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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象與斜透：《遠鏡說》裡的光學原理 

 
邱韻如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本會會員） 

 

摘要：《遠鏡說》裡介紹了構成望遠鏡的各透鏡、近視和遠視眼鏡，以及相關的光學原

理，但書中所附的光路圖、近視遠視的成因、所使用的光學原理如易象、斜透等意義，

均與現代幾何光學的觀念大大不同。本文主要探究書裡所謂的易象與斜透等迷思概念的

背景與原因，及這些迷思概念對發展幾何光學教材教法之助益。 

 

關鍵詞：望遠鏡、湯若望、遠鏡說、折射、幾何光學。 

 

一、視覺概念之歷史發展與《遠鏡說》所持的視覺觀點 

《遠鏡說》出版於 1626 年（明天啟 6 年），湯若望與李祖白合撰，主要介紹伽利略

所發明製造的望遠鏡，全書約五千字，圖文並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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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利用〉，按仰觀和直視分述透過望遠

鏡所觀察到的天文現象及事物；第二部分〈附分用之利〉，探討構成望遠鏡的二個透鏡

的分別用處與近視遠視眼的成因；第三部分〈原繇〉，論述與望遠鏡相關的光學原理；

第四部分〈造法用法〉，講望遠鏡的製造、使用和保養說明。 

本文主要探討的是第三部分〈原繇〉裡所持的視覺觀點，與其相關光學原理論述。

由於〈原繇〉裡的論述與目前幾何光學的概念大相逕庭，因此，本文先敘述西方視覺概

念的發展及《遠鏡說》所持的視覺觀點，再來比較在不同視覺觀點下，對折射的論述及

相關現象的觀察與解釋。 

（一）視覺的迷思概念古今皆然 

從科學史上光學概念的發展來看，「人眼是怎麼看到東西的？」這個問題扮演非常

關鍵的角色，科學家們歷經二千年發展出正確視覺概念後，面鏡成像、透鏡成像等問題

才一一解開。同樣的，掌握《遠鏡說》所持的視覺概念，可助於瞭解及閱讀其論述。 

在希臘時代，有三種理論來解釋視覺。一是視線發射說：從人眼發出視線到達物體，

畢達哥拉斯、柏拉圖、歐幾里德等都是持這種看法。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582-496B.C.）

認為人眼會發出不可見的火（invisible fire），這個火碰到物體，使得我們可以看到物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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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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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狀和顏色。歐幾里德（Euclid,325-265B.C.）在其《光學》書中寫道，視線所組成的

