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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宿天諸星：遠鏡說與星際信使中的星圖 

 

邱韻如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本會會員） 

 

摘要 本文探討湯若望《遠鏡說》裡觀宿天諸星的兩幅星圖及相關敘述，並與伽利略《星

際信使》裡的四幅星圖作比對。《星際信使》的四幅星圖分別是獵戶腰帶與劍上的星群、

昴宿星團、獵戶座星雲（觜宿）以及鬼宿星團。後兩幅星圖出現在《遠鏡說》裡，但繪

圖的精確度和正確度都遠比《星際信使》遜色很多。本文藉由星圖的比較，探討中國古

籍的科學繪圖、星空與二十八宿的認識教育等問題。 

關鍵詞：星圖、科學繪圖、二十八宿、天文 

一、前言 

    1626 年，德國傳教士湯若望與欽天監官員李祖白合著的《遠鏡說》出版，此書以圖

文並茂的方式詳細介紹透過望遠鏡觀天的結果、透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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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探討

《遠鏡說》裡的兩幅星圖及相關文字，並與《星際信使》的相關圖文作比對。  

二、伽利略對恆星與銀河的觀察與記錄 

（一）《星際信使》裡的四幅星圖 

   《星際信使》是伽利略對於月球表面、銀河、星雲、無數的恆星以及木星四衛星的

天文信息。其四幅星圖（圖一）在於展現望遠鏡的神奇，能看到許多肉眼看不到的星星，

依次是獵戶座的腰帶及劍、七姊妹星團、獵戶座星雲及馬槽星雲。後兩圖（圖一 c, d）

是托勒密星表裡列出的六個星雲之二，也出現在《遠鏡說》，其中文名稱是「觜宿」及

「積尸氣」。 

(A) 獵戶腰帶和劍上的星群 (Asterism of the belt and sword of Orion) 

    伽利略說他透過望遠鏡看到獵戶座有多達五百多顆星，他在此僅描畫出腰帶及其下

方的八十顆星。伽利略在圖上，用空心六角大星代表肉眼可見的傳統星（圖一 a、圖二

b），包括腰帶三星及劍上六星；其餘用望遠鏡才能看到的星，則依其大小及相對位置來

畫。我們拿 1603 年拜耳繪的星圖2來做比較（圖二 c），可以看到伽利略畫出了許多拜耳

以裸眼從未見過的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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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韻如，〈欲窮千里目－伽利略與《遠鏡說》〉，《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17 期，頁 46-56，

2012 年 12 月。 
2 拜耳(Johann Bayer,1572~1625)，德國天文學家，其《測天圖》(Uranometria)是第一個繪製範圍

包含整個天球的星圖，於 1603 年在奧格斯堡(Augsburg)出版，1648 年在烏爾姆(Ulm)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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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星際信

使》裡的四個星

圖。 

 

 

圖二、 獵戶腰帶三星及其下方的星群 

(B) 七姊妹星團 (Constellation of the Pleiades) 

    這個星團位於金牛座，其名 Pleiades 的字義是 Pleione 的七個女兒，又稱為 Seven 

Sisters，直譯為「七姊妹星團」，就是中國的昴宿。 

    伽利略在《星際信使》描繪他透過望遠鏡所看到的昴星團（圖一 b）並寫道： 

我們繪了金牛座中稱為昴星團的 6 顆星星（我說 6 顆，是因為第 7 顆從未出現3），

他們包含在非常窄狹的天域中。在附近不超過半度遠的地方，有 40 顆裸眼見不

到的星星。我們只將其中的 36 顆標記下來，就像獵戶座的圖一樣，保留了它們

彼此之間的距離、大小，並將新發現的星星與已知的星星加以區分開來。（《星

際信使》，徐光台譯） 

                                                      
3 英譯者 Helden 注：其中有 6 顆星的亮度高過五等，總共有 9 顆星亮度超過六等，因此，裸眼

觀測者不是看到 6 顆，就是 9 顆（或是更多），取決於觀測者的眼力，但是絕不會是 7 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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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獵戶座星雲 (Nebula of Orion)4 

