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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建築既重視大的比例關係，也注意
建築的細部處理。中國建築的細部雕刻
可以分三種：一是石雕，主要是在建築物
的台基、欄杆、柱礎、柱身等石製構件上；

二是磚雕，主要是在磚牆的墀頭、磚砌的
影壁、磚雕花窗等部位；

三是木雕，多用在建築前簷柱廊部分的鬥
栱、雀替，建築物內部梁架上的梁棟、
駝峰等。

此外，建築屋頂上的鴟尾或鴟吻、脊飾、
簷角上的仙人、走獸等，也都可以說是建
築細部雕刻的一種形式。



中國建築還十分講究色彩與裝飾。

北方官式建築，尤其是宮殿建築，在漢白玉台基上，用紅牆、
紅柱，上覆黃琉璃瓦頂，檐下用冷色調的青綠彩畫，正好造
成紅牆與黃瓦之間的過渡，再襯以湛藍的天空，使建築物透
出一種君臨天下的華貴高潔與雍容大度的藝術氛圍。

而江南建築用白粉牆，灰瓦頂，赭色的柱子，襯以小池、假
山、漏窗、修竹，如小家碧玉一般，別有一番典雅精緻的藝
術效果。

再如中國建築的彩畫、木雕、琉璃瓦飾、磚雕等，都是獨具
特色的建築細部，這些細部處理手法，又因不同地區而有各
種風格變化。

由於中國建築的木結構特徵，需要在木構件的外面塗飾油漆，
以保護木構件減少受風雨蟻蟲的侵蝕，彩畫就以兼具保護性
與藝術性的雙重功能，成為中國建築的重要特徵之一。













門與窗





















尋常簡樸的民宅門窗



彩繪裝飾







中國建築的内部裝飾



相關的木作工藝

屏欄，是中國傳統建築將空間作
恰當分割的一個實用裝置





相關的木作工藝 - 木家具



相關的木作工藝 - 木家具



中國建築的室内裝璜與佈置







屋頂的修飾

中國建築的屋頂，透過檐部飛椽的巧妙
翹曲，屋頂正脊兩端的鴟吻，四角的
仙人、走獸雕飾，都使得建築在勻稱的
比例中，又透出一種典雅與精緻的效果，
構成奇趣的多端變化。







屋頂的修飾

中國建築的屋頂，透過檐部飛椽的巧妙
翹曲，屋頂正脊兩端的鴟吻，四角的
仙人、走獸雕飾，都使得建築在勻稱的
比例中，又透出一種典雅與精緻的效果，
構成奇趣的多端變化。



放置於屋脊四角的 仙
人、走獸雕飾。制作材
料可以是金屬、陶瓷
(琉璃)或坭塑。

























用陶、瓷瓦片作修飾的屋頂













中國建築獨有的瓦作，變化多端，本身已是美不勝收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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鴟尾 / 鴟吻



坭雕、磚雕、石雕



手工纖細的磚雕門頭





磚雕特寫













坭雕





石材在中國建築
的應用及石雕特寫





華美或拙樸的木修飾，將結構件恰當地加以美化。





華美或拙樸的木修飾，
將結構件恰當地加以美化。











不同的門窗









門



不同的門窗



中國建築由門窗構成的生活空間



中國建築由門窗構成的生活空間















門當



垂花門





石鼓 / 石獅



其他建造工藝 –從一幅石牌
坊可見中國石作方面的工藝



中國建築的其他結構組成和佈局









中國古代的建築主要是木結構，不
用深入地下的樁柱，木柱和牆體的
基礎是台基，台基部份在地面下，
用石塊或磚頭圍著中央的夯土，防
止屋底的泥土流失。露在地面以上
的部分叫“台明”，古書中稱之為
堂，就是登堂入室的堂。台基並可
提高室內的地平防潮。台明的結構
包括三大部分：柱下結構、柱間結
構和台邊結構。















秦漢時期的建築，是中國古代建築在結構體系與建築
造型上的形成期。

隋唐時期是中國古代社會的鼎盛期，國力強盛，文化
繁榮，經濟也很發達。這時期建造的兩座都城長安城
與洛陽城，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城市。

