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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林市發展及其特徵之研究

玉 」五 身＊

付前 莒

都市計割這門科學不是新東西，確在西磨紀元前三千年前，我國夏禹時代已造陽城在嵩山下。 （註一

〉叉於照公四年在今日河南省南陽縣、南二十里處有申城之故址。 （註二〉到春秋戰國時代，有國必有城，

學凡約二百餘團均有城站（註三〉。

再看古埃及（Egypt）亦在紀元前三千年有城市之存在， （註四〉續古埃及（Egypt）之後，如蘇馬

連人（Sumerian）、亞述人（Assyrians）、希敵人（Grbe;,c）以及羅馬（Roman）等各民接均有建造

都市之記載。 （註五〉以上諸都市均建造於西曆紀元前若干年。因當時建城材料很簡單，今日尚存之城池

很少。

口古代都市之位置及發展

希臘、羅馬之古城市多建在山崗上。而中國之占城市多建於河納〈註六〉。該河的均自成一小區墳。

傍山臨水為夫然之屏障，且有合於農業發展之法肥之土壤。給與古埃及和巴比倫（Babylan）諸掛市之發

度過程不謀而合。

春秋戰國時代，有國必有城， i刃有之都市皆以耕戰為主體，封建時代之國家，每國只限一城， 〈註七

）。舉凡兩百餘國，實為我國城廓構架極~時期。亦為內戰頓仍時代。

由於長期戰爭封建勢力運河野瓦解。最後分為七國。追秦始皇併吞六國後，至始皇二十六年，毀城廓，

決川助，夷險阻，藉以解除封建時代之武裝，；＇白涂長期苦戰。修長城為助外敵，分天下為四十二郡統治轉

遍及全塌疆土裘與今略同。形成中國空前一統形式，又建首都於咸陽，這是我國第一座有計劃、有規律的都

市。為當時全國共仰之首都，在我中華民接精神統一上，收到極大的俾益。並確立中國版圖之輪廓。

已古代首都規模具犬，I\

史學家常將秦漢列為一個時代。實因秦朝只有埋坦的耳十年。這漢高祖承秦之基業，變j司制建首都於

長安 (gp俠西之西安〉。按周制首都為每邊九里之正方形城市。至唐宋時期始有長形城市出現。

（甲〉都市主規模：

用制首都為每邊九里之正方形城市，城之每面各有三門，每門均有三戶，貫通城中之南北向冀東西向

九條一級主要之棋盤式路惘，道路之橫街面，則亦分三個部份，中央則為車馬行道，其左右側i均為人行

道，人行道與車馬行道中間均植樹。茲引述漢時三輔決錄司對首都長安一段記載如火：

「長安城面三門，四面十二門，皆通達九道，且相經潭。街路平正，可併列車軌。十二門三塗洞閥，

隱自金推，周叫林木（即已植有行道樹〕 ， 左右出入為往來之徑， 行者fl·綽有上下之~Uj 。可見上行車

(up-traffi clanes）與下行車（Down-traffi clanes）早已有規定。步行者亦有靠左或靠右之區別。

（己J 都市大小之規劃：

周代首都即如上述，考周代長度標準制，一j苟尺均合0.24公尺，長考周代長度標準制為 6 尺為 1 步，

5 步為 1 維（註八） ' 60雄為 1 里司等於三百步，等於一千八百周尺。

＊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數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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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以上換算，首都長安每白城垣之長九局里， 1,800耳尺乘 9 等於16,200；，司尺，首都等於260,400,000

