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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鏡說》前後兩鏡之光學原理與光路圖 
 

 

邱韻如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本會會員） 

 

 

摘要 《遠鏡說》介紹西方傳入的伽利略望遠鏡。書中所附的光路圖、老花眼及近視的

成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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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從眼鏡

與幾何學概念的發展出發，探究《遠鏡說》論述前後兩鏡（也就是所謂的眼鏡）的光學

原理與光路圖的相關問題。 

 

關鍵詞：望遠鏡、湯若望、眼鏡、凸透鏡、凹透鏡、幾何光學 

 

一、前言 

《遠鏡說》出版於 1626 年，是西洋傳教士湯若望與中國欽天監官員李祖白合撰。

1618 年，湯若望隨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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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 年夏天，這些傳教士紛紛踏

上中國的國土，但正值明神宗頒布禁教令期間（1616 年 12 月到 1627 年崇禎皇帝即位），

傳教士們多半躲在杭州，他們在此期間翻譯了許多書，《遠鏡說》就是在這個期間出版

的1。 

《遠鏡說》全書約五千字，圖文並茂，內容包括湯若望的自序、目錄、正文及十幾

幅圖。正文分為四部分：（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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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附分用之利〉，構成望遠鏡的兩個透鏡的分別用處；（3）〈原繇〉，論述

相關的光學原理2；（4）〈造法用法〉，望遠鏡的製造、使用和保養說明。 

本文主要探討的是〈附分用之利〉裡介紹前後兩鏡的文字與三個圖，以及〈原繇〉

裡兩鏡合用的部分。 

（一）前鏡與後鏡 

《遠鏡說》主要介紹伽利略所發明製造的望遠鏡，其由前後兩個鏡片組成：前鏡，

也就是物鏡，是凸透鏡；後鏡，即目鏡，是凹透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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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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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韻如，〈易象與斜透：《遠鏡說》裡的光學原理〉，《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中華科技史

學會（台北），2013 年，第 18 期，頁 59-71。 
2 主要是易象與斜透，請見邱韻如，〈易象與斜透：《遠鏡說》裡的光學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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窪鏡，曰靠眼鏡，即前所謂中窪鏡，所謂後鏡也。 〈造法用法〉 

這前後兩鏡，各有用途，在〈附分用之利〉裡，分別介紹此前後兩鏡如何矯正老花

眼及近視眼，在〈原繇〉則分別敘述此兩鏡距離眼睛遠或近時的成像原理。 

（二） 《遠鏡說》論述的光學理論基礎 

《遠鏡說》的視覺觀點是「發象說」3，認為視覺的產生是物體發射出影像進入人

眼。並用「平行射線」、「三角形射線」與「習性」為理論基礎來論述，認為遠物所射之

象以平行射線進入眼中，近物所射之象則以三角形射線入眼。中高鏡（凸透鏡）與中窪

鏡（凹透鏡），可以改變光路，讓物象以合乎「習性」的方式入目。 

二、眼鏡與光線概念的發展 

（一） 西方最早的眼鏡 

許多資料將眼鏡的發明歸功於羅傑培根4（Roger Bacon,1214~1294），係因其在 1267

年出版的《大著作》（Opus Majus）5的第五部分，探討了眼睛及相關光學原理。在此之

前，閱讀石（Reading Stones）6及有框的放大鏡，已經在歐洲出現。目前找到最早畫有

戴眼鏡人物的畫作是托馬索（Tommaso da Modena,1326~1379）於 1352 年在義大利特雷

維索一間修道院（San Nicolo di Treviso）所繪製的壁畫，共繪有四十位道明會修道士，

其中的 Hugh of Saint-Cher 戴著眼鏡7。 

（二） 眼鏡傳入中國 

中國最早的眼鏡大約明朝初年（15 世紀初）從西域傳到中國。清代趙翼在其罷官後

之讀書筆記《陔餘叢考》8裡〈眼鏡〉條目記載： 

  古未有眼鏡，至有明始有之，本來自西域。 

趙翼在這段筆記裡，列出了幾本提及眼鏡的古籍，依年代先後包括張靖之《方洲雜

言》、吳寬的《吳瓠翁家藏集》、郎瑛的《七脩續稿》等。根據《方洲雜言》9裡關於眼

                                                      
3 邱韻如，〈易象與斜透：《遠鏡說》裡的光學原理〉。 
4 羅傑培根（Roger Bacon，1214 年－1294 年），英國方濟會修士，學識淵博，著作涉及當時所

知的各門類識，並對阿拉伯世界的科學進展十分熟悉。 
5 培根的《大著作》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主要論述科學的用途和實驗方法的必要性，1267

年成書。全書分為 7 部分：人類謬誤的原因、哲學與神學的關係、語言研究的重要性、數學的重

要性、光學、實驗的科學、道德哲學。 
6 閱讀石係以水晶或玻璃製成半圓形或塊狀，放在文件前可將文字放大。 
7 可參閱維基百科之「Tommaso da Modena」及「Hugh of Saint-Cher」條目。 
8《陔餘叢考》之作者趙翼（1727~1814），以《二十二史劄記》享譽史界。本書為其自黔西罷官

