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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 about the Tradition Nepalese architecture and some 
recovery cases after the 2015 earthquake

Heritage 一字曆來我也找不到一個簡單直接的中譯
名稱，其意思是任何失去或幾近失去的人文色彩、
事物、起居環境，或一個生活情景與片斷。

我膚淺地所謂研究世界各類傳統建築 (architecture)，
小說也近30年，對不同類型的建築，尤其是我第一
身在田野考察時較細心看過的，都會有一定的認識
和體會。這些傳統建築，肯定是珍貴的heritage的
一個內容。

不同的建築體系中，最遺憾的是我還沒有看過印度
的建築。但不久前去了尼泊爾一次，開始對相近的
印度風格建築也多了點認識。

其他的建築體系暫不細談了，就說說尼泊爾的建
築在造形，結構，建材及修飾上的特點吧。

一言以蓋之，尼泊爾的建築其主結構主要由磚、
土而建，間中也有用一點石材，尤其是那些顯示
權貴的建築如宮室或較莊嚴的廟宇。而用木材作
為主結構的，則所見不多；有之，也作修飾用途
為主，尤其是外牆之上的檐蓬等附加物，使建築
有一個更細緻的外觀。當然，橫向的結構部分如
樓面及屋頂，仍以木材為主作受力的承托。

用磚、土、石，或其合成體建造較大型的樓房是
最古老的建築方法，在人類歷史中不下有三數千
年的經驗。

磚是由泥土所燒製而成的。磚、土、石這些物料，
在世界各地都是廣泛和廉宜的材料，亦可較容易
建造可承受頗大重量的結構體，如柱頭、牆體，
甚至是拱形構體 (Arch)，所以廣泛地採用到不同的
建築中。

其他橫向的結構，則採用木材，以條樑狀 (joist) 或
簡單的框架 (truss) 模式成為構件，再加上樓面或
屋面覆蓋，便成為樓房的樓層及屋頂。

整個樓房主結構均用木而建體積較大的建築，全
世界的體系中只有中國有此建造技術及傳統。

下面數張圖片正好顯示用用磚、土、石，或其合
成體建造的樓房的特徵。尼泊爾的建築大致是屬
於這個類型。



磚結構 Brick work

木構件 timber structure

石板作地基

檐蓬

典型尼泊爾較小型
磚結構樓宇解構圖
(簡化版本)

木雕支撐

典型建築例䅁

磚結構 Brick work

木構件 timber structure

石板作地基

檐蓬

木或石柱托起
上層結構重量 木雕支撐

典型尼泊爾較大型
磚結構樓宇解構圖
(簡化版本)



木或石柱托起
上層結構重量

Nyatapola Temple located 
in Bhaktapur near Kathmandu,
built in 1701–1702 CE



承托著檐蓬帶有色彩
繽紛的雕塑的木支撐件

因地理環境所限，尼泊爾一向資源均非常匱乏，
因而其建築發展，自然也採用平實簡單的材料和方
法去設計和建造。

是次到訪所得的觀察，這裏傳統得體的建築有三大
類，一是宮室，其二是代表性的印度廟，間中亦
有少數的佛寺；其餘的是富有家族或家庭的宅第。

宮室或富有人家的宅第，大多以厚重的內、外磚牆
作為主結構，再加上述的木樓面及屋頂成為整座樓
房。樓房可建最高三至四層，或接近20米的高度，
亦可再加入一些塔樓，高至接近50米。

為使樓房的外貌更可觀，往往再加上連綿用精美木
雕修飾的檐蓬或廻廊。甚或是再加一座用磚或石而
建的高塔。

典型傳統的用磚砌建的民居，這類樓房現今在
尼泊爾各處，有二、三百年歷史的，也不難看到。



這類傳統用磚砌建的民居，因建造容易成本較低，2015大地震前，在尼泊爾各處，
是一個頗為普遍的建屋方式。但其抗震能力較弱，現多改為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