    看到獵戶座星雲這個名稱，一般都會誤以為是位於獵戶劍上的 M42（獵戶座大星雲

）。伽利略和前輩托勒密、哥白尼一樣，都把 M42 當「星」而不是「雲」；在中國，這

個位置的三顆星，稱為伐三星。 

    伽利略在此所觀測描繪的，不是伐三星，而是位於獵戶的頭部（Orion’s Head），托

勒密所記載到的星雲之一。伽利略畫出 21 顆星（圖一 c），他在繪圖時，並沒有把北方

置上，必須轉 90 度（圖三 a）才好與我們習慣的星圖比對。 

獵戶的頭部是中國二十八宿裡的觜宿。觜宿有三星，最亮的是觜宿一（λOri），其

西洋星名是 Meissa，此星名來自阿拉伯文 Al-Maisan，是 Shining One 的意思5。 

 

 

 

 

 

 

 

 

 

圖三、獵戶

頭部星雲。 

 

(D) 馬槽星雲 (Nebula of Praesepe) 

Nebula of Praesepe（圖一 d）直譯為「馬槽星雲」係因 Praesepe 字義為 manger 或

crib，也就是飼料槽。這也是肉眼可見的星雲之一，天文編號 M44 或 NGC 2632。因其

形狀，更常被稱之為「蜂巢星團」（Beehive Cluster）。若依其所在星座稱其巨蟹星雲，

則會和位於金牛座的蟹狀星雲（Crab nebula, M1）造成混淆，最好避免。 

希臘天文學家喜帕恰斯（Hipparchus, 約 190B.C. ~120B.C.）稱其為「Little Cloud」；

托勒密在星表中描述其位於巨蟹的胸部（Breast of the Cancer6）；拜耳 (1603 年)稱之為

Nubilum，雲狀物體的意思。伽利略(1609 年)寫道：除了兩顆驢子星之外，我們還標示

出 36 顆星7。 

此星雲旁的兩顆著名亮星 γ Cnc 和 δ Cnc，其傳統星名分別是 Asellus Borealis 和

Asellus Australis。拉丁文 Asellus 是驢子，Borealis 是北邊，Australis 是南邊。若不瞭解

這兩顆星的拉丁文字義，還真看不懂伽利略在說什麼呢。有一則希臘神話說，這兩隻驢

                                                      
4 Nebula 是拉丁文，字義是 cloud。 
5 維基百科「Meissa」詞條。此星的視星等約 3.39。 
6 Cancer 是拉丁名，意指 Crab。 
7 星際信使英譯本：In addition to the ass-colts we have marked down thirty-six stars, arranged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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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是酒神狄奧尼索斯（Dionysus，羅馬名 Bacchus）和他的同伴8去討伐泰坦（the Titans）

的座騎，驢子們在此大戰中立了功，被升為天上的星，這個星雲是指兩隻驢子的飼料槽。 

這個星雲在中國稱為「積尸氣」。旁邊的兩顆亮星，分別是鬼宿三和鬼宿四。故此

星雲又被稱為「鬼星團」或「鬼宿星團」。 

 

 

 

 

 

 

 

 

 

圖四、巨蟹

座諸星 

（二）《遠鏡說》裡的兩幅星圖 

    《遠鏡說》裡的「積尸氣之圖」與「觜宿之圖」，是《星際信使》四幅星圖的其中

兩幅（圖一 c、圖一 d）。兩幅圖下方的文字共有 154 字，如圖五。筆者之前研究《遠鏡

說》時，對此兩幅圖，一直「不知其所繪何物者然」，直到認識二十八宿知道「觜宿」

及查詢「積尸」之後，才

仔細閱讀這兩圖及下面

的文字。 

    這一段文字，主要敘

述透過望遠鏡所看到的

星星數目，遠多於用肉眼

所見，以及兩相近之星難

分者，用鏡則見相去甚遠

焉。共列舉昴宿、鬼宿中

積尸氣、觜宿中北星、天

河中諸小星、尾宿中距星

及神宮、北斗中開陽及輔

星等六個例子，聊述觀天

之概。伽利略在《星際信

使》所敘述及繪製獵戶座

腰帶及劍的星圖（圖一 a

                                                      
8 和酒神一起討伐泰坦的同伴，一說是鍛冶之神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羅馬名為 Vulcan)。一

說是西勒努斯(Silenus)，常以禿頂和厚嘴唇之老人形象出現，其坐騎是驢子。 

圖五、《遠鏡說》觀宿天諸星相關文字與兩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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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完全未提及。這段文字中所講的尾宿和北斗部分，則未見於《星際信使》。 

