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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衣之內室：尾宿神宮位置初考 
 

邱韻如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本會會員） 

 

摘要 《遠鏡說》提到尾宿中的兩顆星，距星及神宮，用肉眼觀察時很相近，但透過望

遠鏡觀看則相去甚遠。尾九星，後宮之場，神宮，解衣之內室。筆者在查閱各種古籍及

星圖時，發現神宮的位置眾說紛紜，有的說是在距星旁，有的則是在西第三星旁。本文

梳理古今資料，指出神宮位置標示錯誤或數據失當之處，並試圖找出神宮位置會如此分

歧的原因。 

關鍵詞：望遠鏡、遠鏡說、星圖、尾宿、距星、神宮、天蠍座 

 

一、前言：神宮乃解衣之內室 

尾宿九星，在中國星官體系中，是東方蒼龍之尾，剛好也是天蠍座的尾巴。從視星

等來看，九顆星中，尾宿八最亮，尾宿五其次，尾宿三敬陪末座。講到尾宿，最常被引

用的是「龍尾伏辰」1。龍尾一說是「九子」，一說是「後宮」。神宮是尾宿附座，各宿

的「附座」通常都是與該宿某星靠得很近的星，形成所謂的目視雙星。 

尾九星，後宮之場，妃后之府。上第一星，后也；次三星，夫人；次星，嬪妾。

第三星傍一星，名曰神宮，解衣之內室。尾亦為九子，星色欲均明，大小相承，

則後宮有敘，多子孫。(《晉書‧天文志》) 

表一、尾宿九星中西星名與視星等 

中文名稱 現代星名    英文名稱     視星等2   

尾宿一 μ Sco    Denebakrab     3.00 

尾宿二 ε Sco    Wei     2.29 

尾宿三 ζ Sco    Grafias3     3.62 

尾宿四 η Sco        3.33 

尾宿五 θ Sco    Sargas     1.86 

尾宿六 ι Sco    Apollyon     3.03 

尾宿七 κ Sco    Girtab     2.39   

尾宿八 λ Sco    Shaula      1.62 

尾宿九 υ Sco    Lesath     2.70 
 

 

圖一、尾宿九星（截圖自 IAUSky） 

                                                     
邱韻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物理學博士，現任中華科技史學會理事長，從事科學教育與物理教材

教法研究，電郵：yjchiu@mail.cgu.edu.tw 

1 典故出於《左傳‧僖公五年》，龍尾伏辰來自當時的一首童謠。 
2 此表的視星等，引用自「中文百科在線」。 
3 查詢此星名時，發現以下網頁把此星的位置標錯了，和本文提及的神宮位置誤植情況相似：

http://www.constellationsofwords.com/stars/Grafias.html 

http://www.zwbk.org/MyLemmaInter.aspx?zh=zh-tw&title=%e5%b0%be%e5%ae%bf%e4%b8%80
http://www.zwbk.org/MyLemmaInter.aspx?zh=zh-tw&title=%e5%b0%be%e5%ae%bf%e4%ba%8c
http://www.zwbk.org/MyLemmaInter.aspx?zh=zh-tw&title=%e5%b0%be%e5%ae%bf%e4%b8%89
http://www.zwbk.org/MyLemmaInter.aspx?zh=zh-tw&title=%e5%b0%be%e5%ae%bf%e5%9b%9b
http://www.zwbk.org/MyLemmaInter.aspx?zh=zh-tw&title=%e5%b0%be%e5%ae%bf%e4%ba%94
http://www.zwbk.org/MyLemmaInter.aspx?zh=zh-tw&title=%e5%b0%be%e5%ae%bf%e5%85%ad
http://www.zwbk.org/MyLemmaInter.aspx?zh=zh-tw&title=%e5%b0%be%e5%ae%bf%e4%b8%83
http://www.zwbk.org/MyLemmaInter.aspx?zh=zh-tw&title=%e5%b0%be%e5%ae%bf%e5%85%ab
http://www.zwbk.org/MyLemmaInter.aspx?zh=zh-tw&title=%e5%b0%be%e5%ae%bf%e4%b9%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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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9 年，伽利略磨製望遠鏡，並用以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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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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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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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文探討《遠鏡說》裡用望遠鏡觀雙星的這一

段話，提出一些疑問與推測。 

用以觀宿天諸星，較之平時不啻多數十倍，而且界限甚明也，即如昴宿數不止於七

而有三十多。…。又如尾宿中距星及神宮、北斗中開陽及輔星皆難分者，用鏡則見

相去甚遠焉。 （《遠鏡說》） 

    伽利略在《星際信使》裡，並沒有提到「尾宿中距星及神宮」和「北斗中開陽及輔

星」這兩例雙星。北斗七星的開陽和輔星，其傳統星名是 Mizar 和 Alioth，來自阿拉伯

文。這組著名的目視雙星，相隔約 12 弧分（12 arcminutes = 0.2o），自古以來，就被用來

測士兵的視力。伽利略的學生卡斯泰利（Castelli, 1578~1643），在 1617 年透過望遠鏡發

現開陽星本身也是一組雙星（Mizar A 和 Mizar B），伽利略觀看後測量其相距約 10 弧秒，

這是史上第一組用望遠鏡發現的雙星5。之後卡斯泰利和伽利略陸續用望遠鏡觀測了很

多雙星，他們是否曾觀測尾宿距星和神宮，筆者還未找到相關紀錄。 

二、尾宿的距星 

古人在二十八宿的各宿中各選一顆代表星，稱作距星，用來測該宿與其它天體的「距

離」（以角度表示）。徐光啟等依西法編譯的《崇禎曆書》6中，首度採用數字序數來命

名恆星，並將各星官的距星編序為一。就筆者查到的文獻，除了《開元占經》及先秦資

料7之外，尾宿的距星都是「西第二星」（μ SCo）。這是圖一中尾宿各星的排序為二一三

四五….順序的原因。 

    歷代所選的距星，不見得是該星官裡最亮的一顆，選擇標準為何、是否因朝代更迭

而變動、加上古代測量誤差較大、單位不同、歲差因素等因素，導致目前對某些距星的

推斷仍有爭論。黃一農（1991）在文章中提及，隨著朝代更迭，有些距星的選定也會更

動，例如觜宿、參宿的距星就曾變來變去8。 

    《開元占經》9卷六十提到尾宿距星是「東第二星」（圖二 a），卷一百六（106 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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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17 期，頁 46-56。 
5 Geoff Gaherty, Seeing Double: When One Star is Really Two, Starry Night Education, June 10, 