兩宋、遼金時期是中國古代城市、建築與園林走向成
熟的時期。宋代建築在結構與構造上已經十分成熟，
有了十分完備的鬥栱體系，有了寓裝飾與結構為一體
的建築構造與造型技術，建築細部的裝修也趨於細密
而繁縟。宋代建築的外觀，曲線柔和、形態細膩、裝
飾華麗。

明清時期的建築，逐漸走向程式化，建築的結構趨於
簡化，簷下的鬥栱已經縮小為純粹的裝飾性構件，建
築風格趨於規整、細密而嚴謹。現存建築中，包括宮
殿、園林、住宅、寺觀、壇廟等等，主要都是明清時
代建造的。



中國建築的藝術精粹，尤其體現在院落與組群的布局
上。有別於西方建築強調單體的體量與造型，中國建
築的單體變化較小，體量也較適中；

但通過這些似乎相近的單體，中國人創造了豐富多變
的庭院空間。在一個大的組群中，往往由許多庭院組
成，庭院又分主次；主要的庭院規模較大，居於中心
位置，次要的庭院規模較小，圍繞主庭院布置。

建築的體量，也因其所在的位置而不同。居於中心的
重要建築，用較高等級的材分，尺度也較大。居於四
週的附屬建築，用較低等級的材分，尺度較小。有了
主次的區別，也就有了整體的內在和諧，從而造出詩
畫的空間和藝術效果。







平民百姓的居室



可追溯到商、周年代的居室構造，採用坭磚牆壁，加上屋頂
的支架及瓦蓋，形成廂房和内庭，簡單而實用。



中國民居的主流佈局 –
四合院









從高處所見北京
城内的四合院舍



從高處所見平遙城
内的四合院舍











四川重慶附近的村舍













安徽宏村











在廣東一帶常見的村落







另一地方民居形式 –
廣東一帶嶺南/客家圍村









客家圍村





始興滿堂圍



















位於廣東梅州一帶的客家村





















廣東民居 -潮州



仍可見到座落於潮州市內的一些傳統民居













民居內部，保養狀態有別



位於粵北山區的一些村落





復修仿古的舊村舊街道



位於重慶嘉陵江上游
的文峰古村(復古彷建)







將部分舊的南京城翻新和活化





































中國建築之哲理與特徵

中國建築的實踐理念，來自現實需要， 受
制於自然物理如可取用的材料或坐落的自然
環境，而並不太着意於創新或形式。 中國
建築長年累月的發展與演化，如尊卑之分、
禮教、家庭、傳統、儒道價值觀念的影響等
，其中反映了中國民族的性格，是中國文化
制度的相互融合。



中國建築文化中，以為現世的人居住的宮殿、住
宅為主流，即使是為神佛建造的道觀、佛寺，也
是將其看作神與佛的住宅。

因此，中國建築不用駭人的空間與體量，也不追
求堅固久遠。因為，以住宅為建築的主流，建築
在平面與空間上，大都以住宅為藍本，如帝王的
宮殿、佛寺、道觀，甚至會館、書院之類的建築，
都以與住宅十分接近的四合院落的形式為主。其
單體形式、院落組合、結構特徵都十分接近，分
別只在規模的大小。



在建造技術方面，中國建築也有以下的特徵：

1.以木材為主要結構材料，善用榫卯(timber joint)作
結構的接合。

2.採用框架(樑柱)為主要結構 (timber framework)。
3.利用框架/承托屋頂，構成闊大的室內空間，及雄偉
秀麗的一个個屋面。

4.利用斗拱作樑柱與屋頂之承托，成為結構結合裝飾
的獨特效果。

5.利用飛檐、翼展或檐角等結構，造出輕盈優雅之屋
面造形。

6.利用高台襯托碩大的屋頂，取得恰當的對稱。
7.闊大的屋身善用木雕之門窗或磚石間隔，建造美觀
的立面。

8.施採用鮮明艷麗的色彩對木料作修飾，同時為木材
作出一定的保護，減低歲月的侵蝕。



中國古代建築受古代宗法制度的影響很大。中國是一個
強調祖先崇拜的國家，宗廟建築也是所有建築中最為重
要的。周禮中規定，天子之廟七，諸侯之廟五，大夫之
廟三，士廟一，庶人無廟。