 (A) 昴宿數不止於七而有三十多 

   這裡說「昴宿數不止於七而有三十多」，就是根據伽利略的觀測而來。西方七姊妹和

東方七仙女傳說，都讓「七星說」根深蒂固，也讓伽利略特別指出，用裸眼只看到 6 星，

第 7 顆從未出現。拋開「七」的執著，溯及古今中外各典籍或傳說，裸眼觀昴所知的昴

星數目，有五、六、七、九等各種答案，並非只限於七。透過望遠鏡，更看到星外有星。 

 (B) 鬼宿中積尸氣 

   《遠鏡說》裡，對於「鬼宿中積尸氣」並沒有多做描述。筆者把這幅「積尸氣之圖」

和《星際信使》的星圖比對，發現兩大問題：一是「積尸氣之圖」必須上下翻轉後才勉

強看得出與伽利略的原圖雷同；二是圖裡的星星大小差距及相關位置不太正確。 

    筆者在認識二十八宿之前，從未聽說過「鬼宿」、「積尸」9及「積尸氣」等星名。

鬼宿是南方朱雀的第二宿，早在先秦時代，人們在鬼宿中就觀察到雲霧狀，因鬼宿在星

占上主管死喪，而把這「如雲非雲，如星非星」的「氣」稱之為積尸氣。 

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為質。（《史記‧天官書》） 

其中央色白如粉絮者，謂之積尸氣。一曰天尸主死喪祠祭，一曰鐵鑕主刑罰主

誅斬，天尸如雲非雲，如星非星，見氣而已。（唐 李淳風《觀象玩占》，卷十七） 

《開元占經》10引黃帝占及石氏： 

《黃帝占》曰：「輿鬼，南

星積布棉，西星積金玉，北

星積銖錢，東星積馬，中央

星積尸。」 

石氏曰：「鬼東北一星，主

積馬；東南一星，主積兵；

西南一星，主積布帛；西北

一星，主積金玉；此四星有

變，則占其所主也；中央

色白如粉絮者，所謂積屍

氣也；一曰天屍，故主死

喪，主祠事也；一曰鈇鑕

，故主法，主誅斬。」（唐 

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卷

六十三） 

 

 

                                                      
9 除鬼宿裡有積尸氣外，還有另一個「積尸」在昴宿隔壁的「胃宿天區」中的大陵八星裡。 
10《開元占經》，唐朝太史監瞿曇悉達在開元年間主持編纂的占星術書。整理中國很多有關占星

術、天文學的資料。此書曾經亡佚，明末在古佛像腹中又發現抄本。 

圖六、積尸氣之圖：《遠鏡說》與《星際信使》比對。 

圖七、觜宿之圖：《遠鏡說》與《星際信使》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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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觜宿中北星 

   觜宿是西方白虎七宿之一，觜宿三星位於白虎頭部11。對應於西方獵戶座的頭部，是

托勒密星表中的六個星雲之一。觜宿中北星，是指觜宿一。 

    中國早就認定觜宿是三顆星，並未以為觜宿和積尸氣一樣是一團雲霧。《史記‧天

官書》說：「小三星隅置，曰觜觿，為白虎首，主葆旅之事」。 

   《古今圖書集成》裡也有摘錄《遠鏡說》的這一部份，所繪的觜宿與積尸氣圖，比

《遠鏡說》更為草率。 

（三）《遠鏡說》裡兩組相近雙星 

    遠鏡說提到「尾宿中距星及神宮」和「北斗中開陽及輔星」在肉眼觀察時很相近，

但透過望遠鏡則見相去甚遠。伽利略在《星際信使》裡，並沒有提到這兩例。 

    開陽是北斗七星的第六星，它旁邊有一顆非常相近的星，名為「輔星」。這組著名

的目視雙星，自古以來，就被用來測試士兵的視力。開陽和輔星的傳統星名分別是 Mizar

和 Alcor，來自阿拉伯文，Mizar 的字義是遮蓋（apron; wrapper, covering, cover），Alcor

則是微不足道（forgotten or neglected one）。 

1617 年伽利略的學生卡斯泰利（Benedetto Castelli, 1578~1643）透過望遠鏡發現開

陽本身也是一組雙星（Mizar A 和 Mizar B），這是史上第一組用望遠鏡發現的雙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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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查得的資料，神宮的位置眾說紛紜，所查到的星圖也都畫得差異頗大。李淳風

