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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窮千里目——伽利略與《遠鏡說》 
 

 

邱韻如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本會會員） 

 

 

摘要 1609 年，伽利略製造天文望遠鏡，並將其對向天際，隔年三月出版《星際信使》，

名滿歐洲，其觀天的消息及望遠鏡的實物很快就隨著傳教士傳入中國。1626 年，德國傳

教士湯若望與欽天監官員李祖白合著《遠鏡說》，此書以圖文並茂的方式詳細介紹了用

望遠鏡觀天的結果、組成之各透鏡之光學原理及使用方法等。本文探討伽利略與傳教士

們的相識、《遠鏡說》的內容、以及當時中西方的光學概念和發展等相關問題。 

 

關鍵詞：望遠鏡、伽利略、星際信使、傳教士、湯若望、遠鏡說 

 

一、以管窺天驚天動地 
  1609 年夏天，伽利略（Galilei Galileo, 1564-1642）初次聽到有關望遠鏡的消息。那

年秋天，46 歲的帕多瓦（Padua）大學數學教授伽利略，將 20 倍率的望遠鏡指向月亮，

驚天動地動搖了人們的觀念。他一方面不斷的製造與改良望遠鏡，一方面持續進行觀測

及紀錄。他將其觀天的紀錄寫在《星際信使》一書中，於 1610 年 3 月出版。 

  《星際信使》一書主要有月亮表面崎嶇不平、木星有四顆衛星、銀河是由無數的星

星組成等三項大發現。他將他的書及製作的望遠鏡分送給歐洲各國的統治者，這本書讓

伽利略一炮而紅，名聲傳遍歐洲。出版之後，伽利略又提出金星和月亮一樣有相位盈虧，

以及土星左右看起來像有兩耳等兩項發現。這些透過望遠鏡的驚人發現，不僅前所未

有，更是驚天又動地。 

  儘管伽利略從未到過中國，但《星際信使》發現新宇宙的事蹟與望遠鏡也迅速隨著

耶穌會教士傳入中國。 

 

二、伽利略在羅馬與傳教士們相見歡 
  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開拓者之一，於 1583 年（明

萬曆 11 年）入華1，除傳播天主教教義外，還廣交中國官員和社會名流，傳播西方天文、

數學、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有一些記載以為望遠鏡是利瑪竇傳入中國的，如下： 

堂在宣武門內東城隅，大西洋奉耶穌教者利瑪竇，自歐羅巴國航海九萬里入中國，

                                                       
邱韻如，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物理學博士，電郵：yjchiu@mail.cgu.edu.tw，從事科學教育與物理

教材教法研究，教學與研究相關資料均見格物致知網站 http://memo.cgu.edu.tw/yun-ju/index.htm 
1 利瑪竇，天主教耶穌會義大利籍神父、傳教士、學者。1578 年 3 月 24 日，他從里斯本乘船往

東方，9 月 13 日到達葡萄牙在東方殖民活動的重要據點印度的果阿。1582 年 4 月他自果阿啟

行，同年 8 月抵達澳門。1583 年秋進入廣州肇慶。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17 期（2012 年 12 月） 

 

 
 

