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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量化是中國古代氣象學 

後來落後的主因 
 

劉昭民1 

台灣中央研究院科學史委員會委員 

 

摘要  本文首先敘述中國古代氣象觀測儀器和氣象學識之主要成就，有很多項目不輸古

希臘亞里士多德等人之氣象學識，先秦時代的醫療氣象學識（黃帝內經）以及後世中國

人對海市蜃樓之觀察和解釋更獨步西人，尤其氣象諺語之豐富更是西人望塵莫及。再說

明量化的定義，中國度量衡並沒有應用到氣象觀測上，或者很少應用到氣象學上，因而

阻礙了中國古代氣象學之發展。 

  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曾帶來不少西方的科技學識和氣象學識，尤其南懷仁曾將西

方的驗冷熱器（溫度計）和驗燥濕器（濕度計）介紹到中國來，但尚未把氣壓計（晴雨

表）介紹到中國。然而清聖祖康熙時代（十七世紀），義大利人托里切利認識到氣壓的

意義和托里切利真空，義大利人阿爾伯第發明的壓板風速儀，英人虎克發明的壓板風速

儀（仿製前人）、濕度計、溫度計，均尚未傳到中國，即因羅馬教皇禁止傳教士尊孔崇

儒，康熙不接受，雍正時又發生傳教士介入王室內爭，雍正乃採禁教措施，導致西學傳

輸工作中斷近200年之久，從此中國氣象學術便遠落於西人之後。 

 

關鍵詞：氣象儀器、氣象學識、氣象諺語、量化。 

 

 

一、前言 

作者 40多年來一直專注研究中國古代氣象史和西洋古代氣象史，也瞭解到中國古

代先民對氣象天文非常重視，所以曾經留下非常豐富的氣象諺語和天象紀錄以及雨災和

旱災紀錄，也曾經創製不少的氣象觀測儀器和天文觀測儀器，但是明末清初以後卻停滯

不前，而遠落後於西人，頗值得吾人加以探討，作者認為缺少量化是主因。茲就中國古

代氣象學的主要成就、再就量化的定義、中國古代度量衡沒有應用到氣象觀測上、十六

世紀時，西方氣象觀測儀器發明並傳來中國之情況、十六世紀時西方氣象學觀測儀器發

明並傳來中國之情況、十七世紀時，西方氣象學發展情形以及西學傳輸工作中斷之原因

及影響等，分別討論之。

                                                        
劉昭民，前民航局氣象中心研究員，中研院科學史委員會原始會員，本會創始會員，電郵：

nuihy@pchom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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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古代氣象學之主要成就 

我國歷史悠久，傳說五千年前的三皇五帝是我們的祖先。但是有信史資料可以證

明的是距今約 4000年前的殷代（西元前 1766年～西元前 1122年），根據甲骨文的記

載，我國殷代開始就已經對氣象現象開始觀測，並已有對來自東西南北方向的風加以區

分並命名，也對天上降下的各種氣象現象加以命名，並留下世界最早的一旬氣象觀測紀

錄1。後來又有現代中國氣象開山大師竺可楨先生於 1951年撰文〈中國過去在氣象學上

的成就〉一文，認為中國先民在三千多年前，殷墟甲骨文中留下陰晴雨雪等文字，到了

周朝時代，我們的祖先已經搜集了許多氣象學的經驗，作為詩歌，使人們可以傳誦，如

《詩經》中有「如彼雨雪，先集維霰」，說明冬天下雪以前，天上必先飛下米雪。西漢

時代，我國先民在《淮南子》中已經是確立二十四節氣，「桃始華（花）」和「燕始見」，

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早的物侯曆。從漢朝時代開始，歷代都有越來越豐富的氣象諺語流傳

下來，中國古代氣象諺語之多，舉世無雙，遠非古希臘以來，以迄文藝復興時代可以比

擬2。可惜他在全文中沒有談及中國古代氣象學後來落後的原因。筆者在拙作《中華氣

象學史》一書中曾在第十五章<論中國之氣象學術後來停滯不前的原因>提到中國先民對

創造之工具和儀器沒有加以「量化」，故有另撰專文加以討論的必要3。 

 