（1772 年）後家居之餘所輯考的筆記叢書，全書 43 卷。眼鏡的這段筆記在卷 33，其中有不少文

字有誤，筆者將另文再詳述。 
9 《方洲雜言》作者張甯，字靖之，明景泰甲戌進士（1454 年），他的這一段文字，描述火浣

布及眼鏡兩種稀有物品。趙翼《陔餘叢考》裡誤寫成《方州雜錄》，經查閱此兩書之刻本影像版，

確認是《方洲雜言》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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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這種稀有珍品的描述，在明朝初年，擔任禮部尚書長達三十年的胡宗伯公10，以及參

政孫景章，已各擁有一副眼鏡，係「以良馬易得于西域賈胡11滿剌12似聞其名為僾逮13」。

張靖之在京師所見的眼鏡，大約是在景泰年間（1450~1457），從西域而來。吳瓠庵在《吳

瓠翁家藏集》裡標題為〈謝屠公送西域眼鏡〉詩中14，已出現「眼鏡」二字（此詩約於

1500 年之前）。郎瑛15在嘉靖年間出版的《七脩續稿》卷六事物類裡，也有一則標題為

〈眼鏡〉的文章，敘述其年少時（估約於 1500 年左右）之所見。 

中國歷史博物館一幅長達 3.5 公尺描繪晚明時期南京秦淮河兩岸民眾生活場景的

《南都繁會景物圖卷》16，繪有一百多家商店以及一千多個各行各業的人物，其中坐在

兌換金珠招牌旁有一位戴著眼鏡的老者。據王宏鈞與劉如仲文章17中對圖中茶樓茶館遍

布的考據18，此時可能是萬曆末期，約 1620 年前後。由此可見，在晚明時期，眼鏡已開

始由皇宮普及到民間，但以老花眼鏡為主，近視眼鏡可能還很稀有。 

 （三）老花眼鏡與近視眼鏡，孰先孰後？ 

西方是先有矯正遠視的凸透鏡，直到 16 世紀才有矯正近視的凹透鏡，至少在伽利

略發明望遠鏡之前的威尼斯或荷蘭，這兩種眼鏡已經算普及了19。根據明末清初葉夢珠20

《閱世編》卷七的記載，近視眼鏡在清初時，仍是來自西洋，國內工匠尚不會磨製。 

  眼鏡，余幼時偶見高年者用之，亦不知其價，後聞制自西洋者最佳，每副值銀

四五兩，以玻璃為質，象皮為乾，非大有力者不能致也。順治以後，其價漸賤，每

副值銀不過五六錢。近來蘇、杭人多制造之，遍地販賣，人人可得，每副值銀最貴

者不過七八分，甚而四五分，直有二三分一副者，皆堪明目，一般用也。惟西洋有

一種質厚於皮，能使近視者秋毫皆晰，每副尚值銀價二兩，若遠視而年高者戴之則

反不明，市間尚未有販賣者，恐再更幾年，此地巧工亦多能制，價亦日賤耳。 

                                                      
10宗伯係古代朝廷內閣高級官員，後專指尚書。胡豅之父胡濙（1375~1463），字源潔，擔任明朝

禮部尚書三十年（1427~1457）。 
11 賈胡 （ㄍㄨˇ ㄏㄨˊ）係指經商的胡人。 
12 滿剌，或稱滿剌加，現今的麻六甲地區，馬來語為 Melaka。永樂年間鄭和下西洋（1403~1435），

幾乎每次都到此。1511 年麻六甲被葡萄牙人征服，成為他們在東印度群島擴張的戰略基地。 
13 「靉靆」二字較常見，目前筆者找到最早用「靉靆」二字的文獻是刊於明萬曆元年（1573 年）

田藝蘅的《留青日札》卷 23 裡「提學副使潮陽林公有二物…此靉靆也」。 
14 趙翼書中的敘述為「吳匏庵集中有謝屠公饋眼鏡詩」。吳寬（1435~1504），字原博，號匏庵，

蘇州人，明憲宗成化八年狀元（1472 年），累官至南京禮部尚書，於書無不讀，詩文有典則，

兼工書法。 
15 郎瑛（1487~1566），字仁寶，明代藏書家。著有《七脩類稿》55 卷、《七脩續稿》7 卷等。 
16 這幅畫卷長 3.5 公尺、寬 44 公分，繪者不詳，卷尾署「實父仇英製」，但中國國家博物館網站