47

神宗命給廪，賜第此邸，……其國俗工奇器……遠鏡，狀如尺許竹筍，抽而出，出

五尺許，節節玻璃，眼光過此，則視小大，視遠近。（《帝京景物略》1635 年，劉

侗、于奕正著） 

  利瑪竇從 1583 年來華，直至 1610 年 5 月逝世於北京，在華 27 年期間，他未曾返

回歐洲。因此望遠鏡不可能是利瑪竇帶進來的，可能是當時的人們把傳教士等同於利瑪

竇了。 

  利瑪竇於 1571 年加入了耶穌會。1572 年進入耶穌會的羅馬學院（Collegio Romano） 

修習哲學、數學、天文學、曆學、地理及製圖等等課程，直至 1577 年畢業。利瑪竇在

羅馬學院師從克拉維斯（Christophorus Clavius, 1538-1612），這位在中國被尊稱為丁神

父2的克拉維斯，是德國耶穌會士，1563 年開始到羅馬學院任教，他是一位傑出的天文

學家和數學家，被譽為 16 世紀的歐幾里德，利瑪竇深受其影響，是丁神父的得意門生。 

  丁神父與伽利略、克卜勒3（Kepler, 1571-1630）、第谷（Tycho Brahe, 1546-1601）

等科學家都是好友。1587 年，當時才 23 歲的伽利略就已到羅馬拜訪他所仰慕的丁神父，

並與他持續保持通信。 

  伽利略在出版《星際信使》一炮而紅之後，羅馬學院院長貝拉明樞機主教（Robert 

Bellarmine,1542-1621）寫信詢問以丁神父為首的耶穌會幾位學者，想確認伽利略的觀測

結果是否屬實。幾天之後，丁神父等人回信肯定伽利略的五項觀測發現。 

  伽利略於 1611 年 3 月底起程前往羅馬，拜訪了羅馬學院，與耶穌會的科學家們相

見歡，接受了許多邀宴，包括晉見教宗及未來的教宗。4 月 14 日晚上他參加崔西王子

（Federico Cesi, 1585-1630）在山頂的一個葡萄園舉辦的晚宴，為在場的賓客們演示望

遠鏡操作，望遠鏡就是在此被命名為 telescopium 的4。 

  伽利略訪問羅馬期間所會見的同好，除了丁神父之外，還有格林伯格和鄧玉函。格

林伯格（Christoph Grienberger, 1561-1636）是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的老師，後來接續丁神父在羅馬學院教授的職位。德國耶穌會士鄧玉函

（Johann Terrenz Schreck，1576-1630）在 1592 年前往威尼斯共和國時，就和當時在帕

多瓦大學任教的伽利略相識，兩人都因科學成就而在義大利聲名鵲起。他和伽利略同為

山貓學會5的會員，他也認識克卜勒，和克卜勒持續通信。較年輕的湯若望，1611 年初

雖尚未入耶穌會，但也躬逢其盛參加了 5 月 18 日學生們在羅馬學院為伽利略舉辦的歡

迎會。 

  1618 年，湯若望與鄧玉函同船來華，同行的還有羅雅谷、金尼閣等人，以及募集的

                                                       
2 克拉維斯（Clavius）是利瑪竇的老師，耶穌會教士，羅馬學院首席數學家，因其姓 Clavius 在

拉丁文裡是釘子的意思，利瑪竇因而尊稱他為丁先生或丁神父。丁神父於 1574 年出版《幾何

原本》註釋版，1582 年教宗 Gregory XIII 頒行新曆書，出任格列高利曆書委員的丁神父因

此譽滿歐洲。 
3  克卜勒於 1596 年出版《宇宙的奧秘》，描述正多面體和行星之間的奧秘關係，隔年伽利略就

寫信給他，表達其佩服之意；1609 年克卜勒出版《新天文學》，發表了著名的行星運動定律的

前二個定律。 
4  為望遠鏡命名的是希臘數學家 Giovanni Demisiani（died 1614）。 
5 山貓學會（Lyncean Academy）的創辦人是崔西王子。這是一個科學學術團體，以山貓的銳利

眼光來命名，參加的會員都是當時學術地位很高的人士。伽利略日後出版的幾本書，都是山貓

學會出資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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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 冊書。在漫長的旅程中，天算程度最高的鄧玉函常為其他人講習。由於這些傳教士

中有好幾位都直接間接的與伽利略相識，因此望遠鏡的實物能在發明後短短幾年內就隨

著他們渡海來華是其來有自的。 

 