將神宮列為尾宿附座，各宿的「附座」都是與該宿某星靠得很近的星，形成所謂的目視

雙星。在明末之前，寫神宮在距星（尾宿一）旁的文獻比在第三星旁的多。明末之後，

幾乎都是寫在第三星旁12。為何湯若望在此誤寫成距星和神宮，他是否有透過望遠鏡觀

看，不得而知。在西方，並未特別關注這組雙星，不過從拜耳的星圖可以看到，在尾宿

三的位置上畫的是兩顆很靠近的星。 

三、問題與討論 

（一）伽利略觀天畫星 

    伽利略在《星際信使》裡所描繪的，是人類首次超越視力，透過望遠鏡才能看到的

星空，《遠鏡說》介紹了不少伽利略觀天的發現，如此新穎的資料傳到中國，到底引起

多少人的關注，不得而知。 

    本文特別選擇拜耳《測天圖》的星圖來做對照，以展現望遠鏡超越人眼的功力。《

測天圖》出版於 1603 年，是望遠鏡發明前，最完整、詳實且刻畫極為精細的裸眼觀天

紀錄。伽利略手繪的星圖相當精確，與現在的天文攝影照片相比（圖八），讓人佩服至

                                                      
11 白虎頭是向東還是向西，有不同派說法 (陳久金，《中國星座神話》，p189)。 
12 邱韻如(2016)：〈解衣之內室：尾宿神宮位置初考〉，《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21 期，頁 73，

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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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現在習慣看到的地圖及星空，大多以北方為上，但伽利略所畫

的幾幅圖（圖一），應是他就觀測當時所見，並非以北為上。 

 

 

 

 

 

 

 

 

圖八、昴宿星團 

 

（二）西方與東方的星空大不同 

    西方和中國的天文體系，就像西醫和中醫一樣，各有完整淵源並各自形成截然不同

的系統。 

(A) 西方的星空 

    現在國際通用的星座是以公元 2 世紀托勒密（Ptolemy，約 90~168 年）的《天文學

大成》（Almagest，或翻譯為《至大論》）所載的 48 星座為基礎，這 48 個星座被稱為托

勒密星座。托勒密星座主要繼承了公元前 2 世紀希臘天文學家喜帕恰斯的星表，其中還

引用了公元前 700 年至公元前 200 年間巴比倫的觀測記錄。這一套體系經過阿拉伯文明

的發揚光大，傳回到歐洲。1930 年，國際天文學聯合會(IAU)為了統一繁雜的星座劃分

，把天空分為 88 個正式的星座，這些星座星名大多以希臘神話為本，主要與希臘諸神

、海事活動和海生動物為主，描述諸神之間的愛恨情仇。托勒密的巨著《天文學大成》

是當時天文學的百科全書，直到克卜勒時代，都是天文學家的必讀書籍。這些星星的名

字，經過希臘文、阿拉伯文到拉丁文的傳承，許多人已不識目前星名的緣由及字義。 

(B) 中國的星空 

    中國的星空是在天帝統治下的一套完整星官系統，以三垣四象二十八宿為架構，早

於托勒密二百多年，太史公就在《史記‧天官書》裡，彙整前人的資料，有系統的描述

了全天的星官。所有天上的人與事，都與人間人事相映照，沒有浪漫而是鉅細靡遺的務

實日常生活，除了有「鬼」有「積尸氣」，連「廁所」和「屎」也都納入為星官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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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並非考科，追逐科舉功名的讀書人當然也不關注，在朝代更迭及戰亂摧殘

下，天文書籍文獻散佚嚴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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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參宿正南方有軍井四星，軍井南有廁四星，廁西面有屏風，下面還有屎一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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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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古代天文學的成就，以致西方天文學逐漸取代傳統三垣二十八宿的體系，中國天文

學的輝煌就逐漸沒落了。現代人對於天文，尤其是中國星空的三垣二十八宿，大多「茫

然不知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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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譯為中國