2009.( http://www.space.com/6823-double-star.html)  
6《崇禎曆書》，又稱《時憲曆》，於崇禎二年（1629 年）九月由徐光啟成立曆局開始編寫，聘請

龍華民、羅雅谷、鄧玉函、湯若望等傳教士參與，到崇禎七年（1634 年）十一月完成。1630 年，

鄧玉函過世，由湯若望遞補；1633 年，徐光啟病逝，之後的編纂工作由李天經主持。 
7 先秦時代，採用的「古距度」和後來使用的「距度」有很大的不同。可進一步參考宋會群、苗

雪蘭，〈論二十八宿古距度在先秦時期的應用及其意義〉，《自然科學史研究》，第 14 卷第 2 期，

頁 140-153，1995 年。 
8 黃一農，〈清前期對觜、參兩宿先後次序的爭執──社會天文學史之一個案研究〉，《近代中國科

技史論集》，頁 71-94，1991 年。 
9 瞿曇悉達撰，《開元占經》，欽定四庫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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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距本第二星」10（圖二 b）。可能是尾宿距星曾經是東第二星，後來才改為西第二

星，或是傳抄的錯誤，或是其它原因，目前不得而知。本文中，筆者採尾宿距星為「西

第二星」，至於《開元占經》為何寫「東」或「本」，還需要更多資料進一步探究。除了

距星在「東」或「本」不同之外，《開元占經》中神宮的位置也不同，於下一節再述。 

    
圖二 a、《唐開元占經》卷六十書影 圖二 b、《唐開元占經》卷一百六書影 

三、望遠鏡引入前的神宮位置 

    筆者查得的資料，神宮的位置眾說紛紜，有在尾宿一旁，有在尾宿三旁。從《古今

圖書集成》的這幾個例子看到（圖三），《史記‧天官書》和《漢書‧天文志》均未記載

「神宮」，神宮的出現始於唐貞觀年間李淳風執筆的《晉書‧天文志》，《隋書‧天文志》

和《觀象玩占》11也是出自他之手。 

    另外，隋《丹元子步天歌》12，只說「尾西一星是神宮，所以列在后妃中」，沒有明

指神宮是在尾西的哪一顆星旁。步天歌的創作，比李淳風時代早或晚，尚未有定論。據

稱步天歌是根據三家星經所編，一說是唐開元期間王希明所作，晚於李淳風；一說是出

自更早的隋道士丹元子。 

                                                     
10 《二十八宿次位經》寫尾宿距星是「本第三」，《天文要錄》寫「初表第二」。見胡維佳，〈唐

籍所載二十八宿星度及“石氏”星表研究〉，《自然科學史研》，第 17 卷第 2 期，表 2，頁 145，1998 

年。 
11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本，筆者查詢其文字內容是：「神宮一星在尾西第二星旁為附座，解衣之內

室也。」而非圖三 b 的「尾宿第二星旁」。。 
12 《步天歌》為一部以詩歌形式介紹中國古代全天星官的著作，現有多個版本傳世；最早版本

始於唐代，北宋歐陽修等人認為著作唐代開元年間王希明所撰。最廣為人熟知的是宋鄭樵《通志‧

天文略》版本，此版本稱為《丹元子步天歌》提到此歌乃為隋朝一位不知姓名的，號曰丹元子的

隱者所著。(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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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曆象彙編第 48 卷（此星圖的神宮畫在尾宿三左側） (b)明倫彙編第 3 卷 

圖三、《古今圖書集成》書影 
 

（一）三家星經 

    戰國時期，齊國甘德著有《天文星占》八卷，魏國石申著有《天文》八卷，原著已

散佚13，只能在相關史籍的零碎抄錄中散見。《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和《後

漢書‧天文志》還有少量甘、石原著的引文。《開元占經》裡有許多「石氏曰」，保存了

石氏著作的部分內容。 

    根據《晉書‧天文志》和《隋書‧天文志》的記載，三國吳國太史令陳卓14總合石

氏、甘氏和殷商天文學家巫咸三家星圖，整理出一份標準的恆星表，並繪製了一套標準

星圖。 

    敦煌星圖是中國天文學史上最著名的星圖之一，繪製者用不同顏色區分甘、石、巫

三家星官。圖中尾西距星旁，剛好有一片污漬（圖四 a），筆者無法確認污漬旁一點是否

就是神宮。經考證此圖繪製於唐中宗時期（西元 705~710 年）15，是迄今存留的最古老

星圖。此星圖於 1907 年被英人斯坦因從王道士發現的藏經洞中弄走，現藏於大英博物

館，斯坦因編號為 S.3326。 

    《通占大象曆星經》16，作者署名漢甘公石申，分上下二卷。每段文字前附有星官

圖（圖四 b），夾有少量天文數據，據考證與計算，不少天文數據仍為戰國之舊。此書內

                                                     
13 《漢書·律曆志》記載這部書有各八卷，到《隋書·經籍志》記載只有各一卷，到唐以後此書就

完全散佚了，今只能從唐代天文學著作《開元占經》中見到它的片斷。後代所傳的已不是原文，

歷代屢有纂改增刪，現存有民間流傳的抄本。原書詞意較淺，也很簡略，只有五、六百字。現傳

本是唐代人摭拾破殘舊本，綴補而成。（百度百科） 
14 陳卓在三國吳、西晉、東晉三個朝代中歷任太史令 40 餘年，收集了大量天文觀測記錄檔案。

他任太史令時，對這些歷史天文檔案進行了整理、考訂和編研工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對甘、石、