三、明末傳教士帶來望遠鏡 
（一）《天問略》敘述伽利略觀天 

  利瑪竇將西方科學傳入中國，但如前所述，望遠鏡不是利瑪竇帶進來的。首度將伽

利略觀天結果介紹到中國的著作，應是葡萄牙傳教士陽瑪諾 6 （Emmanuel Diaz, 

1574-1659）所撰的《天問略》一書，此書於 1615 年（明萬曆 43 年）出版，陽瑪諾在

書的結尾提到了望遠鏡： 

近世西洋精于曆法一名士，務測日月星辰奧理，而哀其目力尫贏，則造創一巧器以

助之，持此器觀六十里遠一尺大之物，明視之，無異在目前也。持之望月，則千倍

大於常。觀金星，大似月，其光亦或消或長，無異于月輪也。觀土星，則其形如上

圖，圓似雞卵，兩側繼有兩小星，其或與本星聯體否，不可明測也。觀木星，其四

圍恆有四小星，周行甚疾，或此東而彼西，或此西而彼東，或俱東俱西，但其行動

與二十八宿甚異，此星必居七政之內，別一星也。觀列宿之天，則其中小星更多稠

密，故其體光顯相連若白練然，及今所謂天河者。待此器至中國之日，而後詳言其

妙用也。 

  《天問略》所謂的「精于曆法一名士」實指伽利略，書中敘述伽利略製造的「巧器」，

用以觀測月亮、金星、土星、木星、銀河等天體之結果，並預告望遠鏡將會來到中國。 

 

（二） 望遠鏡的實物傳入中國 

  金尼閣在 1610 年抵達澳門，隔年赴杭州開教。利瑪竇於 1610 年過世之後，金尼閣

（Nicolas Trigault, 1577-1629）整理利瑪竇撰寫的中國札記，並於 1613 年 2 月奉命返回

歐洲，赴羅馬向教宗保祿五世彙報教務工作，他將利瑪竇的著作帶回歐洲，於 1615 年

以拉丁文發行，讓許多歐洲人認識中國這個神秘的國度，以及吸引了更多傳教士渡海到

東方來。1618 年 4 月，金尼閣帶著教宗的詔諭、在歐洲募集到的七千多部圖書7 以及二

十餘名新招募的傳教士一起渡海到東方，同行的傳教士有鄧玉函、湯若望、羅雅谷等。

金尼閣一行人從里斯本（Lisbon）出發，10 月抵達印度果阿（Goa），次年 1619 年 7 月

抵達澳門8。1622 年夏天，這幾位傳教士紛紛踏上了中國的國土，望遠鏡藉由這一趟行

程，渡海到了中國。這些傳教士們在渡海的船上，在金尼閣的指導下開始上課，學習數

學、漢語和天文學，本身就是知名的天文學家高的鄧玉函就負責教大家數理與天文。 

                                                       
6 陽瑪諾，葡萄牙耶穌會士。1601 年在印度果阿（Goa，當時是葡萄牙殖民地）完成學業後，到

澳門傳教六年。1611 年（明萬曆 39 年）進入廣東韶州傳教。 
7 金尼閣第二次抵華帶入七千多部圖書，原訂有龐大的譯書計劃，但由於金尼閣的過早逝世，

計劃並未實行。這七千多部圖書也因為無人問津而逐漸散佚、流失。 
8  明清時代西方傳教士利瑪竇及湯若望等人到中國傳教前，都是先到澳門的聖保祿學院學習中

文，這是遠東第一所西式大學。澳門有名的世界文化遺產大三巴牌坊就是聖保祿教堂正面前壁

遺址，聖保祿教堂隸屬於聖保祿學院，1835 年一場大火後，教堂僅剩下這個前壁，狀似中國傳

統牌坊，澳門人將其稱為大三巴牌坊，三巴是聖保祿（Sao Paulo）的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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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遠鏡說》介紹望遠鏡之成像原理 

