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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乎天文與人文：訪北京古觀象台發思古幽情 

邱韻如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本會會員） 

 

近幾年來，從研究伽利略與遠鏡說開始，探討明末清初中西科學交流，逐漸涉及到

星圖及觀星之天文儀器，落入浩瀚無垠的星空，也算是回歸到自小喜歡天文的初衷。趁

著參加北京清華大學科學史系承辦的科技史會議之際，來到嚮往已久的北京古觀象台；

一位朋友在臉書上說我怎麼走到哪兒都有渾天儀，其實是有心的追尋。本文以此趟北京

考察為主，承先啟後串聯起過去幾趟尋訪古儀與疇人的記聞，以及未來擬走訪的場館。 

 

觀乎天文 

2018年年初，筆者得知台北故宮正展出〈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圖〉（以下簡稱〈聯珠

圖〉）這幅長畫（紙本設色，縱 48.9cm，橫 1342.6cm），對中國古畫竟然有天文儀器感

到十分好奇。雖然觀象台只佔整幅畫不到十分之一的篇幅，但這兩個儀器，喚醒了筆者

過去對古天文儀器的經驗記憶，也在蒐集資料過程中知道更多探訪古天文儀器的場館。 

  

圖一 a、〈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圖〉裡的觀

象台，左邊是渾象，右邊是渾儀。 

圖一 b、北京古觀象台上的天文儀器 

（作者拍攝於 2018/10/26） 

 

〈聯珠圖〉（圖一）裡的觀象台，正是現在的北京古觀象台，始建於西元 1442 年

（明正統七年），是明清兩代的天文台；直到西元 1929 年止，在此持續進行觀測近五

百年。繪畫當時（西元 1761 年）觀象台上應有八件大型儀器，但畫家徐揚只畫了具有

代表性的其中兩件，左邊綴有諸天經星的銅制大球，是所謂的渾象，又稱天球儀或天體

儀；右邊由很多環組成，可以轉動，中間有窺管，可用以測定天體座標的是所謂的渾儀。  

古觀象台位於元代司天臺的舊址，元開國後，將開封和杭州的司天監人員都集中到

大都，在王恂和郭守敬的帶領下，他們在大都城的東南角樓，建立司天臺，並且製作了

許多觀測儀器。元末明初，司天臺毀於戰火，明洪武 18年（1385年）這些儀器全部運

往南京的雞鳴山觀星台。永樂 18年（1420年）明成祖遷都北京後，這些設備依然留在

南京。 

明正統 4~7年（1439年~1442年），欽天監監正皇甫仲和仿照南京的設備，複製了

渾儀、簡儀、渾象、圭表等儀器，並在元司天臺的舊址建觀星台，進行天文觀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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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1644 年清朝建立後，接受傳教士湯若望的建議，改用歐洲天文學方法計算曆

書。1669年，南京的元明儀器運回北京，置於觀象台上。1669~1673年為止，比利時傳

教士南懷仁共鑄成六架大型青銅天文儀器：黃道經緯儀、赤道經緯儀、地平儀、象限儀、

紀限儀、天體儀，元明諸儀則移往台下。1715年（康熙 54年），紀理安打造地平經緯

儀，元明古儀遭熔毀，僅剩明正統年間打造的渾儀、簡儀及天體儀等三件得以倖存。1744

年（乾隆 9年）乾隆下令製作新的渾儀，並為之命名為「璣衡撫辰儀」（圖一 a右邊及

圖一 b右二），至此台上總共八件大型銅鑄天文儀器。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時，這

批古代天文儀器被法德侵略者瓜分，法國於 1905 年歸還，德國則直至一次大戰後才歸

還。九一八事變後，明仿元制的渾儀及簡儀移往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存放（此時渾象到哪

兒去了，俟後述之），目前在北京觀象台庭院中的渾儀和簡儀是複製品。面對這些歷經

戰亂浩劫而得以倖存的古儀器，我們不只讚嘆其工藝精湛，更遙想它們當年在天文觀測

時所扮演的角色。 

除了上述大型儀器之外，庭院裡還有幾位天文學家的塑像、小型的天文儀器，以及

室內的展廳介紹天文學的發展，非常值得慢慢品味。 

 
圖二、北京古觀象台 

 