形體是錐體，錐頂在眼睛，錐底在物體。他說眼睛所看見物體的大小與視角大小有關，

物體在大視角下看起來是大的，在小視角下看起來是小的，在相等角度下看來大小相

等，他並認為視覺是有範圍的。二是影像發射說：物體發出影像（eidola）到達人眼，

德謨克利特等原子論學者1主張這種看法。三是影像視線相遇說：人眼和物體各發出某

種東西在空中相遇而產生視覺，例如亞里斯多德（Aristotle,384-322B.C.）質疑如果是人

眼發出視線，那在黑暗中應該看不到東西，因此提出眼和物體都會發出某種東西。 

以上的三種說法均不符合現在的幾何光學概念，但是筆者在研究學生的迷思概念時

發現，這些視覺的迷思概念不分古今中外，沒有時空差異。許多學生的視覺概念，都和

上述古希臘學者的說法相當雷同，因此，研究這些學者們的看法，可以幫助教師瞭解學

生的迷思概念2。 

（二）托勒密觀點：托勒密的《光學》 

西元二世紀時的托勒密（Ptolemy,85-165）除了在天文學與地圖學有偉大的成就之

外，他對光學的研究也不容小覷。他在其五卷本的專著《光學》裡，研究光的反射、折

射及雙眼視覺，做了許多實驗。雖然他做折射實驗所得到的數據與結論並不完全準確，

沒有得出正弦式的折射定律，但大致已發現其規律。他的光學論述是古希臘光學的最高

峰，對於之後的阿拉伯光學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托勒密的視覺理論與歐

幾里德類似，屬於視線發射說。 

（三）承先啟後的阿拉伯科學文明 

中世紀的阿拉伯科學家阿拉罕（Alhazen，965- 1039）3，可能是歷史上第一個提出

視覺是由於有光進入眼睛的學者，他很訝異發現有人的眼睛因為注視太陽而受傷，而用

牛眼做了一些研究，以解剖學的方法描述了眼睛的構造，解釋視覺的成因。阿拉罕的光

學研究工作為近代光學奠定了基礎，他所出版的七卷本《光學寶鑒》是一本嚴謹的科學

論著，所有中世紀的光學都奉此為圭臬，直到十七世紀都無人能超越。 

阿拉罕的這部光學著作受到托勒密《光學》的啟發與影響甚大。中世紀阿拉伯學者

在整理、翻譯和改編古典著作方面，貢獻卓越。他們進行大規模的翻譯活動，諸如柏拉

圖、亞里士多德、歐幾里德、托勒密等大批希臘學者的哲學、科學和醫學名著的譯本都

經過整理注釋而相繼問世。這個人類翻譯史上的偉大工程，讓古希臘羅馬的輝煌文明經

由中世紀的繼承得以延續，而開創出歐洲文藝復興的燦爛花朵。 

 

                                                      
1 原子論學派包括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460~370B.C.；原子論的創始者)、留基伯

(Leucippus,500-440B.C.；德謨克利特的老師)、伊比鳩魯(Epicurus, 341-270B.C.)等學者。 
2 邱韻如，〈從迷思概念研究的觀點探討中國古籍中的影與像〉，《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中華科

技史學會（台北），第 16 期，2011 年，頁 1-9。 
3 阿拉罕除了《光學寶鑒》之外，他還有如《月光》、《日月暈和虹》、《論球面點火鏡》、《論拋物

面點火鏡》、《影的產生》、《星光》、《點火球》、《日月蝕的形狀》等短篇的光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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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漫射：正確視覺概念的關鍵 