在宋代以前，官吏與士大夫是可以擁有自己的家廟。明
清以降，除了帝王有太廟，諸王有家廟外，一般較大的
由血緣關係建立起來的村落，都設立祠堂以祭祀先祖，
而普通百姓多是在自己的家中祭祀祖先。

一個家庭的居住空間的布置，如北方的四合院建築群，
或南方的大宅院，也都受宗法制度的影響。家中的長者，
必須居於建築群中最尊貴的位置，一般是在主院的正房。
晚輩住在側院，或院中的兩廂，而僕人只能住在倒座屋
的側院小屋中。南方建築中，在中軸線上布置一系列較
大的院落，而在中軸線兩側，則布置一些尺度明顯要小
的小型院落。人們依據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居住在特
定的院落或房間中，不得有絲毫的逾越。



中國古代建築中，除了宮殿、官署、寺廟、住宅外，
較少像古代或中世紀西方那樣的公共建築，如古希
臘、羅馬的公共浴場、競技場、圖書館、劇場；或
中世紀的市政廳、公共廣場，以及較為晚近的歌劇
院、辦公樓或交易所等。

這是因為古代中國文化是建立在農業文明基礎之上，
較少對公共生活的追求；而古希臘、羅馬、中世紀
及文藝復興以來的歐洲城市，則是典型的城市文明，
傾向於對公共領域建築空間的創造。



談論中國古建築之最，我們可以列出一個長長的名單：

最輝煌壯麗的皇家宮殿建築 ─ 北京故宮
最空靈超凡的建築 ─ 北京天壇建築群
最氣勢宏偉的皇家園林建築 ─北京頤和園
現存規模最大的木結構建築 ─ 北京故宮太和殿
最集中的皇家宗教建築群 ─ 承德外八廟
規模最大的古典皇家園林 ─ 承德避暑山莊
現存規模最大、規格最高的儒教祭祀建築 ─ 曲
阜孔廟

最宏偉的人造建築 ─ 萬里長城
中國最大的塔 –山西應縣木塔

現存最古的中國建築 –山西太原的晉祠



魯班，中國民間傳說中最神奇的能工巧匠。許多古代
建築中精妙絕倫的結構技巧與裝飾細部，都被民間傳
說附會到魯班身上。

魯班原名公輸般。傳說中的魯班是古代中國能工巧匠
的代表，曾經發明了許多木工工具，如鋸子、鉋子等。
魯班也是許多軍事器具的發明者，如傳說中的木人、
木馬、用於攻城的雲梯。

歷史上一些與土木建築工程有關的書籍，也都附會在
魯班的名下，如在工匠中流傳很廣的《魯班經》就是
其中一部。書中不僅有許多房屋營造及木工製作的技
巧，也有一些風水、符咒一類的內容。另外，還有一
本木工大木作匠師的職業用書，名為《魯班營造正
式》。但現存只有殘本。從這些書名中，可以知道魯
班在古代中國社會的影響力



保護傳承文化遺產

《意見》提出：堅持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
加強管理的方針，做好文物保護工作，搶救保護瀕危文
物，實施館藏文物修復計畫，加強新型城鎮化和新農村
建設中的文物保護。

加強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歷史文化街區、名人故居
保護和城市特色風貌管理，實施中國傳統村落保護工程
，做好傳統民居、歷史建築、革命文化紀念地、農業遺
產、工業遺產保護工作。大力推廣和規範使用國家通用
語言文字，保護傳承方言文化。

開展少數民族特色文化保護工作，加強少數民族語言文
字和經典文獻的保護和傳播，做好少數民族經典文獻和
漢族經典文獻互譯出版工作。實施中華民族音樂傳承出
版工程、中國民間文學大系出版工程。推動民族傳統體
育項目的整理研究和保護傳承。



梁思成（1901－1972），中國著名建築史學
家、建築師、城市規劃師和教育家，一生致
力於保護中國古代建築和文化遺產。

是清朝著名的梁啟超是染思成的父親，為躲
避清政府的迫害而出走日，所以梁思成出生
於日本東京，其後隨父母從日本回國，曾在
北京就學(清華大學) 。1924年和林徽音一起
赴美國留學，1927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學
習建築學，專研中國古代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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