原有的星名14。例如獵戶座腰帶那三顆星，直接譯為參宿一、二、三，巨蟹座胸部那兩

顆驢子星，北驢和南驢，直接譯為鬼宿三和鬼宿四。這樣的缺點，對不識二十八宿的人

來說，造成了許多混淆，但卻巧妙的把中國傳統星官名稱保留下來，在認識星空時，多

了許多故事可講。 

(C) 一星多名藏文化 

    許多自古以來肉眼可見星體的星名，有的源於希臘、阿拉伯或拉丁文，加上各種天

文的編號，以及與西方迴異的二十八宿，同一星體的名字有好幾個，要釐清並不容易。

例如 Nebula of Praesepe，有 M44、馬槽星雲、蜂巢星團、積尸氣、鬼宿星團等名稱。星

雲旁的兩顆星，中文名是鬼宿三和鬼宿四，伽利略稱之為兩顆驢子星。在維基百科輸入

Praesepe，會直接轉換為鬼宿。這個和馬槽、蜂巢、巨蟹、驢子、鬼、屍氣都沾上邊的

M44，筆者花了不少時間探求希臘神話和中國古籍，才釐清這一串古今中外的名字。 

    星名的背後蘊藏著各種不同文化，以昴宿為例，自古以來各文明都注意到這團星，

古今中外，人們仰望相同的星空，各有各的想像，有的如出一轍（如七仙女與七姊妹），

有的大相逕庭。 

（三）西方與中國的科學繪圖 

    科技插圖有助於科技事物的辨識、理解及操作，是科技傳習及傳播的利器15。十二

世紀的南宋鄭樵16在《通志‧圖譜略》，強調「圖」的重要： 

圖，經也，書，緯也，一經一緯，相錯而成文；圖，植物也，書，動物也，一

動一植，相須而成變化。見書不見圖，聞其聲不見其形；見圖不見書，見其人

不聞其語。圖，至約也；書，至博也。即圖而求易，即書而求難。古之學者為

學有要，置圖於左，置書於右，索象於圖，索理於書，故人亦易為學，學亦易

為功。（《通志卷七十二‧圖譜略‧索象》） 

    中國古籍，長於文字，拙於繪圖，像《遠鏡說》這樣圖文並茂的書並不多見。學者

在讀書時很難達到像鄭樵所說「置圖於左，置書於右」的境界。歷代抄書藏書的學者很

多，但卻少見將書中或所學內容自行繪圖且流傳下來的。鄭樵在《通志‧天文略》，提

                                                      
14 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明文書局，1984 年。 
15 張之傑，〈以文藝復興時期事例試論我國傳統科技插圖之缺失〉，《科學史通訊》，第 14 期，頁

52-62，1996 年 3 月。 
16 鄭樵(1104 年~1162 年)，字漁仲，南宋莆田人，世稱夾漈先生。鄭樵在夾漈山讀書寫作三十年，

遍訪名山大川，蒐集異聞奇書，並結交當時的藏書名家，立志「欲讀古今之書，欲通百家之學」，

畢生從事學術研究，包括經學、禮樂之學、語言學、自然科學、文獻學、史學、天文、地理、蟲

魚、草木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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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天文信圖難求的現象： 

臣舊作圖譜志，為天下之大學術者，十有六皆在圖譜。無圖有書不可用者，天

文是其一也。而歷世天文志，徒有其書無載象之義，故學者但識星名不可以仰

觀，雖有其書，不如無也。…信圖難得，故學者不復識星。臣向嘗盡求其書，

不得其象，又盡求其圖，不得其信。一日得步天歌而誦之，時素秋無月，清天

如水，長誦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數夜，一天星斗，盡在胸中矣。此本只傳靈

台不傳人間，術家密之。(《通志卷三十八‧天文略‧天文序》) 

