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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古建築的規矩懸水 

 
孫郁興1 

（健行科技大學，本會會員） 

 

 

《周官・考工記》：「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懸，衡者中水。」我國古建築在

圜方立衡的要求就是規矩懸水。事從天下者，皆有法儀。垂百工末技，亦皆有法。本文

擬就有關古建築相關稱法，由我國各經書及相關雜記中，作一耙梳整理的工夫。 

 

一、諸作之法 

    《墨子》：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為方以

矩，為圜以規，直以繩，衡以水，正以懸。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巧者能中

之，不巧者雖不能中，以放以從事，猶愈以己。 

《周官·考工記》：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懸，衡者中水。鄭司農註：治材居

材，如此乃善也。《韓非子》：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成方圜。 

《周髀算經》：數之法出於圜方。圜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萬物

周事而圜方用焉；大匠造制而規矩設焉。或毀方而為圜，或破圜而為方。方者為圜者謂

之圜方；圜中為方者謂之方圜也。 

《周易》：上棟下宇，以蔽風雨。 

《營造法式·看詳》：諸作制度，皆以方圜平直為準；至如八梭之類，及棱、斜、羨、

陊，亦用規矩取法。今謹按《周官·考工記》等修立取圜者以規，方者以矩，直者抨繩

取則，立者垂繩取正，橫者定水取平。 

 

茲集整分列如下： 

 

1. 取徑圍法 

《九章算經》：李淳風註：舊術求圜，皆以週三徑為率。若用求圜周之數，則周少

而徑多。徑一週三，理非精密。蓋術從簡要，略舉大綱而言之。今依密率，以七乘週二

十二而一即徑；以二十二乘七而一即周。諸作已造之物及制度，以周徑為則，如點量大

小，須于周內求徑，或於徑內求周，若用舊例，以「圍三徑一，方五斜七」為據，則疏

略頗多。《九章算經》約斜長修密率。諸徑、圜、斜長依下法：圜徑七，其圜二十有二；

方一百，其斜一百四十有一；八梭徑六十，每面二十有五，其斜六十有五；六梭徑八十

有七，每面五十，其斜一百。圜徑內取方，一百中七十有一；方內取圜徑，一得一。 

 

2. 取正之法 

《詩》：定之方中；揆之以日。註：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也。揆，度也，

─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周禮·天官》：唯王建國，辨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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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考工記》：置標懸視以影，規識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夜考極星，以正朝夕。鄭司

農註：自日出而晝其影端，以至日入既，則為規。測影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審也。

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標，則正南北。日中之影，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 

《管子》：夫繩，扶撥以為正。凡興造，以水平定地面，然後立標測影、望星，以

正四方，與《詩》及《周官·考工記》等經傳相合。 

《營造法式·壕寨制度》：於基址中央，日向置圜版，徑一尺三寸六分；當心立標，

高四寸，徑一分。畫標影之端，記日中最短之影。次施望筒於其上，望日影以正四方。

望筒長一尺八寸，方三寸；兩掩頭開兩圜眼，徑五分。筒身當中兩壁用軸，安於兩立頰

之內。其立頰自軸至地高三尺，廣三寸，厚兩寸。望晝以筒指南，令日影透北，夜望以

筒指北，于筒南望，令前後兩竅內正見北辰極星；然後各垂繩墜下，記望筒兩竅心於地

以為南北，則四方正。 

若地勢偏斜，以影標、望筒取正四方，有可疑之處，則以水池影標較之。其立標高

八尺，廣八寸，厚四寸，上齊；安于池版之上。其池版長一丈三尺，中廣一尺，於一尺

之內，隨標之廣，刻線兩道；一尺之外，開水道還四周，深廣各八分。用水定平，令日

影兩邊不出刻線；以池版所指及立心為南，則四方正。 

 

     3. 定平之法 

《營造法式》：《周官・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懸。鄭司農註：於四角立植而

懸，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莊子》：水靜則平中準，大匠取法焉。

《管子》：夫準，壞險以為平。《尚書·大傳》：非水無以準萬里之平。《釋名》：水，準也；

平，準物也。 

凡興建，須以水準望基四角所立之柱，定地平面，後可安置柱石，與經傳相合。 

《營造法式》：既正四方，據其位置，於四角各立一標；當心安水準。其水準長二

尺四寸，廣二寸五分，高二寸；下施立樁，長四尺，上面橫坐水準。兩頭各開池，方一

寸七分，深一寸三分。身內開槽子，廣深各五分，令水通過。于兩頭池子內，各用水浮

子一枚。方一寸五分，高一寸二分；刻上頭令側薄，其厚一分；浮于池內。望兩頭水浮

子之首，遙對立標處於標身內畫記，即知地之高下。凡定柱礎取平，須更用真尺較之。

其真尺長一丈八尺，廣四寸，厚二寸五分；當心上立標，高四尺。於立標當心，自上至

下施墨線一道，垂繩墜下，令繩對墨線心，則其下地面自平。 

 