  1626 年（天啟 6 年），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與李祖白

合撰《遠鏡說》，該書首先列舉了利用望遠鏡仰觀月亮、金星、太陽、木星、土星和宿

天諸星之觀測結果，以及直視遠處山川、村落、海上行舟等情形。其次介紹了望遠鏡的

構造和用法，及其在天文觀測及戰爭中的功用，此外更介紹了眼鏡（凸透鏡和凹透鏡）

的使用及成像原理（光的折射）、凸透鏡與凹透鏡組合使用的成像原理。最後介紹其造

法、用法及注意事項等。總而言之，該書從利用、原理、構造和使用等方面介紹伽利略

式望遠鏡，並附有光路圖及整架望遠鏡的外形圖。 

 

（四） 國人自製望遠鏡 

  1629 年（崇禎 2 年），崇禎曆局9 的徐光啟奏請皇上，打算製作三架望遠鏡，但實

際打造出望遠鏡的是繼徐光啟之後領導崇禎曆局的李天經（1579-1659）。1634 年（崇禎

7 年），湯若望與羅雅谷向崇禎帝「進呈由歐洲帶來之望遠鏡一架，以黃綢封裹，連帶鍍

金鏡架與銅制之附件」。 

  十月二十九日，李天經奏疏： 

若夫窺筒，亦名望遠鏡，前奉明問，業已約略陳之! 但其制，兩端俱用玻璃，而其

中層層虛管，隨視物遠近以為短長，亦有引伸之法，不但可以仰窺天象，且能映數

里外物如在眼前，可以望敵施炮，有大用焉！此則遠西諸臣羅雅谷、湯若望等從其

本國攜來而葺飾之，以呈御覽者也！ 

  這架呈給崇禎皇帝御覽的望遠鏡，是 1618 年隨著湯若望等人渡海來華的。他們所

自製的望遠鏡，直到 1635 年才完成。崇禎八年（1635 年）八月初五日李天經奏： 

臣即督同本局遠臣湯若望、羅雅谷等，將其本國攜來玻璃，星夜如法製造，今已造

完! 謹將窺遠二具恭進禦覽！ 

  這並非是中國最早自製的望遠鏡。1631 年，清兵入關前，中國工匠薄鈺已成功地把

「千里鏡」（望遠鏡）裝在自製的鋼砲上，是中國最早將望遠鏡用於大砲的紀錄。 

公名玨，字子玉，蘇州人也。……崇禎四年（1631 年），流寇犯安慶，中丞張國維

聘公為造銅炮，……每置一炮，即設千里鏡，以偵賊之遠近，鏡筒兩端嵌玻璃，望

四五十里外如咫尺也。（鄒漪《啟禎野乘》卷六，約 1644 年）10 

  薄鈺打造望遠鏡是發明或仿製、否有讀過《遠鏡說》或見過望遠鏡實體，不得而知。

鄧玉函抵澳門後，於 1621 年進入杭州傳教，薄鈺係蘇州人，或許有可能看過鄧玉函或

其他傳教士展示望遠鏡。 

 

                                                       
9 崇禎曆局主要負責編纂崇禎曆書，是明崇禎年間為曆法改革而編著的一部叢書，由崇禎皇帝

下令編纂的。該書在 1629 年（崇禎 2 年）9 月由徐光啟領導曆局開始編寫，到 1634 年（崇禎 7
年）11 月編完。由於徐光啟在 1633 年病逝，之後的編纂工作由李天經主持。在編纂過程中，曆

局聘請來華耶穌會的龍華民（Nicolaus Longobardi,1559~1654）、羅雅谷（Jacobus 
Rho,1593~1638）、鄧玉函（1630 年病逝）、湯若望等人參與譯書，編譯或節譯哥白尼、伽利略、

第谷、克卜勒等著名歐洲天文學家的著作。 
10  鄒漪《啟禎野乘》卷六，明崇禎 17 年（1644）柳圍草堂刻，清康熙 5 年（1666）重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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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遠鏡說》的內容 
  《遠鏡說》出版於 1626 年（天啟 6 年），湯若望在與李祖白合撰。全書圖文並茂，

