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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有優點也有缺點，

提高帝王的威嚴、

音?直到秩序的完整與宏大、內部道路的寬鼠，血

來，都是台今世界一等的大都市。自

主是平按京、京都平安京。

然而，結文帝在吾有皇二年計量在1短設這街都城菇，

懷右某種「都市豈是懿J (City Plan)的還想呢 ?

的是這種理想抱負在f陷害」地理志主X f新唐 重要」

「舊舊唐言書J的地運志以及其他有關陷代大興誠、

誠的文獻中都沒有記載。但是，若說新吉早已新建之時，

-1頁殼的方針 ， 部也是極不可能的 。

中E單一般都市的形成可分為兩大類恕，首都亦然。

一種是依吾吾自然發展的結果加以市度重要治，之後在I!.!l

崗以披星星，而整頓或者寇冕形式的首都，

都長安拔為例。i':'i漠首都長安絕非自

造的，前是利歸泰代以來潛水南方饒有的帝王離宮、

或是沿用諸宮骰殷位i逐年修建，而使之更壯嚴。

靜的再存在，歷經十餘載的歲月，人民聚居而成為大都市

又加以相當的市!直接洽，華主商時更苦長造了信]闋的城牆，

完成了百i莫首都的大里話。其證載:白米王起宮、

來探討其為明確。漢代之「三勸告策串連J (作各俟名〉

, i真穹條曰 :

長樂宮。本;素之與樂雪也。 1頁亟需始E碧綠銬。

長哲在當紋。從居長安域。三輪l'!i~宮殷疏皆曰。與

樂宮秦始皇造。 1'Ii修飾之。

去央賞。漢子琴思。高祖七年蕭何途末央宮。

北E超前設紋路太倉。上見其壯麗之甚。

何勞苦一數直是。成敗未可知楚。何;白宮室過度也。

自fJ~{~慈善諾f1;與樂霄，加以士色，革m盆，而以鴻台、錦華敏

:單室殼、 i琶宮敏、直是秋敏、永書等殿、

成為長樂宮，大約是在高噓一七年(前元二。一年〉之

紋，其主iI;程位豈是受奏代與樂宮的位在章所趨限。

未央莒雖然不是特別和為~代宮單盡量每址，

人為及傳統因素哥哥pg1樹，但是活用有普普

，她仍受天然地勢的限制來決定義位渣。長樂、朱

宮位絞東西柏濕，主主FdJ的空~:tili以及兩宮悶在單

E拉第 、 平民往家 、 路舖等等的聚集 ， 如此 ， 即仍是自

展成的辛苦都;至於其成星星如 fi1幫主要」蔥帝本紀所記

﹒前後分五次吾吾造，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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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首都長安說裁者;市市言，它的i假假從j£溢的織結

是音代替毛部長安按是沿舟聽艾帝巨的皇三年(百元至八二

年〉六月哥哥廷的新都皇室主畫研成的，主主不贊言。路代的新

部部窮代的妥安放是白宮線、皇城(俗桔子誠〕、外郭城

三部分權威，一放過稱嫣軾的為大興誠，唐朝的為長安放

或京自開放。但盟主絡地說，衛星告所謂的宮按擋的是宮城部分

，皇城擋的是皇鐵車主外線部分，而F古代大損域及唐代長安

按所擋的只是外郭城部分爾巴。這種說法是很蟻來韌來敏

求之「長安志j卷七、唐京城條，其文如下:

外郭龜兔(路回大興紋。文管初對大典公。及部位以

名或耳語門設齒地及寺蒜、 E吾臼長安域。可亦自京都域

。〉東西一十八E是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一十五星一百

七十五步。飼六十七望。其樂:丈八尺。(除開皇二

年祭。永敏1Z'li!"吾吾天下口貌一錢。更主主之。〉

直至此，給代夫與被指的只是外郭城這一部分，逆不包括宮

城與學坡;唐代長安按所指亦同。但本文為求方便起兵，

沿用了當時及後代的一般道稽，將宮城、三是誠、外郭城約

草互之為「鑄代大興城」、 fJ!it代表安城 J 0

其次， p)i'j代大興城為唐代車運用以來，坊普普及其他

先頂多少有所發動，其中 Jtf§J3穎的是當絨東北按郭外

新挂了大WJ '2; gn~蒸宮，§]此兩國王: r~中的正 r~丹廠內

r!J Hlf新投右大街道 ， 部 ;i毒攻站著坊分割成立起 草毒 、 光宅二坊

，}j{j Jht丹、結坊分認為永昌、予 k庭二 t信 ; 2言，誠、是:城來 E吾爾

頓j各坊 ， NfWl1二東西究為六百至1 卡步 ， 的在此便產生了例外

的回街小坊。從 1年切按北側的興起草坊全部，永、安

然二tJJ之首i話j jj.'Z至n有部及其回 1111游業坊的孩都是與星星宮的

i軒在 ， 品:; gO俗稱的F.J P'J ; j墨攘的設立才;;fJg-- 7U擊 ， 但若

討論這些變動，在本文對其「首都音|設J ( Capital

City Plan )f1'Jffi懿評論時合法生阪大的詩嗨 ， 丘吉此不

幸更加以詳細說賜。

此外，廚代長安放幾乎完全沿幸運丁的代大興紋，所以

討論唐代長安誠的都市計鄧鋒的討論F古代大與誠的都市計

戳，也比以「從中皇軍曾有諾言十主持史說隔代大興城」作為本文

怨自應較適旬，但是大真誠在F古代是幸芳草草， ·Jj} l，守土仍

以家都洛陽為2言論，車走具蠶豆是1生 ; rR且給f1;不過Jji緩的二

十八年;反之，唐代表安獄是寶路的首都，路中VJ國祥有二

百八十多年之久，上l唐代長安放給呼此一溜:主主較為一般人

哥哥熟悉，各方便起晃故以此命是H '向論說者一諮華是詠室主。



指導方針是很清楚的，只知將街道規章罰j成祺章里式而已。就童子羹。鬥人皆下馬。故謂之下為霞。諺為核藝紋。

當吾吾城牆築設的計費i惹來，絕非長方形或正方形，而是一而唐代自扇易的「琵琶行」詩中亦提到:

種不知其所以然的不想里u形式。部北邊城牆中有治城門、自言本主畫家城女。家在車趕著接下益。十三學得琵琶

東有利挨門，由此向東延伸的城壁刻向北方凸出。南邊城成。各屬教坊第一部。由罷常畫畫著才2宜。

擒，其中的被盎r~、安門、西安門並不在同一菜茁車路上此蝦摹~遺存在常樂坊，可作為搞代大興坡、話代長安琪

，第近中央安門的部分嚴向海突出，東邊碧藍蟲門至串連且u是的能績是在以往普車長安城東南部郊螂墳地的-~說話坊。當重

最偏北的部分，習個i茜安門部分位最介於前二者之間，然「長安志j中未手指出，但清代徐松所藩「窮南京城坊

這種混象是由於潛持自北'*流，同時長樂、未央二宮考」卷二，永樂坊一線，便指出古家的這存，並引述了巨苦

悶闊自然發展出來的都市區娥，盡被包括在都城範齒內代李匡叉 f賀骸集j灰意述「南京新認J的認識:

，而後再築造按鐘前產生的結果。中國學者自古便認為此在〔永樂〕坊內積街之中。李5萬違章資E罷手在去。永樂

餐都誠的形?倒是i¥l方象高斗的形狀，北方象北斗的形式坊。內古家。 4年人皆呼為東去公墓。有祠堂加其上。俗

，事實上都是看了食物後再加以F社會連想百寄給予的解釋。以前流。串串造化東去公大謬也。星星室主民爾京新記去。未

但在文學作品中存有關於漢代長安的記述. r文選」 卷二 究姓名。 詩人誤為東方妨姦也。 當時人已訣。 今又軍事哀

、東漢張衡的 rl1畫家隊J有:方斯為東支1}"後代!0更轉為'*豆子E重要已

郭閱九雨。通領帶髓。旗亭玉靈。俯察百縫。 E首家的遠存，在唐代李復言之「綴云怪錄J記者﹒

這毅的記載，稱頌在城鬥外發達起來的商業區的繁榮景象張援學進士。居古之安昇道里。罵街護主是違墓。結條人

• r文選」 每一 、 混閣 「古部斌」 對城內銜靠自t益者同樣的 住。

描述:這是主觀自於鑫壞透存的記載，都可作為佐設。即常樂坊、永

按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三之過門。內耳目街籲洞遠。聽樂坊、吳造訪是古坡地的所在，自l比筒，代大興城即建在

份被1 億立于。 九布開場。 正是別腿分。 人不得顯1iiE車不得 漢代長安城萊稽之薄弱地區 ， 能不妥地理及傳統I!§ 言語的限

直是o 00誠溢郭。 旁流首餒。 俑 ， 在廣i闋的龍首原上自由選擇地點 ， 箭在其能慎之內的

很接以上約設法，長安之為漢代賞者眉立在非最初敦白決定，古墳，大致者"遷往比一孩都誠的城外。「太平演記j每三

大約是至惠于哥哥巷，修築城擴後加以市區發治、競劉而百二十八、鬼草草十三條題為「劉r~奴J 51周 「星星與記 己

完成的結果，這種或象可藉文學方面的記述想像出來。述如下:

第二草草都市形成的方式是在建誰之初便已預先設計了研希高宗發大臣晶宮主主政毀。始成每我間薩克十驗。'行段左右

擎的器締覽閣。按照這種車站市計量器質行前E量生的都市，多半。…......為宗均收縮者對Wj奴閱兵紋。對臼、我淒

楚按照預定的方針在備荒地帶車封建，或者是改造、和鳥語楚乏戊之太子也。.......。“王起兵時。留君在美笨。

有的都城市成的;r"代大興城、于古代大都及明代之北京城.....‘'"後以病死。葬于此。天下i憐裁。亞難以:R魚一

都是實例，唐代長安城部屬此一類型。書包今在正綴東北角。........比是故故宅。今既在

F語文辛苦謝皇三年六月下令與蓮的大興域 ， 位授是在澳 夫子宮中。 乞改喜事正是于高 (敏笑地。 . . . . . . 川宜于苦令改喜事

代長安城東南的首且當尿，所以大興誠的範國應當為漢代長。談笑處。呆得古績。結巴朽j筒。傍有玉魚一與

安城外東南的都爾地區。當時可能與吉克在西安街城外的景記載了跨代大典故城外從葬古坡的地區'$唐代時己!!I'J入

草草一樣，是一片麥田與境地。喇蟹的習俗中墳地都在都色或大明宮的總額。結代大與城創建的情形大致如此，至于預先

外。習慣上一個地方成為首都後城內的古績都要移室主獄外有都市計亂的蓋起定，如此一韓城就是按照計懿連想3t盤裳

去，所以漢代的長安按時代及東漠、魏晉、南北朝時，施完成的。

群雄的首都或是*州地芳的古都機皆如此。西漢長安城然而. ~篇文帝究竟右著什麼樣的都市計畫1覺麗君，至今

哥哥在的能圍內，城內居民皆以說外有旦首山邊為主主墳場。陪在文獄中仍無法得知，但是應當是有若干的程想促使其如

文帝在此建設大興城時，城內古發也都鐘鼓地改葬遷移至此地質行。結代大興城部唐代長安或許主城5萬吉拉jffi寬十八商

城外。宋代采敏求所作的「長宏志J卷七、常樂坊一條里叉一百十五，步，需北長篇十五層臭又一百七十步，是一

，提懿蝦宴，眩，引用了窟李肇研讀「居吾國史補J中所記:東蕊較寬的矩形。中央{馬北的位授是為1古城與學拔，星星誠

(常樂〕坊內街之束。有大家。俗誤以為室主仲舒裳。亦霞的東海及西南角外各設布都會市〈禽代草草葉市)1克利人m

.，!j1.姆說摹餒。曲中出美泊。京都稽之。國史摘自。莖仲(唐代稱西市獄內坊劍井然有F狗，而以貫通路北的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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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圖說與宋代聶裝革華所作的 F幸存定三草草監聽」相似，朝鮮