謂：「從繪畫技法看，並非仇英作品」。仇英（1494~1552），字實父，活動於嘉靖年間，明四家之

一。 
17 王宏鈞、劉如仲，明代後期南京城市經濟的繁榮和社會生活的變化——明人繪《南都繁會圖

卷》的初步研究。《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79 年第 1 期，頁 99-106。 
18 根據明代顧起元所著的史料筆記《客座贅語》（成書於 1617 年），對茶樓興起的推斷。 
19 張之傑，〈談談眼鏡的歷史〉，刊登於科學月刊 2005 年 1 月號。 
20 葉夢珠，松江府（今上海松江縣）人，生卒不詳。根據其作品推測，大約生於天啟三年（1623

年），康熙中葉尚在世，卒於 1790 年代，享年七十多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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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克卜勒的光學理論 

克卜勒一直對宇宙及星象極為關注21，也因此探究更基本的光學問題及發展相關理

論，於 1604 年出版《光學》（英文全名是 Paralipomena to Witelo and the Optical Part of 

Astronomy，簡稱為 Optics）22。這本書共有 11 章，前五章分別討論光的本性、光的形狀、

反射及像的位置、折射、視覺；後六章則以這些基礎探討日月星辰的各種現象及光學原

理，包括日食、月食、視差等。在第五章，他詳細畫圖並一一說明眼睛各個構造及其功

用（圖一 b），並明確指出「苦近視者」需要凸透鏡，以及「苦遠視者」需要凹透鏡： 

  Those who see distant things distinctly, nearby things confusedly, are helped by 

convex lenses. On the other hand, those who see distant things confusedly, nearby 

things distinctly, are aided by concave lenses.  (Proposition 28, Optics, 1604, 

translated by William H.Donahue, 2000.) 

  

圖一 a：. Kepler《光學》封面，1604 年。 圖一 b： Kepler《光學》裡的眼睛構造圖。 

在天文望遠鏡還沒有被發明出來之前，觀測星空的「儀器」就是眼睛，眼睛為什麼

能看到東西，一直是學者們所好奇的。經過蓋倫（Galen, 約 129~216 A.D.）、培根（Roger 

Bacon,1214~1294 A.D.）、阿拉罕（Alhazen, 965~1039 A.D.）23及威提洛（Witelo, 約

                                                      
21 1577 年的彗星、1580 年的月食與 1600 年日食等天文現象，以及震撼第谷的 1572 年的超新

星，都深深影響著克卜勒。他在 1596 年出版《宇宙的奧秘》，並將這本書寄給伽利略，伽利略

也回信給他。 
22 本書之英譯本於 2000 年出版，譯者為 William H. Donahue。本書書名的一部份是 Paralipomena 

to Witelo（對威提洛的補充），威提洛的十卷本《光學》（Perspectiva），近 500 頁，是中世紀後期

標準的光學著作，受 Alhazen 光學著作的影響很大。 
23 阿拉罕（Alhazen，965- 1039），中世紀的阿拉伯科學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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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解剖學的方法描述眼睛的構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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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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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1280 A.D.）探索眼睛的構造以及視覺的原理之後，克卜勒承襲前輩的成果，詳細

剖析眼睛的各構造及其功用。 

1609 年伽利略磨製出望遠鏡，1610 年出版《星際信使》24並贈送一本給克卜勒，克

卜勒積極的與伽利略書信往來，討論其發現，並將其與伽利略的討論彙集成《與伽利略

星際信使的對話》於 1610 年出版。1611 年，克卜勒出版《折光學》（Dioptrice），這本

書被認為是現代幾何光學的鼻祖，克卜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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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伽利略在《星際信使》裡曾預告說他日後會寫下望遠鏡的光學理論，但不知道是不

是被克卜勒搶先發表之故，伽利略最後並沒有寫出望遠鏡的光學理論25。克卜勒在《折

光學》這本書裡不僅論述伽利略望遠鏡的原理，還提出另一種望遠鏡的構想－由兩個凸

透鏡組成，也就是所謂的克卜勒式望遠鏡。但是克卜勒本人並沒有親自製出這種望遠

鏡，而是由耶穌會教士沙伊納（Christoph Scheiner,1573~1650）在 1613 年磨製出26。 

三、〈附分用之利〉裡的眼鏡及其光學原理 

 （一） 分別介紹組成望遠鏡的前後兩鏡及其效用 

《遠鏡說》裡所介紹的是由一個凸透鏡和一個凹透鏡所組成的伽利略望遠鏡，並未

提及由二個凸透鏡組成的克卜勒式望遠鏡。 

在〈附分用之利〉的前言，明白指出組成望遠鏡的前後兩鏡，正是所謂的眼鏡。此

書刊行於 1626 年，距離眼鏡從西域傳入中國的明朝初期（十五世紀初），已約有二百年，

這時坊間（尤其是江南地區）已經有眼鏡，而不僅只是皇宮貴族的珍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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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分用之利〉 