約五千字。該書內容包括湯若望的自序，目錄、正文及十幾幅圖，正文分為四個部分：

（1）望遠鏡的利用，按仰觀和直視分述；（2）構成望遠鏡的各透鏡、近視和遠視眼鏡

的分別利用，（3）相關光學原理，（4）望遠鏡的製造、使用和保養說明。 

 

圖一. 遠鏡說全書 

目錄如下，目錄之後，是一幅望遠鏡的圖。 

首利用 

一利用於仰觀 一利用於直視 

次附分用之利  

一利於苦近視者用之 一利於苦遠視者用之 一分用不如合用之無不利 

次原繇  

一易象不同而遠鏡獨妙於斜透以為利用之原 一射線不一而遠鏡兼耳乎屆曲

以為斜透之繇 一視象明而大者繇乎二鏡之合用 

次造法用法 

一鏡 一筒 一遠近各得其宜 一避眩使觀 一安放調停 一衰目近視用訣 一借

照作畫 一習用訣 一去垢訣 

（一）利用 

  在第一部分〈利用〉的一開始，就說望遠鏡是西洋人造的，但沒有寫出伽利略的名

字。實際上，最早製作望遠鏡的，也並非是伽利略11。 

  夫遠鏡何昉乎？昉于大西洋天文士也。 

  這一部分分為仰觀和直視兩節。仰觀的部分有六條，分別敘述觀測太陰（月亮）、

金星、太陽、木星、土星、宿天諸星等結果，每一條都附有一幅圖（圖二），書中對伽

利略觀天成果的介紹，比《天問略》更詳盡。月亮和角宿（獵戶座）與積尸氣（鬼宿星

                                                       
11  可進一步參考 Albert van Helden〈The Invention of the Telescope〉或拙作〈伽利略不是第一個

用望遠鏡窺月的人？〉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17 期（2012 年 12 月） 

 

 
 

51

團）的圖，顯然來自《星際信使》；木星之圖和《星際信使》裡很不一樣，《星際信使》

裡的木星衛星，是每天的觀測記錄，共有 65 幅手繪圖，而《遠鏡說》已把四個衛星畫

成繞木星轉圈圈了。其他的圖則仍是伽利略出版《星際信使》之後，在 1609-1610 年間

的觀測結果。仔細看金星盈虧及木星的圖，可以發現採用的是介於托勒密及哥白尼之間

的第谷體系。太陽之圖裡，特別畫出太陽黑子。土星有左右二耳，畫在許多星星之間。 

 

圖二. 《遠鏡說》裡，仰觀部分的六個圖。 

  直視的部分，有三條，分別敘述從樓台高處可以遠見遠處山川江河樹林村落及敵處

營帳人馬器械輜重；從海上可以望見數十里外之行舟人與船舟帆旌；在居室中用之，可

以照見諸遠物，文中所提的大西洋畫士是哪一位，不得而知。 

居室中用之，則照見諸遠物，其體其色活潑潑地各現本相。大西洋有一畫士，祕用此法

畫種種物像，儼然如生，舉國奇之。 

（二） 附分用之利 

  在第二部分〈附分用之利〉，前言提到組成望遠鏡的兩個鏡片，就是所謂的眼鏡。 

夫遠鏡者二鏡合之以成器者也，其利用旣如斯矣。乃分之而製造如法，則又各利於

用焉，即中國所謂眼鏡也，試言之。 

  接著分三條來介紹利於「苦近視者」用的中高鏡（凸透鏡）、利於「苦遠視者」用

的中窪鏡（凹透鏡），以及二鏡合用之效果。「苦近視者」是我們現在所謂的遠視（老花

眼），「苦遠視者」是我們現在所謂的近視。在這一節，也附了三張光路圖，其光路圖並

不符合幾何光學的道理，近視遠視的成因也和現代觀念不同。 

  

