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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守令圖》的地圖要素   
 

孫兆中、徐勝一 

（本會會員） 

摘要 沈括的製圖七法，是地圖學的基本要素，因適用目標不同，所繪地圖重點也有不

同程度之差異。沈括改進《飛鳥圖》的製圖六法成為七法的基礎，繪製了《守令圖》，

雖然《飛鳥圖》及《守令圖》已不存在，然而近年出土繪於公元前 168 年的漢墓《馬王

堆地形圖》，後沈括時代繪製於公元 1136 年的《禹跡圖》，繪製於公元 1602 年的《坤輿

萬國全圖》，加上現代各種應用地圖特別是軍用地圖，這些地圖內容都反映了沈括的製

圖七法，本文將檢視這些地圖所包含的製圖要素並說明製圖七法之意義。 

關鍵詞：沈括、製圖基本要素、守令圖、飛鳥圖 

 

一、前言 

古代及現代的交通與水利建設、行政與農業區劃、甚至軍事布局與推演等之實施，

必須要有精準地圖做為參考。沈括（1031-1095 年）在《夢溪筆談•補筆談卷三•雜志》

謂「予嘗為《守令圖》，雖以二寸折百里為分率，又立准望、牙融、傍驗、高下、方斜、

迂直七法1，以取鳥飛之數。圖成，得方隅遠近之實，始可施此法。分四至、八到為二

十四至，以十二支、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八干、乾坤艮巽四卦名之。使後世圖雖亡，得予

此書按二十四至以布郡縣立可成圖毫髮無差矣。」 沈括所云的製圖七法乃是沿用西晋

裴秀(224 年-271 年)「製圖六體」，然而《飛鳥圖》及《守令圖》2均已不存在，但其所

用的製圖要素卻包含在許多著名的地圖中，在此就讓我們檢視下列地圖。 

 

二、《馬王堆地形圖》 

馬王堆地形圖3乃是 1974 年在湖南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是繪在絲帛上一幅長寬各 96

厘米的正方形地圖，它是漢初長沙國南部及南越王趙佗占據地區的地形圖，範圍相當於

今天廣西全州、灌陽以東，湖南新田、廣東連縣以西，北至湖南新田，南至南海4，地

形圖唯一與現代通用地圖相反的是，其圖幅所示的方位為上南下北，左東右西。該圖概

略的比例約為一寸折十里（1:180000），圖中內容豐富，繪畫精細，表示了山、川、邑、

路等，並且用統一圖例表示了當時的居民點、道路、河流、山脈等分布情況，圖中水系

表示得詳細而突出，圖上繪有大小河流三十多條，主、支流關係明確，河流與地形的關

 
孫兆中，台灣師大歷史系碩士班在讀，電郵：a379379123@yahoo.com.tw；徐勝一:中華科技史學

會會員、臺灣師範大學退休教授。電郵：sihsu3328@gmail.com 

 
1
 胡道靜（1913-2003）根據五個版本校勘，認定「七」為「之」之誤訛。 

2
 《夢溪筆談•補筆談卷三•雜志》:地理之書，古人有《飛鳥圖》，不知何人所為。所謂「飛鳥」

者，謂雖有四至里數，皆是循路步之，道路迂直而不常，既列為圖，則里步無緣相應，故按圖別

量徑直四至，如空中鳥飛直達，更無山川回屈之差。 
3
 西漢文帝十二年（公元前 168 年）以前製作。 

4
 陳正祥(1976)，〈中國古代地圖學之發展〉，《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8 卷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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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描繪得當。圖中水系的主要部分，與現代地圖的河流系統、流向及彎曲度也都很接近，

尤以河流和聚落最為詳細。此地形圖除了沒有政區界限及土壤植被外，已經具備了現代

地圖的基本內容，此圖最顯著的是湘江水系與西江(灕江)水系南北分流的特性，也是南

糧北運的最佳地形，秦朝開鑿的靈渠(此圖範圍東界外)是一個例子。 

 

圖一 A、 馬王堆漢墓地形圖原圖      圖一 B、考古學家重繪的漢墓地形圖 

 

二、《禹跡圖》 

《禹跡圖》—歷史上第一張用座標格標示比例尺的地圖。《禹跡圖》的年代可以上

溯至宋朝（公元 960-1279 年）這張地圖刻在一塊石碑上，中國的輪廓描繪得出奇地正

確，特別是河流和海岸。5整張圖被分割成 5000 多個方格，每個方格的邊長為 100 里，

其比例大約為五百萬分之一。在石碑上打方格刻畫地圖是一種高難度的技術性工作。不

過，不懂製圖技術的使用者可以用拓印法複製這種地圖，大量通行於民間。 

《禹跡圖》標示著 380 個行政區，近 80 條河流，近 70 個山脈，還有 5 個標名湖泊。

《禹跡圖》借尚書之禹貢篇繪成圖，當中有唐代地名，底本應該更古老。用途可能提供

府學教授之用。宋代繪刻的《禹跡圖》6，是中國現存最早的石刻地圖之一，原石刻現

在保存在陝西西安的碑林中。 

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地圖部所藏最早的中國地圖是 1136 年刻繪的《禹跡圖》的十九