接著分三條（利於苦近視者用之、利於苦遠視者用之、分用不如合用之無不利）來

介紹中高鏡（凸透鏡）、中窪鏡（凹透鏡）及兩鏡合用之效用。前兩條分別敘述鏡片對

「苦近視者」（現在所謂的老花眼或遠視27）與「苦遠視者」（現在所謂的近視）的使用

之效。文中有三幅光路圖（圖二），分別說明凸透鏡對老花眼者以及凹透鏡對近視者的

矯正功能，其光路圖並不完全符合幾何光學的道理，老花及近視的成因也和現代觀念不

同。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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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邱韻如，〈欲窮千里目－伽利略與《遠鏡說》〉，頁 52。 
26 沙伊納 1611 年用望遠鏡研究太陽黑子，並與伽利略激烈爭論太陽黑子。關於沙伊納及其對望

遠鏡的製作可進一步參考：Sant, Joseph (2014). Jesuits and the Early Telescope: Scheiner and 

Grienberger. Retrieved from http://www.scientus.org/Jesuits-Telescope.html 
27 老花眼與遠視的成因不盡相同，但有相當的類似。本文不擬區分這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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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遠鏡說》書影。三幅圖從右至左依序編號為（a）物象從鏡平行入目之圖；（b）

高鏡視大之圖；（c）物象從鏡三角形入目之圖。 

（二） 中高鏡有利於苦近視者 

利於苦近視者用之，一條。 

  世有目少好遠游喜遠望者，年老目衰，則不苦視遠物而苦視近物，不耐三角

形射線而耐平行射線，習性使然耳，若用遠鏡之中高鏡，則物象一點之小，散射

鏡面，從鏡平行入目，巧合其習性，視近不勞而有目明也。然又有未嘗好遠遊遠

望，而平日專務平直，是視者亦必老至力衰，則視物不能斂聚其象，象形直射，

恍惚不真，若用中高鏡，則物形雖小而暗，視之自大而顯矣！ 

「苦近視者」就是現在所謂的老花眼。前半段敘述，對於「少好遠游喜遠望」28者，

當他們年老目衰，「不苦視遠物而苦視近物」時，可以藉由凸透鏡，將近處物體散射到

鏡面的「象」，轉換為平行入目，也就是將近物所發出之三角形射線轉為平行射線（圖

二 a），而符合其習慣平行射線的特性。筆者認為這幅光路圖有三個疑點，其一是把物象

一點之小，畫得滿大的；其二是檢視凸透鏡到眼睛之間的光路，看不出其所謂的平行入

目；其三是把物體和透鏡之間的距離，畫得和 c 圖一樣，但 c 圖的甲是在遠處，此圖的

甲卻是在近處，容易造成混淆。 

對於後半段文字與圖二 b，筆者也發現許多疑義待釐清。首先，作者對於年輕時「未

嘗好遠遊遠望」卻「老至力衰」的人，給了個「平日專務平直」的理由，但「平日專務

平直」究竟確切意義為何，筆者仍未能掌握，不知是否只是為符合其所謂的「習性使然」

之推論。其次，從文字「視物不能斂聚其象，象形直射，恍惚不真」及圖說，並沒有明

確指出物體甲乙是在近處還是遠處，看到「象形直射」會以為是從遠處而來，但因為這

                                                      
28 筆者所查閱的善本書（藝海珠塵版，可參閱圖二），「少好遠游喜遠望」和「未嘗好遠遊遠望」，

前者是「游」，後者是「遊」。雖說這二字在當時可能是相通的，但同一段文字的前後用字不同，

總不免令人懷疑究竟是意義不同，還是校對不仔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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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段都在講「苦近視者」，應該是在描述看近處物體比較合乎邏輯，若此，「若用中高

