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汎論元代大都、上都司天台 

張 廷 

（台北商業技術學院，本會會友） 

 

（一）、元世祖建立正式的雙軌天文機構 

背   景 

由於蒙古數次西征，導致不少回回人來華服務，而蒙古人對他們的天文術數也逐

漸熟悉．元世祖在即大位前，「思有為於天下」，就注意延攬回回天文學者。在忽必烈的

潛邸中，依《元史·百官志》即有「世祖在潛邸時有旨，征回回星學者札馬剌丁等以其

藝進，未有官署」，此「札馬剌丁」應與至元四年(1267 年)獻出《萬年曆》及「西域儀

象」七件的札馬魯丁（Jamal al-Din ibn Mahammad al-Najjari/al-Bukhari）為同一人。可

見在忽必烈潛邸之中，忽必烈周圍除了有蒙古薩滿、漢人星學家外，也有回回星學家。 

編   制 

中統四年（1263 年），命敘利亞人、基督教徒愛薛（Isa Tarjaman, A.D.1226-1308）

掌「西域星曆司」（並兼管西域醫藥司）。世祖至元八年（1271 年），於上都創立「回回

司 天 台 」（ 又 稱 北 台 、 北 司 天 台 ）， 命 札 馬 魯 丁 （ Jamal al-Din ibn Mahammad 
al-Najjari/al-Bukhari）為回回司天台提點，該司編製回回曆供伊斯蘭教徒使用，次年世

祖下令禁售回回曆（足見其受歡迎程度）71。至元十七年，設行監共二人，從三品，至

元、大德年間陸續增加二名。回回司天台由札馬魯丁負責，漢兒司天台則由焦友直負責
72。此外，依《元史·百官志》，成立於世祖至元元年(1263)的集賢院，秩從二品，掌提

調學校、徵求隱逸、召集賢良，凡國子監、玄門道教、陰陽祭祀、占卜祭遁之事，悉隸

屬之．到了至元二十二年(1285)，方才與國子監脫離． 

                                                 
71《元史》，卷 7，〈世祖本紀〉4，頁 142。 
72 設司天秘書監應係至元十年事。元•《秘書監志》云：至元十年閏六月十八日，太保傳奉聖旨，回回、

漢兒兩個司天臺，都交秘書監管者。請參閱元•王士點、商企翁 編，《秘書監志》，（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卷 7，〈司屬•司天監〉條，頁 115；卷 9 並有記載札馬魯丁、焦友直出任行監，是從至元十年

開始。又，李約瑟引 Wagner 言，認為俄國普耳科沃（Pulkovo）天文台存有一份從公元 1204 年算起的

日月和五大行星運行表，寫於 1261 年前後，有可能是札馬魯丁與郭守敬合作的遺物（李約瑟），或者

是愛薛的遺物（沈福偉）。請參考李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香港：中華書局，1978），第 1 冊，頁

475；沈福偉，《中西文化交流史》，（台北：東華書局，中西文化交流史繁體字版，1989），頁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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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十五年增置太史院，掌天文曆數73。司天台、太史院並立，頒曆之政歸院，學

校之設歸台74。總計在元朝中央政府裏，有四機構與天文工作息息相關:(漢兒、回回)司

天台、太史院、集賢院與秘書監，有如此多的機構與天文術數有關聯，實屬中國史所罕

見！ 

元仁宗皇慶元年（1312 年）改為回回司天監，秩正四品，設官十三人、屬員二十

四人，高級官員有回回司天監、少監、監丞等。值得注意的是，元朝也為漢人星算家設

立另外一套天文機構，漢、回兩套機構的地位與秩品相當，乃是一種雙軌制的制度，一

直保留到明太祖洪武三十一年（1398 年）75。在元代，回回司天台、監在某些方面享有

比漢兒司天台、監更多的特權，例如前者獨享為皇帝主持祭祀「塋星」儀式，而接觸禁

書的陰陽人官職，回回司天台編制達十八人，而漢兒司天台僅一人編制。從中國曆法史

與制度史的角度看來，回回曆被提昇到如此高的地位，實屬空前！ 

圖書與儀器 

太宗窩闊台於滅亡金朝後，曾重新修繕金朝所遺留下來的渾天儀。南宋亡後，元

軍統帥伯顏又將宋皇室珍藏的圖籍儀器，以海船送至大都。據元朝晚期王士點、商企翁

合著的《秘書監志》卷七，舉至元十年（1273）司天台所用回回書籍，凡二十三種，其

中屬於天文學的有： 

麥者思《造司天儀式》十五部 

《積尺諸家歷》四十八部 

速瓦里可瓦乞必《星纂》四部 

撒那的阿剌忒《造渾儀香漏》八部 

撒非那《設諸般法度纂要》十二部 

帖里黑《總年號國名》三部 

兀速剌八丁窟勒《小渾天圖》 

阿剌的殺密剌，測太陽晷影一個 

牙禿魯，小渾儀一個 

                                                 
73《新元史》，〈百官志〉5，頁 657-658。太史院秩正二品。但明•陳邦瞻認為將（改修新曆）局改為太史

院，係至元十六年事。請見明•陳邦瞻，《元史紀事本末》，（台北：三民書局，1989），卷 17，頁 105，

郭守敬授時歷條。 
74 《新元史》，〈百官志〉7，頁 687，漢兒、回回司天台俱秩正四品；所轄天文學校則設於山西平陽（P’ing-yang, 

Shansi, ），請詳見 George Sarto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 Huntington, N.Y.:/R.E. Krieger 
Publishing Co.,1975）,vol. II, Part II, p.1021.  