諸如太陽、蠟燭等發光物會發射光線進入人眼，是很容易理解的，但一般不發光的

物體，會發出光線嗎？要能知道且理解從這些不發光之物所來的光線，是光源照在物體

上，因「漫射」而反射光，並非一般人能自然發展與理解的概念，除非經過學習且能理

解所謂的「漫射」（diffuse reflection）。有了漫射的概念，才能理解為何從「非發光物體」

處會有光線進入眼睛產生視覺。 

什麼是漫射呢？從微觀角度來看，物體表面是凹凸不平的，當光源照射在物體上，

物體表面會把光線向四面八方各個方向反射，看起來像是反射光線向各個方向無規則地

反射，但每一條光線都還是遵守入射角等於反射角的反射定律。因此，漫射是由許多不

同方向的反射所組成的，也就是下面將提及的「克卜勒觀點」。 

（五）克卜勒觀點：克卜勒的視覺概念與成像分析 

我們目前所接受的幾何光學概念，大致是以克卜勒（Kepler,1571-1630）的研究為基

礎。他在 1604 年出版的《光學》一書中，以光線入眼的觀點分析了視覺的成因，用光

線反射與折射的道理解釋了面鏡成像與透鏡成像，也指出近視與遠視的成因，並闡述眼

鏡的光學原理。 

克卜勒對於視覺的成像概念，是視覺理論中一個重要的成就。他的思考過程是這樣

的：物體由無數多的點組成，每一點向各個方向發出光線（也就是所謂的「漫射」）。從

每一個物點發出而進入眼睛的光線組成一個錐體。錐的頂點為物點，錐底為眼睛的瞳

孔。進入瞳孔的光線被角膜及內部物質折射而形成一個新的光錐，錐底仍為瞳孔，而錐

頂則在視網膜上一點。於是就在知覺上產生了這個物點的像，就看見了這個物點。有了

這種成像的概念（以下稱之為「克卜勒觀點」），他立即以驚人的方式，對平面鏡成像這

個十分古老又神祕的現象作出詳盡的分析和圖解。他關於平面鏡成像的分析為以後的光

學書所採用，接著他又用此方法找到了凸面鏡的虛像。4 

（六）現今幾何光學的折射定律與透鏡成像作圖法 

雖然托勒密、阿拉罕及克卜勒都描述了折射的現象，但現今幾何光學裡正弦式的折

射定律（圖一），是笛卡兒（Descartes,1569-1650）於 1637 年提出的。目前物理教科書

所廣泛使用的用透鏡的鏡心及二個焦點作圖求像的方法（圖二，為遠處平行光入射透鏡

之折射作圖），則是英國的物理學家史密斯（Robert Smith,1689-1768）在他 1738 年出版

的四卷本《光學》發展出來的方法，這部《光學》被認為是十八世紀影響最大的一本光

學教科書。5 

 

                                                      
4 馬文蔚等，《物理發展史上的里程碑》，凡異出版社，1995 年，頁 213。 
5 馬文蔚等，《物理發展史上的里程碑》，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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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光線從光疏介質進入光密介質與折射定律（本文作者繪） 

 

  

圖二 a. 根據幾何光學，遠處平行光入射，

經凸透鏡後會聚於焦點。（本文作者繪） 

圖二 b. 根據幾何光學，遠處平行光入射，

經凹透鏡後發散，其逆向延伸之光線會聚於

虛焦點。（本文作者繪） 

（七）《遠鏡說》裡的發象與易象 

〈原繇〉的第一段話，很清楚的表達《遠鏡說》所持的視覺概念： 

是鏡之妙，妙乎能易物象也。何謂易象？蓋凡物之有形者，必發越本象於空明中

以射人目，若象目交接之間無所阻礙，則象從徑線直射入目矣！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遠鏡說》所持的視覺概念是和原子論學者類似的「影像發射

說」，認為物體會發出「象」經由空中到達人眼，產生視覺（以下稱之為「發象說」）。

在物體會發象的基礎上，透鏡所扮演的角色是「易象」，這和目前幾何光學的概念大相

逕庭。 

二、克卜勒的著作及其與傳教士們的交流 

在克卜勒那個時代，西方傳教士們都受到良好的天文、數學、科學等教育，有不少

傳教士本身就是天文學家，和當時的天文專家克卜勒有許多的書信往來及交流6。在當

時有兩個極著名轟動的天文事件：1604 年的超新星及 1610 年伽利略以望遠鏡窺探星空。  

                                                      
6 Burke-Gaffney,《Kepler and the Jesuits》, Bruce Publishing,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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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4 年的 10 月，一顆超新星出現在天上，足足亮了 18 個月，引起天文學家們的極