傳統用磚砌建的民居或其他
建築，在各處所見的類同例子。

傳統用磚砌建的民居或其他建築，在各處所見的類同例子。



Typical brick constructed building used as a monastery, with the roof 
collapsed and other structural damages during the 2015 earthquake

莊嚴得體的樓宇，其主體仍是以厚重的磚牆而建，作為承重的主結構
Lalitpur in patan durbar square, kathmandu

莊嚴得體的樓宇，其主體仍是以厚重的磚牆，作為承重的主結構



這類用磚砌建的房屋
在地震中容易受損

因採用磚牆為主結構，為給建築
一個較美觀的外形，尼泊爾傳統
得體的建築，大都加入不少用當
地木材雕刻而成的外皮修飾物，
如門、窗、檐蓬支撑構架等裝置
或半結構性構件，最終形造出一
個獨特的建築效果，使外觀原頗
為平淡的建築，添加了細緻的修
飾與色彩，成為尼泊爾建築的一
大標誌。

尼泊爾的建築，大都加入不少木雕刻而成的外牆修飾物，如門、窗、
檐蓬支撑構架等裝置或構件，最終形造出一個獨特的建築外觀。



用木雕修飾的門、窗、檐蓬支撑構架等裝置實例。

修飾華美細緻的
木雕檐蓬支撐構件

修飾華美細緻的
木雕檐蓬支撐構件



安置在門或大窗之上的橫匾，作為外牆其一的重點修飾

安置在門或大窗之上的橫匾，
作為外牆其一的重點修飾

作為尼泊爾建築重要組成
的一個部分 ‐‐木雕修飾



在尼泊爾近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較集中的
城市只有四個，分別為：

加德滿都 (Kathmandu), 首都，人口 42 萬
博卡拉 (Pokhara)人口 28 萬
奇旺 (Chitwan) 人口 58 萬
彌薩羅 (Janakpur)  人口 18 萬

尼泊爾具代表性的歷史建築，大多均座落於這些人
口區域。這些建築大部分為印度廟，小部分為皇室
或用作政府機關等設施的建築；在北部山區，也有
一定數量的佛教寺廟。

尼泊爾各地具代表性的建築

尼泊爾傳統建築在歷史、地緣環境及經濟
條件的影響下，衍生一個多軸線的發展，
但仍有一定風格並能滿足自身條件的建築
與設計模式產生。

這些發展軸線主要有受印度教建築所影響，
與西藏互為影響帶藏式的建築風格，帶有
回教色彩的建築，甚至較近期受英式殖民
風格影響的四大建築主線。而最古老的，
當然是印度式的 (Stupa) 佛塔建築。

Mughal architecture 莫臥兒建築

值得一提的是莫臥兒式彩的建築，但這類建築在尼泊爾
的數量不多。

這類建築建於印度莫臥兒王朝時代（1526～1858），受
伊斯蘭建築彭影響極深。原先建築主要分佈于莫臥兒帝
國都城德里、阿格拉與陪都拉合爾（今巴基斯坦）等地。

建築形式主要包括城堡、宮殿、清真寺、陵墓等，一般
以尖拱門、尖塔、大圓頂穹窿、小圓頂涼亭等建築構件

的組合為特徵。建築材料主要採用印度特產的紅砂石和
白色大理石，這使莫臥兒建築堂皇的外觀與堅固的程度
都超過中亞的彩釉瓷磚建築。

建築風格主要吸收了波斯伊斯蘭建築的影響，同時融合
了印度傳統建築的因素，形成了一種既簡潔明快又裝飾
富麗的莫臥兒風格，代表著印度伊斯蘭教美術的最大成
就。其在印度的代表性建築例䅁便是泰姬陵。



典型帶有莫臥兒建築風格 (Mughal architecture) 之印度廟 Sri Ram 
Janaki Mandir Temple in Janakpur in the Mithila region. 
The temple is dedicated to the Hindu goddess of Sita.