世紀拓本。1136 年的《禹跡圖》刻石上撰寫「阜昌七年四月」（南宋紹興六年四月），圖

縱 114 公分，橫 114 公分，禹跡圖「計里畫方」的方法繪製，圖名標示：「每方折百里」。

因此該圖包含明顯比例尺的分率、可以計算面積的方斜和迂直。雖然沒有標示指北方

向，但在山東半島南邊海域，標示「海」字，即是東海，如此其他南北西東的方向就可

辨別了。 

山東半島及海南島位置大抵正確，但其形狀略微變形。黃河奪淮在南宋建炎二年

（1128 年）至清咸豐五年（1855 年）間以淮河的河道作出海口的歷史7。此圖刻繪於 1136

年，推測此圖基圖在黃河奪淮之前已製成。欽州廉州以北一千里處，在都龐嶺與越城嶺

 
5 圖文摘自《地圖大歷史》 
6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5/52/Yuji_tu_-_enhanced_contrast.png 
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4%E6%B2%B3%E5%A4%BA%E6%B7%AE 黃河奪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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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畫一橫線，表示湘水與灕水兩江上游連繫在一起，這就是秦朝開鑿的廣西靈渠運河。 

 

 

 

 

 

 

 

 

 

 

圖二、南宋紹興六年四月(1136 年)

石刻拓本《禹跡圖》 

 

三、《坤輿萬國全圖》 

明神宗萬曆十二年（1584 年），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到達廣東肇慶，編制《山海輿

地全圖》，由王絆首刻於肇慶。萬曆二十九年（1601 年），利瑪竇抵京師獻圖，深受明神

宗喜愛。此圖後經多次重繪，最後於萬曆三十年（1602 年），由太僕寺少卿李之藻出資

刊行，刻印於北京，改曰《坤輿萬國全圖》8。此圖高 5 英尺（1.52 米），寬 12 英尺（3.66

米），該圖並非以中國為中心，中國位於地圖中間線偏左的地方。 

《坤輿萬國全圖》原為六幅，後來裝裱為一幅。萬曆三十六年（1608 年），明神宗

下詔摹繪 12 份，傳於現世，原圖可能隨葬明定陵。此圖乃是中國第一幅繪有完整經緯

的世界地圖，在地理學和製圖學界具有重要位置，提供全球海洋大約之經緯範圍。此圖

四方各置「九重天圖」、「天地儀圖」、「日月食圖」、「中氣圖」9等圖表，這些是地球科

學及天文學的基本知識。 

《坤輿萬國全圖》成圖於大航海時代之後約一百八十年，可以肯定圖中有些島嶼、

海洋、山川等名稱，乃是鄭和、迪亞士、達伽馬、哥倫布、麥哲倫等先行者，以及其後

葡萄牙、西班牙、英、法等國的航海記錄堆砌而繪成的。 

 
8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D%A4%E8%BC%BF%E8%90%AC%E5%9C%8B%E5%85%

A8%E5%9C%96 坤輿萬國全圖 
9《坤輿萬國全圖》源流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87371-10015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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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傳入日本並經抄繪上色的「坤輿萬國全圖」 

 

四、現代軍用地圖 

江陰縣地形圖係1961年美國陸軍製圖局根據中國參謀總部陸地測量局民國25年繪

製的江蘇省五萬分之一地形圖。全圖約為 1 公尺見方，由於現代印刷科技比古代進步，

可以容納更多色彩、大小中英文字體，方圖上下左右加註更多的說明與註釋。現代軍事

地圖內容符合沈括的地圖要素，而且更詳細精緻，提供軍隊行軍紮營及作戰等方面之參

考。 

由於現代軍用地圖印製精細，一平方米紙面內要載明數百平方公里範圍內的自然與

人文景觀，信息量相當龐大，有時還得借助放大鏡來閱讀，圖中每方格為一公里見方。

限於篇幅，圖四僅能略示江陰縣地形圖之大致擺設(如圖四 A)，其上方置有圖名、圖號、

比例尺，下方置有比例尺換算表、各種指北方位、圖幅接合表、以及製圖單位及基圖來

源等說明，圖左置有大量圖例與說明，圖右提供詞彙與行政界線說明。圖內標明寬窄不

同的鐵路與公路，以及學校、王陵、醫院、寺院、廟宇所在地，也標明水田、濕地、樹

林、農場、蔗田、旱田等符號，甚至長江水域水下的孤石、沈船處所、燈塔、防波堤、

大小船隻投錨所等位置。 

圖四 B 為石牌港以東部分之陸地地形圖及長江水深狀況圖，顯示道路、地界、村

名、民宅(小黑點)，長江水域之等深度線以及陸上山丘的等高線。 

  

圖四 A、現代軍用地圖-----江陰縣地形圖 圖四 B、江陰縣石牌港東南(取圖四 A紅框

線範圍放大)之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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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圖要素/現代名稱 《馬王堆地形圖》 《禹跡圖》 《坤輿萬國全圖》 《江陰縣地形圖》