4. 築牆之法 

築牆制度，皆以高九尺，厚三尺為祖。每牆厚三尺，則高九尺；其上斜收，比厚減

半。若高增三尺，則厚加一尺；減亦如此之。雖城壁與屋牆、露牆，各有增損，其大概

皆以厚三尺，崇三之為法，正與經傳《九章算經》：「圍三徑一，方五斜七」相合。 

凡露牆，每牆高一丈，則厚減高之半。其上面之廣，比高五分之一。若高增一尺，

其厚加三寸；減亦如之。 

凡抽紝牆，高厚同上。其上面之廣，比高四分之一。若高增一尺，其厚加二寸五分。 

合上三項，成為歷代建壕寨之法。 

 

5. 定功之法 

《唐六典》：役有輕重，功有長短。註：以四月、五月、六月、七月為長功；以二

月、三月、八月、九月為中功；以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為短功。 

夏至日長有至六十刻者，冬至日短止於四十刻。若一者定功，則枉棄日刻甚多。《唐

六典》修立如下:稱「功」者，謂中功，以十分為率；長功加一分，短功減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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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功者，謂四月、五月、六月、七月；中功者，謂二月、三月、八月、九月；短功

者，謂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內功者，限以軍工計定，雇人造作，減軍工三分

之一。本功者，以本等所得功十分為準。 

 

6. 舉折之法 

《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葺屋三分，瓦屋四分。唐 柳宗元《梓人傳》：畫宮於堵，

盈尺而曲盡及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先以尺為丈，以尺為寸，以分為寸，

以厘為分，以毫為厘，側畫所建之屋，于平正壁上，定其舉之峻慢，折之圜和，然後可

見屋內樑柱之高下，卯眼之遠近。一舉折、二峻。 

舉屋之法：如殿閣樓台，先量前後簷方心，相去遠近，分為三分，從簷方背至脊背

舉起一分，如埇瓦廳堂，即四分中舉起一分，又通以四分所得丈尺，每一尺加八分。若

埇瓦廊屋及反瓦廳堂，每一尺加五分；或反瓦廊屋之類，每一尺加三分。 

折屋之法：以舉高尺丈，每尺折一寸，每架自上遞減半為法。如舉高二丈，即先從

脊背上取平，下至簷方背，其第一縫折二尺；又從第一縫背取平，下至簷方背於第二縫

折一尺；若椽數多，即逐縫取平，皆下至簷方背，每縫並減去上縫之半。如取平，皆從

磚心抨繩令緊為則。如架道不勻，即約度遠近，隨宜加減。若八角或四角鬥尖亭榭，自

簷方背舉至角梁底，五分中舉一分，至上簇角梁，即二分中舉一分。 

簇角梁之法：用三折，先從大角梁背自簷方心，量向上至棖杆卯心，取大角梁背一

半，並上折簇梁，斜向棖杆舉分盡處；次從上折簇梁盡處，量至簷方心，取大角梁背一

半，立中折簇梁，斜向上折簇梁當心之下；又次從簷方心立下折簇梁，斜向中折簇梁當

心近下，其折分並同折屋之制。 

 

二、城牆柱礎 

《說文》：城，以盛民也。墉，城垣也。堞，城上女垣也。《博物志》：禹作城，強

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自禹始也。《五經異義》：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