圖三 a. 物象從鏡平行入目

之圖（《遠鏡說》附圖） 

圖三 b.高鏡視大之圖（《遠

鏡說》附圖） 

圖三 c.物象從鏡三角形入目

之圖（《遠鏡說》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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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繇
12 

  這一部分主要講望遠鏡的光學原理。其所敘述光學原理，和現代幾何光學的概念幾

乎都不符合13。遠鏡說認為物體會發射「象」到達人眼，產生視覺。因此用「易象」、「斜

透」來說明光的折射原理，將望遠鏡的前鏡（凸透鏡）稱之為「次光明」，能斂聚物象，

後鏡（凹透鏡）為「大光明」，可以廣散物象。書中很詳細說明「斜透」的意思，解釋

前鏡和後鏡對近視者及遠視者的作用原理，以及這兩鏡距離人眼遠近不同時的成像。這

些光路圖都不符合幾何光學。 

  我們可以把望遠鏡裡的前鏡和後鏡拿出來實際操作，先用前鏡（物鏡/凸透鏡/次光

明）看遠物，可以看到遠方的景物被拉近，但影像是模糊的；在眼睛前面加上後鏡（目

鏡/凹透鏡/大光明），模糊的像立刻就變清楚了。因此，書中提到「後鏡形中窪類釜鏡而

通徹焉，是即大光明意也……然照象，則甚鮮明也」，是很符合實際上觀察的結果。也

因此，作者認為二鏡合用會有望遠的效果是因為「分二鏡而用之，則不免昏暗套筒，而

合用之，則彼此相濟，視物至大而且明也。」，也就是前鏡將景物拉近，後鏡讓影像清

楚。由此，可以體會到為什麼扮演目鏡角色的凹透鏡會稱為「大光明」。 

  回顧 1610 年伽利略撰寫《星際信使》時，也沒有用光線的道理來解釋望遠鏡的原

理。 

約十個月以前，我們聽到一項傳言，某位荷蘭人製造了望遠鏡，能將遙遠物體變為

宛若近處般清晰可見。……最後也促使我全力去探索它的原理，思索如何發展出類

似的儀器。不久之後，以折射原理為基礎，我做到了。首先，我預備了一段鉛管，

將兩個鏡片分置在兩端，兩個鏡片都有一面是平的，另一面分別是凸球面與凹透鏡

球面。然後，我從凸透鏡往外觀看，物體顯得既大且近……（《星際信使》中文版，

p103） 

  伽利略在書上畫了一個望遠鏡的簡圖（圖四）及簡單說明之後，寫道： 

然而目前我們僅略為觸及這個問題，淺嚐即止，日後我們將出版關於這個儀器的

完整理論。（《星際信使》中文版，p105） 

 

圖四.伽利略所繪之望遠鏡簡圖（此為筆者於義大利佛羅倫斯伽利略博物館所購之布畫）

                                                       
12 繇，音同遙，漢語辭典裡有「搖」、「謠」、「由」、「遙」、「傜」等意思。此處意為「由」。 
13  見拙作〈從迷思概念研究的觀點探討中國古籍中的影與像〉，刊登於《中華科技史學刊》，

第 16 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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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並沒有在「日後」發表有關望遠鏡的光學理論，有可能是被克卜勒搶先了。

