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長城與對外軍事 

 

        中國歷代政權均有修繕長城的記錄，這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秦統一全

國便連接長城，是大一統的重要里程碑。時至明代，政府不但繼續修建，甚至擴大長

城的規模。至今可見的長城殘段就是明清時期的產物。 

 

        本課我們會探討明代斥巨資興修長城的原因，並以與長城有關的文物，包括〈九

邊圖〉 、 得勝堡及遷安長城石碑，講述明代的軍事歷史和對外關係。 

 

 

長城為何重要？ 

 

        長城是中國的代表建築，它延綿萬里，連接多個省市，在 1987 年被列為世界文化

遺產。事實上，長城兼具意義和實際作用，在長城周邊有許多配套的軍事建築。 

 

修建大規模的長城，意味著外族侵略。防禦外族入侵國土，視建設長城為己任，

這個部分將圖解《明會要》中的〈九邊圖〉，說明長城在明代軍事策略中有不可取代

的重要地位。 

 

長城也有劃定領土的作用，標明己與他者，是一道分隔胡漢的牆壁。長城以內是

耕植的漢人，長城以外卻是以畜牧為生的胡人。兩者除了經濟生產方式不一樣，文化

上也有差異。明代的長城不僅有軍事和分隔作用，配合「屯田」政策，由士兵耕作自

給自足，可以紓緩軍中糧食的壓力，這點將會以山西大同得勝堡遺址配合解釋。 

 

        興修長城一事可以反映國力及對外關係，體現統治者防衛意識。自古政權已有修

築城牆的慣例，比如戰國時期六個諸侯國各自興築長城，而秦始皇則在統一之後，首

次連接六國長城宣示主權，自此歷代君主仿效秦始皇。這個巨大的基建項目在歷代均

有修葺，所耗費的資源人力不可估計，這次選取的文物遷安長城石碑向我們反映修建

及駐守長城所需的人力資源。 

 

 

明代在陸上有甚麼邊防策略？ 

 

        明政府在陸地上大規模修建長城，連接九個邊防重地。因此除了參考史書，〈九

邊圖〉也是考據明代邊防的重要史料，我們藉此從宏觀的角度看明長城的分佈。雖然

歷代均有修築長城，但是時間久遠，加上古長城的建築物料為泥土，大多都在歲月的

流逝下銷聲匿跡。現時可見的長城殘段是明清所造，用料為磚塊，較為堅固，得以保

存下來。 

 



 

 

〈九邊圖〉 

 

繪製者：許論1 

繪製時間：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2 

狀態：原本藏於宮中3，具體不可考；副本殘卷藏於三門峽市博物館、遼寧省博物

館與中國歷史博物館分別藏有兩幅改繪本4。 

大小：由十二屏幅組成，每一幅高 208厘米、寬 47.3厘米，共寬 6米 

 

簡介： 

        「九邊」是指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偏關5、榆林、寧夏、固原和甘肅九個邊

疆重鎮。這些重鎮設於長城沿途，外接女真、韃靼、瓦剌。學者考察明代長城比以往

朝代所修的規模更浩大。其「東起鴨綠江，西止嘉峪關，連接遼寧、河北、天津、北

京、山西、內蒙、陝西，全長一萬二千六百里，規模比漢代長城多六百里」6。 

 

        〈九邊圖〉 全圖用青綠墨繪著彩，從右向左依次為遼東、薊州7、宣府、大同、偏

關、榆林、寧夏、固原、甘肅等九處邊鎮的山川、邊牆、關塞、衛所、邊堡等，而長

城外則描繪蒙古部族的營帳，這些地名及詳細情況全部以漢文註記8。 

 

 

〈九邊圖〉對我們認識歷史有甚麼幫助？ 

 

        〈九邊圖〉標明山川、邊牆、關塞、衛所及邊堡，配有圖解，有助回溯明代具體

的軍事佈置策略，更反映了明人對國防的重視。而作者特別將蒙古王子的帳營畫入圖

中，這側面印證了外族，特別是蒙古人對明室的威脅之大，其內涵勝於文字材料表達。 

 

                                                                                                                                  

為甚麼明代要修建如此浩大的工程呢？ 

    