于1本的「陪l雄主義」所締的「周鎧經重重j中于日戰有「三E溺

經緯涂軌磁」。土述「周種經關J jj哥錄的 f王磁經緯涂軌

醫護J 1.是很據最氏 「新定乏經關 j 卷 間 「宮室劉」 哥哥載釣

支援間前來的，於i比不作說明。

也簡單的飯示可以看tI:J r照耀經單單」 所載 「玉皇宮經結

涂軌留盡量即藹崇發「新定三護協j卷四「宮室草書

其所給之三E城形i蝕與 f欽定稜記義疏j研與t r禮緣關

卷}的「車E市.JP.J.皇島建J (隨 2 ) ，其間有法平的差異，

帝王的公m>，換句話說部是朝廷。星星放前禁止有民家的存雖然向是左組右泣，但前者按於正當之左右，後若干頁。設於

在，宮主豈能簡以外的都按北都是哥哥貨貿皇室市場的指定地，主當前街道的兩側。但部佼者這些你海上的差異，其佈健

在此指定的範鑽內才允許溺業的存在。所滴的左租右社是前被攘的來源畢竟是…致的。雖有某些不筒，寫省共荷具

指宮城、皇城的範圈外的左方(劉東邊〉設有宗呦，右方有前朝後市、左施右仗、中央宮藍鳥、左右民路等構想，是

( gp i'!i邊 〉 設有社梭 ， 線是豆豆紀的場所 。 娃l21l之初 ， 根綴 絲甚至不相矛盾的丸 。 至於 ， 1諸報後市以先讓後和來解釋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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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交通幹道與*11宮的十問候幹豆豆交錯形成并字形，造成令

人結歎的拉宮孟晶式街道，以朱雀門大街吉靄中心，東菌F吾旁

左街與右街互紹對梢。這種混象不外證踢了這個都城是依

菜一遷怒的建設計懿完成的，與茜漢長安放，因隱之不幸且

郎、未央、長樂F吾雷在城內的位置是逆不統一，是不可相挺

立tE面的。從任何崔早點看來，這一個都誠的談律性、統如ti l企

皆被完美地發攤，這tE，證踢了必有一都市計劉的翠想作為

主主贊巍的依喜事。

然而，此一首都的建設計戳，絕非只由偽文于若以及參

與此箏的1£僕對海纜、太子左亞蓋子字文值、將作大Ia:鄧龍

、主苦苦倚重聲鎧處都公交模子幹、大府少鄉巨富寵幸章等人相互

協商使達成這一倚在中踴史你說{9IJ的首都建設計顫。

自古以來司法l2!J對於首都的建設便有傅說都市計畫j的 ttl};

葾存在。在古代是否贊賞行，無法獲知，但主幸存在是草草明

顯的。雖然這種構想起源的投據以及年代很輕踴確考證，

但至少在為宋漢初之詩就已存在，一般以為與并自倘有鏘

且也很難:{£古童聲中找到礎知的紀輩輩。傳統首都建設計輩革

的構恕部所說主皇軍撥給涂軌，可見之於「閑艘J冬寶、考

工言5、佳人條內， r閥聽j 的制作年代自古就有許多爭議

，假如告語言是茁闊的作品， £'1三E少可以穩定是在Wi謂未知，q~

i§漢字'01誨，從以下投入條的記載看來，存有1M，]於傳統計量甜

甜是您是級法教否定的。吳文直是:

f爵稜J Ji1:官荷馬下 、 二七方氏之職條曰 :

土方氏。掌土妥之法。j:J致曰:敏以土地相宅。蔚藍藍

邦闋都綴。

可知土方氏是以土瓷計划臼影，車車使首都區域的正方形形狀

正確地與東西南北四倍方向相合。若宮城皇城乃至於當攤

主門的位重盡量單i一律按照這種計劉王朝南菌的話， Ill]上述在 一

人條的記紋中所謂?鐵J (部首都〉的正面必然是朝向丘

爾方了。教於左組右說士、前車站後市的想法正草根jig(甚難E豈知

，一般而言，左表人道，耳言表地溢，故左設宗麟，右設wI

麓，而戰2萬義之所在，市為利之所在，先義後料，按當串通

前半部(部海半部〉設朝廷，沛宮城皇城之外才設市。這

些藐象的所以然並非問題的哥哥在，堆中國傳統首都室主設計

劑的構想，自周末草草初以來訪翱後市、1£祖右紅、中央.'g.

蹋的觀念部已存在而受到磁大的重竟是，蓮子能勝此間IJ有助於

本文的研究。

這種在都市計費1中前朝後市、左級立豈敢、中央宮闋的

葾法常可在經與中見到，不像「悶罐」考工記、匠人條有

i比記澈 ， r欽定按語己義就」 之的錄判有 f體吾吾國」 卷一 ，

其勒市巨星星一條有如下的記述

建蜜之法。前草草後市。左右三座。朝有三。一日外

韌。二自治潮。三白內戰。為經宰失掌治朝之法。

以正主及三公六鄉太失草草葉之徒。

古人立戲都。亦由并泊之法。言要為九~~中街一區

為主宮。說一甚至為瑕。的左宗筒。志社穆。在焉。

後一葭為市。的商貿萬物聚焉。左右各三監管民哥哥

居。 為反革甚。草書立哥哥j而後立市。間以寓先義後利之

榷。君主中市市緩皆居外。文以免居蠶紋礎之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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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j耳毛主 中 宣 被 監盟主宣

帝鵲 Ytd lf

Iih 戶主7-ffTT7「弋苦苦5;三i!

lRiz--2問:(
皆設三鐵門，蒙頭自北而 F富有宣平、 j音平、道主車三 i勻 ' J暫

函自 j!Hfil茁有稜瓷、 M當銘、西安三門·gTj IID自北依次為菇

、產城、室主城三門，北區臨頭依次為敏、洛坡、利按三門

，共十二門，合乎傳統的首都建設計割，此外也超法了幹

終連結這十二假門。其他間長榮、朱央 F語官位最各儒東西

，未央當以F吾吾富的 F51萬lE r雪，但使用時古拉§fI g童安門，不易

顯示'§韌的成紋，故特設東綴、北防以使用jE門，雖然未

夾宮吉普廠的設立是朝崗的，位食際上 1m是為手在殿、北綴

所使用，室主產生與中國帝王盟主北朝諧的位能不一致

。茁草草首都長安誠的都市主自調與中 E草傳統設者已樣想

背之處，是 1151為百溪長安孟晶的形成是屬於 wI述第一殺害ii

市形成績登萬華皇帝時加以草率的藍治完成的，可說是中

皇宮歷代首都中所見到的一個較特殊的倒子。

以上乃:tE說踴左極右 j社、前車自後市、中央宮級、左右

民麗的管部計懿榜謗、長久以來已成為中隘的傳統原則，直至

現代更成為慣例。以下欲說歷代首都建設的主褒計重建加以

討論，主立以鐵路的例子作為伊 j證。本文並非以解豈是按 f~首

都史草草目的，三故事草草都市計畫到相編部分提出討論。

漢代長安城之後出現的第三個例外的都娥是三軍草草草都

認滅，嚴悠約說曾是 til後人研詣的草草書括北線，營建的地點

是在潭水兩岸，混水西北，即今河

二十盟處，這般在此不擬多作發坊。

車里注J濁潭水條及清代趙

條的認識，可知其東gTj~

的尺度接示出來. {里仍可知其 liil積

長方形都拔。 1幫蕊血案依次為廣島是、中

否合笠，這個問題並非本文蔥接的研究對象，只求勝自遣

軍重傳統的首都建設計數1構懇早在東聽晚期設已存在，研白

了這點，對於本文所探討的問題便無所障礙了。寶貝 IJ .這

說首都建設計割的穩想在東聽末期是一段荐的事實，其特

徵與原則可歸納為以下數要:

付龍毒且縣城各面有三{圍內，共十二門，連結這卡二傾向

?吾靈童i定的交通車辛道，將發個都城竄織接盤式的分為九

等勞心。

。宮關區域位於此九等分的中央位君主。

t母都城內 ， 宮蹋底以南的區域不許有民室主的存在 。

仰宮閥混主克南半部是朝廷所在地:北半部貝 IJ為宮城所在

，此區域以北$都被能星星內 7萬市場的所在。

白宮關ll!:外之東側設宗麟，j1!i側設就:稜壤，或者，宗廓

設於宮關正 F5直通荷蘭的街道東側，社緩緩員。在西側

，無論如何，都維持左祖右泣的模式。

制棋盤式創分成九等分ll!:域，宮關 MI域以外，者~坡肉菜

邊的三葭及 E耳邊的三匪，共六眩，是為氏家研在的監

域。

要言之. ~P~前朝後市 、 左越右敢 、 中央當閥 、 左右民瘦

的陳則。這種構想總值室主融，可說已是中國首都競鄧中

不可動貓的金科玉律，主主影響甚至 E及於'!IJ代北京城的建立

十，海灣水

緣無法以今日

J!tj1!i較寬的

、鳳F屆三門 ; 高

。

如上所述，在中撞車室主都建設計瀏軒在想中'$少在周末

草草初B存有懿朝後市、在龍志社、中央當閥、 t£布民瘦的

觀念。但是，漢代長安嫂，耳目前所論，是白自然發展而後

加以盤治的 · 1151此傳統都市計量器 f罷法充分的發揮'If種各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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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則有一門名為金研鬥文名白內 ; *00耳亨廷春門一門:北

富商東依次為康德、踐二門，共有七億門，自潛水流入的

水流在金踴門北方靠近商E軍按鐘之鉤雀台邊形成伏流沛流

入城內，蔣經表現潑流通宮防疫扭X;m潑，前向東白春努鬥

北方流出或外，注入道河支況。這星星所謂的齡都北主支部是

會巍的都說，與黨且都海城有鍛絡值分的必要。「文;星J各

六，替代左思之「魏器~Jt是」的注有如下的記載﹒

文喜喜歡前儷磁門。端門之前南當寫上東門。又有蒙

古上Jl(肉。論門之外。東有至是辛辛F5 0 西海延秋門。

文 I§M盡所以輪會寰客萃的方。

自部城內諮銜。有赤觀主嘻鋪。正當東西南北城門。畫畫

是笑道街也。石質竊在當束。其水流入南北逗。

對於毒草都有詳細記載的替代陸斂哥哥蒼的「諾:中記J原本今

已俟失，在「直是英星星聚蓋全版全盤J內將其他草書中引用該醬

抉文毛主集ilii成的「靠自中記j其中~a載有哥哥當都計鶴的討論

與考按部分亦B供散。然而毯上述?魏都盟主」白色注中對於

整個直是鉤的大概仍可得知，黨E都北城亦遂燃了傳統左祖布

置士、說教餃沛，中央官閥、左右flO瘦的原測。其設樣有好

幾咦，上述記戰中的艾昌駿格當於宮騎1&域中心的主要建

祭物;車結在在德、 ffii臣是二門的藹北縱貧幹道與通過ll;春鬥的

東海橫貫幹終:iF.產交會，形成十字街緒，百豆豆豆結腹內、!話

協內的南北艾)in幹終與通過金閉門的]:fO]j激賞幹終向該ill

童畫痘招交J;\;十字形街絡 ' 00赤1#]與無關部設於這二個十字

街綜上 ' il比之街1/ii想必松當於混在北平喜t JR !d將權與i1§四

焊機。而長明諧的艾滋流入石質穗西方的 PIJ ~t里 ， 可見吉思

主是內北部是右前銜的存在，以文昌般為中心的宮關區域位

設在誠向中央偏北的地方，但並菲如唐代長安城之當自揮監

娥是在誠向且與北邊誠搭車自接道，其言聾發為建春鬥、盒

里日內各為JR、i1§綴壁上唯一的門，質量畫此二門的交道幹這

將認誠分為南、北二部分，宮闋的主海內IE茵煽此…串罵街

。這條通貨建春、♂金跨海內的積衛星E北遂坡舉有三墨學的

鐘書屋。南北全長1i!里的縣城洽談自中央以北二星半的範圈

皆為當激區域質是令人難以葾像的。況且北邊城盤有康德

、臨門的關殼，這不外表示當關霞以北是為市街區的存在

，放在交通上有其必變性。這種苦苦形與筒代大興坡、唐代

長安誠之質詢區域億北努近被皇室，耳目花邊城壁上主史無重要

的大門設立的m象躍互相互比較量華察。。至於白宮綴芷r~端門

以外豆豆至鄰城IEi苦門中陽門的幹造字語言單是否允許人flO居住

，因記錄的不足，故無法接知;但可能是不禁止，若是這

樣IW與「滴務J匠人及「發蹲監還j的設法有若干的差異。

四

其次，討論否管首都洛陽城之都按範屬與當綴位音量肝、

關係。吾有於兵都圾. r晉書」 地理念上第河南部洛盟章條

扣下的記述:

洛陽皇室主部三市。東西七臭。南北九盤。東福建春

褒揚街坊三門。高有關路平主豈宜楊重重陽囚悶。i1§

E哥母語茜 ljIj閥隨三門。 北有大夏裝-築二門。 淘氣校

河南尹及高官列坡肉也。

i比七軍 、 九翠的E電線長度也於尺度的差異 ， 澆在也很

躍投算出商額的寶勝大小。徑是吉Ri1§典南北長度的比例是

很興敏的 ' ."!f.由此可知洛幫哥城是一東西較鐘、南北較長的

都城部一較深的郭城。洛陽城於北魏孝文智大和十七年(

i1§元[Il九三年〉後成為北競首都。建輯:之時候了城監有

詐的擴建、城r~名稱右哥哥變更以外，並無大規模的改廢或

方役的移動，北要是綴f丘之所作「洛陽伽監記J的序文中提

及洛陽鐵門，記有:

夫和十七年。後魏E蓋章且遠都洛陽。 EEE司空公穆亮。

營造當皇室。洛哥哥城門依魏晉舊書名。

對各鬥名稱的變更沿草也有詳盡的記錄。(表一〉

表 i洛陽城門表

位許竺「讓 代|魏晉時代

"*函北頭門 上黨內 起春門 建魯門

萊茵中街們 吉在中鬥 東陽門 Jl(~串門

東面哥哥頭鬥 學京鬥 賢明鬥 背陽門

南茵茉草草門 關陽門 關 i場內 關陽門

F自函中梅內 平 平墨門 平嵩門

?事蕊i1§鐵門 門 律跨向 陽 r~

茵河南頭r~ 廣烤肉 飯館苦悶 i1§明 r~

茁函中i商海門 i1§鉤 r~ 西陽門

茁函中陶北門 上西 r~ 街路向 在重齒門

茵茵北耳其內 無 主主踴門

北茁i1§~其內 門 大夏 r~ 大夏門

北宿烹jjjm 穀 門 廣真鬥 E青 莫 鬥

也表一可以清楚地看出北魏孝文于普選都洛務以來，都城諮

rJ名哥哥大抵沿用魏晉時代的童聲稱 ， 只新設了一偽承碗內 。

雖然jj1i;研門新排j設於i1§音時茁商城牆閻扇門的北方，但草草

草草且按預言 q主主皇城里童的位豎立主未有移動。 fill'言之，北魏首

都洛串昌鐵除了都放純間以及京胡門外，其.他十一館門的方

位與活晉時代無大變獎。總於北魏洛串串戮的街絡， r洛陽

伽藍言aJ格拉7之自序中言已有:



一鬥有三道。預言3丸軌。

可知洛陽城街傲的規傲是取法前述「周稜經臣當」中之「王

閻經轉涂軌圈J式，劃分成九區的中國傳統首都建設計對

原則，並非北魏孝文帝所新直IJ .而其沿車運魏晉時代尤其回

晉時首都的莓劍，自十一億內的位最未有發動可以誼坊。

雖然從讓緝的鐵點而言逆命題不必然為晨，但在此情況i§

晉豆豆北魏十一r~位變朱布移動，幹道也以此十一門室主義學

主兒童話，北魏時的九孰illJ與商管詩代亦不相淫，可以想見商

管洛陽城的規觀也是依然中關傳統首都建設計劉鄧分九區

的原則嚮定的，略者已被內宮關~絨的位健是否在誠的中央

，至今尚未確定。若要討論高晉洛揚城內宮蜘&i域的位最

必先娶了解各當瞬F穹的名稱，不過在 F管香j地主是志中對

成立在無詳細記載，間此無法li'i知宮關所在的位置章。說北魏

揚之的「海偽伽藍記J If文看來，雖右側於洛鑄城十二

鬥的沿革與位蟹的記載，而可推1萬呂西替縛代的情形. {且對

於宮關諒fr~名稱及位置豈知無詳記，唯有奇主義片斷地捉到一

、需館門的名擒，根據這些實無法達到本節考設的區的，

況且學疏寡聞，對研究西晉洛陽城的專書哥哥哥知有限，因此

未有所得。

發辨率~t魏童話道元 「水經沒J 中的記述稍能解決此一問

題 i從有關北說洛陽城起源的記載，可以追溯了解西晉洛

陽城宮蹋諮鬥名稱及其位置是，並可主持宮綴反城在1哥拉域內的

位鼓作!i!畫室一層的認識。「水經注」毅水條其注如下:

酷暑藥水。筒里星!語間內。其水北雪是罵:畏。校分上下。

霞故石橋東入城d逕望先玉手。溪水叉東歷故金市誦

。宜于秋行。文校流入石這伏況。注主宰芝九古草池。

其一求自千秋r~南謊。逕辦虎門下。束對餐館門。

叉路遠遠門娘門函。文F曾流東草草。室里聽閥門筒。裝

水叉枝分夾路。 m由選太尉為徒兩坊悶。言眉之銷路

銜。渠;](叉茜歷廟!社之路。南l±1'語渠。溪水自銷單~，

倍菜逕司為r~筒。讓水文葉選杜元聲:所謂翟泉~to

今熱水。裝水益為空府詣。 j墨太倉薇。由東陽門石

橋下。 E主F鳥語言。毅水自閻闊鬥而誦。豆豆土山東。高

出逕西陽門。束對束語語門。教水文i¥Jj單白為寺束。

毅水叉海星星zp樂磁束。童受水文F有;墨西興門。門在校

語言予IU~入城。;單太社前。又"*返太罵罵i事。叉褒於會

聽音鬥右下談話語裝。教永文商聚居海津幫哥們宿。靠全水

叉菜:墨2主錫F甘南。對間間F雪，南渡海水誇衍。們zc

部洛陽治處也。 a區東舊事司主誠F守所在矣。 今鑫北對洛

錫南宮。毅水叉逕主運牽~t。毅水文東豆豆苓扇門禱。

叉逕明堂北。聲要求文東;星關陽 r~1'窮。叉E在這霞子太

是主石終北。車費水於城東南路校分北注。豆豆子奇陽mR

。文北怒哀陽門哀。又北逕故太倉器。又北入洛陽

攏。%5~水又"*左進氣地。叉東布也為方瀉。

以上是有織罪受水及其支流陽渠水在洛路線防握軍攻城內流佈

的繁況記述，熱誠後大t蓋上可現除高晉時代宮協議們的位

霞典名蕭雪。其文內將皇室先寺作落光寺的錯誤，箭發學者已

提出論發而加以訂立了。街上記載，毅水艾流踢溪水在按

語遍由北第二門關詢部i§管罩著之」工商F守門外向南流，可知

陽渠水族、洛哥昌鐵路北城角游商城里盡扑向南流。其5i.流則經

故石橋向東流入城內，流經故金市南方文住一支流流入千

秋柄，注入西晉持代宮閥混域內的皇軍芝九龍抽血。陽裝水之

主流貝自由千秋r~以商部i§管宮關單[~車外的西邊都誠向南流

經Iii申虎門以菇。蔚藍申處內部與東邊的星星龍門相對態。 EE前申

虎門外商流的陽渠水在郭城內'g關r&以百蔣經過 r~、l1'i門

外，中串商後手在騁，經坡肉之闖關r~部i§晉時的做門以再li "*

流，於i比叉住一交流 ' J品交流刻向筒說tli亞太1'1鈞、司徒坊

俗稱串串i\'t銜，于專注入介於東明j太觀與西側太役之闊的WJ豆豆

。由此可知太!新位於維門前正爾街道之夜，太教閱讀:能這

之百 c直堅i晶烤肉串lj的主流更經認為F百萬途而來流，詩經毛主

泉之1仁，太倉之路，於菜單是鬥(西晉待站l稱)i(綴們主石

橋下Vit:±li俗話喜東坡外。

以上的說坊，我們可以得知西管在寺的.'g..~起援1承認的寫

的領柄，自北1liii'每瀉千秋r~、秘虎門、過 r~、被門，東西

則有室里吉普「司，海面主·\t-g室為綠門，講豆豆王為司馬向:維rm Jlli

哥哥北行走街道是為官紛前的街道。

上文所引的「水經這j叉霄，昧著西晉時搶險就E宮城~

最北自訂閱獨門部北假時洛i場面城牆自北之第二門亦稱的閥

門，由此門外商流的毅水流;甚西揚鬥〈商管時為i§如何〉

外E直接南下，蔣經商盼鬥(西晉時稱直是陽門〉的jiij主逸，而

於洛陽城ii§南角*軍事，經宣揚鬥(商管時草草律偽r~ )以藹

地方束流，流經卒昌門(西晉時亦稱平產主r~ )及總陽門(

茲管在辛名單草同〉外。主主交流星IJ於洛陽城*1'話角外向北況，

也說是El:rill:城牆外向北流，流經東方三門:管晶晶門仁部茁

晉時的?寄自且鬥)、褒揚們(西彎時名稱相同〉及藍藍春 r~ (
誼晉縛名稱11\同) ;至城東北向外商鴨，與自葭流經海首詩

城北城牆的大夏門(誼會時名草草相同〉、廣支rH茁管詩

名稱百五罔〉二門外1lii東來的教水相愈合。

按照、以上的記述可知商晉時的關閥門愿在商城聽之北

上芳，但並葬在最北端的位直是，北魏E幸f\;在此「吾與郭城西

北角之內編寫的地方新設了承胡F司，這總祠的依電部是位

於i§拔j憶中央稍北眩，街區間\lim旁邊束流入城的語言水，

其滋滋弩之宮闊地Il[i§詣最北的千秋r~北邊流入密關眩，

可見宮關區是在倒挺懿闊們在內約東西發給以F暫的能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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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改今名 3。

新裁。周泡玄十還六十五步(大中群符九年增喜章。

元皇單元年筆鋒。政和六年EE右司度圈之筒。 fi!k築京

城。移直是官司掌管。舊城鬧個十八.!ll.二百三十三步

。周顯德三年築);，萬三悶。中日荒草草。w:日笠化。

gs臼安上。 東二悶。 南回朝揚。 北白含皇軍 (太平與

囡囡孝敬寅賓後復〉。百二r，o萬81自九北白金輝

。北臼r，。中白過天。束自美殼。次束自永譽。西

回安藉。

這些何時有改跤，其名單睡在「來史J她還恣約注襄多有認

識，主正常是改串串與俗稱主主兵。北宋末南宋初豈宜元老對於北

來宋朔的情形會作紀錄。在其「東京華書擎錄」每一東部外

城條有如下的記述:

東都外拔。主7毆四十餘畏。…...…鐵門皆護城三處

。鹿島佛門。唯海軍串門新鄭何新朱門對丘r，皆E室門

商寰。叢此係間正r，皆留街路故也。新城南星蓋其門

看三。正F有門泊爾黨內。鐵甫一遼東南側陳州 r，o

徬有蔡河水門。西南甜l戴樓門。銬亦有姦f可水門。

.··n....東坡一邊。 其門為囚。 東南回東水門。 /Jl'F

洞下流水r，'lt。…......~則日新來門。次日新草草肉

。叉次8iJi:北水門。乃五丈謂之水們也。西城一邊

o 其門有函。 從南日新星串門。 次臼茁水門。 :啥?可上

水r，也。次日萬勝門。文次白鹿子門。又次呂西北

(Jz r司。 乃金水河水r，也。 北拔一邊。 其門為迎。 從

東白線橋門。次臼對丘r，o次巴新重重E甚門。次詔書哥

州肉。

其中激州內部「來>':J地遠志的笠化門，戴擁向部安上門

，新鄭內部1臨大門，區子鬥副金海內，新區室主在r，即通天門

，對丘內部長黨門，練橋門部永是靠門，街州內部安車串門，

新來門自朝陽門，新舊門部合算車門，南黨門的名單單始終未

改變。

文「東京麥星接鋒」卷一、吾吾京線條記者:

苦富家紋。方劉約二十里詳。海錢其門有三。 lH暫臼

朱雀愣。左臼保竅門。右日新門。東畫畫其門有三。

從南作?哥哥哥岸角向子。河北岸閉著書宋門。次日至喜警

門。高璧其r，有三。從1當日咨轉向。次游街北岸角

防子。次倒車是悶。北變其內有三。從東8舊事對丘r，

。次自主是龍門。次日金求肉。

其中新內部「來史j地環志中的崇弱肉，蓋寄來r，閻麗至是門

，舊書會r，割草草春門，舊書鄭門即3主秋悶，書是r，郎街區串門，當

對Jir， gO安遠門，金水r，部天汝悶，絮語、朱雀、保康三

r，~u與 「宋史」 地理志名稱格悶 。

'望已
,,-

九五

哥單單時代較後的~t來1:*爾對府討論， r來史J 卷八

十五地護法中記者:

東京。誅之間對毯。梁草草葉都。後唐德。晉復為東

京。來磁周之吾吾為部。建經三年廣皇城東北惱。命

有苟言堂洛陽當星星σ按瞪修之。星星法給壯麗矣。雍煎

三年欽廣宮城。音~I盤前指揮使吾吾U~重翰等經皮之。以

居民多不欲役遂攏。當裁。馬萬里:Ii里。南三至肉。中

日乾元。東白在撥。茁白布拔。萊茵茵r，日東攀高

率。北 r，日挨裳。

著重裁。為越二十登一百笈十五步。東二門。北日皇室

春C初名和攻)。悔自麗景。南函三r'16中臼朱雀。東

臼保康〈大中祥符五年直IIJ'童 )0 gs泊崇朗。 高三門。 筒 ，

日軍Z秋。北日關圈。北三門。中臼景攏。東B安遠

。 E童白天波。(以上來初仍梁管著書名。~太平與留問

吭，交盟3水經i主E哥華E醬。E費 ~t魏洛陽域都市計劉絡合盟

逕;

。由「水車里i'±所教茵晉北草草洛串嘉誠都市計劉給合車里J (閱

3 )土耳哥示可蒼白商音符代的當紡區域的位音量大致在洛陽

誠的中心部分。

從「水車里i'±J殼水鋒的記載我們可以察知gs晉洛單嘉誠

的會驗區大略在按約中心f單位，維門前南畫畫的街道東為太

筒，首為太位之哥?在，配合楊管之「洛陽liJii登記」的自序

，亦可知域內街道是成丸教室主盤式，就是說gs晉管部洛陽

誠的競數也是依照傳統鵲朝後前，左蓋亞右眩，中央宮麟、

左右民麗的原則設計的。椅代草草守敬 f2k經注圓」卷尾研

京之「洛路鐵路J大欽在上去主中荷華E妥當的銓釋，而i比圈

文與道光學牛生拉斯刻 f主吾吾醫伽星星fl2J卷首的 f洛陽伽直至認

磁J 大體格同b

諾揖~ 呻訊時h ~γI前 B、、i uv "、 噩」 主仆 ~、1 、Ii

九\:紫紅hLz

回

\i-、〈行為平 tH今1£.;. rj~ .:f:. r.~冉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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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誠京師。有商定義。

J呵

/、

'

北貫通的街道哥哥串連。丹處門即指「來史J地建志中的乾

元門，在此之前已說坊。吾吾於這條徵逅的形勢. r東京毒害

牽錄J卷二御街條龍為:

坊巷御街自宣德樣一董海去。約滴二百餘步。兩邊

乃御廊。裔許IIi人員資於其間。自政和1惑。賀詞禁

止。各安立黑漆紋子。銘心叉安朱漆蚊子兩行。中

心街道不得人為行益。行人皆在鄧下朱核子之外。

扶手里有磚石瓷劫。侮潛水師道。室和淘盡量很草草稿

。近岸續桃李梨杏。草草花招筒。春夏之間。望之如

緒。

自前述各頭記載，都可看出北京*事串的宮城皇被監域是在

內城中央及其以南的部位 'fm內誠的都市規劉是與「筒最重

」匠人及「欽定燈記喜蓋臉J 附錄的 f串吾吾吾國J念一，串串齡

都市連星的記載組合。這就是說中醫傳統首都建設計童話的

構想:在紐志社、前朝後市、中央宮閥、左右民主藍的原郎

在i比去露無選了。

自

以下討論完大都燕京(汗八

成壁，

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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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東京夢牽錄j每一、大內條，

大fJ工m宣德樓。列五r，o .........入室德懷正悶。

方大!l'f殿。... .....~~ 'l§f德據左日左披r，。右白布按肉

。………艾德毅(常艱巨刻也〕。島生前東西大氣已東出東

萃門。竄出誼華門。……後r，日生是辰門。

其中重E德樓正r，邵「宋史j地遺忘所載的乾元門，攘攘「

來史j施建志乾完F早在來初沿用五代梁晉時的草書名稱為胡

德肉，太宗太平典竄去年〈茵兌九八七年〉以後改稱為丹

販們，星星京大中祥府八年(百元一。一五年〉再改稱正陽

門，仁宗現這二年(百元"-0三三年〉以後則稱室主德鬥，

堆在太宗雍熙元年(百元九八三年〉時一度會科乾元悶。

以上梅略地說踢了北來東京內外二城各倚門的名草草及其Ij)j

確的位擾.12jj為這些對於本文的討論極為農耍，故不厭其

煩地一一詳述。

有關北宋東京攘的研究，清代興城「來東京考J及Ij)j

代學發 m京這該考3皆以東京的大內區大致等於唐代宣

武郡節度使的藝治籃。而舊舊城(部內誠〉的城壁是唐德京

建中三年(西元七八一年〉時節度使李勉所築逅的，此就

皇室乃淵源於古詩的臨城也稱作主草坡，當外說改建成新誠後

，與之賴對遂以讓城作為內梭的專稽。外誠( ~~新城〕是

後闖世京軍萬億三年(j§完九五六年〉蔣培建或稱羅按那核

對於F宮城之改草草草喜城故叉稱為新誠。3i代詩後梁、後晉、

後漠各報告錢都於鈍，但此時之愧對府談只是一竄城牆，

及至後駕車頁錢三年三月以後才容之重城里章，而有內坡、外

坡的形成。北來東京根據此之靈城壁約鶴立是以內城以及外

誠以內內減弱闋的地方作為大內的哥哥在。「來史」地建志

的於新誠的記載其注中首B茹苦嘉誠間長l2!l十八星星二百三三十三

步，但其研諧的吾吾城並非內攘的藝誠而是後周時外攘的新

戮. ~t;宋詩路3日拓題的外線新說是為新的新戮， ~惡化後閑

時代的新或是舊的新城，續稱舊紋。

很攘以上約設法，外誠的正商們商蒸門與內在串的正商

們朱雀門，以及大內的正南門乾克阿〈吾吾丹鼠肉或稱宣草草

〉三門的位置是i司在一南北遷絡部向南的儕道上，

也孟元老的「東京夢差事錄」卷一，葉都外誠、直寄至在坡、大

內諸條綜合亦可知F草草草r，、主任雀門及室主德樓正r，三 rH是宿

街北冉的街道哥哥糞逸，坊f\:李澈的 fl可京道竄志、」引用楊

袋的 m故宮記」言己有:

皇城高外r，日葡誨。南軍車之1仁新城鬥

北蔚文武壤。

那斂。

依此記載商量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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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此，元大都燕京的商主主牆，當在今 B:i電偽造起上i武帝的

J1t~主i沿接上。

按F皇顯現存於北平內城西城臥儕街以1仁的郭城F皇銜。

皆鉤為

塔，所以無法攀登，重量是用泥土、黃土建弱，顏色都似水

泥，而且模仿木追逐築的手法，您是室的構造相當巧妙，都

是六角簣，接端耳時掛的風鈴也都古色古香。 i比雙塔確是完

f(;大鐘書等寺的還存。元i!t置且忽必略在經營大都縛，以其為

海ilii城牆計割草畫上的一項障礙物，哥哥1;(特令將南茵拔槍向

高作約三十步的鐵張，買了見元大郭燕京的高菌城牆當是在

4年 泊茁長安街北的東西向沿線 ， 且在雙塔至于1ltr向m右三十

步詐的凸出，成一弧形。

觀象台在「元史j天文志的記載:

$元十六年。建司天合于大都。

乏。

$:iE十六年(萬元一之七九年〉部蒙古攻打岱本的前兩年

，自郭守教研計量單設立的。兌代觀象台的投豎與今無異，

故無需討論的必要。現今的位還是在北平內東城接脅說:可

戶東部突出的地方，而草靠近內坡的東南城牆。依主義 f欽定 B

下窗吾吾哥哥j 卷WJ十、六、城市、內坡、東坡二條，所引完吳

師道 F臭綾都象j中的「九月二十三日城外紀遊作j一詩

記述﹒間草書悶條叉51元給林說雷聲函史舊老從事草草從政於兌貞元年(

;1會秋限白白弦學'0 五門城外草草新河。 斗F5決水日數 商元一二九五年 〉 哥哥作的 「仿聖王宮蓋亞藍碑序j 一文 :

白。~沙邊漫口餘法。縱橫疏鑿引品品匠。監官積役大元有天下。建大都。立宗筒。安社綴。 1褒;;j:n吉祥

潑拷詞。領事是{醋足哲里疏惡。驚見崩拆當盤渦。故擒。凡在紀典者。韌命道泥。紋路雙目獎。辛辛菱不險。

發布不很裁。紙有草草:!二萬坡陀。裁南靡廢g[肝泊。至元初。;盟鄧之士申方一隅。命少府管工。盡IJ露:繞經

心草草棚掩映遂結弱。捲台突兀出天半。金光耀自如新賊。不臼蒞域。丹驚奇最飾。但如丕者之路。云云

轄。璇衡量蓋章望此真的。致富是給槌森交柯。是國警告單均可知都城F皇荒謂是位鼠、大都燕京都娥的神方(未申陷〉串]茁

妥語音字。 r紛發富農怠宇晨善草堂。淘天畫是室主言不毀。回首南角的位髓。 8元代章j定以來，踐經與~宗室主德五年 C illl

1fiJ蘇@i.串串駝。 長春宮宛主主宏麗。 來接湧~凌層坡。 先-WJ三0年 〉 、 英京正統十二年 ( 詣元---- im gg七年 〉 、

t生宗草草窮二十七年 ( 百元一五四八年 〉 及情世宗雍正WJ年

(百元一七二六年〉、高宗乾隆二十八年(百元一七六三

年〉的重霆，但位超大致未變，因此E革命事~誠F皇廟的茜T草

地方，應當就是完大眉目燕京的都按西南角的所在地了。

根接以上的回頭考揍，有1知元大郭燕京都誠的西兩誠

起今日北平內按商城之E豆、儕寺街、當那君臣街一終以

F暫郎祖割肉 、 報子街一終以北 ， 前昆前各較泣 ， 經雙草書玉手

以J1t @p.<乎總統府正門新華門的位置章，過東泊爾巴妥安街北{郎

、北門m側，向東延伸，于草草草J1t:舉辦?像北方、內城東紋的

觀音寺胡河以北接蠟被揭向以筒，道:晶質~盜墓的海部，

東方人文研會。宣E耳其且正間充獄之。卒未果。$草草葉$~籃錦胡祠的商芳。大都燕京哥哥城牆的正南俏麗正門，

農二年始命工部童車室。iZ§故E哇。拓努近地畫畫之。在星星3在今白天安門前s石橋約最茁端;在首長安門北邊的是

反苔六十丈。外篤崇緒。 F宮城堡J1t端的文獨門 ; 1比何在吉克今寮Jl'f，學攘的東北方，被

蔚今日北平內誠的東南路，菜為松食胡同，北為夜總布胡宮一寺訪問、能l試機胡詞典!k.話中顯訪問的主主會嘉活的西瀉。一

詞，縮寫水磨胡同，西為路建為營所皇宮，賞苦苦的舊址就是一以往一般的設法，都認為此r~是在4年臼東單將按約地控告，

在元代禮部的種莓，茄克代的鐘都是在燕京都城內東南路但從7u代燕京都域的妨?如看紋，那文明門的位置，不路在此



一一商城星星j11j端的阪為門，位於現在西單牌樓茜北，舊7的

部衡與北鬧市口的交會處一一以往的設法認為此門是在西

l'I!!縛縷的位霞，但考之坊樹，可知誰非如此一一至於近來

在北平王府大街之南護公街南側、北京飯店哥哥衷的北邊，

有元代俗稱丈誠的古土.$.遺址致巍的問題，在此也可以附

帶地解決，依照上述的環函，鼓公府l¥J過是大郭燕京都按

需擋的擬定地髓，所以以靈童公府為5G城遺址，應是不失其

畏。

元大都燕京1單位城北頭誠牆的位髓，迄今已無太大的爭

論﹒因為其二七絨追星址的存在，較論其他言詞的論要弄來得

有力。澆在北平內線，德勝鬥外3i!ll.、安定門外玉皇的地

方，部是土城遺址東頭積紋的所在。而元大郡的宮關位置

，完宋能宗儀「毅耕鐵J下篇，宮關制度條言已有:

大內。南臨麗正門。主街頭大明毆。 13jj£春錯。宮

城飼爵九軍三十步。東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

五步。高三十五尺。.........分六鬥。正商臼崇夭。

十二獨五鬥。蒙古一否八十七尺。深五十五尺。萬

八十五尺。左右慈樓二。………豈是天之左日星拱。

......祟天之右臼言里從。.........東臼東孽。洒自j11j

Z鞋。 . . . . . . . . .北臼摩歉。 五崗-r~o

元大內的正南門為崇天門，正北門為厚載悶，東r~篇東華

門.j11j門為西華門。揉天r~耳其郭城正甫的麗JEr司婦著長約

七百步的千步部主重格對應。船於厚誠向，會兒元故宮的

通法議在其「故宮遠錄」中吞下述的記載:

文後幸這厚誠向。上蓋章寫筒。畫畫以來稿。舞台。於前

自崩5 1幸運。每幸崗上5荒廢歌手掌於台。繁吹響之。自

飛橋前升。市人閱之。如在幸尊重罷。整黨百步竭誠星

台。台吉害者零榔萬株菩雅。台商為內浴室。寫小敏

在諧。自浴室商品F'J誠臨海子。海鼓IiI五六里。驚

飛橋於海中。高渡半起草草洲區散。車竟為石誠劉門。

散作洲島。拱門以便有草舟往來。白蠟iiH殿後北。引

長橋上萬歲山。高可數十丈。皆豈是奇石。間形勢為

鍛岳。前拱石r~三盤。函建議淵。東臨太君主池。j11j

北皆俯陳海子。自三r~分道東頭前升。下有故酸墓

。金主崗祺石台盤。山半有方宣駁。

此高該山下金代官般舊藍色上，部是「金史」地連志中所m城

北草草宮的大寧雷拉上;主訢在，其境內竣擊島的鍛石，根據清

代寫士奇「金畫室退食主吾記」卷六中耳哥哥己，是金人從北來自吾

對府線索的反岳中移來的。網宣言儀「轅耕錄J上篤，萬歲

山條曰:

fj;~ 直是山。 夸大內西北太液泊之陽。 金人名稜莘島。

中統三年修繕之。其山皆以玲瓏石盤盤。 i車緩緩耳其

。松繪援輩輩。秀若天成。

「故宮道錄J中所見的海子@P;l在北海 · 119比其主敲門的位置

是在今日景山富等盞是史以北，而元代當溺區域的西北照便與

我今北平星星誠區圾箱嘗，東北陷也大致相合。所以元代宮

關區域大致和今紫禁城的草草額相同，唯其位建可能稍備西

北。元代大都南、北坡路約位霞，大抵如上所毒草;沛其哀

、西城牆位麓，相當於朗;晉時代的北京城. @P現在的北平

內城東西城牆的研哀。?t於當關瘟域的位置靈且已存在於中心

編南的部位。

F欽定 日下審閱考j 翁三十八 、 京城總記條 ， 引用 「

元一統忘J元代農集對大部五十億坊的命名記載，其中關

於穆哥哥坊有如下的記述:

喜事情坊。地近太廟。取毛詩於種情敗之蓋章以名。

軍事情坊的位置是是在齊化rH混為朝陽門 3大街以南、文明

鬥大吾吾以東、九條道以~t、都城*1儲以茵的能芳。這{盟坊

北{間i需吾吾寄化門大街為寅寮坊，是完太廟的所在。朝甫的太

廟大門JE態將化大銜，相當於我在朝陽門內路以北，亦部

位於元代宮綴區域的左:!J C菜價)。

「元史J各七十六、志第二十七J:、祭祝五、太mt太

稜條曰:

?t元七年十二丹。諧音吉該書已太壯大稜。三十年正丹

。始用街史中ZE;崔議言。於和撞車門內少誨。待地四

十敵。為連在斗近南翁之擾。草草藹玄尺。方IN十之

。社束。被茁。報去約五艾。

可知元代社稜草更是在東1蓋章門內絡之哥哥，和童話鬥郎今北平高

直rtQ 就元代都城位緩而言 ， 批發E直是接管瞬~域的i§邊

稍北的地方。

從以上的史料中，翁們可以現出元代大眉苦苦苦京的者I'而

計劉，依然採吊了中E團首都建設計額中前戰後市、左極右

吐、中央宮飯、左右民瘦的傳統原則。

就弱太l'I!哥哥營楚的金夜來看，是有若干的變化。其中

宮騎車城是在金星星城內偏累的位堂皇:詳細情形參考「洪武

京城磁忘j、「至全懷古今國考j之 f留韌1軍官城認考J候，

可知社稜壇是在瑞們的右邊，太閑在離r~ :Ii'遂 ; jfjj:tE著古城

正門正陽鬥及鑫城正r~洪武門之間，無市街的存在。雖右

這些的變異，但仍不失爺教後市、左l'I!右Iitl:、中央宮關‘

左右民麗的原則，唯缺乏後市與左晃巨星雨已。「胡榮j每

五十一、被志主玉、臭萬?到條記為:

京獻之粥。明報作四級顧於宮城東筒。..........成綴

援部。建J@J如i孺京鍋。

至2悲切成施以後首都北京城的都市計瀏，在「明史」地遼

志、纖夫府條，對當瞬建設有以下的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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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告

LJLJ車
門I ~門

n ~

區4弱清首都把京域都市計鐵路圓
違背。

臼宮城皇裁軍域的北部，與坡舉相連接，當磁甚至城以

北並無市各存在的空筒，此與後市的價教J IlU棺逞 。

的宮城皇城區域爺朱雀向大街約荷鉤，各有九個坊，

合計十λ坊;而朱雀向大街結束第一館與街i1!i第一

街文各有九坊，合計十八坊;在宮真是皇紋的高方，

總共有三十六倍坊，劉定為每康的住宅區。宮踴前

方至都按以內地盒，兌許官員、照民居住，這與在

右!i';蠱的原則不合。

個雖然仍撩吉cJil!l右糙的形式，但都位於皇城之內.'1(

上門內以東為大騁，合光r~p可以酒為大吐，與後世

首都規割的價側有所差異。這點在本文的討論中監控

非蠶主要閑適，但從鑫個都城觀祭預言，也是與一般

原自j招違背的地方。

以上所提出的各點'\-7莖臼E買1iJ說是比較特殊的王在

永樂1m年悶七月。建北京當斂。修或渣。十九年正象。我們不能只認為它是傳統首都營建計割的一種變形而

另告成。宮城周六豎一十六步。亦臼紫禁城。 r~λ己，其掏必有其所以然的原lZ9存在的

:iEi'育第一童白承夭。第二重重白鵝門。第三重臼午有關隙代大與成gO唐代長安繞的體制，中外有許多學

門。束自東孽。西日i1!i孽。北臼完武。者作過研究。宋朝眾敏求的 F長安志J .元朝李好文的「

f青代的紫絮坡 ， 幾乎全變白 雪耳代 ， 詞;晉時代北京城的都市 長志函j 、 情報徐松的 f唐1i!京城坊考j 、 以及 「豆喜慶還

計jj!lJ在今北平仍可見大概;其沿局傳統首都建設計韌的規修君主寧縣志」、 f長安縣志」等，是研究坊jIjIJ與史鐵的:

音譯，詣贊普車勘察北平內紋中縈要嘉誠、最主稜壞、太廠等位變法國人 Henri ·· . . Havret在「茁安街的耶穌教碑J C La

，可得到部蓋章。「弱;當當都北京城都市計畫RJ路壁畫 J CI道 4 St已le CULtieme de Si-NEan-Fom.1895.

〉苛f示太筋 ， 在牛肉東高幸福肉之祟 ， 豆豆今尚可見其遺跡 : CiIEnz 一狂的 . . ··.· .Vari 主t ~s Sin6Iogi ClueS·.No 的

軍士綴星星在牛肉串\Ji1!i荷織之詣，為今中央公圈之前在。研究中，於第一O七頁至一三一頁，被接 f成寧縣

志J .主t繪 f唐代長安城吾吾J C Teh' ang - Ngan sous

les T' ang. )和「屠城今按合皇宮J C Si-Ngan-Fou

moderneetJ"an(ique >Tch'ang-Ngani) ， 討論長安

輔"i'i f>i JJ 叫 -，Il.l lJ::: · ' 心卅制吊 1'I1' .tHt自 由問吋L;;;.rW(.. X1J · > 川 J.t:.~恤，用 紡制的復鼠 ， 以及與當今i1!i安街絨繼絨的關係 ， 但對於我

們哥哥飄切的都市計數j問題卸未提及。宋代接鍾的「重重拔高

記」與明代趙自詣的 F遊裁南記J .主要在研究史饋的位盡量

。法窮人 E. 'ChavanneS哥哥作的「中屋里透敏遺物園錄J (

de la Chine )與 S
白﹒

的 f中國退黨遺物皇軍錄J f Mi s si on:Archeo logi queen

Chine)皆為有單單唐代長安史鼓遺鉤的質量是重重銬 ， 但對本

文的議題主史無直接的參考價值。最近的研究成果到於一九

一九年燕京大學歷史學會出版約「史學年報J第一期，學

位唐代長安城(臣。隨大興城).與傳統首都建設計劉兌之所作的「以日本平安家設唐代西京之鐵總J .是參考

的原則，招遠之處還多，就其豈是劃j閑言，質為中毆歷代賞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日本伊東宏、太縛士在f科學知識華盛誌j

郭中的一項特4的U o li3 T姆大興緩都市計翻路關J C 路 5 )哥哥發表瞬於日本平安京的研究，特與宋敏求 f長安志j的

路翠的撞車示中五百知:記載相互穿舊是華而寫成的，搓手拉特別值得注意的論文，且對

村宮城主主絨區域位於中央以北，與中央宮紛的償伊 j稻草草們所研究的問題未加討論。因此. llt1個人哥哥知 ， 宮 前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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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1t-安門總羽 f5乏丘之

論日本的東洋學者或中留學者，都尚未有對此種問題的研

究報告發表。若望E強地2日 t).解析， !lIm見之於元代李好文

的 r:!寶安丘吉、劉J卷上、皇鐵條:

宙語漢以後。郭城主宣布人家在宮瞬之筒。照文于古以

為不便於事。於是學獄之內。做到飛寺。If使靠在盾

。公私有辨。崩俗整賞。寶路女之新意t啦。

但也不過指出梅女哥哥營建大興城時，不許皇城甚至內容民層

的存在，是一Z置新意，。至於另一層霆耍的反史現象，如宮

城星星城在都城內的位置與傳統的競f鶴不同，古音都會市幸運利

入市的i位置也與前輯發布的古偷拍主章，這些令人注目的問

題，則在文中毫無討論。在此情況下，從中國首都是殼的

都市計劉史上來觀察、批判F古代大興城、~代長安城，誰

是一若是新的發試，億人才學疏淺，不敢妄自揣測， IJit提出

以不的間題 ' iii告知申述， (屑、表現在隔代大興城的都市說

鄧，共產生的原悠悠何 ?ω、如此規劉的首都都市計蝕，

就中騷首都裁制史而言，是進步或是退步的說象?但墓縛

雅諮里是不吝指教。

在本丈第二筒中，孩們會肯定階文苦苦對首都計劉必抱

右蒸發理想，孺加以計對j實行。第三節中，也談到若只也

參與營建新都的大臣，共同的協議，未必真有巨完成這樣的

一惚中區史無部側的龍都是主設計JIlIJ ;反之，閑文帝告奮起大

與戚，主要仍是參照前韌後、1£昶為殼、中央宮綴、左

右昆瘦的傳統原則，只不宜重其獨更加入了一些新的改革。

這種對傳統讀者~計齡加以修正的新方法，究竟是誰提般來

的 9對一向以中華文物為傲 ' TITIJ立性給保守的中蠻人認言

，較難做到，應當是出自能對中屋里文化探取客觀批評Ji!j皮

者的機恕。宋代來敏求的「長安志」卷六、宮室四、唐土

之級敵意，列舉了參與新都變星星的主要人物:

京城部[寫文辛苦I)IJ星星二年。、自故都徒。笑地在草草故獄

之萊爾。屬校品是。閑之京兆君5萬年草草累。 1竊侵喜事崗

山子午，谷。北據溺水。 JK草草擷癮。i1QA免有自首尿。命

左僕對商談話豈領主主孽。太子在民主子字3(1豈級制主兒模

。將作大匠費1諾。工部向發鎧鹿鄧公賀鎮子驗。工

都會主喜蓋亞鹿鄧公賀模子幹。大清少時1萬寶區蓋章。主立充

使營途。

從這項記戰中，可知營建新器都是由高領主共莓，太子在

~手字艾↑豈絲黨都市計訟，將1'1'大cr:踴躍、了逾古已織重售量E鹿

鄧公賀撥子幹、大鹿少liP II苦苦告說乏人也郡參與其事 。 語言些建

設單位中以都市計劉部門為首腦，的此字文愷對於喜喜個計

蓋起的議兒，必然最值得露蔽了。此外，在這五位主要人物

中，非純粹的漢人宿三人，這暫且盟員

街 T險發J 卷間十一 、 列傳第六 ， 高領傳中可以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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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澳研究。自此戳之，前文所提出的陪大興誠的首都建

設與傳統首都建設計數相異的三點，當是出自窩頭，質冀

子幹、字文償等不盲從中密文化傳統的說人，哥哥傲的積僅

改革。尤其主持首都競鄧的字文愷'他的多方思慮與參與

，更是劫不可波。

時代的星星星星是北周的外眩，因此對北芳胡人文化，鑫

為熟悉，閑任期的會員也很多出自古書孩，這點可從戳寮 f

陷害」拘傳中的姓氏而得證。隔代的各項措施，逆不星星守

成直是盲從傳統，參考路代在官事j土新傲的設立，使苟明白 i

大興裁者如此的營建草薪，賢在是一種自然的趨勢;而字

丈愷的改草計劉方案之能夠冀行，也就不足為奇了。

/\

錯代大興裁的發建計量錯，迷不能說是字艾愷一人的重重

重m構葾。億人認為字文傻的構葾星星為主主根源。這一根蓋章，

應當就是北魏首都洛陽城的都市計劉;而這孩計劉，可能

也是I±!El於像字文續這樣不盲從中留文化傳統的胡入手中

，試獨對中齒自古以來的都市建設計劉• 1J日 1;(欲 望在修正 ，

而當先試府於~t;魏洛陽紋。

北說首都洛楊域是車里用11§蕾首都洛陽績，加以頓建完

成的。依照北魏皇島街之的「洛陽伽!iii言自」序文中的設法，

除新設的主ii:B司何以外，其他十一門的名稱都沿用西晉榜的

稱呼。這喜站在本文第四節日討論過了。$於在東11§七Z豆、

南北丸蠱的11§督洛陽城中，當哥哥區域的位置里，主娃們可自北

魏藍藍這完「永經詮j殼水線文中得到說明，大致位於都誠

的中心苦苦位;發偎著草城也是按照也是按畫畫前戰後市、左極

右仗、中央'g麟、左右民鍾的傳統原則規蠻的。大和十七

年(話完問九二年)北單單孝文管定都於11§晉洛陽時，在商

討如何修建之初，審~城仍是西晉時的m:首七墨、南北九晨

，但「洛聽話伽草草~aJ卷五、卷鳥記者:

京師東11§二十星。海北十五星。戶十萬九千餘。顯

社宮室E哥華書以外。可方三百步。為一盤。!ll詢問門。

鬥援農正二人。 3空白入。 r~土八人。合有二百二十

盤。

這學教值大小的差異，並非E3於茁奮、北草草研蹋的尺

度不筒，市是Eil北畢誼時對洛陽鐵加以擴是所BE生的。E吉普

及遷都。上以戀者巧恕。認領營新串串副皇室。高巔峰時的十一悶，北說持也如數地將之移至新城牆上，東三門

總大網。凡所土耳豈是。皆出於績。、北之門、F詩三門，唯獨苗頭除原有的三門外，增設Tffi:

也是可知大與成首都計量盟的構想大恕的自字文償II哥時字 E串門。宮偽乃是任命司空公路亮加以較短的，新廷的會主蓋

文售量對於中國接代的首都建設計鼠，有適量望而深入的了解，位於茵晉當關區域以北'的此，草草個官關區域北端，與

，熟知其長處與短處，渴而能書畫長補寢' ft有制定出新的方北城牆相銜接替。F洛陽itill!iii記j序文中，對北二門的詔

書晨，他的「明堂奏談J ]更可設明他對!rH''.~在奢極其克分的串串可做為設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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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親密仕於北齊、北筒，前他的夫人則是胡人直是按

氏，英文如左:

為領字路玄。一名紋。白云溺海萬人也。欠貨背齊

錫筒。大司馬獨弧倍'il為主要住。員告姓過孤氏。

其夫人賀故民寢疾。中使顧閃絡繹不絕。上親幸其

第。賠錢百萬幸自萬恆。

高頭家族是杏出於胡放，本傳中未有記載，但他的妻子確

為詞人 . jjjj他本人且是說是溺挺高人，位或許也於胡族也未

可知。叉「箔草書J卷五十三、列傳第十八、頭主輩子幹傳(

賀鑫「長安ET、」作賀樓) .對其家控的記述為:

主豆豆輩子幹字寓言等。末代人也。隨魏l't;i'醫遷。11!:居繃

右。祖造成級待中文子大縛。央黨賢右街大將軍。

于幹少以犧武知名。

是能北魏孝文靜移居中原的北方都簇，原居於代，重0"年 日

河北省主主化府，所以也可勢瞭是一說人家主章，尤其自其姓

氏賀鑫看來直在是劈頭。前他的重旦失、父親都會仕於北魏，

並撥if相當高的職位，可以想見他們的家族是受難攘的

說護文化哥哥影響。$於字3巨變的家世在他的本傳中.:M.沒者

認蔽，但在 f磁盤J卷四十、7lJ傳五中對他的兄長字文t持

有如下的認識:

字文祈學f中樂。;$:溺方人。徒京兆。iiill.Jl;;:\'i予魏安

平公。艾吉達閣大司烏魯午題公。

也比'i[文，可知其為1詳而且這街姓氏原來自鮮卑之拓

敏、慕容三字文r、敏、豆豆壁畫、乞伏等都誠的一支。F陷害

J 卷六十八、 5'0 '倫三三寸 三 正牢艾滋傅臼 :

字文假字安樂。可盟國f公析之弟也。在周以J;J;包子。

年三露:協爵雙i泉俏。七歲邊對安平部公。芭二千戶

。繼少有吾吾濁。戶室主11!:武將。諸兄品立以弓為自遠。愷

3聲好學。 博聖室主要館。 這 . . .. . 線管部位。 遵都洛諾言。 以

績為蓋全m:郭富』童畫。。尊重重將作大陸。

而隔代興建功當時j多注:戀的研究做為設計的主體:

自永嘉之亂。川獨立是跤絡。將有天下。總復古斜。說

者車昏然。皆不能訣。1位縛考群籍。吾吾祖母堂善惡。

這點在「葉都隨記j二十念、「飼堂關童話J二卷、「釋疑

」一卷中都有記載;而關於大縈繞的發建.ilO者以下的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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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施行的鼠的，以下將再作論述;從實行的情形看來，應

當是由童話實際生活的靈罷!有叢生出來的。

北方胡人的有識之士，所提出的這種都市計畫甜的構想

，並未隨著北銳的說亡而消失，仍與北朝一系的文化傳統

流傳，百百萬里賣行於東魏首都難戚。縣城是接連蒼三留待莒

魏的童話都悔方興建的，後it以三~時的那城為都1韜晦城;

相對的，東魏的對且按便稱作單單筒滅了。

齡都商按是Jf;:~直言拉靜辛苦7t象元年(西元Ii三八年) ,

高歡為皇帝所Il!;盔的，與蜜語是待單單誠的南面繳獲相遇，而

新建為東魏首都， r武英歡聚主主版全童醫J 所欲餘的隘的研

著「毒品中記J的附錄中說:

草草中南紋。東西六星。南北入監15.寸步。高麗足以北

城喀睦。故令僕射高庭之更築此戚。

此成商藹，自束前面有敢哀、朱坊、I!J教三f5 ;東問由北

雨雨布告吉德、上春、中腸、仁書等四們;j!§茁 EE~七百在南有約

義、乾、商主鞋、止秋茁鬥;北區鐵路和2耳目都北誠的南jill城

星星訴自接，自Jf;:而預審民紡、中陽、縣縣三r5 0 哥哥龍華讀者名海城

南坡的十一倍r5研指的是Jf;:、器、 F屆三E古城J1.tj二新思主的鬥

'不包括北菌的三個門。

關玲鄉都商城中宮防疫鐵及太熱太敏說殺的勸里苦，自

1青代顯炎武 f區代辛苦主宅京吉己j 各十二 、 華p都臨城宮內部

, 51述 f草草中記j 的重己草鞋 ， 認為以太極且是為中心的宮關區

域範餒，到讓北戚，所以它的位置章應是在都成中央以北的

地方。都絨Jf;:蘭布萊市的設立，話頂有南緣的志福

們采踴門，們內的朱踴門大街1菊端單t {f\ij設為太時

域的正筒門路何， r5外大街*遼南方為大荷馬1話 ，

外大街西邊北克寫御澳台;當紡區獄以F搭一帶 p票是為主毒害

卿寺百克令僕以下二十八章穹的鼓鼓[.[<?若以錄者Wli宮城監室都

市~ti!JIJ與中盛傳統首都建設計劉比較，則可知:

付典北童話已洽紛誠同樣j§!;背了中央宮絨的原則。

。與北章程洛陽誠向是宮綴BE械和郭城北商城絡站議主主

，其悔沒有市街的存在，這又與後市的懷{免不合。

白與北魏海路線同樣在宮鼠疫的南方，為官吏及縣民

語住霞的主見鉤。宮闊前方尤許穹鼠、l*民住E量的存

在，與左右民踐的原則相遠脅。

1iJ.li\只採閉了友誼志社的發侃，在瑞門外街頭微史台的南

方，有司徒億元毯、品裂主草草長賢慧的g;..~喜存在;朱坊 r5 P'司

防衛j!§邊是銀尚書聲寧和土鉤的住宅，這些主情形令人在富起i層

大要是按即告長安絨的主長雀鬥外各坊的情形，而來市、

，也令人想起大興紋的都會市、利人廢代長

百二宿。

關於平線部分，雖不幸主清楚jill賀子保密，但至少草草種

北通老二「司。西豆其間大畫室內。..........吉[ ~A白鹿莫門

。........嚴莫門以諒。豆豆於大豆豆肉。宮在是相連。按

吉普按上也。

也就是說，北懿洛陽城的當關區域，是位於域內中央以北

偽束的部分，而在北茁坡路，甚至E右宮在是樓台的突出。的

此北魏洛陽城可以說是:

村與搞大與誠同樣違背了中央宮誠的原則。

口與[塔大興誠向是宮巷道區域典北吾耳欲1億相遂，真偽主主

無任何市區的存在，此與後市的慣例相背鈍。

@與路大興城河樣地在宮關&i:域前南方，有官吏民主民

盔的主兒鄧ij ;官綴直官方兌許官負ll!i民住麗的存在，與

左右民瘦的價偽違背。

以上三星也可參見鼠二仁求經沒有奇故商管北魏洛陽城都市計

數時合國j。在討論這峰說象的原由之前，若能先對北繞

著藍草草~'I'誠的都市計劉，作一番了解，當更可增加研究的趣

味，可惜這芳函未右詳細記錄的流傳。「大清一統忘j各

-0九 、 山西省大同府治敏條 ， 以平緩題記布 :