(融匯印度與伊斯蘭教風格之建築代表)

Sri Ram Janaki Mandir



尼泊爾一些西藏色彩濃烈的佛寺
尼泊爾一些西藏色彩濃烈的佛寺

尼泊爾一些西藏色彩濃烈的佛寺

至於具代表性的印度廟，其在設計或平面佈局方面，
與中國寺廟的方式也有顯著的不同。

中國的寺廟其平面佈局有頗共通的格局或標準，很
多時都採用一個中軸線，由山門、天王殿、大雄寶
殿、藏經閣，甚至是方丈堂等多進形式作佈局；中

軸的兩旁，還有對稱或不對稱地設有佛塔、鐘鼓樓、
觀音殿、經堂、齋堂等供奉或活動設施。寺院的大
小，當然仍視乎其規模品位，而有很大的差別。

印度廟宇這類平面佈局並不明顯，主殿堂供奉一個
主神，其他均為獨立的殿堂(稱為廟)。每個殿堂可

能都供奉同一神衹，殿堂數目可多至不下十數個，
不太規則隨地形地勢零散地圍繞著主殿而分佈。殿
堂很多時是由有地位的人物或教眾，作為一份對神
的供奉或酬報，或對重大事件的記誌，一代一代增
建而來。



還有一點印度廟與中國式的佛寺有所不同的，
是印度廟大都不設圍牆，很多時亦與邊旁的
樓房融合於一個相連的社區中，信眾可以從
四面八方進入廟院中，與民眾打成一片。

再一類較大型的印度廟，其中心是一座用磚
或石塊建造扁鐘或板塊造形的佛塔，周邊才
是其他伴隨的大、小殿堂(廟)。

典型中國寺廟的平面佈局

典型中國寺廟的平面佈局 獨立的一座印度廟宇供奉神衹的主殿堂，邊旁座落了多座
獨立的小廟 (寺廟不設有圍牆)



以一座主廟堂為核心，邊旁伴有多座小廟的地方寺廟

典型沒有圍牆分隔的印度教寺廟

以一座佛塔為主線的印度廟

長條收身板塊造形的佛塔



以一個扁鍾形佛塔為主體，伴以大、小不一的小廟堂所組成的社區寺廟
以一個扁鍾形佛塔為主體伴以大、小不一的小廟堂或神座的社區寺廟

在加德滿都及其鄰近區域有多個深具宗教與歷史意味
的建築群，分別座落於 Kathmandu, Bhaktapur and Patan
這三個區內，相互相距不足十公里，於 2006年被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評定為世界文化遺產。其中，包括了七
處獨有建築，其名稱如下：

景點名稱 佔地面積

Swayambhu (Monkey Temple) 33 (公頃)
Bhaktapur Durbar Square 3.7
Patan Durbar Square 5.3
Pashupatinath (temple complex) 84
Hanuman Dhoka Durbar Square (Palace Square) 5.1
Changunarayan 36
Bauddhanath 1.3

UNESCO designated seven groups of multi‐ethnic monuments clustered in the valley as a single World Heritage 
Site, including Swayambhu (monkey temple), 
the Durbar squares of Kathmandu, 
Patan, and Bhaktapur, 
and the Hindu temples of Pashupatinath and Changu Narayan. 

Overview of the 
Swayambhu before 
the earthquake



Swayambhu after 
the earthquake

Overview of the Bhaktapur Durbar Square

Dattatreya Temple on Tachupal Tole square,Bhaktapur

Bhairava Nath Temple in Bhaktapur Durbar



hindu temple in bhaktapur royal palace of old Bhaktapur Kingdom

Bhaktapur Durbar Square is one of the two World Heritage Site located 
in Bhaktapur. It is a historical plaza in front of the royal palace of old 
Bhaktapur Kingdom