1610 年，伽利略委託外交使節，轉交一本《星際信使》給克卜勒，克卜勒針對這本書寫

了一封很長的信，並出版成書《與伽利略星際信使的對話》，還寫了另一本他觀測木星

衛星的書。 

1611 年 1 月克卜勒發表了《折光學》（Dioptrice）一書，研究光的折射問題，最早

提出了光線和光束的表示法，並闡述了近代望遠鏡理論，他研究了透鏡的性質，給出各

種形式透鏡的焦距，提出對製作透鏡很有用的許多條經驗法則。他還提出構想把伽利略

望遠鏡的凹透鏡目鏡改成小凸透鏡，這種望遠鏡被稱為克卜勒望遠鏡，不過克卜勒並沒

有實際製造這種望遠鏡，是後人製成的。正弦式的折射定律是由笛卡兒（Descartes, 

1569-1650）於 1637 年提出的，而透鏡的成像理論是 1738 年史密斯（Smith, 1689-1768）

和 1841 年高斯（Gauss, 1777-1855）完成的。 

瞭解西方折射光學理論的發展過程之後，我們怎能責怪湯若望在《遠鏡說》裡各種

不合乎幾何光學的錯誤觀念及繪圖呢？另一方面，由於這些西方傳教士和克卜勒也都有

往來，或許湯若望等人也讀過克卜勒的書，才會那麼詳盡的說明望遠鏡的前鏡和後鏡的

原理及作用。 

 

（四）造法用法 

在第四部分〈造法用法〉裡介紹望遠鏡的製作和使用方法。 

用玻璃製一似平非平之圓鏡，曰筒口鏡，即前所謂中高鏡，所謂前鏡也。製一窪鏡，

曰靠眼鏡，即前所謂中窪鏡，所謂後鏡也。須察二鏡之力若何，相合若何，長短若

何，比例若何，茍既知其力矣，知其合矣，長短宜而比例審矣，方能聚一物象雖遠

而小者，形形色色不失本來也。 

從所介紹的前鏡（筒口鏡/中高鏡，即凸透鏡）和後鏡（靠眼鏡/中窪鏡，即凹透鏡）

的型式，可知這是伽利略式望遠鏡，不是克卜勒式的。 

由於遠鏡說作者認為透鏡的功用為「是鏡之妙，妙乎能易物象也」，其所謂的「易

象」，是藉由「斜透」和「反映」使影像發散或收斂，而不是經由折射和反射使光線發

散或收斂。在這樣的光學思維下，作者沒有提到透鏡的焦點或焦距，而是認為望遠鏡的

二個透鏡的組合是靠「二鏡之力若何」，是可以理解的。 

書中介紹的望遠鏡的製法和用法都很實際及詳細，對後來國人的光學研究和望遠鏡

的研製很有啟發。明末清初國內出現一批光學儀器製造家，傳教士們的推廣及《遠鏡說》

的影響，應該是不可忽視的。 

 

五、《遠鏡說》的撰書 
《遠鏡說》出版於 1626 年（天啟 6 年），是湯若望與李祖白合撰。全書只有 15 頁，

五千字。有不少網路上的資料都寫道：遠鏡說是根據 1616 年德國法蘭克福出版社出版

的賽都利的著作編譯而成的。經筆者查詢，賽都利這本書應為《Telescopium, Sive ars 

per-ficiendi novum illud Galilaei Visorium Instrumentum ad Sidera》（望遠鏡，新的方法，

伽利略觀察星際的儀器）（以下簡稱為《Telescopium》）出版於 1618 年，以拉丁文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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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 Hieronymi Sirturi（譯為英文為 Girolamo Sirtori）。范龢惇（Albert Van Helden

）在其 1977 年的著作《The Invention of Telescope》的第 50-51 頁，英譯了《Telescopium

》的第一章，講的是望遠鏡的發明過程，文中的作者（Girolamo Sirtori） 聽到望遠鏡的

消息，除了自己不斷嘗試製作之外，也跑了很多國家到處訪察望遠鏡的製作方法與技巧

，他到了羅馬時，也應崔西王子之邀參加了在山頂葡萄園為伽利略所設的晚宴，親眼看

到伽利略展示望遠鏡，由此推測，當時參加宴會的傳教士也認識 Girolamo Sirtori。考察

《Telescopium》的拉丁版原著，發現書裡所附的圖（圖五 b）不僅和《星際信使》與《

遠鏡說》裡的圖完全不同，而且還不容易看懂畫的是什麼，推測可能是和望遠鏡的實際

製作技術有關係。 

筆者推測，《遠鏡說》應是參考《星際信使》，再加上湯若望對望遠鏡的瞭解及伽利

略觀天結果所寫成的，由於 Girolamo Sirtori 有豐富製作望遠鏡的實際經驗，且與伽利略

及其中幾位傳教士們認識，湯若望也有可能讀過《Telescopium》，並作為製作望遠鏡的

參考。 

 

