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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風晉地太原行： 

參加山西大學物理史研討會記聞 

邱韻如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本會會員） 

 

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物理學史專業委員會每兩年召開一次學術年會，2017 年 5 月

13～14 日在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的龍城太原召開第 19 屆物理學史學術年會，由山

西大學科學技術史研究所承辦，台灣參會者有劉昭民老師和我。此次盛會適值山西大學

建校 115 周年校慶，是慶祝校慶系列學術會議之一。本屆學術年會的主題有中國物理學

史研究、西方物理學史研究、中外物理學交流史研究、物理學家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

研究、聲學史與律學史研究、物理學史與教育研究，以及與物理學史相關的其他研究等

七項。 

 

圖一、與會人員大合照（一排右起第三人為本文作者，一排左起第六位為劉昭民老師） 

會議報告與學術交流 

（一） 開幕致詞與大會報告 

開幕致詞時，遠道從美國遠道而來的程貞一博士（圖二上圖右起三），特別講到波

耳（Bohr, 1885~1962）借用了中華哲理思維中的陰陽互補及二元相對性來理解波粒之間

的關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波耳於 1945 年 8 月回到哥本哈根，擔任丹麥皇家科

學院院長。1947 年 10 月丹麥國王弗雷德里克九世（Frederick IX）宣布頒授只有王室成

員和國家元首才能獲得的大象勳章（Order of the Elephant） 給波耳，國王說這一榮譽不

僅僅只是授予波耳個人，更是授予整個丹麥科學界。波耳受獎時設計了自己的肩徽

（Bohr's coat of arms）（圖三），上面是太極圖以及拉丁文寫的格言「對立即互補」

（contraria sunt compleme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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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的大會報告共有三場：第一場是中國科技大學胡化凱老師（圖二上圖左起二）

講「中國古代物理認識活動的特點」；第二場是山西大學高策副校長（圖二上圖右起二）

講與楊振寧有關的「楊-米爾斯場的早期歷史」；第三場清華大學社會科學院與社會研

究所劉兵老師（圖一大合照左起三）講「核心素養、物理學史與高中物理課標修訂」，

其情況和台灣的物理課綱非常類似，在教學時數極為有限的情況下，劉老師特別提了一

些想法談如何把物理史融入。第二天的大會報告是程貞一老師「在出土音樂文物中探尋

三分損益律的標準音律」以及秦克誠老師（圖二左下圖與筆者合照）講「郵票中的物理」。 

令筆者感動的是，除了兩年前在內蒙古師大參會時認識的一見如故的許多好友外，

在物理學史界德高望重的戴念祖老師（圖二上圖左起三）以及秦克誠老師也都全程參

與。大會特別貼心安排年輕學生一對一陪伴照顧這些國寶級學者，包括從台灣遠道參加

的劉昭民老師。 

  

圖二、開幕式與大會報告 圖三、波耳設計的肩徽 

（二） 會議學術交流 

    分組報告分五個平行場次同時進行，每場次有 10 個報告。不能分身聽其它場次，

實為可惜。 

(1) 參神汾神守護晉 

筆者這次發表的〈探討《遠鏡說》的兩幅星圖〉，這兩幅星圖是觜宿之圖與積尸氣

之圖，正是《星際信使》裡四幅星圖的後兩圖，但繪圖的精確度和正確度都比《星際信

使》遜色很多。藉由這些星圖的比較，探討中國古籍的科學繪圖的一些問題。 

講到星星，來到太原的我，在報告時特別提到杜甫詩中的「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

商」裡的參就是晉星，典故出於《左傳·昭公元年》：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

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

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

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

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

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

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

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

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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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記載裡提及實沈和臺駘二位神，前者是參神，後者是汾神。高辛氏是黃帝曾孫，