在大時縣束。..........按芭考今大向城東五星如憂吸

上。為平城外郭。南北宛然。拘傳後魏時故址。

由此可免了，平城議扯謊在仍布部分的遠存，如果能實地的

去勘察?對正是都市的主兒認必能寫更進一步的認識。位到目

前為止 i尚未有人做過這樣的嘗試。 E哥拉也說缺乏詳紹說

E畫報告 發表 。 至今右側平線的都市主兒童封情形 ， 無論文章試

或動繁華曾告，星星料到很缺乏，室主為一大憾事。在這種情況

下，這:JJ誠的問題只好剪子til，趟。而說已知笑料，探討北

吾先已洛陽絨的主兒懿之所以未依總q;溺傳統首屆且每設計畫晶質

施的葭主老頭鼠。其中主裂的思索，在於北殼訟入中的寫詩巴

之士，能以批倒不盲從的態度視察中圓的文化傳統，耳目取

其長處誦~{jj青豆豆;北說治結嘉誠的旗鼓U gp;f在一總具糙的~J子

。北平m的說旅控系，教酪韌的人更右路寰的民族性，本主註

表面jfJi講求實綠的作鼠較為強烈。由雙方研究主要學的態度

，可以為是壺， r儲蓄j 儒林傳記 :

南人約約得其英孽。北學深哥華錢其枝葉。

;青代主鳴鐘 f蛾錦繡j卷二、說錄:中對南北朝風氣作了

以下的比較:

商人經浮沒躁。北人沈譜寫裳。商人盟主夸音程妄G北

人談E是一吾吾證。宜生學尚不同。

自以上的評詩看來，北方人較真絡蠻的性嗨，也臼比較富

布實踐性。例如均由法的資施，北魏政府便做得較為綠底

。而其之能不拘泥於中磁傳統首都手里設計蝕的原則 ' 00新

創制定做一現在中路經代首都未曾布的都市規鼠，主立大絃

地質行，這部是由其認真而這2筆錢的1生梅所使然。這種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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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洛陽域，讀自茁晉洛陽按市加以改建;東魏吉普E都商城員u

是以三函持舊魏買路線鐵建增藍藍的，J2§此在其中，藝諧的城

市裁制仍然存在，是新式首都親劉建葾實踐的一大障礙。

與隔代大興按比較起來，實行上有較多的不徹底，是jiJ以

想見的。北魏洛陽城，在西邊城總增設承弱肉，形成東商

三門、商涵泊門相對，是一個實例;而北前城牆的大夏門

稍偏束 ' 1吉閱底域也在都據中央1;;(北偏東的部位，各個內

的方位不能相對憊，遠給香門的交通幹這也就不能很玉皇恕

的草鞋葭貫通，是另一個例子。反之，緒大興繞在字文糙的

策竄下，位於漢代長安城東甫的知外倒地上，主主無任何傳

統障礙遺荐，所以能按照耳里想計鐵星星一實施 dl:;魏游說人

有誠者哥哥制定的剪輯已建設計鶴，可以說在大興裁體吉思完成

。 F青代大興城所表巍的這種新式的首都計量呵，在中國首都

建設史上，應當是!i<進步呢?畫畫是退步?依作者個人的看

法，這是一種進步的~象。以下將設踴其中的潔白。陰真

不外是由較量言實踐性格的北方胡入中的有識翁，針對中磁

傳統的首都建設計到，加以改草草研促成的。

前朝後市，根據~學家的設法，是含有先童車後利的意

義;是苔還是出告於車里路的草草念，自前尚難斷定，在本文

的討論範隨內亦無探究的必要。不過，儒家您想一向尊崇

先玉立道，多以勸錢為當隨之末，信盡量主主義，以期使天

下無不寧生產的人，而tJ.土農工認為地位的!Mi.繕以都

認為主續本;若是按據這種思想，的首都建設計鎖中採陷

前韌後布的豈是貓，絕非是毫無還詣的。位是從這種治錯王

道運恕的蠻行結果看來，後市的設贅，綴著r，市居民的錢際

生活還難調自己適應。例如，北宋詞封府城內最誓言擎的地位

，就是在皇梭的:IE南門設德門外，肉或以內的東南與西F草

地霞，以及內域的主F宮門朱雀內外以至外絨以內的地芳。

南宋初期，孟元老「東京夢擎錄」程二、，*角撥街巷j

條記者:

自宣德*丟東角援。乃學或東南角也。十字街南去

鑫行高豆豆銜。北去從紗衍。~草草叢向街直是單羊肉重要讓

宮。直至臣當直要讓門。般是鋪席耍鬧。室和惱。 E是夾

按茅草草矣。東去乃海樓銜。街I者日且聽店。只下飯巨響

館客。餘皆與軍車為藥鋪蹄。南道一卷。謂之5平身

。主豈是金銀絲為交易之所。農字雄壯。 rj商產量淌。

這之森然。每一交易。勤部千萬。該人譯自見。以東

吾吾北。白?當權酒店b其下每日自主i')1!市合。貧震耳生

物誓言量珍玩犀玉。~卒境。羊頭社自市赤白鹿子妳房

眩目主草草~鵡鴿野殊螃蟹蛤車制之類。...…...飯後。飲

食上市。如酥蜜食l!H飽 ili.置砂獨子吞樣呆子蜜:相雕花

之類。向綴。畫畫何鐘頭茁買主梳鑽抹王金鼓動使之類。

新的首都計翻形式，在北星電海陽城已建立，主t~昌都郵筒城

研單單京。而這是也北朝中有識之士，以說劍而不盲從的態

度，觀察中密文化傳統，鐵長補鐘?認定新法，所完成的真

是量表現。字文愷必起對北載文化傳統有哥哥了解，又不盲目

崇拜中國文物，更是具有錢蠻重實踐性格的胡旅竭誠者，

所以能擔當大興城興建峙的競餾鞏賀，主主在任內修正簿統

的首都建設計翅，另定新館前大力推行，言自非偶然。

先d

自高耳其總領營運事務，學文愷擬 ill!豈是摸，劉草草及資棋

子幹、苦苦苦宮發負賀畏途的假代大興紋，不只是都市競割，

甚至其他的官德建築、肉模的稱道，以及城內的考草鞋，草草且

與中聽傳統式樣有哥哥豈是異。從史賽中可以得到一些設坊。

例如來尋聽眾教求 f長安右、J各八、豈是仁坊條，對於位

於1七何東邊的寶莉，作了以下的捲述:

重要剎寺。本昌盛佛.~.餒。 F舊書星星中立為寺。 4佛Jlji後

魏待單壘。回函 JZ位。當中構E置。起F琵潛能。本衰椒屈

涵。為京坡之脊妙。故夫子以重要和為名。

藍色中草書畫畫築添置言，這種建築式樣賢在是真特例，可能是一

種來自西域，訪受中國人歡迎的畫畫築鐘傲。值得留意的是

北銳的經築與大興獄的與楚，重重沒有葭授的辭退，但這些

都是北戰文物和傳統中獨文物不同的新i星星， 1為緒也反映了

北方外致“對傳統中饅女秘道非全然的{盲從。

且主次主毛主~;tf，j念八、 3主要基坊綴，有和大興城興建

寫著這接關係的寫起草草擬:

1I0尚且再講考古草草緣。 絲r~還字文鑽研造。

'lif;1芋縣的路搭建袋 ? 是與大與成街時設計與畫畫的 . ffij且都

出於字文鐘之手;有偽造假建築約以下8"述，很值得注意

一太平公主降薛絡。於1縣縣設為蹄。初以縣內陸牢。

教毀之。高宗勁。字文愷所造。重壘作多苦苦。不須毀

折也。

gD太平公主以縣廢鳴婚殺場哥哥 ， 認為縣內太狹有事 ， 也高宗珍惜

這個縣路是字文愷研設計的，所以下詔祭改畫畫。也此可見，

這發受中國人哥哥喜愛的畫畫築是來自北方說人文化系主亮的特

誅形式。這也是字文蠻不完全探fflj專統中跨文物形式前看

他自己的抱負，遂將之具綾E奇觀的一頭例證。

從以上的學言堂，加上字文憶本身也出自說族系統，可

知精大興紋的都市計畫哥，確是有外族文化影響的成分，這

種新傲的制定絕非偶然。對傳統中國首都建設計劉加以部

i 分修正 ， 炫且不該北串直至草都平紋 ， 至少北毒草定都洛陽持己

看這種的創見，之後為東說草草都竭誠研繼承。但是函授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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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去Itl]徐家聽星星店。街i¥!書是家瓦子。近北則中瓦。

次發瓦。其中大小勾概五十餘瘓。內中瓦三F蓮花椒

牡丹瓣。襄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數千人。…

﹒…“瓦中多有貨欒皇室卦喝故1<.探搏飲食剩剪紙畫畫令

戲之類。終日扇此。不覺抵墓。

這是對宮城的宣德門外東獵、內城東南繁榮景象的錯述;

同事書認卷中的「務接菜是每草書」條，對竹竿市茶坊、妓館等

地的繁華也作了類似的敘述。內絨的五萬F~朱雀F~門外，

部外城以內的東南、茁藹地區，熱闊的情形在「東京多擎

錄j卷二 F朱雀鬥外街巷」條有如下的搶述:

出朱雀肉。東皇室亦人家。ll!去大街麥稍巷狀元權。

餘皆紋餒。~保康F~銜。其御街束。朱雀門外茵通

新F~瓦子。以F語教豬巷。亦妓筒。以南萊茵F語教坊

。餘皆居民。或茶坊。街心市井。豆豆夜尤處。

此與「州橋夜市」條內詳誠的記誠相同，其中後發是五代

詩產生在朱t室內外約繁星事處，~後問世京時築外威將之竄

入域內，成為外城以內的總~研在。

就現代北京市言，永樂至寡婦騁的北京城，相當於現

在北京域的內戚，也是依照古自報後沛的原則直是戳，但是在

都城正TiiJlE酷暑門外，主事也諾言繁華市底的i!i1袋，結果造成嘉

皇島之三十三年(西完一五五一年)築了混在的外緩，將這領

區域竄入城內，成為混在研詣的前門外儲霞，其中有名的

番舊是錯，例如以販翼犬虎骨皮管樂閱名的同仁堂，吳建築

即是役踴i初流傳支持，是明代主E陽門外，新興關單各階店

中的一家老辰。

以上的鉤子設實了築布拉克郭的中最話說績，誠門外大都

是交退~道的哥哥在，由於交通的便利，自然地在城門外，

常有繁學市隘的形成:同詩，與宮誠眩絨的立們相逸的者已

成正門外的地盔，也是交通的綴紋， ~主於經濟、交通的 EJ

絮，也很容易變成市區，由此可知，在中蠻的首都，繁萃

蔚藍的發達地點，大致是在宮翰lEi事鬥前，部已按正高域內

附近的地方。根據當朝後市 . iiij宮皇島1&前吾吾止民居存在的

傳統規劉玉代I)fj封府、單身代北京城，對這種草草關市g[在宮

闊底前出巍的自然趨勢，也莫可奈何;而都鐵工E南門前繁

華的趨勢，甜甜i向內發展，而且日益主屆五苦，造成後飼itt宗

頌德三年及謊稱三十二年，不得不為防封、北京修築外誠

的情勢。雖然混在宮閥混商方有內城正南閃的阻俑，位外

誠以內確;有市[在EG產生，這個趨勢詣非種諦，從上述的例

子可以知道這是一不爭的事賞。

豆豆豆卦，在飼代以後的1ft代首都，問頸部有域郭的錄、誨

，而繁榮市處在都域內產生的現象，也主主非11:代I*l主:1、路代

北京城所獨宿 ; 1甚至質上，古代齊室主持、悔?齒絨液內外的

事喜萃，說是一夜寰4肘。

地處，易有

哥哥哥是討論的是

泥於前親後rn、

的都市計劉

亦無視鼠、為

聚在當關注門前

形成繁華的地1~

種趨勢，只能線

正南方者綺麗的

宮騙、左右民麗的

攘，變成後戰前市約

但是北朝中的有皇島之士，書是於三種哥哥站都輩革誠、i!!1管洛

揚的寶路現象，在北魏洛陽城的首都設置1上遂放棄了中留

傳統首都計韻的某些原郎，蘭考慮到都市居民重實際生活上

的需欒與便利。研以官綴III域設在都鐵中央以北，宮騎車i

lEi¥!門前方也允許佳話與商舖的存在。北2智;有毒品者最佳泡一

如中國人皇室競饅頭里都不會議i空泛的選論妨縛了:m'l穹的

生活，就都市計數而言，薩里聖紋中國傳統更為緩步。這種

新的計量封建懇 . 83字文健在路大興按霞說完成，由於這種

進步的計部構想的重建魂，隔代大興城的主兒鎖在中國慶代首

都計懿史上，可以說是登峰i告攘的了。至拉克還是3室主?北方

文化背奈'.83.對中茵文化採lin錯誤批判怒度的街頭;有誠者

被長矯短、配合發際生活常要哥?有j~定的，並非絃幸主先互之

遜、蠶表因而為保守、街，思想約將‘苦是純粹中t%!l教育豆豆闊

的中崗人所能做到的。後來的北采東京街對灼的輯~rn錢懿

一恢復中溺古錯，宣德內外、朱變鬥外便有市霉的每皮gr

~;與代北京城ill宿類似的情形。島以往中殷殷代首都計章道

，自吉普哥次發展，北剎時候外族人士做了部分的修改，促

佼北魏略有長足的進步，而在路大善惡誤的完成逮到這是主;