巫咸《三家星經》的整編定紀工作。 
15 西方學者將星圖製作年代向前推定於 649~684 年間

（http://sztqb.sznews.com/html/2009-03/16/content_550256.htm） 
16 在宋代稱《甘石星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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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與《史記》、《漢書》等引文均異，又星官不全，被認為是唐人拾遺輯佚之作，復經千

餘年的散落與傳抄而成17。尾宿這段說明的文字有二百七十字，沒有提到神宮，圖四 b

中星圖各星間的連線方式及神宮位置，和其他星圖不同，看不出神宮是哪顆星。 

  放大→   

(a) 擷取自敦煌星圖 (b) 擷取自《通占大象曆星經》18 

圖四、尾宿星圖 

（二） 隋唐時期 

    唐初天文學家李淳風（602~670）在貞觀年間（西元 627~649 年）編纂《晉書天文

志》，透過觀測發現二十八宿的距度值與前代不同19。如前所述，神宮的出現是從《晉書

天文志》開始的，李淳風同為《晉書天文志》和《觀象玩占》的作者，但此二書的尾宿

距星卻不同，前者說是尾第三星，後者則是第二星。 

    唐朝太史監瞿曇悉達在開元年間（西元 713~741 年）主持編纂《開元占經》，整理

有關占星術、天文學的各種資料。《開元占經》裡有標註為「石氏曰」的 121 顆恆星的

座標位置20，保存了戰國石申著作的部分內容。遺憾的是，《開元占經》自撰成後，流傳

極少，甚至失傳亡佚，直到明末才在一廟內古佛像腹中發現抄本。此書對於尾宿距星和

神宮的位置，前後不一致：在卷六十說尾宿的距星是「東第二星」，及「第三星旁一星，

相距一寸，名神宮，解衣之內室」（圖二 a）；卷一百六則說距星為「本第二星」，並說「神

宮一星在尾第二星傍，主解衣之內室」（圖二 b）。 

（三）宋代與明代 

    宋皇祐星表是明末清初西方星表引入以前，現存星數最多的星表21。這是宋皇祐年

                                                     
17 參考百度百科「通占大象曆星經」詞條。 
18 漢魏叢書本，程榮於萬曆二十年（1592）編刊，這部叢書子目 38 種，計 251 卷，是古代大型

出版叢書之祖及著名的精善本。 
19 但出於某種顧慮，李淳風仍然使用漢代太初曆的數據。100 多年後，一行禪師（683~727 年）

遇到同樣的問題，他沒有懷疑自己的測量結果，果斷地採用了新數據。 
20 可進一步參考 胡維佳，〈唐籍所載二十八宿星度及“石氏”星表研究〉，《自然科學史研究》， 

第 17 卷第 2 期，頁 139-157，1998 年。 
21 潘鼐、王德昌，〈宋皇祐星表一部中世紀早期的中國恆星表〉，《天文學報》，第 22 卷第 2 期，

頁 107-119，1981 年。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E%BF%E6%9B%87%E6%82%89%E9%81%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6%8B%E5%85%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6%96%87%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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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西元 1049～1054 年）司天監周琮的觀測，記錄下三百多個星官距星的入宿度和去

極度22。遺憾的是，當時所測星座位置各星去極度與人宿度等記錄，具載于宋仁宗及英

宗《兩朝國史》的《天文志》，現已佚失湮沒。潘鼐與王德昌（1981）從數種古籍中，

搜輯了宋皇祐年間的恆星（包括二十八宿距星）觀測記錄，審訂考校，並參酌《新儀像

法要》星圖及南宋蘇州石刻《天文圖》，整理得到 360 顆恆星的入宿度及去極度等資料，

再據此換算為西元 1052 年的赤經與赤緯，歸算出 1975 年的座標，並給出與現代星表的

對照。如圖五，尾宿距星是「西第二星」，就是天蠍座 μ1 Sco，其所標示的神宮是與距

星極為相近的 μ2 Sco。 

 

圖五、宋皇祐星表（潘鼐與王德昌整理，1981 年）23 

    1094~1096 年，蘇頌24著《新儀象法要》三卷，詳細介紹水運儀象台的設計及使用

方法，書中附圖六十三種，當中的星圖記錄恆星 1434 顆。從圖六中可以看到，尾宿距

度十九度，神宮標示在尾宿距星（西第二星）旁。 

                                                     
22 這部星表的恆星位置符合中國歷代文獻記載，反映和代表了我國古代的星象系統，它是繼《石

氏星表》之後的第二部恆星星表。在中國天文學歷史上，《宋皇祐星表》實為一部可靠而重要的

基本星表。（潘鼐與王德昌，1981） 
23 潘鼐、王德昌，〈宋皇祐星表一部中世紀早期的中國恆星表〉。 
24 蘇頌（1020~1101）博學多才，為官清正。他在科學技術上的成績，勝過了他的政績。《宋史

蘇頌傳》稱他精通「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律呂、興修、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

通，尤明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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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宿放大局部圖） 

圖六、蘇頌的《新儀象法要》中的中外官星圖 

    

    《三才圖會》是由明萬曆年間王圻及其兒子王思義撰寫的類書，相當於一部百科全

書，於 1609 年出版。全書共一百零八卷，分十四門，第一門是天文，共四卷。第二卷

介紹東方七宿的尾宿，約四百五十字的文字介紹中，包括尾九星、天江四星、龜五星、

傳說一星25、魚一星等，獨缺神宮。星圖裡神宮的位置在西第三星的下方（圖五 a），並

有一段註解：「神宮為天子解衣之內室，查步天歌次序，此星宜在魚星之下」，筆者不太

瞭解其義。再繼續翻閱，在第三卷〈月令十二月中星圖〉的好幾個月的星圖裡，都看到

神宮明顯被畫在「距星/西第二星」旁。 

                                                     
25 順道一提，這裡寫的是「傳說」（ㄔㄨㄢˊ ㄕㄨㄛ），而非「傅說」（ㄈㄨˋ ㄩㄝ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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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第二卷 尾宿 剪影 (b) 第三卷 月令十二月中星圖 剪影 