圖五 a.《Telescopium》封面 圖五 b.《Telescopium》書中幾個附圖 

六、伽利略之名終於出現在中國 

伽利略的名字並未出現在《天問略》（1615 年）及《遠鏡說》（1626 年）這二本書

中。可能是在 1640 年才首次出現在湯若望的《曆法西傳》一書中： 

第谷沒後，望遠鏡出，天象徹妙盡著。于是有加利勒阿（伽利略），于三十年前，

創有新圖，發千古星學所未發，著書一部。自後名賢繼起，著作轉多。乃知木星旁

有小星四，其行甚疾，土星旁亦有小星二，金星有上下弦等象，皆前此所未聞。 

之前不提伽利略名字的原因，或許和伽利略與教廷之間的衝突有關，傳教士們理應

站在教廷那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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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小結 

伽利略在 1609 年製作望遠鏡並朝向天空觀測之後，消息很快就透過傳教士們傳到

了中國，甚至望遠鏡的實物也在幾年內就渡海來華。這是因為這些傳教士在歐洲時就直

接間接的與伽利略相識，看過他展示望遠鏡，且他們所屬的羅馬學院也實際用望遠鏡做

了許多觀測。有些資料以為望遠鏡是湯若望帶進來，也有的說是鄧玉函帶進來，其實，

湯與鄧是同船渡海來華，他們相識也常常一起討論，且湯若望的老師和鄧玉函都與伽利

略都是非常熟的朋友。 

許多資料均以為《遠鏡說》是參考甚至翻譯自《Telescopium》一書。筆者雖看不懂

拉 丁 文 ， 但 根 據 這 幾 位 傳 教 士 與 伽 利 略 的 交 往 與 交 流 、《 星 際 信 使 》 中 文 版 及

《Telescopium》第一章及所附的圖來推測，倒是覺得《遠鏡說》有許多內容是來自伽利

略的《星際信使》及出書之後的後續觀測結果，Girolamo Sirtori 則有製作望遠鏡的實際

經驗，且與伽利略及其中幾位傳教士們認識，湯若望可能讀過《Telescopium》，且作為

製作望遠鏡的參考。因此，認為《遠鏡說》頂多是參考《Telescopium》書中的望遠鏡製

法，絕非翻譯此書。 

《遠鏡說》裡的光路圖，既未出現於《Telescopium》一書，也非來自《星際信使》，

可能是湯若望自己的觀念，或是從理解克卜勒所提的光學原理所撰寫的。在那個時代，

西方的折射光學的理論其實還沒達到我們現在所知的幾何光學理論，因此，遠鏡說裡的

敘述與光路圖，會與幾何光學概念不符，是可以理解與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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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 Farther: Galileo and a Chinese Book Entitled On 

the Telescope 
 

Yun-Ju Chiu  

（Chang Gung University, Member of CAHS） 

 

Abstract In 1609, Galileo constructed telescopes and used them to observe the heavens. A 

few months later in March 1610, he published Sidereus Nuncius which brought him fame in 

Europe. This astronomical fever not only spread across the continent but,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Jesuits, led to the publication of On the Telescope in 1626—a collaboration 

of a German Jesuit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and a Chinese official of Astronomical 

Tribunal Li Zu-Bai. This study explores related issues such as Galileo and the Jesuits, the 

content and references of On the Telescope, and the concept development of optics in China 

and Europe.  

 

Keywords: telescope, lens, Galileo, Sidereus Nuncius, Jesuit,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