上古五帝之一的帝嚳（ㄎㄨ、），前承炎黃，後啟堯舜。帝嚳在位 70 年，傳位於長子

摯，帝摯在位 9 年，因為政不善，讓位於弟堯，史稱唐堯。堯初封於陶，後封於唐，有

天下之後，號稱為「陶唐氏」。「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指周武王的王后邑姜懷著唐

叔虞時，晉祠裡的聖母廟供奉的就是叔虞的母親邑姜，姜太公之女。 

筆者過去只知道「昔高辛氏有二子，…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

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這一段，查詢原籍之後，才瞭解這段話的前因及後文，得知

汾神臺駘的典故。臺駘是古代治水先驅，比鯀禹父子治水還早，是帝嚳時代的人，是金

天氏少昊的後代，所屬部族是最早的一批晉人。臺駘之父昧是北方的水神（玄冥師），

其先祖金天氏，是古代神話中五帝之一少昊，據說少昊的父親是太白金星，負責天明的

啟明星。金代詩人賈益謙在《臺駘廟》詩中歌頌臺駘曰：「分野捫參次，山川奠禹先，

亂水汾洮別，諸姬沈姒聯。」晉祠有臺駘廟，供奉汾水之神臺駘（圖十），楊陽老師聽

我講完之後，恍然大悟說，難怪山西有很多臺駘廟。 

(2) 設甕助聲古戲臺 

    筆者這個場次的下半場，都和聲學有關，讓對聲學沒什麼研究的筆者，耳目一新。

會議前一天參訪晉祠時，導覽員介紹到山西古戲臺下方放置八個大甕，可讓聲音共振，

讓筆者覺得很新奇，而這剛好是這次會議召集人楊陽老師的研究，讓我對楊老師的報告

格外期待。 

    在中國聲學史上，以陶甕作共鳴器由來已久，但筆者卻是初次聽聞。設甕助聲的技

術，源於戰國時期墨子設甕以防挖地道偷襲的守城技術，以識別遠方來襲的軍馬。光緒

年間，邵之棠編輯《皇朝經世文統編》中記載了「設甕守城」的方法： 

以山制山，以坑防坑，繞城多坎，伏甕而聽，其聲空空，掘塹以迎。……設甕聽賊

臨城下，須繞城多掘坑，內安大甕，使人坐其旁聽之，瞽者亦可用。如賊擊地道，

必有聲息。 

    設甕不僅可以助聲，還可以隔聲。戴念祖老師〈姚廣孝的隔聲建築〉一文，提及明

代姚廣孝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在燕王宮就陶甕建造了隔聲建築，是近代消聲室的

肇始。明末方以智在《物理小識》（卷一‧天類）的記載： 

隔聲 私鑄者匿于湖中，人猶聞其鋸銼之聲，乃以甕為甃（ㄓㄡˋ，井壁也），累

而牆之，其口向内，則外過者不聞其聲，何也？聲為甕所収也。暄曰，廣孝曾用此

法造器械又燒空瓦枕，就地枕之可聞數十里外軍馬聲。 

    山西是中國的「戲曲搖籃」，戲曲藝術的發祥地之一，山西博物院設《戲曲故鄉》

專廳介紹山西的戲曲及戲臺。以元代戲台而論，目前全國所發現的元代戲台，基本上都

在山西。山西大學科學技術史研究所的楊陽老師，在調研山西古戲臺建築中，發現曾鑲

嵌于龍天廟古戲臺山牆兩側的陶甕實物（楊陽、高策、丁宏，2014）。這是迄今所發現

的舞臺建築中從地面設置共鳴器轉到山牆設置共鳴器的僅有實例，是中國古建築聲學技

術的重大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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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山西石塔村龍天廟古戲臺設置的陶甕 

 

    同一場次來自黑龍江大學呂厚均老師團隊，講的是天壇回音石的研究，讓去過天壇

卻在回音牆旁沒聽到回音的我，很想再去天壇一次。呂老師團隊研究聲學已有很長時

間，先前還研究過山西普救寺鶯鶯塔和河南蛤蟆塔的空腔聲學效應。 

(3) 天馬行空銅奔馬 

    筆者這一場次的最後一個報告，是

貴州師範大學雷志華老師所講的「銅奔

馬的姿勢是如何產生的？」筆者在去年

（2016）10月參訪蘭州，不僅見到典藏

於甘肅省博物館的銅奔馬原件（圖五d

），也在蘭州火車站前，看到高高豎立

的飛奔銅馬 （圖五a），對銅奔馬有特

別的感情。出土於武威的東漢時期銅奔

馬，被認為是東、西方文化交往的使者

和象徵，而被選定為中國旅遊的標誌（

圖五b）。 

    雷老師說之前許多人都認為銅奔馬

的姿勢是非現實的，甚至只是匹天馬行

空的神馬，也有人在爭論馬奔跑時有沒

有可能四腳都離地。雷老師從英國攝影

家麥布里奇（Muybridge, 1830~1904）的

攝影分析圖找到一張和銅奔馬姿勢極為

雷同的一幕。這圖來自於1878年10月《

Scientific American》的封面，是麥布里

奇所創造的第一張高速動感系列照片。

麥布里奇拍攝時，將12台雙鏡頭相機垂

直對準跑道，列成一排，讓一名騎手騎

圖五、銅奔馬 

圖六、麥布里奇的奔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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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在精確校準過的背景布前跑過。每部照相機都由一根在半空中橫過賽道的繃緊的繩