平方周尺， 262，是00,000 被 (1800 乘 1800）除，等於 103局代平方里，按首都換算成公制計算，洽好等於

15平方公里，為當時世界首屈一指的大都市。

據春秋時代述及，諸候及大夫之首自主規模，均有一定芝眼制，每面長度只有首都三分之一， ~p五平

方公里。中都市只有古都五分之一，即三平方公里。小型都市每面長度只有肯都九分之一， gp 1. 7 平方公

里。

又據上尚書補註云，是隨諸候之身的而易「公」 nJ建每向七周里，即公爵可建 9 平方公里之都市。

兩J 與山爵旬ti]司建 6 才河里， Qp候跟伯爵可建 4.2平方公里之都市。附與陳」霄每l旬
周里’ flP子爵其男爵可建3.85平方公里主都市。

（丙〉首都主要道！鳴寬度：

道路寬度D，以代車軌之數為標準。其一級道路（指九經九緯之路〉總寬為九軌，周時規定每車與軌

之間隔為 0.8 寸。周時車主寬度為 6.6 尺，故每軌約~8 周尺。

flP: 9 × 8 =72用尺o 依每周尺按 0.24公尺計算，合 17.28公尺。這就是秦漢時代首都主要街道之寬

度就今日而論，不能算是大街。然而在三千多年前竟有此規模之大路，河馬當世紀世界上都市之冠。
(T）當代都市，主分區：

周代都市之分區制，有前朝後市，市朝一夫（查一夫即用制百步見方之面積〉。按今日之面積計算，

商業區與政治區各佔地 2.1公哩。古有三朝（內朝、洽朝、及外朝）。依考工錄：知主宮在城市之中央，地

佔三星（即九百步見方），於其中設三朝。又有三市，一日「大市J 設置在行政區後中央。二日「朝市」居

束，三日「夕市J 居西。此三朝三市，各為百步見方之面積，共佔15平方公里都市面積中之 0.126 平方公

旦。其餘則為交通用街道巷街面積，住宅區境大部為空地與綠地。

的古代重建一般都市之規模與大小

（甲〉揖市重建主規模：

秦都咸陽，兩漢都長安、洛陽，已如上述。然秦毀各城且防內戰。築長城凶阻外敵。造兩漢時代，長

城已不足以禦F且北方之強敵，況內亂唾起。此時便逐漸在長城自南長江,l?~北，沿長江、黃河兩岸，曾有大

規模性快速的發度重建城市。這些都市無論內路惘且及城廓之外貌，均屬於整齊型者。至於南方各城市之

發展，治其間1：相反O 均屬於非整齊型者，查其原因歷次大亂均在中原，毀城重建是f有必然。而南方各掛
即未經大亂。故所建主都市，多任憑其有機性發畏。各城門主方自位置均無規定。造成市內路相失去規

律。街巷又多囊民式（即死巷）。此種街巷對軍事防禦上效益禎巨。

（己〉』般揖市重鐘之大小

據史學權威主運穆教授指出，秦漢時代重建乏都市，仍未脫離封建時代之法規，與遺跡。一般城市大小

僅五方里左右（約合 8.5平方公里）。其中住若是貴族階級，賞他則為平民陋巷，是貴挨指定市場。都市之

土地則劃分f;;耕地及非耕地菊種，耕地則由貴族按血統親疏，自行讀分其士地。非耕地如山林、池塘、牧

場等，不再讀分。均由貴族自營。一敵農民皆在封疆區境內。聚室而居。有1J、至十室之「目J ，大至百家

以上之「旦J o 即今日中國北部付落形丘克芝始。農民亦槳甘于為防。大揖均離城郊50至60里左右。此即為

封圍之封疆，在此邊界上，辛德有高而且厚之士堤，上植樹木閻明疆界。並可收防禦主仗，在交通要道處，

則設關益守護。

（丙〉封盧志開拓：亦是都市之擴充，西周時代夫子封諸候，春秋時代則改為諸候封大夫，~後則彼

此各封圈，自行打破方七十里乃至方百里之封靈制度。

匈中國固有都市乏特徵

（申〉建犧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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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都市發展及其特撞撞之研究