大關注，克卜勒詳細記錄這顆星，於 1606 年出版《蛇夫座足部的新星》（De Stella nova 

in pede Serpentarii），解答了許多天文學家的疑惑。這顆編號為 SN1604 的超新星也因此

被命名為克卜勒新星（Kepler's Supernova）。當時在中國境內也清楚可見這顆超亮的星，

《明史》記載如下：  

（萬曆）三十二年九月乙丑，尾分有星如彈丸，色赤黃，見西南方，至十月而隱。

十二月辛酉，轉出東南方，仍尾分。明年二月漸暗，八月丁卯始滅。 

在這本書之前，克卜勒就已對宇宙及星象極為關注，他在 1596 年出版《宇宙的奧

秘》，並將這本書寄送給伽利略，伽利略也回信給他。1604 年，他寫了《光學》

（Paralipomena to Witelo and the Optical Part of Astronomy），在這本書裡詳細畫圖說明眼

睛水晶體的功用是產生折射作用以成像於視網膜，由此他指出近視與遠視的成因，並闡

述眼鏡的光學原理。《遠鏡說》第二部分〈附分用之利〉裡關於前後鏡對於遠視眼與近

視眼的矯正原理論述，可能參考此書，但因篇幅限制，將另撰文探討。 

1610 年，伽利略用望遠鏡窺探了天空的秘密，寫成《星際信使》一書，但並未在書

中寫出望遠鏡的光學道理7。伽利略贈送一本給克卜勒，克卜勒除回信與伽利略討論之

外（彙集成《與伽利略星際信使的對話》，1610 年出版），更在 1611 年出版《折光學》

（Dioptrice）一書，並請伽利略為此書寫序。克卜勒在此書中，以光線和光束的表示法

研究光的折射問題及各種透鏡的性質，提出焦點、光軸等概念及對製作透鏡很有用的許

多條經驗法則，並闡述了伽利略望遠鏡的光學理論。 

1618 年，金尼閣神父帶著教宗的詔諭、在歐洲募集到的七千多部圖書、望遠鏡以及

二十餘名新招募的傳教士一起渡海前往東方，同行的傳教士有鄧玉函、湯若望、羅雅谷

等。1622 年夏天，這幾位傳教士紛紛踏上了中國的國土，望遠鏡也隨這趟行程，渡海抵

達中國。這些傳教士們在渡海的船上，在金尼閣的安排指導下學習數學、漢語和天文學，

本身就是知名的天文學家的鄧玉函（Johann Terrenz Schreck，1576-1630）就負責教大家

數理與天文。鄧玉函在 1592 年在威尼斯共和國時，就和當時在帕度瓦大學任教的伽利

略相識，1611 年鄧玉函和湯若望的老師格林伯格（Christoph Grienberger, 1561~1636）都

參加了伽利略在羅馬展示望遠鏡的山頂葡萄園聚會。格林伯格不僅與伽利略熟識，曾於

1597 年到格拉茨（Graz）拜訪過克卜勒8。 

這些西方傳教士，對上述的天文異象都相當關注，他們和伽利略、克卜勒都是好朋

友，更時常通信討論，由此推測，湯若望、鄧玉函等一行人，對於克卜勒的光學研究與

著作應該是耳熟能詳。 

1616 年 12 月 8 日（萬曆年間），明神宗頒下禁教令，勒令傳教士回國，少數傳教士

                                                      
7 伽利略著，范龢惇（Albert Van Helden）英譯、徐光台中譯與導讀：《星際信使》（Sidereus Nuncius, 

1610）。天下文化出版社，2004 出版，頁 105。 
8 Burke-Gaffney,《Kepler and the Jesuits》,p10.當時克卜勒在奧地利格拉茨的神學院擔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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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躲在杭州。一直到 1627 年崇禎皇帝即位，徐光啟才又重新提出引進西學。禁教期間，