圖七、《三才圖會》裡的尾宿與神宮 

四、望遠鏡傳入後的神宮位置 

望遠鏡隨著湯若望、鄧玉函等傳教士於 1622 年抵達中國26。湯若望在 1626 年出版

的《遠鏡說》提到「尾宿中距星及神宮」用肉眼觀察時很相近，透過望遠鏡則相去甚遠。

本文旨意為考定湯若望所謂的距星是「西第二星」還是「西第三星」，以及「神宮」究

竟在哪一顆星旁。 

（一）湯若望所以為的神宮位置 

    《遠鏡說》出版之後，1630 年經徐光啟推薦，湯若望奉召第二次來到北京，接替甫

過世的傳教士鄧玉函任職曆局，協助徐光啟編修《崇禎曆書》。明滅亡之後，湯若望投

靠滿清，將《崇禎曆書》稍做修改，成為《新法曆書》。 

    按《古今圖書集成》第 48 卷所繪之《新法曆書》27的尾宿圖，神宮在第三星旁，但

所附「尾宿恆星表」的數據有點奇怪，筆者察覺神宮的黃道經度明顯不對，用 Excel 的

XY 散佈圖來畫28，發現神宮竟在尾宿五和六之間。筆者再翻閱《崇禎曆書》29，查看尾

宿的黃道經緯度，發現尾宿八和神宮的黃道經度也嚴重偏離。筆者判斷這幾張表中，某

些太大的數值是明顯筆誤，修正之後，如表二。接著，比對兩者的赤經赤緯數據，發現

沒有明顯的筆誤，兩者數據有稍許不同，但所繪出的尾宿圖相去不大，神宮皆位於尾宿

三旁。 

                                                     
26 邱韻如，〈欲窮千里目－伽利略與《遠鏡說》〉。 
27 明朝滅亡之後，留在北京城中的湯若望刪改《崇禎曆書》為 103 卷，順治帝將其更名為《西

洋新法曆書》，於順治二年（西元 1645 年）頒行。其中 100 卷本《西洋新法曆書》被收入《四庫

全書》，但因避乾隆（弘曆）諱，易名為《西洋新法算書》。 
28 在此應該用球面（或投影到平面）來畫，筆者用 Excel 來作圖，僅為能粗略顯示神宮是在哪顆

星旁。 
29 徐光啟(作者)，潘鼐(編)，《崇禎曆書(附西洋新法曆書增刊 10 種)(上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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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彙編乾象典‧星辰部彙考》第 48 卷 截圖 

 

圖九、尾宿星圖（截圖自《恆星經緯圖說》，刊載於《崇禎曆書》之附錄增刊） 

    《崇禎曆書》和《新法曆書》湯若望都參與了編輯，根據圖七圖八的星圖、表二的

數據及圖九，神宮都在尾宿三旁，而非距星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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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數字序來為星宿裡的各星命名，起自於徐光啟與湯若望等人編修的《崇禎曆書》。

湯若望在《遠鏡說》裡特別指出，透過望遠鏡可以清楚看出距星及神宮的差距，當時他

將鏡頭對準的是尾宿一還是尾宿三，不得而知。 

    自宋之後到望遠鏡引進前，就筆者查到的幾份文獻，都認定神宮在尾西第二星旁，

因《遠鏡說》的撰寫在湯進曆局編修《崇禎曆書》之前，可能湯若望受先前書籍的影響，

透過望遠鏡看的是尾宿三，卻誤以為是距星和神宮。因尾宿一也是雙星，也有可能他看

的是尾宿一。不管是哪一個可能，湯若望受到古籍中距星和神宮位置紛亂的誤導而誤

判，是可以理解的。他可能沒有同時看到，也萬萬沒想到尾宿三和尾宿一都是雙星。 

表二、《崇禎曆書》與《新法曆書》的尾宿黃道經緯度。 

 

 

圖十 a、尾宿赤道經緯度（根據《新法

曆書》數據所繪製） 

圖十 b、尾宿黃道經緯度（根據筆者修正過

的《新法曆書》尾宿黃道經緯度繪製） 

（二）清代的中西星名考定 

    明末，徐光啟原打算進行中西星名的考定，但此工作還沒有進展時，明朝已滅亡。

清康熙十三年（1674 年），南懷仁在《靈台儀象志》編造星表，這份星表比步天歌少了

三百多顆星，卻增加近六百顆中國從未知道的星，被當時欽天監人員認為不忠實於中國

的星象30。 

                                                     
30 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第二冊，明文書局，1984 年，頁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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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九年（1744 年）開始編修的《儀象考成》是一部以星表為主的工具書，直至乾

隆十七年完成，由當時的欽天監戴進賢31（德國）與傳教士鮑友管（德國）、劉松齡（斯

洛維尼亞）、中國學者何國宗、明安圖等人編修，全書共 32 卷，前兩卷介紹天文儀器的

使用方法，後 30 卷為星表，共收錄了 3083 顆星。《儀象考成》所載的星名，以《步天

歌》的星為基礎，計算歲差的影響，並參考弗蘭斯蒂德32的星表編纂，是一份相當完整

的星表。這裡的神宮，其星等標示為「氣」，意指星雲或星團。筆者根據《儀象考成》

的尾宿數據，用 Excel 繪製 XY 分布圖（圖十一），發現神宮的位置和圖九 a 有稍許差距，

位於尾宿三的上方，而不是左側或左上方。 

 

圖十一、《欽定儀象考成》的黃道赤道經緯度 

（三）日本天文學者所做的星名考定 

    日本江戶時代，澀川春海（1639~1715）進行了星象的實際觀測33，之後陸續有幾位

天文學史家，如新城新藏(1873~1938)、藪內清(1906~2000)34等，持續進行中西星名的考

定，為這件複雜的工作，打下了許多基礎35。 

 

 

 
                                                     