        學者普遍認為長城是軍事產物、用作永久的防禦工事9。外族以騎兵為主力，城牆

能延緩他們的進攻速度，立於城牆可以居高臨下以箭或投砸重物，關口關閉起來，明

軍在內伺機而動，可謂是進之可攻，退之可守。以下將簡述明代興修長城的兩大原因。 

                                                
1 趙現海：〈首都圖書館藏明末長城地圖《九邊圖》考述〉，《古代文明》， 2012年 02期，頁 83-87

及頁 114 
2 同上註 
3 同上註 
4 同上註 
5 附寧武、雁門二關 
6 唐小明：《 長城古韻：京郊明代古長城探索手記》（汕頭 ：汕頭大學出版社， 2003），頁 18 
7 薊音繼 
8 董耀會：《中國長城志》，（江蘇：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17年） 
9 華夏子：《明長城考實》，（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 ），頁 29 



 

 

 

1.抵禦外族 

        元政治敗壞，末年開始興起農民起義。1368 年，朱元璋建立明，以南京為都，乘

元內訌，攻打大都，之後消滅其他反對勢力，統一全國。從明初定都南京，就可以想

像漢人政權是為了避開蒙古的鋒芒，不與之硬碰10。然而雖然蒙古人短暫退出中原，

是為北元，縱觀明代都是深受蒙古騎兵的威脅。 

 

        在明成立之初，明太祖就曾與北元發生幾次激烈的戰爭，但卻不能徹底消滅其勢

力。朱元璋因此改變策略，修建長城，以防衛為主11。同時，朱元璋分封諸王，把兒

子安排於各地守疆。最廣為人知的是朱元璋第四子朱棣，他被封到燕地12，多立軍功，

成為抗蒙的中堅力量。朱棣之後靠「靖難之變」得位13，是為明成祖。明成祖任內曾

有五次征伐外族，最終死於親征途中14。自此，明代君主再無遠征，因此以防衛為主

的長城就顯得更重要，可謂守護國土的最後一道防線15。 

 

2.守護都城 

        明成祖因「靖難之變」得位，因為部下勢力在燕地，所以成祖也漸漸部署將自己

的權力中心發展為國都。他在永樂四年開始修建紫禁城16，十九年遷都於北京17，此後

北京便成了明都。除了鞏固地位，還有防禦北方的考慮。出了北京就是塞外，這預示

着明廷非常可能要直接應對外族。故此，明紫禁城以城牆緊緊包圍著，還有許多軍事

設計，比如角樓、甕城、箭樓等。可見於教科書中，在此不多討論。 

 

        由於長城連接北京和其他地方，部署的兵力因應實際威脅而定，最接近北京的薊

地駐軍最多。從此可見，長城的另一作用就是保衛首都。 

 

明代軍屯得勝堡 

 

甚麼是軍屯？ 

                                                
10 華夏子：《明長城考實》，頁 30 
11 同上註 
12 萬斯同：《明史‧本紀第二‧太祖二》：「夏四月乙丑……棣燕王」 
13 萬斯同：《明史‧本紀第五‧成祖一》：「秋七月癸酉，匿壯士端禮門，紿貴，昺入，殺之學之一。

遂奪九門。上書天子指泰、子澄為奸臣，並援《祖訓》「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

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書既發，遂舉兵。自署官屬，稱其師曰「靖難」。拔居庸關，破懷來，執

宋忠，取密雲，克遵化，降永平。二旬眾至數萬」，史稱 「靖難之變」 
14 華夏子：《明長城考實》，頁 33 
15 同上註 
16 萬斯同：《明史‧志第十六‧地理一》：「永樂元年正月升為北京，改府為順天府。永樂四年閏七月

詔建北京宮殿，修城垣」 
17 萬斯同：《明史‧志第十六‧地理一》：「（永樂）十九年正月告成。宮城周六里一十六步，亦曰紫

禁城」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282674#p9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282674#p9


 

 

        「屯」是聚合和戍守18，可作名詞和動詞。「軍屯」特指由士兵在某個地方戍守，

與民屯及商屯區分，指出其為政府指派，而非私人性質。 

 

        明代為抵禦外族入侵，所以派兵駐守長城。在此之上，明貫徹以往多朝的「屯田

政策」，既有守邊、巡邏的任務，無戰事時則耕作，確保糧食的供應可以自給自足19。

若軍隊的食糧能自給自足，就可以減低國家財政、調動資源的巨大壓力，又能減省運

送時間，可謂是高明的軍事策略。 

 

        明自開國以來貫徹「屯田戍邊」的政策，士兵有事則戰，無事屯田。軍屯規模之

大及建造之嚴謹，下文將以「得勝堡」為例具體分析。 

 

甚麼是得勝堡？ 

 