分率/比例尺 一寸折十里

（1:180,000）

每格邊長折百里

(1:5,000,000)

以經緯度計算南北

東西距離

可換算公制英制距離

(1:50,000)

準望/指北符號 南海為圖之南 東海為圖之東 南北極 正北、方格北、磁北

牙融/圖幅接合表 (無) (無) (無) 列有主圖附近地區圖號

傍驗/圖例說明 (無) 無，但圖中註明

繪製年代

圖內圖外詳細標註

各類說明

主圖四圍標註各類說明

，仔細而多樣

高下/等高線 無，但有山川 無，但有山川 (無) 陸地標明等高線、河流

標明等深線

方斜/南北方格 (無) 有 以經緯度示之 每格面積一平方公里

迂直/里程 (無) 可用微滾輪估算 (無) 可用微滾輪估算

五、沈括製圖要素之綜合解說 

沈括七項製圖要素若依上述古今地圖所展示內容而言，大致可綜合解說如下： 

(一)分率：即比例尺之概念，大比例尺如江陰縣軍用地圖的五萬分之一、中比例尺如行

政區劃《馬王堆地形圖》的十八萬分之一，小比例尺如《坤輿萬國全圖》以緯度一度廣

二百五十里計，地球一週圈為九萬里。 

(二)準望：即指北針定位表，10取天干十位、地支十二位、八卦四位，共二十四方位。

軍事地圖還提供正北(北極)、磁北、方格北之方向。然而一般民用交通圖或行政圖，因

範圍不廣，用指北針展示方向已足夠指示東西南北之方位。 

(三)牙融：參考文獻裡查不到牙融定義，本文認為其意即是將小圖拼成大圖的接合原則

與方法，一張大圖因攜帶不便，常常拆卸成數張小圖方便攜帶，譬如一本《台灣地圖大

全》，11包含 369 市區鄉鎮之道路銜接，必須註記道路往何處去作為騎縫，如牙齒之咬合。

本文所引用四幅地圖中，僅江陰縣置有圖幅接合表，可視為地圖之牙融。 

(四)傍驗：即是圖例與說明，在地圖旁邊另以文字註釋圖之內容。《坤輿萬國全圖》在圖

內圖外空白處，填入大量資料訊息。軍用地圖則註明道路與鐵路之寬窄、線界位置、水

利設施、土地利用等細節，以及村莊、農田、沼澤、村落的位置。 

(五)高下：表地勢高低，即今圖之等高線。古代地圖以山脈河流表示地勢高低，今圖一

般以等高線示之，軍用地圖在長江水域還標有等深度線。地形圖中有等高線與等深度線

表示山丘高低及河流深淺，對交通建設及軍隊行軍作戰是非常重要的。 

(六)方斜：可估計距離及區域面積，《禹跡圖》及軍用地圖的方格線可以直接計量南北向

及東西向距離，或是方塊內面積。《坤輿萬國全圖》則有經緯度標線，也可以約略計算

出陸地及洋面的經緯距離及涵蓋面積。 

(七)迂直：迂直乃截彎取直之意，兵法云「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故迂其

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 」。彎彎曲曲的山脈、河川、道

路若能度量兩端點直線距離，有利於軍事戰備或交通建設。在有比例尺的廣幅地圖上，

可用微型小滾輪量測器在曲線上測量距離，是地形實驗室常用之工具。 

最後我們比較《馬王堆地形圖》、《禹跡圖》、《坤輿萬國全圖》、及《江陰縣地形圖》，

將沈括在夢溪筆談中定義的製圖七要素列表如下： 

 
10 《守令圖》以天干八位(去戊己兩位)、地支十二位、八卦四位(取乾坤艮巽)共得二十四位。 
11 參閱大輿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地圖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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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地圖之製作隨印刷科技與測量技術之進步而改變，也隨用途目的而有偏重，行

政圖著重區劃、交通圖著重道里、海運圖著重方位、軍用圖要求最高。在今日衛星定位

(GPS)科技時代，其精準度在數公尺以內，而且地勢高下、聚落多寡、植被種類、道路

曲直等，在衛星鏡頭之下一覽無遺，其應用範圍既廣又深，可以造福生計，也會提供軍

事攻擊精準而荼炭生靈，不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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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ographic Elements Required in a Garrion Map ---by 

Shen Kuo in Song Dynasty 

    
Chao-Chung Sun, Sheng-I Hsu 

（Members of CAHS） 

 

 

Abstract: There were seven basic rules for drawing a cartographic map as offered by Shen 

Kuo in Sung Dynasty (AD 1031-1095), and each map might have a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rules with its usage. He referred to the Bird-View-Map and drew a Garrion Map by adopting 

these basic rules he set up, but unfortunately both maps have ceased to exist. 

This paper selects four maps that include the MaWangDuoi Topographic Map drown in the 

year of 168 BC and unearthed in AD 1978, the YuGhi Map made in AD 1136, the Kunyu 

World Map made in AD 1602, and the modern military map, in order to illustrate these basic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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