三、量化的意義和中國古代氣象儀器缺少量化之情況 

所謂「量化」，就是一般人所說的「數量化」及「質量化」，我國古代先民曾對

此有很多解釋，指物體容量大小長短和容積、物質（物體）的輕重等，所以先秦時代已

有度量衡的制度4，但是並沒有應用到氣象儀器的創造上，例如殷代中國人已將風向區

分成東風、西風、南風、北風，並以候風羽觀測風向，到了先秦時代已把風向區分為八

種——東北曰炎風，東方曰滔風，東南曰熏風，南方曰巨風，西南曰淒風，西方曰飂風，

西北曰厲風。漢代則以銅鳳凰和相風銅烏觀測風向（見圖一），後世也沿襲使用相風銅

烏（見圖二），也只能判斷「遇風乃動，烏動百里，風鳴千里。」。到了唐代，李淳風

在《觀象玩占》中曾敘述當時除了繼續使用相風烏觀測風向外，還使用一種稱為「葆」

的測風器，這種「葆」不僅能觀測風向，同時還能根據羽毛被舉的程度大致判斷風速的

大小，但是不算量化，唐代還有「相風旌」和「占風鐸」的使用，「相風旌」就是風向

旗，「占風鐸」就是根據玉片子有無相觸之聲，判斷有風或無風的警示器，但是不能觀

測風速之大小。以上都不算「量化」。 

唐代李淳風在《觀象玩占》中曾經把風向區分成子、癸、丑、離、寅、甲、卯、

乙、辰、巽、巳、丙、午、丁、未、艮、申、庚、酉、辛、戌、乾、亥、壬等二十四個

方位，而且把風力分成十級，這是根據風吹動自然界物體時的動態來區分的，他說：「凡

風發，……，動葉十里，鳴條百里，搖枝二百里，落葉三百里，折小枝四百里，折大枝

                                                        
1 董作賽〈殷庚丁時卜辭——旬間之氣象紀錄〉，《氣象學報》第十七卷第一期，1943年。 

2 竺可楨〈中國過去在氣象學上的成就〉，《中國通報》第二卷第六期，1951年。 

3 劉昭民，《中華氣象學史》，2011年，第十五章，P.280~P.285 

4 趙曉軍〈試論中國度量衡制度的萌芽與形成〉，《第十四屆國際中國科學史會議暨首屆中國古代

四大發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6年，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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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里，飛沙走石千里，拔大根三千里。」八種風力加上他所稱的靜風及和風共十級，

與近代現代氣象學上風向（三百六十度）和風速觀測相較，也只能算是有一點點量化。 

 
 

圖一、東漢靈帝（1800 多年前）墓壁畫

鐘鼓樓上之相風烏和風向旗。 

 

圖二、北宋仁宗時代山西省渾源縣現存之

鐵鳳凰。 

在雨量觀測方面，雖然早在東漢時期即有雨量之觀測，但是中國人當時還沒有說

明如何測定雨量，所以無法求得量化問題的答案。直到南宋時代，秦九韶才在《數書九

章》卷二中，談到雨量和雪量的測定和計算方法。他是通過對容器的計算，如測雨用「天

池」（一種截頂圓錐體）、「圓罌」（一種迴轉體，其母線為兩條等線段所成之折線，

成甕狀，見圖三）和驗雪的「竹器」（一種截頂圓錐體）等的體積計算，從而進一步去

測定其中所盛雨水，或雪的數量。要計算太過費時，無法普及全國大眾化，也不及近代

以來雨量器之方便迅速5。清初乾隆元年之測雨器，並有雨標，但這是發現在韓國境內

的儀器，當時韓國是中國的藩屬國，所以不算是中國人發明的量化雨量器。 

在大氣濕度的測定方面，早在西漢時代，中國人已使用類似天平的衡重工具來測

定羽毛（後來也有用土塊或鐵

塊的）和木炭（富吸濕性）的

重量，當木炭較重時，就可以

知道空氣的濕度增加了（淮南

                                                        
5 秦九韶（宋）：《數書九章》，全書共九章。 

圖三、南宋時代秦九韶所記

載之測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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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卷十七說山訓云：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淮南子卷三天文訓又云：燥故炭輕，濕

故炭重。見圖四，而且比西人早 1300 年，見圖五）另外還有憑琴弦之弛緊來觀測空氣

濕度的方法6，但是無法測定濕度之大小，因為沒有量化的測定。中國先民對氣溫的變

化也因缺少量化的概念，不曾發明儀器來觀測，又不明白氣壓之原理，以致未能發明氣

壓計，雖有測定空氣濕度的大小，卻沒有量化的觀念，以致未能發明濕度計。 

  

圖四、漢武帝時代中國人發明之天平式濕

度計。 

圖五、西元 1450 年尼克拉得庫薩所發明之

天平式濕度計（左為羊毛球，右為石塊）。 

 