鏡，則物形雖小而暗，視之自大而顯矣！」或許就可以解讀為用現在所謂的放大鏡來看

近處物體。 

高鏡視大之圖（圖二 b）這幅光路圖配合這段文字，圖解透過中高鏡可以讓「小而

暗」的物形「視之自大而顯矣」的道理，其圖說字數很多，並未出現在內文： 

  甲乙物體射象于鏡面丙丁，入目於戊，戊目視象于丙丁，丙丁丙界引長之，

則至己庚，己庚大乎甲乙，苦近視者用中高鏡，視物必大之故也。 

這段圖說詳細說明物體（甲乙）以平行方式把「象」發射到鏡面（丙丁），鏡面上

的「象」再進入眼睛。從眼睛看出去，看到的是比原物體還大的己庚。所畫的從丙丁往

外延伸到己庚的虛線，比較像是放大鏡的放大作用。 

如上所述，這段敘述及圖說，並沒有明確指出物體甲乙是在近處還是遠處。若與左

右兩圖對照，物體甲乙應該是指遠物。但是，這一段文字的描述是針對看清楚近處字體

有困難的「苦近視者」。圖文之間的遠近矛盾，令筆者困惑。後面會再以克卜勒手繪的

圖來與此對照比較。 

（三） 中窪鏡有利於苦遠視者 

利於苦遠視者用之， 一條。 

  有書生目不去書史，視不逾几席，習慣成性，喜三角形視近，不耐平行視遠

者。亦有非繇習慣，但眸子精力不開廣，視物象不得員而滿者，是二人者用遠鏡

之中窪鏡，則物象從鏡角形入目，乃合其習性，視物自明矣！ 

  圖說：甲遠物之象 平行射鏡面 三角形入目（圖二 c） 

這段文字及附圖（圖二 c）描述近視的成因，以及中窪鏡（凹透鏡）如何讓平行射

入的光發散，以合乎其習性。苦遠視者（所謂的近視）有兩種，一是「目不去書史，視

不逾几席」的書生，「喜三角形視近，不耐平行視遠」，另一種「眸子精力不開廣」指非

習慣視近但仍近視的人，都可以用中窪鏡來改善。圖二 c 明白表示物體甲是遠方物體，

「象」平行入鏡後，以三角形入目。 

（四） 分用不如合用之無不利 

這一段解釋眼睛很好的人戴眼鏡反而看不清楚的原因是「高窪二鏡自備目中」：這

裡介紹人眼的結構，一是可以張閉自宜的「眸」，從功能來判斷，應是指現在所謂的瞳

孔（pupil）；一是在睛底，書上用 的圖案（有點像棒棒糖）來表示此構造，這和克卜

勒所繪的眼睛解剖圖（圖一 b）裡面左上角編號 I 的圖（或見圖三 b）很類似。 

一分用不如合用之無不利，一條。 

  人有目精全衰…。乃有目精至強視物至明者，用鏡亦反加翳焉，何也?吾人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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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眸，張閉自宜，睛底有 者，屈伸如性，高窪二鏡自備目中，何以鏡為，若

二鏡合用之。于遠鏡則不然，遠鏡者，目明益明，象顯益顯，實備非常之用者也。 

   

圖三 a：睛底結構（《遠鏡說》書影） 圖三 b：眼睛解剖圖，克卜勒手繪（Optica,1604） 

克卜勒在其 1604 年的《光學》書中，不僅詳細畫了 19 個圖（圖一 b），並且一一加

以詳細的文字說明，圖三 b 圖旁的文字是從該書的英譯本擷取下來的。筆者猜測《遠鏡

說》裡這個睛底結構圖案，可能是指克卜勒或是先前的學者所繪的眼睛解剖圖。 

《遠鏡說》所謂的「高窪二鏡自備目中」，是哪兩個構造，令筆者很好奇，推測有

二種可能組合：一是「眸」和水晶體（crystalline），二是水晶體和玻璃體（aqueous）。

我們知道，眼睛內具備透鏡功能的是角膜和「屈伸如性」的水晶體，但《遠鏡說》裡的

「眸」是張閉自宜，因此第一種組合中的「眸」可能是指瞳孔、或是角膜前的眼皮，或

者泛指眼睛前部包括眼皮、角膜及瞳孔的部位。至於第二種組合，由於玻璃體的形狀中

間凹下去（圖一 b 中的 IX，或圖三 b 中的 b），因此有可能被誤以為是所謂的「中窪鏡」。

不管是哪一個解釋，眼睛裡面類似透鏡的結構，應該是凸透鏡，而非凹透鏡。因此，《遠

鏡說》作者對「高窪二鏡自備目中」的理解是有誤的。 

四、〈原繇〉談兩鏡距離眼睛遠或近時的成像原理 

（一）論兩鏡合用時之斜透 

《遠鏡說》用「平行射線」為基本道理來解釋為何二鏡合用就有望遠的作用：凸透

鏡聚象，凹透鏡散象，兩鏡合用，讓偏折的光線回到平行線中，讓影像清楚。 

視象明而大者繇乎二鏡之合用 

  二鏡之性，乃相反以相制者也。獨用，則偏。並用，則得中而成器焉。夫遠物

發象，從平行線入目，則目視遠物，亦須從平行線視象。假若二鏡獨用其一，則前

鏡中高而聚象，聚象之至則偏，偏則不能平行。後鏡中窪而散象，散象之至則亦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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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亦不能平行。故二鏡合用，則前鏡賴有後鏡，自能分而散之，得乎平行線之中，

而視物自明。後鏡賴有前鏡，自能合而聚之，得乎平行線之中，而視物明且大也。 

在這段文字裡說到「前鏡中高而聚象」，但從書中幾個與凸透鏡有關的圖，看不出

所謂的「聚象」是什麼意思。不過在這一段之前介紹「斜透」時有提到「夫所云間隔物

體大光明能廣散物象，次光明能斂聚物象」，這裡的次光明指的就是所謂的凸透鏡29。 

（二）分論前鏡與後鏡之作用（近目、去目） 

接下去的兩段話與所附的兩幅光路圖，分別介紹前鏡與後鏡距離人眼遠近不同時的

成像。 

  前鏡視遠，去目如法，物象每見其大焉，蓋以全鏡之體照物體之分，分則見其

大矣。若鏡目相近，則雖鏡體得照全象分分不遺而象則小矣。後鏡視遠，近目如法，

視物每見其大焉，蓋以全象視物之體。若鏡目相遠，則以象之一分視物之體而已。

總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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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幅光路圖，和前述圖二的風格迥異，一是「象來之線」與圖二的畫法很不一致，