75 依《明史》，〈曆志〉1，頁 277：（洪武）三十一年，罷回回欽天監，其回回曆科仍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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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兒可兒，潭定方圓尺一個 6 

其書名應係阿拉伯文譯名．此外，原書目上還列有占星術、數學、幾何、甚至醫

學等相關書籍。 

《元史》中提到，元成宗鐵穆耳去世後，卜魯罕皇后謀立安西王阿難答， 

遣內官到秘書監處取星曆秘文，遭愛薛厲色拒絕。這裏所講的「星曆秘文」應是指上述

秘書監中回回系統的天文、星占術數方面的資料，此因愛薛是西域拂林人，且在世祖初

期主持過回回司天台以及西域醫藥司之故． 

至於札馬魯丁製作回回曆息息相關的七座儀器，目前已有多篇中外學者著述，故

不在本文討論之列。 

「縈星」儀式 

在元代，回回司天台(監)在某些方面享有比漢兒司天台(監)更多的特權，例如前者

陰陽人獨享為皇帝主持祭祀「縈星」（祭祀風、雨、水、旱、瘴、疫、日、月、星辰、

山、川等）儀式，而「縈星」儀式更是有元一代回回司天台的特色，卻常常被專家所忽

略．日本學者山田慶兒曾列舉元朝超過二十次的皇家「縈星」儀式，可見在涉及軍國大

事、社稷福祉的陰陽人方面，元廷明顯的偏愛或是倚重色目/回回人。7 

「陰陽人」被列入回回、漢兒司天台編制 

由於蒙古薩滿、回回、及漢人陰陽術數的推波助瀾，卜者（陰陽人）在蒙元帝國

的社經地位更高。這從中央政府的司天台人員編制即可看出：金朝是歷朝在欽天監首設

「三式」科（即陰陽學中的六壬術、太乙術、紫微斗數）的朝代（唐與兩宋均無），蒙

元政府極可能承襲此一視陰陽學為官學的傳統：在元大都的漢兒司天監正式設「陰陽管

勾」一員，而在回回司天監的陰陽人更是多達十八人。值得注意的是在接觸、管理禁書

的陰陽人官職方面，回回司天台編制多達十八人，而漢兒司天台僅一人編制。我個人推

測這可能與「縈星」儀式類似：元廷相信回回人對蒙元朝廷的政治忠誠度遠超過漢人。 

氣象預測功能 

由於《秘書監志》中提到「人員合行依例每年推算風雨曆日」，因此元代司天台在

造曆過程中，可能須具備一定的氣象知識以及氣象觀察經驗。 

人事的更迭 

除了回回司天台早期的札馬魯丁、愛薛等人以外，秘書監、集賢院方面的撒里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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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後來也繼札馬魯丁、愛薛而起，撒里蠻等人的勢力後來主導回回司天台的發展。依

《秘書監志》： 

秘書監司天台裏有的觀星象的每根底，在先扎馬（剌）丁、愛薛 

他每相管著來．前者扎馬剌丁、愛薛兩個根底秘書監漢兒觀星象 

的每根底休教管者麼道，聖旨有來．如今將秘書監司天台集賢院 

裏撒里蠻、阿魯渾撒里納的每根底收管呵，怎生？奏呵：那般者． 

麼道聖旨了也，欽此．8 

關於漢兒、回回司天台曾經合併的記錄 

再依《秘書監志》： 

至元十一年(1274 年)十月初七日，太保大司農奏過事內一件：欽奏回回漢

兒司天台合併做一台呵，怎生？奉聖旨：那般者．欽此．9 

行行出狀元——從陰陽學校到陰陽人科舉 

蒙元中央政府的一大難題是，中國傳統的天文學知識有官方與民間（含儒釋道）兩

大源頭，如何作到一方面政府能壟斷所有天文知識、人才，以求統治者的利益；另一方

面政府能不斷藉由查訪、招攬、地方學校，希望吸收一流的民間人才為國服務（葉新民：

2000）。 

乃顏之亂後，世祖忽必烈的大臣靳德進建議說：「俄奏言，叛始由惑於妖言。遂謀

不軌。宜括天下術士，設陰陽教官，使訓學者。仍歲貢有成者一人。帝從之，遂著為令」。

以下列舉各項重要措施： 

‧世祖至元二十八年（1291 年）命令各地，尤其江南，模仿儒學、醫學先例，成

立陰陽學校，訓練並提拔天文、星占方面的人才。10 

‧成宗元貞二年（1296 年）則有從各地「試選陰陽教授」，將合格者送往司天台，

其餘送回原籍。11 

‧仁宗延祐二年（1315 年）則更進一步，比照醫學科舉考試，又開陰陽人科舉：「聖

旨：如今大醫每試了…陰陽人不曾試…秋間依體例試者麼道。」12 

‧根據比對《元典章》延祐科舉條、元貞元年（1295 年）試選陰陽教授條、與成

書於元末的《至順鎮江志》陰陽學校記載之後，我發現地方陰陽學校用書，是與中央政

府試選陰陽教授指定用書完全相同，與元初的《秘書監志》用書也部分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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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占算用《三命五星》、《周易》、《六壬數學》。 