四、明末清初，西方氣象儀器之發明突飛猛進 

明末以前，西方氣象學識仍然承襲二千多年前古希臘亞里士多德之《氣象通典》

學識，中國亦繼續傳承固有的氣象知識，繼續使用相風銅烏（或木烏），但是自文藝復

興以後，西方物理學家、數學家、天文學家卻不斷地創製各種氣象儀器，加上航海事業

的發達，也促使科學家對大氣環流的了解，西方氣象學識得以不斷地突破，有量化的氣

象儀器也不斷地被發明出來。 

十七世紀中葉（1654 年），德人葛利克發明馬德堡半球，以測定空氣的壓力，世

稱馬德堡半球。先前十年（1643 年），義大利物理學家托里切利發現托里切利真空，

進而發明氣壓表，法人巴斯噶發現氣壓隨高度之增加而減少，葛利克進而發現暴風雨將

來臨時，氣壓值下降，天氣將轉好時，氣壓值升高，所以氣壓表又叫做風雨表或晴雨表。

英人虎克（Robert Hooke）於 1664 年發明溫度表（見圖六）和濕度計（見圖七），次

年又發明輪式氣壓表（見圖八），1667 年又仿製擺板風速儀（見圖九），這種擺板風

速儀是模仿 1450年義大利數學家阿爾伯第（L.B. Alberti）發明的壓板風速儀（附有弓

形刻度盤），可以測定風向7。這些發明都是有量化的和有刻度的，反之，中國自古以

來所創製的，沒有刻度的，沒有量化的氣象儀器和觀測工具就顯得落後了。 

                                                        
6 劉昭民，《中華氣象學史》，2011年，第四章第十五節，P.55 

7 劉昭民〈東羅馬帝國時代和回教帝國時代的氣象學術〉，《西洋氣象學史》，1981年，P.72~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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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1664年虎克發明之溫度表。            圖七、1664年虎克發明之濕度計。 

                      

圖八、虎克發明之輪式氣壓表。          圖九、虎克發明的擺板風速儀。 

 

五、清初西學傳輸工作中斷的原因 

明末清初，西方科技開始有蓬勃發展

之勢，相形之下，中國之科技則已漸呈落

後，明末幸賴西方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湯

若望、艾儒略、高一志、南懷仁、鄧玉函等

人將西方科學技術傳入中國，使當時國人能

能吸收西人先進之科技，不致差距過遠。

1650年左右，西人發明各種氣象儀器如雨後

春筍，然而1670年（康熙九年），南懷仁僅

傳來西方之鹿腸衣濕度計和溫度計，而未將

水銀氣壓表傳來中國（見圖十）。 
圖十、清康熙初年南懷仁自西方傳入

的鹿腸衣濕度計（左）和溫度計（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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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羅馬

教皇突然下令禁止中國境內之傳教士拜

孔子及祭祖先之措施，以致引起清聖祖與

教皇之爭執與不睦，加以清世宗與其兄弟

爭奪皇位期間，西洋傳教士也有參加政

爭，故清世宗於西元1723年即位後，便採

取禁教措施，清高宗以後繼之，從此西方

科技之學也因而連帶中落。接著西方開始

實行劃時代之工業革命，以英國為中心的

歐美各國開始從手工業轉變到機械工

業，各種科技發明日新月異，船堅砲利，

中國變成為落後國家8。西元1855年（清

文宗咸豐五年），來中國行醫的合信

（B,Hobson）始使用中文編成《博物新

編》，將西方之氣象學識介紹到中國9（見

圖十一），距離西方氣象儀器如雨後春筍

般發明之時代已近200年。由清宣宗道光

16年（1836年）麟慶撰《河工器具圖說》

10，可知中國人還在使用相風烏（見圖十

二），距離虎克之發明風向風速儀年代落

後幾近200年了。 

 

六、結論 

由本文之論述，可知明末清初以

前，中國古代之氣象學識，無論是氣象觀

測紀錄、天氣觀測與預報、節氣物侯、氣

象諺語等成就，以及對海市蜃樓之觀察和

解釋等，均遙遙領先西人。明末清初以

後，因為西人不斷發明有量化的各種氣象

儀器——溫度計、氣壓計、風向風速儀、

濕度計等，相反地，中國卻採取閉關自守

的政策，導致西學傳輸工作中斷幾近200

年之久，從此中國氣象學術便遠落於西人

之後。 

                                                        
8 劉昭民〈論中國之氣象學術後來停滯不前的原因〉，《中華氣象學史》，2011年。 

9 劉昭民〈清代〉，《中華氣象學史》，2011年，P.193~P.197。 

10 麟慶（清），《河工器具圖說》，1836年，共四卷。 

圖十一：清文宗咸豐五年（1855年）英人合

信所介紹之溫度表（左）和風雨鍼（右）。 

圖十二、清宣宗道光 16 年（1836 年）麟

慶所繪之相風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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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 cause of ancient Chinese’s staying 

Meteorological Achievement after Early Chin Dynasty 

 

Chao-Ming Liu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bstract: The ancient Chinese have paid much attention to observe and research the 

weather and climate in China. They have recorded those data in many book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make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meteorological achievement, 

staying condition, for lack of quantity concept etc., since early Chin Dynasty. 

 

Keywords: weather proverbs, meteorological instrument, meteorological knowledge 

quant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