        學者認為「堡」是指用土或石圍起來居住或屯駐的城鎮，與長城配合具有軍事防

禦功能20。 

 

位置：山西大同新榮區長城邊關21 

 

建造時間：建於嘉靖十八年（1538年），名為「綏虜堡」22。萬曆三十二年（1604

年）進一步擴修才改名「得勝堡」23。 

  

面積：「堡城平面似方形、周長共計六百三十丈，高三丈六尺，牆體厚三丈，總

佔地面積約 24200平方米」24。 

 

作用：駐軍及屯田 

 

建造原因：明室防衛邊疆任務極重，故在長城沿線大量建設軍堡屯兵25，為戰事作

準備，得勝堡是眾多軍堡的其中一例。有學者更認為「得勝堡位於大同鎮北部最

險要的地域，它的任務便是防禦北方蒙古韃靼部落的入侵」26。 

 

                                                
18 中文大學漢語多工能字庫，閱讀日期 2020年 10月 20日，網址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mf/search.php?word=%E5%B1%AF 
19 王金平、鄭勰：〈明代邊關軍堡得勝堡形態探析〉，《中國名城》，2011年 07期，頁 35-40 
20 同上註 
21 同上註 
22 同上註，綏音須 
23 同上註 
24 同上註 
25 同上註 
26 同上註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mf/search.php?word=%E5%B1%AF
https://tra.oversea.cnki.net/kcms/detail/knetsearch.aspx?sfield=au&skey=%E7%8E%8B%E9%87%91%E5%B9%B3&code=09927089
https://tra.oversea.cnki.net/kcms/detail/knetsearch.aspx?sfield=au&skey=%E9%84%AD%E5%8B%B0&code=26197991


 

 

重要性：得勝堡位處明代九邊重鎮之一的大同，此乃明蒙邊境重地。同時得勝堡

是外長城的一部分，也是戰場最前方27。相比其他長城內的軍堡，更直面危險，因

此配有諸多攻防兼備的設施。 

 

 

得勝堡有甚麼建築特點？ 

 

        得勝堡為「邊牆五堡」核心，不到三里的範圍有鎮羌堡、四城堡、得勝口堡和巡

河堡，如此密集的城堡群，在長城沿線是非常罕見28。「堡內區域劃分明確，北部三

分之一是軍事區、中南部三分之二為居住區」29。「住宅區的宅院開闊，種有大量農

作物，有些院中還挖有地窖」用以保存糧食30。而軍事區則具備城門、甕城和城牆等

戰略設施。 

 

        由於地勢較高且溝壑縱橫，易守難攻，所以得勝堡僅有南面一道城門，並附有護

門小城——甕城31，增強軍堡的防禦。雖然得勝堡的南甕城如今毀壞嚴重，表面的包

磚已盡剝落，但據甕城遺址量度得出，此東西走向寬約五十六米、南北向約深三十一

米，內門朝南、外門則開向東面32。當敵人攻入甕城時，明軍就會將內門和甕城門同

時關閉，守軍可從甕城頂對敵居高臨下，「甕中捉鱉」33。 

 

        除了有包圍的作用，甕城還能伏擊及砲攻。「甕城上置千斤銅砲一門、十八個敵

台上各置千斤銅砲一門；堡牆上垛口各置二百斤重『千腿』鐵炮一門」34。 

 

        不僅如此，得勝堡的「東、西和北三面均有厚重的城牆防禦」35，城牆「周長三

里四分、 高三丈八尺」36，把軍堡團團包圍。 

 

分析： 

 

        於攻，甕城能迷惑敵軍，並將其圍困，配備火砲等武器，實行「甕中捉鱉」，進

既可攻，退亦可守。於防，得勝堡三面由城牆包圍，牆體包磚堅固耐用，外有甕城且

只有一道城門，裡裡外外都被嚴密包圍，固若金湯；其設計之精妙令明軍立於不敗之

地。 

                                                
27 王金平、鄭勰：〈明代邊關軍堡得勝堡形態探析〉，頁 35-40 
28 同上註 
29 同上註 
30 同上註 
31 同上註，作者指出甕城是在城門外修建的半圓形或方形的護門小城 
32 同上註 
33 同上註 
34 同上註 
35 同上註 
36 同上註 

https://tra.oversea.cnki.net/kcms/detail/knetsearch.aspx?sfield=au&skey=%E7%8E%8B%E9%87%91%E5%B9%B3&code=09927089
https://tra.oversea.cnki.net/kcms/detail/knetsearch.aspx?sfield=au&skey=%E9%84%AD%E5%8B%B0&code=26197991