婚元用（唐）呂才《大義書》。 

宅元用《周易秘奧》、《八宅通真論》。 

塋元用《地理新書》、《塋元總論》、《地理明真經》。13 

可見元政府是有系統地統一並連接中央與地方的天文、星占教育。 

 

（二）、地方的天文機構 

元代實施行省制度，地方權力不小。順帝時代江浙行省重修南宋遺留下來的吳山

天文台，且為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所贊助，值得重視。目前最大的元代天文台遺址是

郭守敬待過的河南登封縣的周公觀景臺。 

 

（三）、天文機構的中外交流 

值得一提的是元代東方與西方天文台大規模的交流。十三世紀下半葉，忽必烈汗

之弟旭烈兀（Hulagu）在今伊朗、伊拉克一帶建立伊利汗國。此時也正逢古代波斯天文

學的黃金時期。旭烈兀西征時得到當時波斯最頂尖天文學家納西•徒思（Nasir al-Din 

al-Tusi, d.1274A.D.）76
14，其修正托勒密系統之理論，影響到近三個世紀後的哥白尼地動

說。徒思也是前述被元世祖徵召來中國之札馬魯丁的師兄。據說蒙哥汗（1248-1257）

                                                 
6. 元•王士點、商企翁 編，《秘書監志》，（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卷 7，〈司屬•司天監〉條，頁 129-131。 

7. (日)山田慶兒，《授時曆之道─中國中世的科學與國家》，（   書局，1988），頁 483-484。 
8. 《秘書監志》，卷 7，〈司屬•司天監〉條，頁 128-129。 
9.  同上，頁 116。 

10.《元典章》，（台北：故宮博物院影本），〈禮部卷之五〉。 
11.《元典章》，（台北：故宮博物院影本），〈禮部卷之五•陰陽官〉條。 
12.《元典章》，（台北：故宮博物院影本），〈禮部卷之五•試陰陽人〉條。 
13.元•俞希魯 編，楊積慶、賈秀英等校點，《至順鎮江志》下，（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卷 17，〈學職•

陰陽學〉條，頁 674。 
14. George Sarto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vol. II, Part II, p. 1001. 
15. George Sarto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vol. II, Part II, p. 1004. 
16. Anne Tihon, Etudes d’astronomie Byzantine,（Variorum, Paris, 1994）, Chap.5. 
17. 何丙郁等著，《中國科技史概論》，（香港：中華書局，1988 年），頁 201。 
18 （法）路易•巴贊撰，耿昇譯，《突厥曆法研究》，（北京：中華書局，1998），頁 483-484。 
19. 陳靜，〈元回回天算家及其天文工作考論〉，收錄於《回族研究》，1992 年，第 2 期，頁 41。日本學

者藪內清也持相同觀點。 
20  A. Sayili, The Observatory in Islam and its Place i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Observatory, （Ankara, 

Turkey, 1960）, pp.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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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屬意徒思來蒙古或中國工作，但旭烈兀循私不肯放人（旭烈兀希望徒思為他的新帝國

製作《伊利汗曆》，Zij –iIlkhani），遂改派札馬魯丁來中國 15。公元 1259 年，旭烈兀汗

創立馬剌加（Maragha，在裏海南邊 Tabriz 之南）天文台，它是當時全伊斯蘭世界裏最

好的天文台，匯合了當時世界上最優秀的天文學家/占星術者。16 由於忽必烈汗、旭烈

兀汗一家親，以及丞相（平章政事）愛薛的牽引促成，使得中國來訪的天文學者，如傅

穆齋，17 得以在馬剌加與遠從西班牙安達魯西亞等地來的穆斯林天文學家相交流。而大

陸當代名科學史家李迪教授認為札馬魯丁受忽必烈之命，曾在馬剌加受訓數年；而納西•
徒思也從來訪的中國學者那裏，學到中國的天文推步之學；納西•徒思復受到蒙古－中

國以十二生肖紀年傳統的影響 18。於公元 1272 年由馬剌加天文台天文專家集體編寫的

《伊利汗曆》，在其第一卷中載有傳統中國天文曆法學的內容 19。這真是個空前的東、

西方天文學大會合的時代！ 

到了伊利汗國合贊汗（Ghazan Khan, A.D.1295-1304）時期，受馬剌加天文台影響，

他也在大布里茲（Tabriz，此時已成為伊利汗國首都）創立一座天文台，很快地也成為

一座享譽國際的天文學研究中心 20。 

 
元大都司天台復原圖：共三層，上置儀器，並有印曆室等間。 

——資料來源：山田慶兒，《授時曆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