伯五仞，子男三仞。《公羊傳》：五版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釋名》：城，盛也，

盛，受國都也。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城上垣，謂之睥睨，言中孔中睥睨非常也；

亦曰陴，言陴助城之高也；亦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于丈夫也。《周

官·考工記》：匠人建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王宮門阿之制

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管子》：內以為城，外以為郭。《禮記・月令》：

每歲孟秋之月，補城郭；仲秋之月，築城郭。 

《釋名》：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垣，援也，人所依止以為援衛也；墉，容也，

所以隱蔽形容也；壁，辟也，所以辟禦風寒也。《周官·考工記》：匠人為溝洫，牆厚三

尺，崇三之。鄭司農註：高厚以是為率，足以相勝。《尚書》：既勤垣墉。《淮南子》：舜

作室，築牆茨屋，令人皆知去嚴穴，各有室家，此其始也。《春秋·左氏傳》：有牆以蔽

惡。《爾雅》：牆，謂之墉。一牆、二墉、三垣、四壁。 

    侏儒柱——《論語》：山節藻梲。《魯·靈光殿賦》：胡人遙集於上楹。楊雄《甘泉賦》：

抗浮柱之飛榱。一侏儒柱、二浮柱、三上楹、四蜀柱、五梲。斜柱——《長門賦》：離

樓梧而相樘。《釋名》：牾，在梁上，兩頭相觸牾也。《義訓》：斜柱謂之梧。《魯·靈光殿

賦》：枝樘杈枒而斜據。一斜柱、二梧、三叉手、四枝樘、五迕。《淮南子》：山雲蒸，

柱礎潤。一礎、二礩、三磉、四磩。《詩》：有覺其楹。《春秋·莊公》：丹桓宮楹。《說文》：

楹，柱也。《釋名》：柱，住也。楹，亭也；亭亭然孤立，旁無所依也。齊魯讀曰輕；輕，

勝也。孤立獨處，能勝任上中也。一柱、二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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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宮闕殿材 

《易·繫辭下》：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之以宮室，上棟下室以待風雨。《詩》：

作予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禮記・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爾雅》：宮謂

之室，室謂之宮。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

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宧，東南隅謂之窔。《墨子》：古之民，未知為宮室時，就陵阜而居，

穴而處，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為宮室之法曰：宮高足以辟潤濕，邊足以圉風寒，上足

以待霜雪雨露；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白虎通義》：黃帝作宮。《說文》：宅，所

托也。《風俗通義》：自古宮室一也。漢來尊者以為號，下乃避之也。 

《周官》：太宰以正月，示治法于象魏。《春秋・公羊傳》：天子諸侯台門；天子外

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爾雅》：觀，謂之闕。《白虎通義》：門必有闕者何？闕者，所

以釋門，別尊卑也。《風俗通義》：魯昭公設兩觀於門，是謂之闕。《說文》：闕，門關也。

《釋名》：闕，闕也，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觀，觀也，於上觀望也。《博雅》：

象魏，闕也。《義訓》：關，謂之闕；闕，謂之皇。 

《蒼頡篇》：殿，大堂也。《禮記》：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墨子》：堯舜，堂高三尺。《說文》：堂，殿也。《釋名》：堂，猶堂堂，高顯貌也；殿，

殿鄂也。《義訓》：漢曰殿，周曰寢。《博雅》：堂堭，殿也。 

《周官》：任工以為飭材事。《史記》：山居千章之楸。《漢書》：將作大匠屬官有主

章長丞。《說文》：栔，刻也。《傅子》：構大廈者，先擇匠而後簡材。弁蘭《許昌官賦》：

材靡隱而不華。《呂氏春秋》：夫大匠之為宮室也，景小大而知材木矣。一章、二材、三

方桁。 

 

    2. 樓亭台榭 

《淮南子》：延樓棧道，雞棲井幹。《史記》：方世言于武帝曰：黃帝為五城十二樓，

以侯神人。帝乃神明台井幹樓，高五十五丈。《說文》：樓，重屋也。 

《說文》：亭，民所安定也。亭有樓，從高省，從丁聲也。《釋名》：亭，停也，人

所停集也。《風俗演義》：春秋國語有寓望，謂今亭也。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

留也；今有語「亭留」、「亭待」，蓋行旅宿食之所館也。亭，亦平也；民有訟諍，吏留

辦處，勿失其正也。 

《爾雅》：無室曰榭。觀四方而高，曰台；有木，曰榭。《釋名》：台，持也。築土

堅高，能自勝持也。《漢書》：坐皇堂上。《老子》：九層之台，起於累土。《禮記·月令》：

五月，可以居高明，可以處台榭。 

 

三、枓栱棟梁 

   《論語》：山節藻梲。《說文》：櫨，柱上柎也。栭，枅上標也。《釋名》：櫨在柱端。

都盧，負屋之重也。枓，在欒兩頭，如斗，負上隱也。一枓、二櫨、三栭、四楶、五遝。 

   《釋名》：欒，攣也；其體上曲，攣拳然也。薛綜《西京賦》：欒，柱上曲木，兩頭

受櫨者。《爾雅》：閞謂之槉。一栱、二欒、三欂、四槉、五閞、六曲枅。 

    《易》：棟，隆吉。《爾雅》：棟，謂之桴。《儀禮》：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楊

雄《方言》：甍謂之溜。《說文》：極，棟也。棟，屋極也。甍，屋棟也。《義訓》：屋棟，

謂之甍。一棟、二桴、三極、四檁、五甍、六棼、七槫、八櫋。 

    司馬相如《長門賦》：委參差以鏮梁。《西京賦》：抗應龍之虹梁。《釋名》：梁，強

梁也。何晏《景福殿賦》：雙枚既修。《義訓》：梁謂之欐。一梁、二欐、三杗廇。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19期（2014年 12月） 