Overview of the  
Patan Durbar Square

Satellite imaging seeing the
layout of the Pashupati tem

temples of Pashupatinath



The Pashupatinath Temple Complex

temples of Pashupatinath

The Main Hall inside the 
Pashupatinath Temples Complex

Overview of the Dhoka Durbar Square 



Temple of Changu Narayan

The Nyatapola Temple is a five‐storey pagoda style temple of Goddess 
Siddhi Laxmi erected by King Bhupatindra Malla during early 1700s. It is one 

of the master piece under the Changu Narayan Complex

Statue of Bhupatindra Malla,  
Changu Narayan

The Bauddha stupa, believe to be 
the largest stupa in world record



The Bauddhanath stupa and the monastery

The richly decorated interior of the Bauddhanath monastery 

The rich decorative elements of 
Nepali Architecture

These elements include craft works in the 
form of statue, sculpture, relief or inscription 
using wood, stone, brick or metal/bronze.

Rich carving as decoration on the front of temples



銅板浮雕作為建築物修的一個重要部分

用黃銅薄板作浮雕修飾的大門、門框及外牆正面



用黃銅制作手工精美的神像

簡單以磚為主結構的小廟，用細緻的木雕修飾後，外觀變得華美和奪目。

由精細木雕組成的
窗框，構成建築外
觀的一個重要部分。



用木雕修飾的門、窗
或檐蓬等裝置實例。

用木雕修飾的門、窗
或檐蓬等裝置實例。

由精細木雕組成的窗框

木柱及其木雕修飾



混雜了木雕、神像，
包了銅板的匾額、

門窗、神獸的外牆，
構成建築獨特的外觀。

平平無奇的一個廟門，用拙樸的石雕修飾，兩旁放了對的神獸，帶出
獨特的宗教色彩。

作為尼泊爾建築重要組成
的一個部分 ‐‐磚雕修飾

帶點西藏色彩的坭雕 (石灰批蕩) 修飾



作為尼泊爾建築重要組成的一個部分 ‐‐石雕修飾

作為尼泊爾建築重要組成
的一個部分 ‐‐石雕修飾



尼泊爾其一提供民眾服務的設施 ‐‐有一定歷史的公共給水龍頭

尼泊爾其一提供民眾服務的設施 ‐‐有一定歷史的公共給水龍頭

尼泊爾其一提供民眾服務的設施
‐‐有一定歷史的公共給水龍頭



Representative cases ‐ Repair and Recovery Projects 
after the 2015 earthquake in Kathmandu in Nepal

具代表性的一些震後復修個案

加德满都王宫广场（杜巴广场
Durbar Square）於地震前的情景

不少具深厚歷史的古建築也受損嚴重，部分甚至倒塌。
2015年地震受破壞的歷史建築



2015年地震受破壞的歷史建築

2015年地震受破壞的歷史建築

2015年地震受破壞的歷史建築



由中國提供資金和技術的援修項目 ‐‐杜巴廣場九層神廟復修



Recollect the 
remaining items 
of value for 

reinstatement

Recollect the remaining items 
of value for reinstatement



Detail of the 
fine craftwork 
to be restored

Minor touch‐up 
of the 

recollected items



Other repair and recovery cases not sponsored by China Government

Other repair and recovery 
cases not sponsored by 
China Government



Highlight of the Outstanding Value of 
Kathmandu as specified under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of UNESCO in 2006

Supplement information



Brief synthesis

Located in the foothills of the Himalayas, the Kathmandu Valley World 
Heritage property is inscribed as seven Monument Zones. These monument 
zones are the Durbar squares or urban centres with their palaces, temples 
and public spaces of the three cities of Kathmandu (Hanuman Dhoka), Patan
and Bhaktapur, and the religious ensembles of Swayambhu, Bauddhanath, 
Pashupati and Changu Narayan. 

The religious ensemble of Swayambhu includes the oldest Buddhist 
monument (a stupa) in the Valley; that of Bauddhanath includes the largest 
stupa in Nepal; Pashupati has an extensive Hindu temple precinct, and 
Changu Narayan comprises traditional Newari settlement, and a Hindu 
temple complex with one of the earliest inscriptions in the Valley from the 
fifth century AD. 