樂城多數就地取材，或穗石城或土城，築成後沿城垣外自然形成寬而深的清梁。引水灌入，即為防禦

上之護城河。司達到省工之目的。

（己〉揖撞車揖門：

城垣有一重及二重之別。然大多數為一重者。

城垣每面至少各設一門，為肪禦及交通方便計，每門均設宴域，（亦稱月門〉，如為重要城市均發月揖門

即可疏導交通秩序，又可增加安全， （因城門為城垣最弱之處〉。

除此外各內均設有升降式之千斤間，護城河上設吊椅。

遇有圍城時，將橋吊起，可增強防禦。

（丙）按內主親劉：

整齊性之城市，域內均有棋盤式立路楠， 〈如南門直達北門，東門直達西門〉均建有鐘樓與鼓樓，前

扭晨鐘暮鼓，均有定時，烏拉l做為官民作息之標擊。非整齊性之都市，大體與前者相反，而街道非棋盤

式，小巷倒多為褒底式〈即死巷J 此種種街具有易守難攻兼防盜之效。掛堉立內外均設有煉域大路，以做

攻防之用。

域內及近郊，多係留廣大之良間水塘及池沼，並規劃有系統之大水溝，平時乾潤，故常有乾河沼之街

名。如有戰爭先保護糧源水，源問時徵壯了入城充實屋里產接受訓練（即所謂以農預兵也）。城內之水溝到

守城時洽好納入給水排水之系統。很多城市域內竟有公墓，例如北平之外城西南角至今仍為域內公墓。 ( 

註九〉

CT）都市內主建築物：

在封建時代中央住的是貧簇，周圍是平民，重建都市最大的特徵是最高行政官署位於城市之中心地

點。其﹔1：是孔廟，先賢祠，會館，故台。台前為廣場。再次為商業區手工業區，居民住宅。

的結論

我中華民按自古，就以「夫人合一思想j (man-mature）為人生哲學之主控。 「將實用與自然相調

和，稅人工斯喪自然為厲戒J 這種思想在各朝代建造都市方面，均有十足的表現。 lflf.代廟宇均達站在名川

大山上。除取其「清淨無為J 外，還是取其自然璟境之優美。

吾國？且將「家J 與「庭」兩字合用，家庭這個名辭其用意頗深奧，凡有家者均希望有「庭團」或「庭

院」。住宅中空地無論大小，嗨，喜堆山，挖池，造園，結亭。即將自然最物容於都市住毛璟續中，工E合於

今日之城市鄉付化的約求。

又讀宋代李文叔之洛陽「名園記」，周密之吳興「園林記」可想當年都市內私人園庭之多，與其造圍

技術之高缸，自及都市崇尚綠化之熱。這又是天人合一（man-matu.Ie）思想。自民間反映出確實憑誼。

再看今日人類之趨向，均指向農業工業化之方肉。故今後之都市計劃皆應大處若想，小處著手。寧顧

世人說其狂，不欲後人言之渺，試看古代歷朝首都， j句糞上言相吻合，今日尚存之南京，北平亦不倒外。

市內空地公關。平房大院，連山近水，足以代表我國古代文化，又合於國際對者II市各項需求之水準。

目前正在總統號召推行復興中華文化運動之時，本文足可印證我國古代文化確有復興之必要。並不

是復古。應將我中華文化更使之發揮光犬。就以都市計畫』而論，五千年前之周代首都便有15平方公里之面

積。再以北平為倒到現在ll::仍為我中華民族文化藝來主精華。故此當抗日戰爭，政府西遷重慶﹔！等公總統

一再關照美軍遼東指揮部， 不許轟炸北平， 為的是保存我們的古代文物。

本文涉及朝代頗戲，手邊又欠資料，尚乞先進舉者，不吝指正，無任感荷。

挂一：錯穆教授著「國史大綱」第七頁日「禹都陽域，陽城在崗山下」。

註二：錢穆教授著「國史大綱」第三十頁臼「今河南南陽城南二十里有申城之故址」 。

註三：錢穆教授~「聞史大綱」第五十二頁日「魯凡城二十四且其二十三芭日城J 。

註四：根據（Brearted, Robinson. Hazen）請史學家著之西洋過史日「埃及內斯王朝時代（Me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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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間土縛木造之故址」。

建五：西洋通史（心穌馬連人城市時代自紀元前3050年聖3000年為穌馬連帝國城時代。（2）紀元前2100年

為巴比倫城市時代。（3）古羅馬城建於紀元前753 年。

註六： 「河WiJ Il.P黃河吏河與本流相涯之三角地帶。古文之「的」字，幸運穆教授稱之為11<椏之地。

註七：鑄穆教授著團史大網日， 「戰翅時代中翅 240 國均有域J 0 

註八： 「雄－＇左﹛專云雄為1司時長度1'1－位。

註九：北平原有內外稿城，內城為專制時代之行政區，皇城即在內城，外城為商業區，在外城之西南

角靠城牆一塊土地即為城內公墓，據老北平人說，基分四方每年指定一面tffi死人，不准修建墓誌，待第五

年，再輸此方時，已戶骨無存矣。故稱之萬人坑。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and Features of 

Ancient Cities in China 

by Wang Cheng Shen 

Summary 

I Introduction 

JI The developmeut and location of ancient cities in Chiua and other countries 

][ The outline and size of ancient cities in China 

(1) The outline of ancient cities in China 

(2) The size of ancient cities in China 

(3) The main roads in ancient cities in China 

但j Partions of ancient cities in China 

N The outline and size of reconstructed ancient cities in China 

V Som features of ancient cities in China 

(1) Materials of construction 

(2) The general design of city wall and city gate 

(3) City planning 

(4)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buildings inside ancient cities in China 

VI Conclus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ncient cities in China and modern western cities. 

Some emphasis on the design of modern cit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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