31 戴進賢（1680-1746）字嘉賓，德國天文學家，耶穌會來華傳教士，1717 年（康熙 55 年）來

到中國，被康熙皇帝任命為欽天監監正，1731 年為清廷禮部侍郎。在中國供職 29 年之久。除上

述天文著作外，戴進賢在華期間，進行了大量的天文觀測，他與俄國、英國、法國科學院的許多

科學家都保持著聯繫，他的觀測成果也常為歐洲的天文學家所引用，同時，他也及時地吸取了歐

洲天文學的新發現。他天文觀測之勤，科學素養之高，在來華耶穌會士中是少見的。 
32 約翰·佛蘭斯蒂德（John Flamsteed，1646~1719），英國首任皇家天文學家。他編錄了超過 3000

顆星。 
33 其生平事跡被日本小說作家冲方丁於 2009 年著成連載小說《天地明察》 
34 楊凱，〈從新城新藏到藪內清的中國上古天文研究變遷初探〉，《科學技術哲學研究》，第 32 卷

第 1 期，頁 82~88，2015 年 
35 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第二冊，頁 263-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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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辛亥年之後的神宮位置 

（一） 中西星名考定 

    辛亥之後，趙元任（1917 年）、常福元（1920 年）、朱文鑫（1927 年）、陳遵媯（1937

年）、伊世同（1981 年）等天文學家，陸續延續前人的基礎，進行中西星名考定的工作，

出版相關的星圖星表。 

陳久金《中國星座神話》一書，是筆者在撰寫本文時的入門書。從圖十二的幾張圖

表可看到，神宮的位置皆在尾宿三旁，和前述資料不同的是，神宮標示在尾宿三的右側，

而非左側。圖十二 b、c、d 的資料和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裡的圖表是相同的，都是

依據日本藪內清先生據宋皇祐星表整理的結果為準，載在其《宋代的星宿》一書中36。 

  

 

（a） 陳久金 圖 24 （b）陳久金 圖 25 （c）陳久金 圖 31 

 

（d）東方七宿赤道星表（頁 142-143） 

圖十二、陳久金《中國星座神話》裡的幾個圖表37 

    伊世同（1931~2008）在中西星名和星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38，他在 1981 年出版，

聞名中外的《中西對照恆星圖表》，將神宮認定為尾宿三(ζ Sco)上方的 NGC6231（圖十

三）。 

（二）AEEA 天文教育資訊網 

    AEEA 天文教育資訊網39把神宮標示在尾宿一的旁邊（圖十四），並誤以為 μ2 Sco 和

                                                     
36 陳久金，《中國星座神話》，臺灣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41。 
37 陳久金，《中國星座神話》。 
38 李元，〈伊世同對中西星圖的貢獻〉，中國科學報，2008/8/20 
39 AEEA 天文教育資訊網 http://aeea.nmns.edu.tw/2006/0605/ap0605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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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C 6231 是同一顆星。此網頁寫道： 

在尾宿一（μ1 Sco）的左方，有顆星名為「神宮」（μ2 Sco），是尾宿一的伴星。附

屬於尾宿的神宮其實是疏散星團 NGC 6231，《晉書‧天文志》：「尾第三星旁一星

曰神宮，解衣之內宮。」也就是說，神宮是後宮（尾宿）作更衣用的內室。 

    這段話裡有矛盾及錯誤之處，一是尾宿一並非《晉書‧天文志》所說的「尾第三星」；

二是 μ2 Sco 和 NGC 6231 並非同一顆星。維基百科英文版「μ2 Sco」詞條根據 AEEA 的

資料說此星就是中國所謂的神宮。 

  
圖十三、神宮位置（伊世同星圖，擷

取自科學時報40，2008/8/20） 

圖十四、神宮位置（擷取自 AEEA 天文

教育資訊網） 

（三）為中國星官造像 

    中國虛擬天文台將《漫步中國星空》41一書中的中國古代傳統星空資料和徐剛先生

所繪中國古代傳統星官藝術形象巧妙地整合在 WWT 的環境中，精彩展現中國星空。在

此，徐剛先生將神宮標示在距星旁。 

  
圖十五、徐剛(2013)《勾勒天之紋理—為中國星官造像》（PPT）42 

                                                     
40 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08/8/210100.html 
41 齊銳、萬昊宜合著，2014 年 4 月出版。以我國古代流傳至今的認星歌謠《步天歌》為基礎，

結合中西對照星圖，幫助讀者仰望星空，認識中國傳統星象，並通過歷史故事和人物典故，為大

家呈現星空所蘊含的傳統文化和寓意。 
42 2013 年 12 月 23 日中國星空@WWT 活動：http://wwt.china-vo.org/why/chineseheaven.htm 

http://wwt.china-vo.org/resources/chineseheaven/ChinaHeavens@WWT/chinaHeavens@WWT-20141223-x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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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解衣之內室珠光璀璨 

（一） 拜耳與赫維留斯的星圖 

    從德國天文學家拜耳（Johann Bayer，1572~1625）和波蘭天文學家赫維留斯（Johannes 

Hevelius,1611~1687）畫的星圖43（圖十六），可以看到「尾宿三」的位置畫的是上下排

列的兩顆星，而「尾宿一」的位置只畫一顆星。拜耳於 1603 年出版《測天圖》（Uranometria

）時，望遠鏡還沒發明；赫維留斯則堅持用肉眼觀測，由這兩張圖來看，神宮應該在尾

宿三旁，比較合理。 

  
a.拜耳畫的天蠍座44(1603 年出版) b. 赫維留斯筆下的天蠍座(1690 出版)  