二是大小比例看起來很奇怪。我們看到，圖四 a 的物體很大，但 b 圖僅有一小段。更奇

怪的是，這兩個圖各畫了兩個透鏡，而且大小還不一。 

 

圖四：《遠鏡說》書影。二幅圖從右至左依序編號為（a）前鏡近目遠目圖；（b）後鏡遠

目近目圖。 

實際拿凸透鏡做實驗，當凸透鏡靠近眼睛時，所看到的是物像的全部（放大的像，

筆者因此猜測圖四 b 的物體僅為圖四 a 的物體的其中一部份），當透鏡遠離眼睛時（仍

在焦距之內），則僅能看到部分的像，放大、正立但模糊。從人眼的觀點來看，透鏡靠

近眼睛時，人眼看到的透鏡本身較大，遠離眼睛時則較小，筆者猜測這可能是圖四 a 將

                                                      
29 邱韻如，〈易象與斜透：《遠鏡說》裡的光學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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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目之鏡」畫得比「遠目之鏡」來得大的緣故。 

把凸透鏡換成凹透鏡實際做實驗，當凹透鏡靠近眼睛時所看到的是物像的全部（比

實物稍微小一點點），當透鏡逐漸遠離眼睛時，像也逐漸縮小，但仍為正立及清楚。奇

怪的是，圖四 b 中的兩個凹透鏡的大小差距並沒有圖四 a 來的大。 

如果真如筆者所猜測，圖中物體的大小是從人眼的觀點來繪圖，那才真是匪夷所

思，因為這不應該是科學繪圖該持的觀點。至於為何沒有凸透鏡和凹透鏡一起出現的光

路圖，筆者也很納悶。 

五、與克卜勒書中的幾張圖比對 

遠鏡說的這些內容是從何而來，筆者非常好奇。在閱讀克卜勒的書時，找到幾個

與圖二書影中類似的圖，以下比對僅止於猜測推論，是否真的來自克卜勒的書籍，不

得而知。 

（一）克卜勒的繪圖與《遠鏡說》繪圖之比較 

克卜勒在 1604《光學》的書上 Ch5 Proposition 28 所畫的圖（圖五 a）和圖二 a、

c 有異曲同工之妙。圖五 a 的上圖中，遠處物體的平行光 θι 經凹透鏡折射後，到達眼

睛（ζη），從眼睛看過去，光線逆向延伸交會在 ε，用此來解釋凹透鏡可以把遠處物體

拉近及清楚的效果。這正是《遠鏡說》裡所謂的「把平行射線轉為三角形射線」的意

思。圖五 a 下圖，在近處的發光體 σ 發出輻射式光線，經凸透鏡後變成平行光入眼

（ξω），從眼睛看過去，光線逆向延伸為平行光 κχ 和 τν。 

把圖五 a 的上下兩圖拆開橫放並與圖二 a、c 做比較（圖六），我們發現，圖二 a

的甲物，畫得太遠，且通過凸透鏡之後的光線，該平行而未平行。 

 
 

圖五 a：克卜勒之繪圖（Optics,1604） 圖五 b：克卜勒之繪圖（Dioptrice ,1611） 

克卜勒在 1611《折光學》的書上 Ch5 Proposition 80 所畫的圖（圖五 b）和圖二 b

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圖五 b 中，C 點是眼睛的位置，從物體 DE 發出的光線經透鏡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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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以 DAC 和 EBC 到達眼睛，眼睛看過去，視角從原來的 DCE 變大為 ACB（逆向延

伸後為 FCG），於是，經透鏡後，可以把物體 DE 看成是 FG，用此來解釋透鏡視物的放

大原因。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物體 DE 不是指遠處物體，DE 只是代表近處物體的兩

端點。 

將此和圖二 b 比對（見圖六），還可以看到兩個問題：一是 b 圖的眼睛位置和 e 圖

不太一樣；二是 b 圖畫的平行線模式和 c 圖相同，導致讀者會誤以為 b 圖的甲乙和 c 圖

的甲一樣都是遠物。我們在後面還會再進一步討論 c 圖這個光路圖（見圖七）。 

 