 

 

61 

 

1. 飛昂陽馬 

何晏《景福殿賦》：飛昂鳥踴。劉梁《七舉》：雙覆井菱，荷垂英昂。《義訓》：斜角

謂之飛昂。一飛昂、二英昂、三斜角、四下昂。 

《爾雅》：直不受簷，謂之交。何晏《景福殿賦》：承以陽馬。《考工記》：殷人四阿

重屋。張景陽《七命》：陰虯負簷，陽馬翼阿。一陽馬、二闕角、三角梁、四梁枺、五

觚棱。 

 

2. 華表鉤闌 

《說文》：桓，亭郵表也。《前漢書》註：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

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版，貫柱四出，名曰桓表。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

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顏師古云：即華表也。 

《魯・靈光殿賦》：長塗升降，軒檻蔓延。《博雅》：闌檻，櫳梐牢也。《漢書》：朱

雲忠諫攀檻，檻折，及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一鉤闌、二欞檻、三

櫳、四闌楯、五柃、六階闌、七軒檻、八梐牢。 

 

3. 枓八藻井 

《西京賦》：蔕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魯·靈光殿賦》：圜淵方井，反植荷蕖。

《風俗演義》：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菱。菱，水物也，所以厭火。沈約《宋書》：殿屋

之為圜泉方井兼荷華者，以厭火樣。一藻井、二方井、三圜泉。今謂之枓八藻井。 

 

四、椽簷塗柎 

    《易》：鴻漸於木，或得其桷。《春秋・左氏傳》：桓公伐鄭，以大官之椽為盧門之

椽。陸德明《春秋·左氏傳音義》：圜，曰椽。《爾雅》：桷，謂之榱。《甘泉賦》：琁題玉

英。《說文》：秦名為屋椽，周謂之榱，齊魯謂之桷。一椽、二桷、三榱。椽每架平不過

六尺。殿閣，或加五寸至一尺五寸，徑九份至十份；廳堂椽徑七份至八份，餘屋徑六份

至七份。長隨架斜；至下架，即加長出簷。每槫上為縫，斜批相搭釘之。布椽，令一間

當心；若有補間鋪作者，令一間當耍頭心。若四俳徊轉角者，並隨角梁分佈，令耍頭疏

密得所，過角歸間，並隨上中架取直。其疏密以兩椽心相去之廣為法：殿閣廣九寸五分

至九寸；副街廣八寸五分至九寸；廳堂廣八寸五分至八寸；廊庫屋廣八寸至七寸五分。

屋內有平棋，即隨椽長短，令一頭取齊，一頭放過上架，當椽釘之，不用截短。 

    《易繫辭》：上宇下棟，以待風雨。《禮記·明堂位》：複廟重簷，天子之廟飾也。《方

言》：屋梠，謂之欞。《說文》：秦謂屋，聯邊曰楣，齊謂之簷，楚謂之梠。橝，屋梠前

也。庌，廡也。宇，屋邊也。《博雅》：楣，簷欞梠也。一簷、二宇、三楣、四屋垂、五

欞、六梠、七廡、八樀、九庌、十槾、十一橝、十二樀、十三庮。造簷皆從椽簷心出，

如椽徑三寸，即簷出三尺五寸；椽徑五寸，即簷出四尺至四尺五寸。簷外別加飛簷。每

簷一尺，出飛子六寸。其簷至次角補間鋪作心，椽頭皆生出向外，漸至角梁：若一間生

四寸；三間生五寸；五間生七寸。其角柱之內，簷身亦令微殺向裏。飛子，椽徑十分，

則廣八分，厚七分。各以其廣厚分為五分，兩邊各斜殺一分，底面上留三分，下殺二分

皆；以三瓣卷殺，上一瓣長五分，次二瓣各長四分。尾長斜隨簷。飛魁，廣厚並不越材。

小連簷廣加栔二份至三份，厚不得越栔之厚，上留八份，以三瓣卷殺，每瓣長四份。 

《論語》：糞土之牆，不可杇也。《說文》：墐，塗也。杇，所以塗也。秦，謂之杇；

關東，謂之鏝。《爾雅》：鏝，謂之杇，地，謂之黝，牆，謂之堊。《釋名》：泥，邇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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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水沃土，使相黏近也。《義訓》：塗，謂之塓，塓，謂之壟，仰，謂之洎。一泥、二塗、