The unique tiered temples are mostly made of fired brick with mud mortar 
and timber structures. The roofs are covered with small overlapping 
terracotta tiles, with gilded brass ornamentation. The windows, doorways 
and roof struts have rich decorative carvings. The stupas have simple but 
powerful forms with massive, whitewashed hemispheres supporting gilded 
cubes with the all‐seeing eternal Buddha eyes.

As Buddhism and Hinduism developed and changed over the centuries 
throughout Asia, both religions prospered in Nepal and produced a 
powerful artistic and architectural fusion beginning at least from the 
5th century AD, but truly coming into its own in the three hundred 
year period between 1500 and 1800 AD.

These monuments were defined by the outstanding cultural traditions 
of the Newars, manifested in their unique urban settlements, 
buildings and structures with intricate ornamentation displaying 
outstanding craftsmanship in brick, stone, timber and bronze that are 
some of the most highly developed in the world.

Criterion (iii): The seven monument ensembles represent an 
exceptional testimony to the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 of the Kathmandu 
Valley.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of the multi ethnic people who settled in 
this remote Himalayan valley over the past two millennia, referred to 
as the Newars, is manifested in the unique urban society which boasts 
of one of the most highly developed craftsmanship of brick, stone, 
timber and bronze in the world. The coexistence and amalgamation of 
Hinduism and Buddhism with animist (萬物有靈論) rituals and 
Tantrism (佛教密宗) is considered unique.

Criterion (iv): The property is comprised of exceptional 
architectural typologies, ensembles and urban fabric 
illustrating the highly developed culture of the Valley, 
which reached an apogee between 1500 and 1800 AD. 
The exquisite examples of palace complexes, ensembles 
of temples and stupas are unique to the Kathmandu 
Valley.

Criterion (v): The property is tangibly associated with 
the unique coexistence and amalgamation of Hinduism 
and Buddhism with animist rituals and Tantrism. The 
symbolic and artistic values are manifested in the 
ornamentation of the buildings, the urban structure and 
often the surrounding natural environment, which a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legends, rituals and festivals.

Integrity    All the attributes that express the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of the Kathmandu Valley are represented 
through the seven monument zones established with the 
boundary modification accepted by the World Heritage 
Committee in 2006. These encompass the seven historic 
ensembles and their distinct contexts. The majority of listed 
buildings are in good condition and the threat of urban 
development is being controlled through the Integrated 
Management Plan. However the property continues to be 
vulnerable to encroaching development, in particular new 
infrastructure.

Authenticity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property is retained 
through the unique form, design, material and substance of the 
monuments, displaying a highly developed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and situated within a traditional urban or natural 
setting. Even though the Kathmandu Valley has undergone 
immense urbanization,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historic 
ensembles as well as much of the traditional urban fabric 
within the boundaries has been retained.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The designated property has been declared a protected 
monument zone under the Ancient Monument 
Preservation Act, 1956, providing the highest level of 
national protection. The property has been managed by 
the coordinative action of tiers of central government, 
local government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within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authorities clearly 
enumerated in the Integrated Management Plan for the 
Kathmandu World Heritage Property adopted in 2007.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grated Management 
Plan will be reviewed in five‐year cycles allowing 
necessary amendments and augmentation to address 
changing circumstances. A critical component that will 
be addressed is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for the 
property.

End of presentation

從另一角度來看，整個加德滿都，就是一個
龐大的廟宇綜合體，宗教紛圍從一個人文的
總體，融入到每個個人及整個社會中。

事實上，從街頭步行至街尾，中途大小廟宇
神庵處處，信仰成為人心的一個自然組成。
這個現象，以往的舊社會，左世界各地也是
如此，但現世一切已世俗化，這種人文色彩
已變成稀有的傳統。

尼泊爾純樸的社會民心，仍具此特質，不枉
是珍貴的一份文化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