子控制。馬一路跑過時，馬腿依次踢斷每根繩子，相機的快門就依次被觸發，從而記錄

下了馬奔跑時的影像。他利用自己所發明的動物實驗鏡 （Zoopraxiscope），製作出迴

圈的動態片段，成為之後發明電影的基礎，奔跑的馬也成為了電影史上最經典的象徵之

一。 

 

五千年歷史看山西 

 （一） 柳絮飛舞、丁香盛開～山西大學 

    此次盛會適值山西大學建校115周年校慶，是慶祝校慶系列學術會議之一，大會也

特別安排我們參訪校史館。 

    山西大學創建於1902年5月8日，前身為山西大學堂，是中國創辦最早的三所大學堂

之一。1901年9月，山西巡撫岑春煊奉旨開始籌辦山西大學堂，費用來自英國撥還的庚

子賠款。1902年5月8日，山西大學堂正式成立。後來，岑春煊接受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

的建議，增設西學書齋，原有的部分稱中學書齋。李提摩太為西學書齋總理，西齋於1902

年6月26日開學。校園裡留有「山西大學堂」的牌樓（圖七a），古色古香牌樓前是創辦

人岑春煊和李提摩太的雕像，牌樓前的通道兩旁，丁香花盛開（圖七）。 

  
圖七、山西大學堂與丁香花。 圖八、垂柳與孔子像。 

    校園內樹木鬱鬱蔥蔥，特別是有非常多的垂柳（圖八b），及飄散在空中的柳絮。

筆者在晉祠時，更是柳絮漫天飛舞，比山西大學的多很多，真是難得的五月雪經驗。看

著柳絮紛飛，聯想到「詠絮之才」的才女謝道韞在八歲時回應父執輩謝安的「白雪紛紛

何所似？」所說的「未若柳絮因風起」。校園裡文體館旁有一尊孔子像（圖八），倍感

親切，原來山西大學還設有孔子學院。 

 （二） 不到晉祠，枉到太原～晉祠 

    據《史記·晉世家》的記載，周武王之子周成王封同母弟叔虞於唐，稱唐叔虞。叔

虞之子燮（ㄒㄧㄝˋ），因境內有晉水，改國號為晉。後人在晉水源頭建立祠宇奉祀叔

虞，稱唐叔虞祠，也叫做晉祠。晉祠的創建年代，現在還難以考定。最早的記載見於北

魏酈道元的《水經注》（約西元500年左右）：「際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側有涼堂

，結飛梁於水上。」由此可見，晉祠的歷史，即使是從北魏算起，距今也超過一千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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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了。 

