民宅中廣泛使用。

影壁一般為磚砌的牆，下部有基座，講究的則為「須彌
座」，牆身上有浮雕的柱枋等構件的形象，頂部有椽有
屋檐，也有素的或刻一塊字匾。

影壁可適當地遮擋、引導視線，使人有一個比較完
美的視野。在民居中有大門內及大門外影壁兩種，大門
內影壁建立在一進大門正對著的位置，大門外影壁則是
高級住宅才有的，建立在大門外正對大門處，在城市中
往往要建到街巷對面的牆根處。















戲台



名聞中外的北京
頤和園大戲樓



上海豫園內的戲樓











佛山祖廟内的戲台



戲台上精細
的貼金木雕



不同類形的牌坊



中國還有多類較獨有的建築類型，
例如是亭、閣、門樓、戲樓或牌坊等。



位於安徽省黃山市附近的堂樾牌坊群



東莞粵暉園五元坊



東莞粵暉園五元坊







作為墓道進門的石牌坊

下圖為北京東陵牌坊









於1910年代在廣州越秀區
仍可見到的牌坊

牌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