    鄭樵邊走邊誦唸《步天歌》，仰頭觀望星空，「長誦一句，凝目一星」，三夜就看懂

滿天星斗。《步天歌》是如此有效的學習讀本，竟「只傳靈台不傳人間」。不知鄭樵當時

是否有將滿天星斗，依據步天歌一一據實畫下，若此，或許後人就不必再嘆「信圖難得

」。有了步天歌及星圖（如果鄭樵有畫的話），就可以實現他的「置圖於左，置書於右」

的學習情境。 

    筆者在查證尾宿「神宮」位置時，也是苦於星圖難尋，信圖更難尋。所找到的星圖

都相當簡略，各星官各自獨立為多，星官內各星大小比例相對位置都有可議之處，遠遠

不能與拜耳及伽利略的繪圖相比擬。 

    《遠鏡說》裡的這兩幅星圖，與《星際信使》的原圖相比對，不僅上下翻轉，星星

的大小及相對位置也都和原圖有很大差異。筆者在 2012 年探討過《遠鏡說》的五幅光

路圖17，不僅前三圖和後兩圖風格迴異，更完全符合張之傑所說，「我國傳統繪畫不重視

比例，長短大小經常違反自然」18。張之傑認為不重視大小比例，與沒有發展出遠近法

和明暗法有關。筆者以為，這不僅是技法的問題，更是態度問題，「非不能也，不為也」。 

    張之傑在文章中說，中國的木板刻畫始於初唐（七世紀），西方則始於十四世紀末。

但自文藝復興之後，西方版畫家已刻出逼真的版畫，中國仍停留在粗枝大葉階段。 

    希臘文化經阿拉伯世界的保存、發揚與傳承，傳回西方，引發了文藝復興。在阿拉

伯時期及中世紀歐洲，僧侶們伏案抄寫的書籍很多都是圖文並茂且色彩豐富。十五世紀

，古騰堡發明活字印刷術後，帶動了出版業蓬勃發展，也帶動了「插圖」的發展，不僅

繪圖技法大大提升，許多畫家投入版畫的製作，提升了版畫家的地位，甚至科學家本身

也自行刻繪版畫或至少是自行打稿由專業版畫家製圖。張之傑寫道，「與西方相比，我

國顯然缺乏繪畫與科學相結合的階段」。中國的畫家只會畫不會刻，刻工的地位低又不

受重視，因此書籍中就難以出現像樣的圖。宋代畢昇比古騰堡早約四百年就發明出活字

印刷術，但此技術對中國的影響，沒有古騰堡對歐洲的影響來得大，更沒有帶動中國繪

畫印刷的提升。 

    不重視繪圖，草率為之，在中國是一個普遍現象，李約瑟在《中國之科學與文明‧

機械工程學》裡舉了很多例子，例如： 

當何維茲(Horwitz)研究西元一七二六年之圖書集成中若干技術性插圖時，發現若

干插圖係由彼可辨識之早期歐洲書籍中插圖複製而成，且繪製粗略，似繪者不

                                                      
17 邱韻如(2014)，〈《遠鏡說》前後兩鏡之光學原理與光路圖〉，《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19 期，

頁 36-51，2014 年。 
18 張之傑，〈以文藝復興時期事例試論我國傳統科技插圖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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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所繪何物者然。（《機械工程學》，《中國之科學與文明》中譯本第八冊，357