    晉祠曾經過多次修建和擴建。南北朝時，北齊文宣帝高洋，將晉陽定為別都，於天

保年間（西元550～559年）擴建晉祠。唐貞觀二十年（西元646年），太宗李世民到晉

祠，撰寫碑文《晉祠之銘並序》，並進行擴建。宋太宗趙光義於太平興國年間（西元976

～983年），在晉祠大興土木，修繕竣工時還刻碑記事。宋仁宗趙禎於天聖年間（西元

1023～1032年），追封唐叔虞為汾東王，並為唐叔虞之母邑姜修建了規模宏大的聖母殿

。聖母殿是晉祠現存最早的主體建築，殿前8個廊柱上雕刻著8條躍躍欲飛的槐木樹根木

雕盤龍。聖母殿北側有植於西周已有3000多年歷史的周柏，難老泉位於聖母殿南側，晉

水的源頭就從這裡流出，長年不息。 

    去年暑假，因中華科技史學會舉辦「科學眼看詩經」座談會而開始研讀《詩經》。

筆者主要研究的是〈唐風‧綢繆〉裡的三星，唐風所收錄的就是晉國民歌，沒想到真的

來到詩裡的晉國，心情格外激動。出發前才知道，這裡不只是古唐國，陶唐氏的都城，

太原還是李淵父子發跡之處。 

李淵的祖父李虎，是後魏的「八柱國」之一，北周篡魏之後，追封為唐國公；其子

李炳襲爵，但隨後早逝，唐國公爵位由時年七歲的李淵承襲。大業十三年（西元617年

），李淵被任命為太原留守，唐國公的「唐」就與唐堯的「唐」連上關係。溫大雅在《

大唐創業起居注》中寫道： 

帝以太原黎庶，陶唐舊民，奉使安撫，不逾本封，因私喜此行，以為天授。所經之

處，示以寬仁賢智，歸心有如影響。 

李淵到了太原，發現太原是堯帝的龍興之地，堯帝號陶唐，李淵把陶唐跟自己的唐國公

對號入座；李淵父子起兵之際，曾到唐叔虞祠祈願，滅隋之後，就把國號取為唐。建立

唐朝後，太宗李世民於貞觀二十年（公元646年）重蒞此祠，酬謝叔虞神恩，揮毫寫下

《晉祠之銘並序》，通過歌頌宗周政治和唐叔虞建國的政策，提出了興邦建國以德為政

等「貞觀之治」的政治思想與其治國主張。明趙涵撰《石墨鐫華》云： 

唐得天下後，太宗祀晉侯而為之銘。高祖起兵時，曾禱於晉侯之祠而以是報亨之。

太宗制文並書，全法聖教、蘭亭而縱橫自如。 

 （三） 地上文物看山西～山西博物院 

    山西博物院薈萃了山西文物的精華，外型像鼎（圖九），由此展開以「晉魂」為主

題的歷史之旅。從遠古時期人類的遺跡，直到明清的晉商五百年盛衰，藉由眾多的文物

珍品，展現五千年文明進程中山西所扮演的角色。博物院門票上的「鳥尊」，是院內所

藏青銅器的代表作，是西周時期晉侯宗廟祭祀的禮器。鳥尊的造型極為精巧，以鳳鳥為

主體造型，在鳳鳥的腹背上有一隻小鳥，用作鳥尊器蓋上的捉手。鳳鳥的尾部，有一隻

大象，長長的鼻子恰到好處地與鳳鳥的雙足形成三足鼎立之勢。 

    此趟行程匆促，無法參訪位於中國山西省大同市西郊的雲岡石窟。幸好博物院《佛

風遺韻》展廳有仿真的石窟及佛教介紹。筆者在此看到的石窟壁畫和雕塑，實在不輸給

敦煌的壁畫呢。敦煌的佛像主要是民間造像，而山西此時此地是皇家指定造像，墓室壁

畫又比石窟更為精美，因為墓主身份大都在「王」等級以上。 

    山西除了是戲曲故鄉外，還有「中國古代建築寶庫」的美譽，擁有國內一半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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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古建築。在主館的第四層，設有藝術專題展區，其中的《土木華章》—古代建築藝

術專題展，體現了山西作為文物古建大省的一面。 

  

圖九、山西博物院 圖十、晉祠的臺駘廟與聖母殿 

 

後記 

    這趟行程，參訪了晉祠及山西博物院，沒有枉到太原，也穿越五千年時空走訪山西。

一路追到五千年前，才知道光是「三皇五帝」就有各種不同的版本，與此次會議見聞相

關的文獻資料更是浩瀚。此會議是兩年一度，上一屆（2015年）在內蒙古師大舉辦，下

一屆（2019年）在渭南師範學院，距離西安很近，「三千年文明看陕西，五千年文明看

山西」、「地下文物看陝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對兩年後的會議非常期待。 

    這趟太原行，不僅踏上詩經國風裡的晉地，對於晉祠聖母殿奉祀的姜太公之女邑姜

亦將感到格外親切，因為在研究祖譜時得知「邱」家的始祖「丘穆」也是姜太公之子。

又因外子姓「李」，來到太原，李淵父子起兵興大唐霸業之地，當然也倍感興奮。 

    大陸在科學史的研究非常紮實也極受重視，各師範大學物理系均必修物理學史，各

大學還設有相關的研究所，諸如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內蒙古師範大學科學技術

史研究院、山西大學科學技術史研究所、中國科技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上海交通

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清華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清華大學科技史暨古文獻研究

所…等等，長年下來，累積了許多資源、培育了許多人才。反觀台灣，這方面的研究不

受重視、不被鼓勵，資源匱乏更無傳承，只能靠著燃燒興趣為之。 

    大陸在科學史方面的研究，投入的比我們多很多，人力資源是我們遠遠不能比的。

希望國內科學史的研究，能獲得更多的支持、鼓勵與重視。更期望物理史的研究能有更

多人投入，尤其是年輕一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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