傳教士們多半躲在杭州，1622 年由金尼閣帶領抵達的鄧玉函、湯若望、羅雅谷等及七千

部書籍，也都只能待在杭州，他們在此期間翻譯了許多書，包括 1626 年出版的《遠鏡

說》9。 

三、〈原繇〉裡的現象描述與光學原理解釋 

第三部分〈原繇〉，分為三條（易象不同而遠鏡獨妙于斜透以為利用之原、射線不

一而遠鏡兼攝乎屈曲以為斜透之繇、視象明而大者繇乎二鏡之合用）論述望遠鏡的光學

原理。以下，我們先以《遠鏡說》的「發象」觀點，理解湯若望的想法與其解釋，再用

幾何光學觀點來看湯若望如何「誤解」折射概念。 

透鏡成像的光學原理就是光的「折射」，從西元第二世紀的托勒密對折射進行許多

研究，經中世紀阿拉伯科學家阿拉罕將其發揚光大，直至克卜勒，在解出視覺問題後，

就立刻用反射及折射解出面鏡成像與透鏡成像的問題了。克卜勒在解這些問題時，被折

射與反射的是光線，但持發象觀點的《遠鏡說》則是用「易象」來說明。 

（一）易象的對象是象 

《遠鏡說》認為望遠鏡之妙在於其「易象」的作用，若有他物（指的是透鏡或面鏡）

在象和眼之間，就會產生所謂的「斜透而易」或「反映而易」：  

是鏡之妙，妙乎能易物象也。……若象目交接之間無所阻礙，則象從徑線直射入

目矣！苟如為他物形所間，則本象或斜透其照而易者有之，或反映其照而易者有

之，乃是鏡易象之妙則乎有斜透而無反映，此其所以利用也。 

湯若望將象與目間的間隔物分為「不通光之體」和「通光之體」，前者指的是平面

鏡、凹面鏡、凸面鏡等面鏡。後者則分為「大光明」與「次光明」兩類： 

何謂斜透而易，反映而易？蓋象與目交而為物所間概有二焉。一曰不通光之體，一

曰通光之體。不通光之體可借喻鏡面，夫鏡有突如球，平如案窪，如釜之類，其面

皆能受物象，而其體之不通徹，皆不能不反映物象，反映之象自不能如本象之光明

也。所謂反映者，此也。通光之體又分二體，一謂物象遇大光明易通徹者，比發象

元處更光明，而形似廣而散焉。一謂物象遇次光明難通徹者，比發象元處少昏暗，

而形似斂而聚焉。 

以現代幾何光學的觀念來看，會以為「斜透」作用應該就是所謂折射，「反映」則

為反射，其實不然。以「發象」的觀點來看，被「斜透」或「反映」的對象是「象」而

非光線，甚至也不是所謂的「象來之線」。 

《遠鏡說》認為物象經過大光明和次光明會有所謂的「斜透」作用，「物象遇大光

明易通徹者…，而形似廣而散焉」及「物象遇次光明難通徹者，…，而形似斂而聚焉」，

                                                      
9 劉大椿、吳向紅著，《新學苦旅》，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桂林），2003 年版。頁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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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介質折射率的不同來區分大光明和次光明，前者是讓物體所發射之象發散，後者則

讓象收斂。 

（二）以盛水盂論斜透 

望遠鏡由凹凸兩個透鏡組成，因此《遠鏡說》主要論述的是所謂的通光之體與斜透

的道理。書中將「通光之體」分為「大光明」和「次光明」兩種，並以兩個圖（圖三 a、

b）來輔助說明兩者的易象作用：圖三 a 是由上而下斜視盂中之物，說明象遇「空明氣

之大光明」如何產生易象，圖三 b 則是透過盛水盂，由下而上看空中之物。 

  

圖三 a. 由上而下斜視盂中之物（《遠

鏡說》附圖，游柏林重繪） 

圖三 b. 透過盛水盂，由下而上看空中

之物（《遠鏡說》附圖，游柏林重繪） 

先來看所謂的「大光明」和「次光明」指的是什麼： 

今試以象遇大光明易通徹者言之，即如上圖（圖三 a），甲象居盂底，直射乙目，

乙目可視，乙目偏東，則象不現，而目不見礙於盂邊也。若充水齊邊，則象上映於

水，遇空明氣之大光明，即斜射而象更顯焉。甲象更廣射於丙丁邊，東目視丙邊，

即視丙象，而象體似居戊處矣，是又因象映而然也。 

又如舟用篙櫓，…..。 

試以象過次光明難通徹者言之，即如上圖（圖三 b），甲象在空明氣，盂底無水直

射盂底乙處，乙處可視甲象。若戊處，則象不射戊，不見礙於盂邊也。盂內充水至

於丙丁，則空明甲象入水稍暗，斂聚於丙丁邊，戊視丁邊，則明見甲象，而象體似

居己處矣! 凡此皆所謂斜透者也。 

從上述兩段的描述可以看到，這裡所謂的「大光明」指的是空氣，「次光明」指的

是盂中的水。從幾何光學的觀點來看，這裡的大光明和次光明是以介質的疏密（折射率

不同）來分的，這樣的命名也算合理，只是要注意的是，幾何光學裡講的是光線經過不

同介質的折射現象，持「發象說」的湯若望則是以「象」為主角來論述。 

在「試以象遇大光明易通徹者言之」這一段話裡，認為把水倒進入盂後，象會「上

映於水，遇空明氣之大光明，即斜射而象更顯焉」。這一段用的字眼都是「映」，沒有寫

到「斜透」二個字，此處所謂的「映」，是否是前述的「反映」作用，不得而知。 

在「試以象過次光明難通徹者言之」這一段話裡，是敘述從碗底往上看空中之甲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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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由下往上的觀看觀點是很少見的，而且此情況下的碗應該是透明的。在此，碗中之