圖十六、十七世紀西方天文學家筆下的天蠍座 

（二）無獨有偶，雙雙對對 

    湯若望在《遠鏡說》特別提到兩組雙星，一是開陽和輔星，一是尾宿距星和神宮。

開陽和輔星自古以來，就是一組中外聞名的雙星，兩者相距 11.8 弧分。前述提及伽利略

觀察到開陽是一組雙星（Mizar A 和 Mizar B）；1889 年，天文學家發現 Mizar A 也是雙

星組。再更進一步，開陽由四顆恆星組成，輔星包含兩顆星。 

好友李美英老師所拍攝的天蠍座相片，在適當的解析度下，尾宿三位置的兩顆星比

尾宿一雙星明顯許多（圖十七 a）。再進一步細看，這兩個位置的星也都不只兩顆。 

    尾宿距星（尾宿一/西第二星/Mu Scorpii），包括 μ1 Sco 和 μ2 Sco 兩顆星，兩者相

距 5.8 弧分，這組雙星被稱為「The Little Cat’s eyes」45，犀利的肉眼可分辨；用更高解

析度望遠鏡可發現，μ1 Sco 本身也是一組雙星。 

    尾宿三 ζ Sco（Zeta Scorpii），包含 ζ1 Sco 和 ζ2 Sco 兩星，從地球看過去，兩星相距

約 6.5 弧分，厲害的肉眼可分辨得出46。雙星下方，其實還有一顆視星等 5.84，編號

                                                     
43赫維留斯所過世 3 年後，1690 年《天文圖誌》才出版，其中包括 54 幅精美的星圖和 1500 多

顆恆星的位置。至於赫維留斯畫的星圖，為何總是和我們從天上看的左右顛倒？根據「互動百科」

的說法，只有身處天球之外的「神」才會看到赫維留斯星圖上描繪的星空。 
44 讓筆者驚訝的是，把圖放大來看位於尾宿三位置的兩顆星，發現拜耳標示上星是ζ，下星竟

和尾宿一一樣，都標示為 μ。 
45 有別於天蠍座的另一組雙星「Cat’s eyes」，即尾宿八和尾宿九，相距 36 弧分。 
46 Jerry Lodriguss,20 Fun Naked Eye Double Stars，網址： 

http://astropix.com/html/observing/doubles/doubles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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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P82716 的星，與雙星形成三星組。有「北方珠寶盒」（Northern Jewel Box）47美名的

疏散星團 NGC6231，位於三星組的上方（圖十七 b, c）。在西方，首次觀測到 NGC6231

的是義大利西西里天文學家霍迪爾納（Giovanni Batista Hodierna,1597~1660），他以「

Luminosae」48之名紀錄在他 1654 年出版的星表上，是目視可見的星體。 

 (a) 尾宿九星 

  

(b) 尾宿局部（尾宿一和尾宿三）49 (c) 尾宿三局部（維基百科）50 

圖十七、尾宿天文攝影圖 

    在潘鼐及王德昌整理的宋皇祐星表（圖五），尾宿距星是 μ1 Sco，神宮為 μ2 Sco。在

伊世同的中西對照星圖裡，尾宿三是 ζ Sco，神宮為 NGC6231（圖十三）。從圖十七的

天文攝影圖來推敲，尾宿距星的雙星明顯度，比不上尾宿三位置的兩顆星。 

    尾宿距星雙星的確肉眼可見，四周也沒有其它更亮的星，尾宿三又因位置較低，比

距星更不容易見到，因此認為「神宮」就是 μ2 Sco 也不無道理。 

圖十七中尾宿三的兩顆星，上方的是號稱「北方珠寶盒」的 NGC6231 星雲，下方

是 ζ1 Sco、ζ2 Sco 及 HD152293 的三星組。神宮是後宮嬪妃解衣之內室，對應珠寶雲集

的 NGC6231 星團，實為絕配！ 

                                                     
47 有別於南十字星座的 Jewel Box Cluster（NGC 4755）。http://www.astrobin.com/91499/?nc=all 和

http://www.rocketmime.com/astronomy/Summer/scorpius.html 
48 此為拉丁文，是明亮（luminous）的意思。 
49 亦可參考 http://stars.astro.illinois.edu/sow/sco-z-t.html 
50 裁剪自維基百科義大利文版「NGC 6231」詞條之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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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神宮位置附近的星 

中國星名 位置 拜耳編號 其它編號 視星等* 距離* 備註 

尾宿一 右 μ1 Sco HIP82514 3.0 501 光年 μ1 和 μ2相距 5.8 弧分 

 左 μ2 Sco HIP82545 3.56 472 光年 μ2是神宮？51 

尾宿三 右 ζ1 Sco HIP82671 4.70 2508 光年 ζ1 和 ζ2 相距 6.5 弧分 

 左 ζ2 Sco HIP82729 3.62 132 光年 ζ1 或 ζ2是神宮？52 

 下 105G Sco HIP82716 5.84 1418 光年  

神宮 尾宿三

上方 
（星團） NGC 6231 2.6 5700 光年 Northern Jewel Box 

*本表採用 http://astropix.com/html/observing/doubles/doubles08.html 的數據。 

 

七、問題討論與結論 

（一）神宮的出處 

    「神宮」是中國天文古籍特別提及的星，西方似乎沒有相應的紀錄。《史記‧天官

書》、《漢書‧天文志》都沒提到神宮。若神宮是甘公或石申最早提出的，為何這兩書都

有提及陳卓整理的三家星經，但卻沒有神宮的相關記載？ 

    筆者就所耙梳過的有限資料，推測目前留存的最早神宮書面紀錄可能是李淳風執筆

的《晉書‧天文志》，猜測他可能參酌甘、石、巫等三家星經（但不知是原本還是陳卓

版本）；也推想他曾觀測到神宮這顆星，至於他看到或以為的神宮是在距星或尾宿三旁，

不得而知。 

（二）筆誤及眼誤 

     許多資料的不一致，來自歲差、觀測的不精確、單位使用的不同、傳抄的筆誤，

以及後人照抄不查等等。例如，尾宿距星，應該是「西」第二星，為何《開元占經》寫

成「東」及「本」，還需要追查。 

    從圖二圖三可以看到，神宮位於哪顆星旁，唐朝李淳風和瞿曇悉達都分別在不同著

作中，有不同的答案。他們當時手上可能還有石氏的著作，是否有星圖輔助，不得而知。

李淳風和瞿曇悉達都是天文學家，他們是否真的觀測到石氏所說的神宮，他們看到的神

宮是在第二星還是第三星旁，二三的不同是否僅為筆誤，都不得而知。 

    就筆者所查到的宋代及明初文獻，神宮的位置都是在西第二星（距星/尾宿一）旁。

直到西方傳教士入華，帶來西方的觀測數據及伽利略的望遠鏡，神宮的位置才再次被「移

動」到第三星旁。湯若望在《遠鏡說》裡特別提到尾宿「距星」與「神宮」很靠近，尾

宿距星是尾宿一，而非尾宿三。湯應該有用望遠鏡看過才是，不知道他當時把望遠鏡對

向尾宿一還是尾宿三？  

                                                     
51 維基百科英文版「Mu Scorpii」詞條：μ1 Sco 是尾宿一，μ2 Sco 是神宮。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u_Scorpii 
52 這是筆者在先前的猜測，後來找到更好的答案。 

http://astropix.com/html/observing/doubles/doubles08.html
http://astropix.com/html/observing/doubles/doubles08.html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1 期（2016 年 12 月） 