頁） 

    以拜耳繪製的《測天圖》為例，畫工之精細以及各星位置的正確度，都令人讚嘆。

伽利略透過望遠鏡首度觀測到的星星，也是以大小距離相對正確的方式描繪下來，與現

代天文攝影照片比對（圖八），毫不遜色。這不只是與畫圖技巧有關，而是科學實事求

是的精神。 

    明末西方傳教士引進許多西文書籍，也引進銅版畫及遠近畫法，但重視插畫的態度

卻沒有深入人心。中國書籍翻刻插圖大多像《遠鏡說》一樣都是「粗糙複製」。筆者認

為，這不是刻板技術不足的問題，而是在對繪圖毫不重視的大環境氛圍下，形成極為草

率的翻刻態度。《遠鏡說》這兩幅星圖不僅上下翻轉，星的大小及間距也都和原圖有很

大差異，難道作者和校對者都沒發現？還是在大環境下，無力也無法堅持一個起碼的水

準？ 

    筆者的理工科系學生在寫普物實驗書面報告時，常被筆者指正繪圖大小比例不對，

學生總是辯稱他們不是美術系。筆者總告誡他們，工程師應講究實事求是精神，能按照

大小比例具體描繪，是求真求實的基本態度。 

    希臘的星空是浪漫的，滿是愛恨情仇的情緒。西方天文學家們在浪漫星空下，鉅細

靡遺記錄下每一顆星，用細緻的筆觸描繪星空諸神及動物，以精確的大小比例詳實標示

出每顆星的位置，慢慢發展出宇宙運轉的模式。中國的星空是天上人間的生活寫實，宮

廷、街道、將軍、戰場、有人有鬼、有廁有屎，井然有序。中國天文學家以文字說星，

在繪製星圖時，用概略粗糙的筆觸，草率寫意繪之，大小比例任意為之。浪漫的星空發

展出實事求是追根究柢的精神，務實有序的天庭星官則只有草率寫意的描繪，及不斷重

複傳抄的文字而少有創見。李約瑟難題，在此可見一斑。 

（四）星空浩瀚，學問無垠 

    筆者雖一直對天文有興趣，但從未思索一些耳熟能詳的中星名（如參宿、心宿二、

天津四等）所屬的星空體系為何。偶然機會認識三垣四象二十八星宿、知道有《步天歌

》這首認星歌謠之後，才驚覺原來這些星宿名稱，早已隱藏在天際，對中國星空有相識

恨晚之慨。透過星名釐清及累積各種相關神話的背景知識，讓筆者有更多的觸角延伸學

習，帶領筆者進入另一個星空與時空，與古人對話。 

    筆者所認識的朋友及學生，除極少數幾位天文愛好者之外，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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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熟

悉其所代表的命理運勢，但卻不知這十二宮就在頭頂星空俯視人間，甚至連自己所屬的

星座，是否在天上，或在天上是排成什麼樣子，都「茫然不知者矣」。在讀到「人生不

相見，動如參與商」時，也少有能實際身體力行仰望星空，探詢參與商的模樣。 

    台北的天空，肉眼能見的星屈指可數，感謝天文迷好友李美英老師，隨時提供天文

攝影照片及相關諮詢討論，讓筆者透過電腦視窗，不僅能領略星空之美，更能據實與研

究中的天文星空相關知識做印證。 

四、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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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伽利略在《星際信使》描繪了透過望遠鏡首次看到的星空，該書出版後，還隨書附

贈親手磨製的望遠鏡給當時的王宮貴族，讓他們能親眼所見書上的描繪與敘述。《遠鏡

說》介紹了伽利略觀天的發現，如此新穎的資訊傳到中國，到底引起多少人的關注，不

得而知。 

    本文特別關注科學繪圖的問題，《遠鏡說》的這兩幅星圖和原圖相比對，不僅上下

翻轉，星星的大小及間距也都和原圖有很大差異。這兩幅星圖並不複雜，但卻被如此粗

糙複製，筆者認為這不是刻板的技術不足，而是翻刻者的態度是極為草率的。這種對圖

的粗糙態度，並非個案，而是向來如此。 

    科學書籍裡附圖的重要性以及圖形正確的必要性，是不容置疑的。但即使在現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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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不正確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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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伽利略在觀測星空及科學繪圖，都給了我們非常好的榜樣，充分展現實事求是的科

學精神與態度。《遠鏡說》傳達了伽利略的觀測與發現，可惜卻在不對的時空環境下，

沒能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本文中的史料，筆者已盡力查證，但因背景知識及翻閱文獻有限，錯誤在所難免，

不敢具體斷言之處，尚祈見諒，僅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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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記 

 本文之初稿分別發表第十一屆科學史研討會（國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聯合會科學史

組中華民國委員會、中央研究院主辦，南臺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承辦，2017 年 3 月 26~27

日），以及第 19 屆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物理學史專業委員會學術年會（山西大學承辦，

2017 年 5 月 13~14 日），兩場發表重點各有不同，彙整為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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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s about the Fixed Star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Star Charts in Yuan Jing Shuo and Sidereus Nuncius 

 

Yun-Ju Chiu  

（Chang Gung University, Member of CAHS）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wo star charts and relevant statement in Yuan Jing 

Shuo (遠鏡說), by comparing to four star charts of Galileo’s Sidereus Nuncius. The 

four star charts in Sidereus Nuncius are the asterism of the belt and sword of Orion, 

the constellation of the Pleiades, the nebula of Orion, and the nebula of Praesepe. The 

last two are also present in Yuan Jing Shuo, but comparatively inaccurate, generalized, 

and obscure. All in all, the analysis of these varying charts will be of substantial 

importance for addressing certain crucial issues such as the scientific illustrations in 

ancient Chinese books and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starry heavens 

and Twenty-eight Mansions.  

 

Key words: star charts, scientific illustrations, mansions, astrono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