水扮演「次光明」的角色，產生「斜透」的作用。  

在「試以象遇大光明易通徹者言之」這一段話之後，作者加了「舟用篙櫓」這一段。

以舟用篙櫓、水中叉魚等常見的現象加以補充說明，來讓讀者更加瞭解象遇大光明的現

象。值得注意的是，這裡沒說「斜透」、「斜射」、「反映」，而認為是「水氣兩隔恍惚使

然」，「恍惚」二字，感覺與其前後兩段論述不太一致。 

又如舟用篙櫓，其半在水，視之，若曲焉。張斷取魚，多半在水，視之，若短焉。

叉魚者見魚象浮游水面而投叉刺之，必欲稍下於魚乃能得魚。蓋水氣兩隔恍惚使

然。漁夫習之，熟知其必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耳。 

兩百多年後，清末鄭光祖在《一斑錄》（1843 年）中所描述的折射現象與上述雷同，

但不僅沒有論述折射的道理，反而和許多非折射的現象（針孔成像、面鏡成像）都混為

一談，雖然用的字眼是「影」，但其實就是《遠鏡說》裡的「象」： 

舟上撐篙，篙入水如曲。漁人獵魚虌，照所見，不獲也，須求之於下乃獲。碗中置

一錢於底，遙望不克見，注水於碗，另其滿，則錢影浮於水面。光有所遮而成影，

光過小穴入暗室，照於地，照於壁，其光中帶過之影皆倒，不知者漫以為奇。…在

天日食，仰視耀目，可將厚紙刺一穴照於日，另以一紙在穴下承其影視之，則日食

分秒畢見，而影亦倒。銅鏡面击者，物被照入，影收而小。面凹者，切近照之，影

正而加大：遠照之，影亦倒。眼鏡遇凡物之影以入人眼，人自內視之也。若自外視

之，則凡物之影皆二，蓋其內外平面各主一影也。10 

實際拿個碗做實驗（圖四 a,b）可以瞭解圖三 a 的情況：把一個硬幣放入碗中（沒

有盛水），甲從右上方往碗底看，可以看到裡面的硬幣，然後乙將碗往後移動（或是移

動眼睛）直到硬幣被碗的邊緣遮住，甲看不到為止。接著乙把水緩緩注入碗中，當水達

到某一高度時，甲可以看到錢幣的像出現，看起來像是浮在水面上。這是物體發出的光

線經水到空氣所產生的折射效果。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遠鏡說》在此對現象的描述還

算正確，但因其持有「發象說」的觀點，因此解釋的內容就都不正確了。 

  

圖四 a. 乙移動碗直到甲看不到硬幣為止。

（游柏林繪圖） 

圖四 b.乙把水緩緩注入碗中，直到甲可

以看到錢幣的像出現。（游柏林繪圖） 

                                                      
10 鄭光祖，〈聲影皆有微理〉，《一斑錄》卷三物理篇，184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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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盛水盂論折射的出處探究 

克卜勒在 1611 年《折光學》的書中，描述他用各種透明介質所做的折射實驗，並

用立方形的玻璃塊來闡述折射現象（圖五 a）。《遠鏡說》的二個盛水盂圖（圖三）與克

卜勒的圖差異頗大，反倒與托勒密《光學》裡的圖與論述雷同，筆者猜測《遠鏡說》圖

三與相關論述可能來自托勒密的《光學》或者是後續的翻譯書，或其他引用托勒密實驗

的書。托勒密《光學》的第五卷主要論述折射，書中有三個折射的實驗11：實驗一是決

定從空氣到水的折射角（圖五 b，半圓形為盛水容器，眼睛在 A 點，硬幣在 G 點），實

驗二是從空氣到玻璃（圖五 c，半圓形 TKL 係指玻璃半圓柱），實驗三則是從水到玻璃。 

  
 

圖五 a. 克卜勒《折光學》

附圖，1611 年。 

圖五 b. 托勒密《光學》Book5

附圖，1996 年英譯本。 

圖五 c. 托勒密《光學》Book5

附圖，1996 年英譯本。 

 