圖六：《遠鏡說》三個圖與克卜勒書中的圖的比對 

（二）《遠鏡說》的繪圖疑義 

我們看到，《遠鏡說》的這五幅圖不僅有諸多問題，而且前三幅（圖二）和後兩幅

（圖四）的風格是不一樣的。以光線的數量來說，圖二的光線密度很高，但圖四就顯然

不同。本書還有其他的圖，風格也都迥異。可能有的抄自其他書籍，有些是作者自繪或

找其他人繪圖。 

上述這些遠近不分以及大小不分等等的繪圖問題，造成不少閱讀上的困難及誤導，

並讓我們對那個時代繪圖者的功力與校對者的光學概念深感疑惑。目前筆者所取得的刻

本是清嘉慶年間（1796~1820 年）吳省蘭編輯的藝海珠塵版，與《遠鏡說》出版年份相

差近二百年。我們懷疑究竟是原刻本流傳近二百年，在數次重刻或重抄之後，因刻者或

抄者不識光路道理而以訛傳訛？還是天啟年間之刻本即已如此繪圖？還是根本沒有人

關心及重視科學繪圖的重要性。以上的問題，還需要對同時代的科普著作，做進一步的

探究瞭解，或者找到明代時的刻本，或者其它相關書籍，以進一步釐清。 

六、討論與結論 

（一） 問題與討論 

《遠鏡說》是中國最早詳細介紹望遠鏡及眼鏡的著作。這兩者都是外來品，在當時

的中國，還沒有相關的光學理論，就連合乎目前幾何光學概念的西方光學理論（克卜勒

的幾何光學理論）也才開始發展。前文已提出幾個疑點，再分幾點繼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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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發象與易象：〈原繇〉的第一段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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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的表達《遠鏡說》所持的視覺概

念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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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體

會發「象」的基礎上，透鏡所扮演的角色是「易象」30。這種影像發射觀點，不同於

當時克卜勒所持的觀點及現今幾何光學所持的觀點，但是卻是最自然而有的觀點，

我們在學校教學時發現許多學生都是持這種觀點的31。 

2. 老花與近視的成因：我們現在所謂的老花眼，是看遠物清楚，但看近（尤其是小字）

有困難，用「不苦視遠物而苦視近物」來描述相當貼切。目前所知的老花眼原因在

於隨年齡的增長，眼球睫狀肌調節能力減退，加上水晶體彈性降低，使得看近處時

無法調整對焦。說是「習性」，雖不為過，但卻不見得是「少好遠游喜遠望」所造

成。倒是近視的成因，比較是與「習性」有關，尤其是那些「目不去書史，視不逾

几席」的書生。 

3. 習性使然與透鏡易象之效：《遠鏡說》裡的基本理論是「習慣遠望的人，喜平行射線，

習慣看近的書生，喜三角形射線」。其認為凸透鏡的功能有二，一是將近物所發出之

三角形射線轉為平行射線以符合「少好遠游喜遠望者」的習性（圖二 a），一是將「象」

放大以解釋凸透鏡能放大的效用（圖二 b）。凹透鏡則是將遠處之平行射線轉為三角

形入目，以合乎習慣視近的書生能看清遠物（圖二 c）。在〈附分用之利〉這一部分

文字中，都沒有用到「斜透」這個字眼，而僅用三角形射線和平行射線之間的轉換

來說明。 

4. 透鏡的「易象」作用：圖二書影中的三個圖說「甲近物之象散射鏡面」「甲乙物體

射象于鏡面丙丁」及「甲遠物之象平行射鏡面」均明顯表示物體所發出的「象」，

先到達鏡面，經透鏡的「易象」作用，以合乎眼睛的「習性」，也就是看近物時是

三角形入目，看遠物時是平行入目。 

5. 平行線入目：「夫遠物發象，從平行線入目，則目視遠物，亦須從平行線視象。」從

遠處進來的光線可視為平行光，這個觀念正確，但即使在現今，學習幾何光學的學

生都還不是很能確實瞭解與掌握這個觀念。 

6. 平行與否：圖二 a 說明凸透鏡能讓「物象一點之小，散射鏡面，從鏡平行入目，巧

合其習性」，除了視覺的「發象說」迷思之外，其所畫通過凸透鏡後入眼的光路，

根本就不平行，明顯的圖文不合！以幾何光學來看，如果「物象一點之小」的光點

位置剛好是透鏡的焦點，那麼通過透鏡後的光線，的確會平行（圖七 b）。但這並非

透過凸透鏡可以看清楚近處物體的原因。我們使用放大鏡（凸透鏡）來看近處小字

時，該小字體所在的位置並非在焦點位置，而是在焦點之內，如此透過凸透鏡所看

到是位於物體後方的「放大虛像」，其類似圖二 b 與圖五 b 所要描述的現象。 

                                                      
30 邱韻如，〈易象與斜透：《遠鏡說》裡的光學原理〉，頁 59-7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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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第 16 期，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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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遠近不分：圖二 a 的甲是近物，圖二 c 的甲是遠物，那麼圖 b 的甲乙究竟是在近處