三墐。 

《說文》：棼，複屋棟也。《義訓》：複棟，謂之棼。《魯·靈光殿賦》：狡兔跧伏於柎

側。一柎、二複棟、三替木。 

 

1. 搏風鋪作 

《儀禮》：直于東榮。《甘泉賦》：列宿乃施于榮。《說文》：屋梠之兩頭起者為榮。《義

訓》：搏風，謂之榮。一搏風、二榮。 

漢《伯梁詩》：大匠曰：柱枅欂櫨相支持。《景福殿賦》：桁梧複迭，勢合形離。徐

陵《太極殿銘》：千櫨赫奕，萬栱崚層。李華《含元殿賦》：雲薄萬栱。 

 

2. 磚瓦階井 

《詩》：中唐有甓。《爾雅》：瓴甋，謂之甓。一甓。二瓴甋。 

《詩》：乃生女子，載弄之瓦。《說文》：瓦，土器已燒之總名也。《古史考》：昆吾

氏作瓦。《博物志》：桀作瓦。一瓦、二甍。 

《說文》：除，殿階也。階，陛也。阼，主階也。陛，升高陛也。陔，階次也。《釋

名》：階，陛也。陛，卑也，有高卑也。天子殿謂之納陛，以納人之言也。階，梯也，

如梯有等差也。《博雅》：戺，砌也。一階、二陛、三陔、四甋。 

《周書》：黃帝穿井。《世本》：化益作井。《說文》：甃，井壁也。《易繫傳》：井，

通也，物所通用也。《釋名》：井，清也，泉之清潔者也。 

 

3. 彩畫平坐 

《周官》：以猷鬼神祇。《世本》：史皇作圖。《爾雅》：猷，圖也，畫形也。《吳都賦》：

青瑣丹楹，圖以雲氣，畫以仙靈。 

張衡《西京賦》：閣道，穹隆。《義訓》：閣道，謂之飛升，飛升，謂之墱。《魯·靈

光殿賦》：飛升揭孽，緣雲上征；中坐垂景，俯視流星。一閣道、二飛陛、三平坐、四

鼓坐、五墱道。 

 

五、門窗屏風 

    《易》：重門擊析，以待暴客。《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詩義》：橫一木作門，

而上無屋，謂之衡門。《公羊傳》：齒著於門闔。《說文》：合，門旁戶也。閨，持立之門。

上圜下方，有似圭。《聲類》：曰：廡，堂下周屋也。烏頭門——《唐六典》：六品以上，

仍通用烏頭大門。唐 上官儀《投壺經》：第一箭，謂之初箭，再入，謂之烏頭，取門雙

表之義。《義訓》：表揭、閥閱也。一烏頭大門、二閥閱、三表楬。今稱欞星門。 

《考工記》：四旁兩夾窗。《爾雅》：牖戶之間，謂之扆。《說文》：窗穿壁，以木為

交。窗向北出，牖也。在牆曰牖，在屋曰窗。欞，楯間子也。櫳，房室之處也。《釋名》：

窗，聰也，於內窺見外，為聰明也。 

《禮記》：天子當扆而立。天子負扆，南鄉而立。《周官》：掌次設皇邸。《爾雅》：

牖戶之間，謂之扆，其內，謂之家。《釋名》：屏風，言可以屏障風也。一皇邸、二後版、

三屏風、四扆。 

 

1. 拒馬叉子 

《周官·天官》：掌舍設梐枑再重。《義訓》：梐枑，行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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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梐拒、二梐枑、三叉馬、四拒馬叉子。 

 

2. 鴟尾爵頭 

《譚賓錄》：東海有魚虯，尾似鴟，鼓浪即降雨，遂設象於屋脊。 

《釋名》：上入曰爵頭，形似爵頭也。一爵頭、二耍頭、三胡孫頭。 

 

3. 兩際平棋 

《爾雅》：桷直而遂，謂之閱。 

《史記》：漢武帝建章後合，平機中有騶牙出焉。一平棋、二平機、三平起。以方

椽施素板者，謂之平闇。 

 

結語 

圜方直水者，直以規矩繩平應和，城牆柱礎、枓栱棟梁、椽簷塗柎、門窗屏風等，

於歷代經典雜著中，確皆有所因由引述。經此一集整得知，悠久的中華文化，即便在古

建築的規矩繩平言論中，亦閃爍著深層的智慧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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