 

 72 

    湯若望將神宮畫在尾宿三旁（圖九），並有相關數據。為了追查神宮的位置，筆者

檢視這些數據後，發現《崇禎曆書》和《新法曆書》尾宿的黃道經度有明顯的錯誤（表

二）。《新法曆書》和《儀象考成》的神宮位置有稍許不同。 

（三）中國天文古籍的散佚 

    中國古代星占及天文學向來就是皇朝秘密，民間不得學習，官方也未能妥善保存天

文資料。讀書人在科舉功名追逐中，少有機會研習天文，歷經朝代更迭及戰亂摧殘，天

文書籍文獻不受重視及散佚情形，讓人痛心。有些文獻，還是後人偽託之作。 

    明末清初大儒顧炎武如是說：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戶，婦人之語也；月離

於畢，戍卒之作也；龍尾伏辰，兒童之謠也。後世文人學士，有問之而茫然不知者

矣。」。（顧炎武《日知錄》卷三十） 

    明末西方傳教士入華之後，帶來西方的天文學，他們及當時中國學者並未能體認到

中國古代天文學的發展，西方天文學逐漸取代傳統二十八宿三垣的體系，以致中國天文

學的輝煌逐漸沒落，現代人對於天文，尤其是中國三垣二十八宿星空，大多「茫然不知

者矣」。 

（四）星圖的繪製 

    雖然敦煌星圖有其輝煌地位，但十七世紀之後的星圖繪製，遠遠不及西方。不只是

星圖，地圖亦然。科學繪圖對科學學習關係匪淺，但中國古籍對科學繪圖及刻工印刷的

重視程度、大小相對比例、技術、精確程度，都遠遠不及西方。 

（五）神宮只是傳說？ 

    尾宿東邊有一顆名為「傅說」的星（G Sco）（發音：附月），初識此星時，筆者總

將其看成「傳說」53。在考定神宮位置期間，總感覺神宮比「傅說」更像「傳說」。筆者

認為，神宮位置之所以飄忽不定，可能有幾個因素： 

    一、緯度因素：由於天蠍尾巴位置低，與地平接近，較不容易見到，緯度較高的地

區更難見到。又因歲差的關係，三家星經時的尾宿所在位置，比唐宋時期較高。尾宿三

比尾宿一更接近地平，當時天文學家觀測時，看到尾宿一雙星的機率較高。 

    二、銀河璀璨：尾宿附近是銀河最燦爛的區段，若沒有明確的星圖參酌，或星圖粗

略比例不對，只能胡亂猜測自行將神宮對號入座。 

    三、視力考驗：尾宿一雙星和尾宿三雙星，雖然都算是肉眼可分辨，但難度遠比辨

認開陽和輔星更難54，需要有超強的眼力。據說甘公曾看到木星的衛星55，若是，他有可

                                                     
53 筆者查閱《觀象玩占》，發現書裡寫的是「傳說」，而非「傅說」。 
54 Jerry Lodriguss,20 Fun Naked Eye Double Stars. 
55 席澤宗（1981）引《開元占經》裡「甘氏曰：單閼之歲，攝提格在卯，歲星在子，與媭女、虛、

危晨出夕入，其狀甚大有光，若有小赤星附於其側，是謂同盟」，認為戰國時期的天文學家甘德

在公元前 364 年已經用肉眼觀測到木星的一顆衛星，並推測是「木衛三」。詳見席澤宗，〈伽利略

前二千年甘德對木衛的發現〉，《天體物理學報》，1，頁 85-88，198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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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真的看到尾宿三旁有另一顆相近的星，而後世太史令或欽天監們讀到史籍明確記載尾