還是遠處？根據「夫遠物發象，從平行線入目」的概念及對照圖二 c 來看，圖二 b

所畫的物體甲乙似乎是指「遠物」；但是從文字敘述講的是「苦於近視者」來看，

這裡所畫的甲乙，應是指「近物」。比對克卜勒所繪的光路圖（圖五 b），應該不是

指「遠物」。問題出在圖二 b 的光線畫法（平行光線）不應該與圖二 c 相同。 

8. 光線畫法遠近不同：圖七是筆者以符合現在幾何光學概念所畫的光路圖。c 圖是物

體在極遠處（所謂的遠物發象從平行入目），d 圖是近處物體（圖中是將物體置於兩

倍焦距外，畫 A、B 兩點所發射的光線）。這二圖看來類似，卻有幾許不同，在十

七世紀二十年代，不管是西方還是中國，可能都還不清楚這些光路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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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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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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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圖七：以現代幾何光線概念所畫的光路圖（本文作者繪製） 

（二）結論 

《遠鏡說》有系統的介紹望遠鏡所觀察到的天象、相關光學原理以及有許多光路

圖，在當時是非常難得的著作，對未受過西方系統科學訓練的中國學者，廣開其視野。

這本書的光學原理可能來自湯若望及同船來華傳教士們都熟識的克卜勒的書籍，但值得

注意的是，在當時雖然克卜勒已出版光學方面的著作（1604 及 1611 年），但在那個時代，

甚至到現在，這兩本書並不容易閱讀，傳教士們不見得讀完或完全理解其內容。 

《遠鏡說》裡所介紹的光學理論，基本上是當時西方所謂的的反射與折射概念，但

因為其所持的視覺觀點是「發象說」，因此解釋起來有許多迷思。這和學校老師在教授

                                                      
32 馬文蔚等，《物理發展史上的里程碑》，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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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概念是一樣的情況，當學生的基本觀念不正確時，會把老師所教「正確」的概念做

「錯誤」的解讀。 

本文所探討的五幅圖，前三幅（圖二）和後兩幅（圖四）的風格是不一樣的。前三

幅和克卜勒的手繪圖很類似（圖六），後兩幅則尚未找到類似圖。《遠鏡說》這幾個圖的

諸多問題，讓我們省思科學書籍裡附圖的重要性，以及圖形正確的必要性。但在當時的

中國，對科學書籍的繪圖可能重視度還不夠，可能因為繪圖的表達能力、刻板的技術或

學科概念不足等所造成的錯誤，或者原書版本在流傳過程間以訛傳訛。即使在現今的臺

灣，教科書或科學書籍裡講述原理的附圖，還是常見科學專業不夠、意思表達不對或大

小比例不對等等問題，甚至有些科學教師在教學時，也不夠重視畫圖，僅以簡單（甚至

大小比例不是很正確）的示意圖來表示33。 

不管在當時的中國社會，還是西方世界，望遠鏡都是很新奇的玩意。這本書不是一

本學術著作，而是以淺顯易懂方式做介紹，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科普書籍。傳教士湯

若望受過西方科學訓練，讀過科學專業書籍，因此寫作此書的方式也相當符合邏輯，從

望遠鏡的介紹、兩透鏡（眼鏡）個別的原理及合用之後的效果、折射原理的說明、望遠

鏡的使用與保養，整本書的內容在當時是相當新鮮及有系統，雖然其中光學原理及附圖

有些疏失，但瑕不掩瑜。 

中國古代學者，幾乎沒有現在所謂的科學家，查到的許多古籍都是其讀書筆記，而

不是專門的科學學術著作。他們在讀書抄寫筆記時，或因抄寫省略或看錯抄錯，或因背

景知識不夠而理解錯誤，造成流傳下來的筆記偶有疏漏。筆者在一一在查證古籍資料

時，很感謝已將這些古籍文字電子化的幕後工作人員做了大量的工作，讓筆者可以很方

便的透過網路查詢相關書籍，但因電子化的文字是簡體版，在將古籍轉換為簡體字時，

一定會有許多疏漏，再透過電腦自動轉換回繁體字時，有些字就對不上了，因此影像掃

描版的重要性就在此凸顯出來。在此要更感謝中國哲學電子化計畫（http://ctext.org/zh）

讓筆者可以免費查得許多古籍的影像掃描版，以對有疑義的文字做確認。 

                                                      
33 筆者曾撰文探討物理教學時繪圖的重要性，請見邱韻如：〈高中物理課程、教科書與教學：

以『靜力平衡』為例〉，《物理教育學刊》，第 11 卷第 1 期，頁 45-56，2010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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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presentation of Light Rays in the Chinese 

Book Entitled On the Telescope 
 

Yun-Ju Chiu 

（Chang Gung University, Member of CAHS） 

 

Abstract The Chinese book On the Telescope（1626） introduced Galileo’s telescope, lenses 

and theory. Nevertheless, it's truly a great pity that the book's wrong vision perspective results 

in numerous misconceptions in explaining the phenomena of the refraction and the 

image-formation of convex and concave len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se misconceptions and 

proposes the implications for teaching geometrical optics. 

 

Keywords: telescope, eyeglasses, convex lens, concave lens, geometrical opt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