「試以象遇大光明易通徹者言之」 這一段的論述和托勒密在實驗一（圖五 b）用盛

水容器的相關論述很類似，但兩者的視覺觀點是截然不同的。在「試以象過次光明難通

徹者言之」這一段話裡，是敘述從碗底往上看空中之甲物，出自哪兒或是湯若望自創的，

不得而知，也無法確定是否是湯誤解托勒密的實驗二及三。  

 

（四）以前鏡與後鏡論斜透 

以盛水盂來論述斜透作用時，大光明與次光明是依介質不同來分，前者實指空氣（折

射率小的介質），後者是盂中之水（折射率大的介質）。湯若望接著論述，望遠鏡的前鏡

和後鏡，雖然「同體」（材質相同），但因為「形」不同而分別有廣散物象與斂聚物象的

作用，因此把有會聚物象功用的前鏡（凸透鏡） 稱之為「次光明」，而能廣散物象的後

鏡（凸透鏡）稱之為「大光明」。 

夫所云間隔物體大光明能廣散物象，次光明能斂聚物象，蓋必大與次不同體者也。

若口眼二鏡亦既同體矣，而亦有廣散斂聚之別，則以同體而不同形耳。前鏡形中高

類球鏡而通徹焉，是即次光明意也，所以照日光能漸聚大光於一點，而且照日生火，

                                                      
11 Ptolemy,〈Book 5〉,《Ptolemy's Theory of Visual Perception: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Optics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translated by Smith,A.M.,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96, 

pp.23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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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第一等星光能透明於紙上，夜借燈光，亦能遠照。後鏡形中窪類釜鏡而通徹焉，

是即大光明意也，所以照日光，則漸散大光，而且照日不能生火，不能照星，不能

遠照，正與前鏡相反，然照象，則甚鮮明也。 

這一段話對凸透鏡及凹透鏡的描述相當貼切，只有用凸透鏡「照第一等星光能透明

於紙上」的第一等星光是指何星，以及是否實際真能透明於紙上，筆者心存疑惑，即使

是前述的克卜勒超新星也不會亮到能透明於紙上吧。若實際把凹透鏡和凸透鏡並排一起

看過去（見圖六），的確透過凹透鏡所見雖小但是清晰，而透過凸透鏡所見則是模糊的，

因此將凹凸透鏡分別稱為大光明和次光明，並無不可。 

 

圖六. 同時看凸透鏡與凹透鏡 

 

四、問題與討論 

許多資料均以為《遠鏡說》是參考甚至翻譯自 1618 年以拉丁文出版的《Telescopium》

一書。筆者根據幾位傳教士們與伽利略、克卜勒的交往與交流，以及書所附的圖來推測，

認為《遠鏡說》有許多內容是來自伽利略的《星際信使》（1610 年）及出書之後的後續

觀測結果12，而其光學原理可能直接或間接參考克卜勒 1604 及 1611 年出版的書籍，以

及托勒密的光學著作或後人之引用資料，從現代幾何光學觀點來看，其光學原理有許多

謬誤，但其來有自。 

我們現今採用的幾何光學，大都是依循克卜勒的觀念。他在幾何光學所掀起的變

革，可以與萬有引力定律在天文學或微積分在數學中所掀起的變革相比擬13。雖然克卜

勒解出了視覺、成像等問題，但是當代的人們卻不見得馬上接受這樣的觀點。即使在現

今，還是有相當多的人以為視覺的成因是物體發射影像到達眼睛或是眼睛發出視線，而

無法理解用光線折射的道理來說明凹凸透鏡所扮演的角色。 

（一）影像發射概念是普遍的迷思概念 

張目視物，是天生的能力，因而發展出視線發射說、影像發射說或是影像視線相遇

說來解釋，都是再自然不過了。從科學史的發展來看，要知道視覺是因為光進入眼睛而

                                                      
12 邱韻如，〈欲窮千里目－伽利略與《遠鏡說》〉，《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中華科技史學會

（台北），2012 年，第 17 期，頁 46-56。 
13 馬文蔚等，《物理發展史上的里程碑》，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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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卻不容易。從許多研究學生概念的文獻探討，都同樣發現，絕大多數學生的視覺