 

 

 

得勝堡的建設如何幫助我們認識歷史？ 

 

        在地理環境上，得勝堡位於山西大同，是上文提到〈九邊圖〉的邊境重鎮之一，

兩件史料互相呼應，是「以史證史」，而非單靠史書記載，比之更具說服力。 

 

        這兩件史料均指出明代長城的防衛作用及政府對此的重視。外族對中原民族甚具

威脅，因此不但要興修長城，更在長城沿線設置各種防禦堡壘。得勝堡位於長城城外，

而且附近不到三里就有五座軍堡37，其在明代多次擴建和修復，或可推測政府力保大

同重鎮，以軍堡加固，設立雙重防線，抵禦韃靼入侵。 

 

        學者認為「正統至嘉靖年間（1436-1566 年），明朝內部混亂，軍事實力下降，邊

防體系癱瘓」38。之後韃靼迅速崛起，兩者處於緊張狀態，直到隆慶萬曆年間（1567-

1620 年）才逐漸好轉39。這段時間「明朝與北方少數民族形成了數十年和平共處的態

勢」40。 

 

        得勝堡建於嘉靖年間，是明室因韃靼威脅而建造的產物。它見證了雙方從敵視對

峙，到後來的和平互通。在隆慶年間，大明與俺答達成「隆慶議和」41，先後在「大

同得勝堡、宣府張家口堡、大同新平堡、山西水泉營堡開馬市」42。「官辦馬市每年

定期開市一兩次，每次一周或半月」，後來「又准許開辦民間交易的民市及月市」43。

自此雙方關係緩和，商旅互通44。 

 

 

遷安長城石碑 

 

考古發現許多明代長城都有豎立石碑，這些石碑是我們考究明長城興造屯兵所用

資源的重要史料。下將以遷安長城石碑為例，加以闡述。 

                                                
37 王金平、鄭勰：〈明代邊關軍堡得勝堡形態探析〉，頁 35-40 
38 薛程、段清波、趙叢蒼：〈論明長城區域軍事聚落的形成〉，《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版）》，2016年 04期，頁 151-155。明英宗於正統十四年（1449年），親征北伐瓦剌卻慘敗被俘的事

變，史稱土木之變，見萬斯同：《明史‧志第五十七‧食貨五》：「（英宗）十四年，都御史沈固請支

山西行都司庫銀市馬。時也先貢馬互市，中官王振裁其馬價，也先大舉入寇，遂致土木之變」 
39 同上註 
40 同上註 
41 隆慶乃明穆宗的年號。而「隆慶議和」是指在內閣大臣高拱、張居正等人的籌劃下，明朝與蒙古達成

了對俺答汗的封王、通貢和互市的協議，見萬斯同：《明史‧本紀十九‧穆宗》：「（四年）冬十月癸

卯，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丁未，以把漢那吉為指揮使。壬戌，考察給事中、御史。十一月丁丑，俺答

乞封。己卯，祀天於南郊。乙酉，趙貞吉罷。己丑，禮部尚書殷士儋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十二月

丁酉，俺答執叛人趙全等九人來獻，詔遣把漢那吉歸，厚賜之」 
42 王金平、鄭勰：〈明代邊關軍堡得勝堡形態探析〉，頁 35-40 
43 同上註 
44 同上註 

https://tra.oversea.cnki.net/kcms/detail/knetsearch.aspx?sfield=au&skey=%E7%8E%8B%E9%87%91%E5%B9%B3&code=09927089
https://tra.oversea.cnki.net/kcms/detail/knetsearch.aspx?sfield=au&skey=%E9%84%AD%E5%8B%B0&code=26197991
https://tra.oversea.cnki.net/kcms/detail/knetsearch.aspx?sfield=au&skey=%E9%84%AD%E5%8B%B0&code=26197991


 

 

 
發現地點：唐山遷安市徐流口段長城45 

體積：長 102厘米、寬 62厘米、厚 13厘米46 

材質：青石47 

立碑時間：萬曆十二年（1584年）農曆 5月 15日或 16日48 

字數：約 30049 

 

內容大意： 

        「碑上刻有建造及戍守這段長城的薊遼總督、兵部尚書張佳胤等十五位明朝官員

的職務和姓名50。他們均為建造這段長城及後期戍守長城的將領」51。 

 