北宋詩寫恢復古鍋，使得進步的趨勢受控，轉而她綴;:.E

明清北京城就不再志敏蓊的進展。倍;而言之，中單單管都建

設計翻在路大與成達到發展的接致，到1名來東京1lr1對府豆豆

行督制後，就是說了退步的現象。

十

Wi! liam Edgar<(;eil 在 「中撞撞的長城

great' w.al! of China. 1909‘ 黎巴軒談到 ，

自古以來，中國的是耳目前都有城鱗作為己節發與采開發地處

的分界。在戰爭或土匪侵華適時，者~挖茹苦挺拔F亨鎮上，來保

護域內居民的身家性命及財產;住在城外新興市隘的居民

就待千方百計挖苦吾家帶財逃難到城內:為了保障生命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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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前朝時是市、左施右社、中央宮閱、左右民麗的設計j而自

然產生，或是北魏詩試行新的首都規章間.j§踴門外的市餒

，一葭都存在的，這是北魏詞人審議之士有自共銬的實際

倩影。著探討這十個學的名擒，和星內居民的性質，可以

肯定當時向業者是集居一運中，還是在藍、朱時荷華是商店街

-f行J 形成的先軍事 。 雖然 「洛傷伽草~~aJ 中 「行的名單時

尚未出說，但從同業瀉店銜的實際情形看來，膚、朱持代

約「行J .在西晉時或$少在北單單首都洛陽成早已出現。

其中慈掌£、華終星，應當就是自行簡 f李綾傳J裹的東

西l星j蓋章了。

五代街對蔚絨城內外、現代北京城lE陽門外的商業甚至

，各是在後摺世宗顯德二年、現世宗主語講三十二年增建

外域，而成為外城以內的地區，這點在此不蔣說勢。這主主

完全被畫畫傳統首都建設計劉興建的都域，往往就是這種自

然主聲勢農巍的實例。假使考慮到鴻業活動的贊際需耍，避

免採府不利於商業的前朝後市、中央宮瞬之制，而在都城

內允許市度存在於適宜貿易的地點，自然不會有坡內外市

區的產生，而且也沒有產生的需要。以下鉤迷不採前朝後

市、中央當觀形式的陷代大興域、唐代長安域，實施後的

情形，做為這種推論的說接。

唐代表安域的退化、者明、延典、教哀、朗總、安化

、延平、金光、吾吾遠等九向中，交遠上以東主聲中央的春坊

門，與茁送去主北的E的遠門設為愛畫畫。前看看向東越過溺水

、 1崖水，傍敘草草山永麓的E盡量重經過;更是從草書陰經澄麟、

秘谷耳目到中原地方(部今河南、山誼、河北、山東、安徽

、江蘇各者〉的國邁出發點，是往來中康的樞紐。 8 :±追

星音使入京，都採行i比一路絞。倒遠門IlU走向j§經過今詔三

哥哥巔，再藍藍j§j胃橋過溺水，從成陽直是要再平縣、為主龍燦、武

功縣前到IZ!lJl[成都;或是rtt浩成以茵通往茁域地區的國道

出發點，走進出西域約門戶。唐玄宗蓋章獲入基君所走的就是

這條道路。防遠門的名稱，其為眉苦敢遠方j!1j城各擻，前來

報寞的放棄語言主味。蔚代韓愈哥?議儕脅童基迎的行列，就是經

歸途門進城，、于亨通過宮城的安福r~。但是若是以為春一串串門

、開遠門外，必有繁華的商業僅存在. IlU與事實不符。春

盼內外，故中~人的習俗是墓地的研在，也水j§岸的長

樂圾. §'JJ春鉤的之筒 ， 僅有長樂露一個驛站 。 習慣上 ， 從

東部箭手在長安的人，者已越過濁水、 d墨水，在長要注驛過夜，

直至晨干寄出發，經春獨門入長安。 f大平鼠，記」卷二八三、

巫類 f自行能j 條 . 'J [ f鑒臭豆aJ

唐郎中自行筒。大利初。自大醉。夢:二人引出學研

肉。$一新塚憫。天將會苦誦鈞。豆豆城門。店有室里餅

師捕。行簡餒畫畫。方告二佼者次。

o :Z文立之

的安全，往往希望域內能允許適合經商的市區存在，在看

吾吾之詞，就可免於狼獄慌亂。但是，中醫傳統的都市計齒

，據周前朝後甫的古鱗，不適合新興ifIi寰的實際需要。例

如清代北京線，內城為八旗禁衛軍住盾的哥哥屋，禁止市區

存在，商質為了有專帶可迅速入獄遊難，就將店鋪設近設

在城門外附近的地芳，於是形成了繁榮的商業區。隨著都

城外荷葉區的發達，設錄也~相對的增多，如此文使得避

難行動有了更多的困難，最後只得增築外絨，將發個地區

括入牆內，還是一直覺的習慣，也是前戰後市餌，所必然產

生的發展領向。

實行前朝後前劍，而在首都成門外有繁榮新市直至產生

的實側有:商管洛陽雍門外，以洛陽大布為中心的商業單豆

、五代開對府後間顯德二年之後的鐵門外擱區，以及胡代

北京城，嘉榜三十三年五館內外的市區等等。北魏楊之

「洛陽伽藍記」卷郎，記者j§紛向外部西晉時j§勝門外四

鐘，洛陽大市以敦的過渴望、達貨主臣，大市以繭的調音慶

、樂德堡，大街以j§il$J退當選、治觴墊，以北的草草李星、

舉終盔，加上擊財豆、金蓋章盟，共十盟，是為叢要市甚至的

所在，其文如下:

市J1;:衰退溜達食三鐘。笙肉之入。盡皆工巧。處販

2島生。 至連民主1至寓。 有\i1U寶辛苦。 蓋全為當皇室。 云云

m蔚為諧音樂律二泉。 星內之人。 絲竹誕歌。 天下

妙f支出豆豆。 有回僧起去。 著加筋。 能百萬壯士敏積2自

阱。云云

市j§布退自由;當終之盤。瘦肉之人。多經沼為業。河

東人劉詢盤。吾吾能滋滋。主事豆豆六月。時暑赫蹄。以

草草j詩誨。吾吾於日中。經一句。其酒不動。飲之香羹

。哥哥哥字經月不膛。京師都賞。多也都星星藩。遠棺自由

餒。除於千臣。以其途三室。按自蓋章銬。亦因騎磁酒

F訪北慈言學宣告終二鼓。 是內之人。 以資格叡為業。 主電

輛車為業。有磁歌孫撥。娶妻三年。不說tx.而島人。

直接的f£之。偽正是lIil!陰起草其次。有毛主是三尺。似野狐

尾。級機誦出之。萎隱去。將刀獄般髮前走。鄰人

迫之。重要成一狐。這之不得。云云

則有學財金態二單。竄入在哥哥。

凡此十里。多諸工瀉重建飽之民。千金比盤。層樓口

口。皇室內放弱。關道交通。造精臨墓。云云

以上是楊尚之對北魏時情形所作的描寫。北魏首都洛陽

是龔自商贅，這些繁華的市霞，遠在1擴大和十七年定都之

前，便已存宮。從西音詞始，筒里串門外的市霞，為住在洛

陽洛溺域內的居民，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無論西吉普詩I?SI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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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立

著寺以

鉤。與

輩子脅。正龍

無可確指。

點正好在都線

，主豈不足信，況

也向草草擬定。

'所作的附會，

鼠的先籠一也予在

誠的主兒割，就樂

部建設的競買y ,

學成宮城的位是言，霞

象乾卦。故于九三餐

苔訝。以應君子紋。

主義之。今自鐵爐廠村才

幸事寺按3萬九五詞。城

倉皇城官司誰也ρ 當

要皆為首之支脈

但是，所言再做為都緩緩徽的上述

的中央，隔朱雀F'J大街能讓

旦地點的所在，是否是象

總之，這種說法，只是綴2

或偶然的警喻。否則，對

要是草草都需紋，更平主量可以

以解釋了。作者伯人認為，

只是純然為了配合乾卦的地形

於郭城中央以北的設法，是不是

說首都的全是皇偎值而言的t大賽星級部唐代表安放因

然仍有某些缺點，@封無法否認，還是中磁史上的一等當

都。本文以首都的都市計畫認為研究主題，從這紋的激盟主探

討隔代大興城2克唐代長安域的都市計數1直是袋，到它不但是

中單單史上的特例，更是中磁首都建設計~t;]史上設兵佼佼，

甚至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震斌說。

文中記的重量是夢話，位華乎仍是基於感星星的事星際經驗來的，

這頭記述，可使人想像今日北平東W:F'J外，當時的情形。

東蔥F'J外常有二、三家露天攤販，阪貿海棠水或空空食，

給過路的行人， F守們 不遠處 ， 街道與墓地站接 。 「太平

廣首cJ 念二三0 、 鬼鎮十五條 ， 以 「葦妃」 為題 ， 引 「

賢異記j的記議:

防元初。華妃寫籠。生星星生琮。嘉葬長安。至二

十八年。省直至欽發妃家。... .....霍達家中。

...及盜教物輝也。在史入程研門。鬥吏詔止之。乃

授主事中。皆玉是寶物。盡收草草誨。拷;@部版。

這也是春踴鬥外是墓地哥哥在的另一項E墅里耳。春胡內外情形

如此，其他各們也可想見。「太平星星*aJ卷二八一、吾吾類

鬼神下， ，i屆孤遐紋j條， 51 ，河東記」的記述:
貞完中。進土溺 t'i\遐i紋。家子長安裝袋里。新娶自

民女。家貧下第。將遊盎 J~。與其妻訣已。這可開

設矣。遐奴主E蜀。單單槍不偽。逾三年乃蹄。至數縣

E宜。 去誠向否里。 歸心迫途。 耳且是夕及家。 趨斜徑

疾行。人畜隊殆。~哥拉光鬥五六畏。天已餒。絕無

逆旅。唯路路右佛裳。遐叔止焉。

這瑣記載很值得注意，的為EI3金光向入長安，距底德、群

里去二訪以東的茁市開反很;丘，而金光門外，竟如此荒涼，

海旅店都沒有，可見唐代長安城門外大部分地區，是沒有

熱鬧的市區的。也說是說，不採取前朝答:市、中央宮弱的

形式，而』兵臨商業貿易贊餘的需要，在星星城南邊有東市〔

路時草草都會市〉‘百市(結時桶和人市〉等商業區的設置

，那慶幸E1li>拔抖，說不會右其他商業市甚至產生了 o這也設

現了車站域內皇威以甫的地區，是適合商業交易的地點，此

憲章至少在北苦思洽楊時已制定、在 JR魏齡都已實行﹒箭在筠

代大與成體現的新式首都蓮說計戳， ~實在比較能適應都市

居民的賢世主生活需要，所以是演進步的構想。

層層於請代大興城內星星緩、宮城位蟹的分鈕，冉來有這

壞的解釋:一般屆亞為lZ9藹地荒草的起伏，東ii§橫向的高坡形

成六道平行紋，正如「周易」乾卦，因此以象九三 5克的第

二圾，設宮殿，傲氣帶玉之居;一以象九三且是的第三被設星星

坡，為百詞之前在;以象九五且是的第問圾為主是位，有名的

是是業坊玄都敏、和婿:l;I j大典著寺，是Ii'該在此，以鎮戀者已域

。宋代宋敏求「長安志」生是樂坊玄都是 2條、「毒品修挾茲通

志1念七十三、古敏條，以及「嘉援室主{裝成寧縣志」等等

中國人對唐代長安的記述，是單位採取這草草設法。假如「第甚至

重修成寧縣志」每三、歷代藍靈敏水道域郭宮室主名勝這里中策

，記右:

隔字文愷設者已。以主任雀街南北輩革郭。為六條高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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