概念都和古希臘的觀點是一致的。值得一提的是，《遠鏡說》裡有很明顯的「影像概念」，

認為影像是從物體本身發射出來的，例如：「蓋凡物之有形者，必發越本象於空明中以

射人目」、「發象元」、「遠物發象」、「物象射線」、「象來之線」等。也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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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未提及所

謂的焦點或焦距14。 

從刻卜勒解決面鏡及透鏡成像的問題的過程，讓我們對視覺理論的重要性有更深的

體會。如果學生沒有正確的視覺概念，是不是會影響他學習成影及成像的概念？ 

（二）湯若望為何不採用克卜勒的視覺觀點？ 

〈原繇〉裡的光學概念，和目前我們所知的幾何光學概念是大相逕庭的。克卜勒是

當代知名的天文學家，這些西方傳教士直接或間接和克卜勒認識，他們應該讀過或翻閱

過克卜勒的書，為何湯若望不採用克卜勒觀點？筆者推測有幾個可能：一是當時光學的

折射理論其實還沒達到我們現在所知的幾何光學的境界，克卜勒的光學書很數學，並不

是很好懂；二是當時的教會接受的是托勒密的宇宙觀點（地球為宇宙的中心），伽利略

與克卜勒所持的哥白尼觀點（日心說）是異端邪說禁止談論的，或許這是湯若望傾向於

採用托勒密的折射論述之原因。三是湯若望的視覺觀點不僅與克卜勒不同，也與托勒密

不同，筆者認為是不能也，而非不為也。我們在教學時常會發現，當學生持有迷思概念

時，常會「誤解」老師或課本所教的內容，湯若望在盛水盂的論述中對托勒密論述的誤

解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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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若望

認為「象」是由物體本身發出的，其所謂的「斜透」，與幾何光學裡的折射概念並不相

同，我們不能責怪湯若望在《遠鏡說》裡各種不合乎幾何光學的錯誤觀念及繪圖，而是

要感謝他據實將他的想法描述出來。 

（三）折射概念的迷思古今中外皆然 

遠鏡說用「斜透」和「反映」來分別代表折射和反射，所用的字眼算是貼切，但因

為是基於「物體發象」的觀點，其「反映」一詞有反射影像的意味，「斜透」更是和光

線的折射大相逕庭。根據迷思概念的研究，學生在學習光學過後，把反射和折射弄混，

以及誤解為是影像被反射或折射，都是相當普遍的。還有，台灣的新聞媒體記者，總是

反射折射不分，經常把「反射」講成「折射」，也是屢見不鮮。 

（四）錯誤的光學理論有何價值？ 

雖然折射的論述有迷思，但《遠鏡說》裡所描述的實驗現象大致都是正確的。可見，

觀察與描述現象較容易，但要正確理解理論，不是件容易的事，若要能無中生有發展出

                                                      
14 克卜勒在 1611 年的《折光學》一書，已有焦點或焦距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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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理論，更是難事。 

從幾何光學概念發展史來看，要有折射光學的成像概念，必須先有正確的視覺觀念

。既然《遠鏡說》是根據錯誤的「影像發射概念」來論述，其光學道理也是錯誤連篇，

那有什麼研究價值？從迷思概念的研究來看，古人和現在學生的迷思概念有許多雷同之

處，透過古人的描述，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現在學生的迷思概念，對於發展適合的教材教

法是大有助益的15。因此，遠鏡說的錯誤光學理論，是物理教學上一個很好的例子；持

「影像發射」概念的湯若望，誤解托勒密的折射論述，同樣的，持影像發射概念的學生

，也會把老師或課本裡所教的概念做錯誤的解讀。因此，在物理教學上，設法讓學生建

立正確的視覺觀念以及瞭解前述所謂的「漫射」之後，才能運用光線理解透鏡成像的光

學原理。《遠鏡說》錯誤的光學原理，給了我們許多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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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eidola-emanating model,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and Li Zu-Bai, 

the authors of On the Telescope （1626）, have many misconceptions in explaining the 

phenomena of the refraction and the image-formation of convex and concave lens. This study 

explores related issues such as the academic exchange among these Jesuits and Kepler, the 

optics works of Ptolemy and Kepler, the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vision and refraction of On 

the Telescope,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teaching geometrical op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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