         因為古代的書寫順序是從右至左，碑文「從右至左記載官員職務和管轄範圍，排

列方式是由高到低」52。而「但凡職務帶有『欽差』二字的官員，書寫位置都高於其

他人」，表示他們職位較高53。因此碑刻最右側張佳胤乃是碑文所記最高級別的官員，

他身兼數職：是薊、遼、保定的總督，處理軍務及糧餉，同時是太子少保，且為兵部

尚書、都察院左副都御史54。 

 

遷安長城石碑對我們認識歷史有甚麼幫助？ 

 

        石碑立於長城，建於萬曆年間，提供官員的官職及名稱，清楚交代了守城的參與

者和製作時間，是了解明代官制最直接的一手資料。不僅如此，這塊石碑還暗示修建

及守衛的所耗用的資源甚巨。雖然遷安石碑只記載大小不同的職位共十五人，但是他

們的官職都是將領，表示實際參與修建的人數遠不止十五人。比如碑文最左下方的職

位最低的官職「把總百戶」，有三個百戶：馬道成、李時芳和張學詩。根據明代官制，

                                                
45 《北京日報》：〈河北遷安發現明萬曆年間長城石碑，上刻多位欽差姓名〉，2020年 7月 31日，查

閱時間 2020年 10月 16日，網址 https://new.qq.com/omn/20200731/20200731A0P4UB00.html 
46 同上註 
47 同上註 
48 同上註 
49 同上註 
50 同上註，石碑全文：「甲申孟夏吉旦，欽差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

院左副都御史張佳胤；欽差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北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國彥；巡按直隸

監察御史張文熙；欽差巡關直隸監察御史蘇鄼；欽差整飭永平等處兵備（兼）管驛傳屯田馬政山東提刑

按察司副使成遜；欽差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地方總兵官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楊四畏；欽差協守薊鎮東

路等處地方分理練兵事物副總兵官都指揮楊邵勲；欽差分守薊鎮燕河營等處地方副總兵署都指揮僉事徐

從義；撫院總督工程委官原任游擊都指揮李逢時；提調冷口關地方以都指揮陳仲；燕河路中軍指揮僉事

張承蔭；官上步援千總百戶葉珊；把總百戶馬道成、李時芳、張學詩，同建。萬曆十二年五月望日立上

（堂）工旗*張貞」 
51《北京日報》：〈河北遷安發現明萬曆年間長城石碑，上刻多位欽差姓名〉，2020年 7月 31日 
52 同上註 
53 同上註 
54 石碑開首：「欽差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佳胤」。

《北京日報》：〈河北遷安發現明萬曆年間長城石碑，上刻多位欽差姓名〉，2020年 7月 31日 

https://new.qq.com/omn/20200731/20200731A0P4UB00.html


 

 

「百戶」管兵一百一十二人55，三名百戶就是三百三十六名兵士。這三人不過是碑中

最低職位的官員，不難想像其他職位掌管兵力更多。 

 

        據考察，「遷安境內長城總長 45.3 公里，沿線建有敵樓一百六十座，烽火台十一

座，戰台十九座」56。單修建這段長城所耗費的兵力已經很難統計，更不要說是明長

城的全段共長一萬二千六百里57。可見，遷安長城石碑是帶出明長城修建所費之高的

具體例證。 

 
 

總結 

 

        上文展示了三種文物，目的是說明貫徹整個時代，外憂問題持續，所以只好不斷

修建防禦性建築。〈九邊圖〉反映明室與蒙古敵對的關係，且邊疆受外族威脅。而得

勝堡則具體向我們講述了外族與中原的外交關係，該地最大的威脅乃是韃靼，但是這

並不代表明室切斷與外族的一切往來或互為敵對關係。適逢「隆慶議和」簽訂後，雙

方關係開始鬆弛，原本攻防一體的得勝堡成為了貿易集散地。遷安長城石碑印證了明

代對修建長城所付出的巨額資源，反映明室的保衛防禦戰略。 

 

 

 

 

 

 

 

                                                
55 萬斯同：《明史‧志第四十八‧職官一》指出百戶為「世官九等」，是可世襲的九等武官。范中義、

王兆春、張文才等：《中國軍事通史》第 15卷〈明代軍事史上〉（北京 ：軍事科學出版社， 1998），

頁 134考究出一名百戶管兵 112人 
56 同上註 
57 唐小明：《 長城古韻：京郊明代古長城探索手記》（汕頭 ：汕頭大學出版社， 2003），頁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