宿旁有「神宮」，就算眼力不夠沒看到，也不敢否認其存在。 

    四、有文無圖：古籍的記載以文字為主，星圖畫得簡略，比例也不甚正確，或沒有

明確詳盡的星圖流傳。只憑文字或簡略的星圖，太史令或欽天監們所看到或以為的神

宮，不見得是甘公、石公或李淳風所謂的神宮。 

    五、眾星雲集：望遠鏡引進後，透過遠鏡，神宮位置仍未能一目瞭然。就像湯若望

在《遠鏡說》裡寫的「用以觀宿天諸星，較之平時不啻多數十倍，…，即如昴宿數不止

於七而有三十多。」，或從本文圖十七 b 的天文攝影圖來看，就知道判斷之難。在此可

以想見當時湯若望透過望遠鏡時看到「滿天星」的驚訝及苦惱，不知想要找的星是哪一

顆，而以「用鏡則見相去甚遠焉」一語帶過。 

（六）小結：神宮究竟在何處 

    表四是筆者考定神宮位置的彙整，可以看到眾說紛紜的情況。 

表四、神宮位置彙整 

文獻 作者 神宮位置 本文附圖 

《晉書‧天文志》 唐 李淳風 ★尾第三星旁 圖三 b 

《觀象玩占》 唐 李淳風 尾宿第二星旁 圖三 b 

《開元占經》(卷六十) 唐 瞿曇悉達 ★第三星旁一星 圖二 a 

《開元占經》(卷一百六) 唐 瞿曇悉達 尾宿第二星旁 圖二 b 

《丹元子步天歌》 唐 王希明 尾西一星是神宮 圖三 b、圖七 

  敦煌星圖 唐 （尾宿旁有污漬） 圖四 

《通占大象曆星經》 漢 甘公石申 （？） 圖四 b 

  宋皇祐星表 宋 周琮 距星旁 圖五 

《新儀象法要》 宋 蘇頌 西第二星旁 圖六 

《三才圖會》 明 王圻 王思義 西第二星旁 圖七 

《遠鏡說》 明末 湯若望 距星旁  

《崇禎曆書》 明末 湯若望 ★第三星旁 圖九 

《新法曆書》 清初 湯若望 ★第三星旁 圖八、圖九 

《儀象考成》 清 戴進賢 ★第三星上方 圖十一 

《測天圖》 德 拜耳 ★尾宿三位置畫兩星 圖十六 a 

《天文圖誌》 波蘭 赫維留斯 ★尾宿三位置畫兩星 圖十六 b 

《中國星座神話》 陳久金 ★第三星旁(右側) 圖十二 

《中西對照恆星圖表》 伊世同 ★第三星上方 圖十三 

AEEA 天文教育資料網 陳輝樺 距星旁 圖十四 

《為中國星官造像》 徐剛 距星旁 圖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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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宮究竟是哪一顆星，筆者歸結出三組答案（參考表三）： 

    一、Mu Scorpii：距星尾宿一（μ1 Sco）旁，神宮為 μ2 Sco； 

    二、Zeta Scorpii：尾宿三（ζ2 Sco）旁，神宮為 ζ1 Sco，或兩者互換； 

    三、Northern Jewel Box：尾宿三（ζ1 Sco、ζ2 Sco 及 HD152293 的三星組）旁，神宮

為 NGC 6231。 

    前兩組答案都是目視雙星，眼力夠好的話，的確可以看出是雙星。第一組答案比第

二組佳，因其四周沒有其它更亮的星。由於尾宿三位置較低不容易見到，附近又星光燦

爛，其上有 NGC6231 星團，其下有 HD152293，都讓第二組答案成為不可能。 

    筆者無好眼力，也找不到純淨無光害的星空，只能根據圖十七的天文攝影來推敲。

筆者認為第三組答案為最佳解：若有「神宮」，應該是位於尾宿三上方，素有「北方珠

寶盒」美稱的疏散星團 NGC 6231。神宮，解衣之內室，後宮美眷配上珠寶，不知甘公

、石公、李淳風等先賢在天，是否也同意這樣的配對？ 

（七）觀星與關心 

筆者並非天文專業，僅能辨識夏天大三角及天蠍、獵戶、北斗七星等幾個著名星座，

略知一些希臘神話。雖一直對天文有興趣，但卻對中國星空毫無概念，甚至不曾質疑常

聽到的中星名56如參宿、心宿二、天津四等所屬的星空體系。直到今年開始認識四象及

三垣二十八星宿之後，有相識恨晚之慨，感覺進入另一個星空與時空，也才開始知道有

《步天歌》這首認星的歌謠。筆者所認識的朋友及學生，除極少數幾位天文愛好者之外，

大多對西方星空陌生，更遑論二十八宿，許多人聽到「星座」，就以為是「占星」上的

黃道十二宮，不知也不關心其與頭頂星空的關連。 

    欣聞《漫步中國星空》57以我國古代流傳至今的認星歌謠《步天歌》為基礎，結合

中西對照星圖，幫助讀者仰望星空，認識中國傳統星象，並通過歷史故事和人物典故，

呈現星空所蘊含的傳統文化和寓意。也期盼台灣各地的天文館及其相關網站，能夠在介

紹西方星空體系之餘，加強中國星空的認識。 

（八）後記：星空浩瀚、學海無涯 

撰寫這篇文章期間，一方面為中國天文古籍散佚而感嘆，另一方面也得知，二十世

紀以來，中國許多天文學者做了許許多多蒐集整理查證等開創性工作，逐漸把中國古代

天文史的研究帶到鼎盛階段58，相關學術研究之浩瀚，如同天上繁星，讓在中國天文史

領域及天文學領域如同井底觀星的筆者，越發戒慎恐懼。 

筆者的初衷，只是要確定神宮在哪一顆星的旁邊，沒想到所查到的資料，神宮位置

眾說紛紜，難以斷定。首次撰寫古代天文星象的文章，僅鎖定尾宿來耙梳資料，雖已盡

                                                     
56 根據中國天文學會天文名詞編輯委員會規定的原則，恆星的外文專名，均譯作中國原來星名，

例如天蠍座 α 星 Antares 譯為心宿二、天鵝座 α 星 Deneb 譯為天津四。 
57 齊銳、萬昊宜合著，2014 年 4 月出版，科學普及出版社。 
58 席澤宗、陳美東，〈20 世紀中國學者的天文學史研究〉，《廣西民族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 》，

第 10 卷第 1 期，頁 6-11，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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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查證，但因背景知識及翻閱文獻有限，錯誤在所難免，不敢具體斷言，只能提出一些

猜測提供有興趣的同好參考，而能再做進一步考證與確認，更祈此領域的前輩及先進不

吝予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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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oning the Star Named Changing Room in the 

Chinese Constellations Tail Mansion 

 

Yun-Ju Chiu  

（Chang Gung University, Member of CAHS） 

 

 

Abstract According to to Yuan Jing Shuo (遠鏡說) by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Determinative Star and Shen Gong (神宮, meaning ‘changing room’) 

cannot be perceived by naked eyes but will be observed via telescopes. This study is an 

attempt to figure out why the descriptions of the celestial location of Shen Gong in ancient 

Chinese astronomical books and star charts vary so much—ranging from its adjacency to the 

Determinative Star (Mu Scorpii) to its nearness to the Third Star in the west (Zeta Scorpii).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se relative documents will be of great help for illustrating the 

errors for positioning Shen Gong or the inadequacies in certain data.  

 

Keywords: Telescope, star charts, Tail-mansion, Determinative Star, Shen Gong, Scorpi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