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 

這些大型天文儀器在各地還有一些複製品，一一走訪，發思古之幽情。 

(一) 台北士林天文館的三樣大型古天文儀器 

位於士林的台北天文館，有南懷仁六儀的其中三件複製品：天球儀、黃道經緯儀、

赤道經緯儀。天球儀又稱天體儀，就是前述的渾象，或稱渾天象，球體上綴有諸星，用

以演示或教學（圖三，上排中）。儀器旁邊的解說牌寫得很簡略，研究許久，終於看出

黃道經緯儀和赤道經緯儀的不同之處。筆者先分辨出兩者底座龍的數目不同（前者的底

座是一條龍，後者是雙龍），再看出兩者的環也不盡相同。 

張衡的塑像位於一樓展館入口（當時還在整修中），看不出他手上拿著的是什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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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士林台北天文館 

(二) 兩座渾象變銅獅 

    元明古儀器被紀理安當廢銅熔化後，僅明制渾儀、簡儀與天體儀（渾象）三件倖存，

但目前只看到明仿元制的簡儀和渾儀，渾象到哪兒去了？筆者在潘鼐老師的《彩圖本中

國古天文儀器史》裡找到答案，見於乾隆 36年（1771年） 故宮內務府檔案的記載：明

正統年間和成化年間（1465~1487）各有一座渾象，因已年久失修，奉旨俱交金輝，照

圓明園宮外銅獅子大小尺寸，或獅子，或麒麟，量其銅斤分量，能鑄造幾對，撥樣呈覽，

準時製造。1776年，打造好的一對大獅子被送往熱河避暑山莊門前安設，這對守門的銅

獅的前身，正是標示昔日天文成就的天體儀啊！ 

 

 (三) 明仿元制的渾儀 

    一位好友在路過高雄科工館時，不小心聽到一段對話。「甲：那四隻龍在做麼？乙：

戲珠！丙：搶繡球！」。這架被戲稱「四龍戲珠」的高雄科工館渾天儀，和北京觀象台

庭院中的渾儀，以及北京首都機場的「紫微辰恒」，都是仿「明仿元制」的渾儀複製品，

是中國古代用來觀測星象的儀器，主要由三層環圈所組合而成，由內而外分別為六合

儀、三辰儀、四游儀。 

    筆者一直在懷疑，這架造型精美的明仿元制渾儀（以下稱「明代渾儀」）的元代原

器，是不是郭守敬設計打造的呢？記載于齊履謙所撰的郭守敬傳記《知太史院事郭公行

狀》中，所羅列出他設計製造的儀器名單中，有簡儀、候極儀、渾天象、玲瓏儀等十三

項，並沒有所謂的「渾儀」。在潘鼐老師在《彩圖本中國古天文儀器史》裡，提到這個

問題，推測這架儀器應該還是元代打造的，但是否與郭守敬有關，不得而知。這座明代

渾儀上的四隻雕龍雕刻精細，栩栩如生，各種網路文章在講解渾儀渾象時，常以這座明

代渾儀當配圖，甚至被誤植當作西漢落下閎或東漢張衡所打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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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a、高雄科工館渾天儀 圖四 b、北京首都機場渾天儀 

    虎尾高中校門口也有一座（圖五），2017年 5月，國立虎尾高中創校七十七週年校

慶，為他們耗費上百萬經費建造的大型不銹鋼製「飛龍在天」渾天儀進行剪綵儀式。據

該校老師說，此儀器可實際轉動並進行觀測，筆者希望找機會實際去考察一下，尤其想

知道要怎麼爬上去進行觀測。 

 

圖五、虎尾高中渾天儀（蘇裕年老師拍攝） 

 

 (四) 劃時代的天文鐘～復刻蘇頌的「水運儀象台」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中國科學廳所展示的「水運儀象台」是依據蘇頌《新儀象法要》

研究復原而成。這座水運儀象台可以說是一座自動化的天文鐘，結構分成三層，上層是

渾儀，中層是渾象，下層則是計時系統與動力系統。 

    2017年 3月，筆者參加在南台科技大學承辦的第十一屆科學史研討會（由中央研究

院科學史委員會，每三年一次），有幸參訪「古機械研究中心」，由林聰益教授親自導覽，

瞭解他們復刻製作的古天文儀器。圖六 b的北宋渾儀是原件 3分之 1大小，不只可以實

際觀測天體，還兼具教育、展演、收藏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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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復刻製作的古天文儀器（第十一屆科學史研討會海報下方的圖） 

  

b、北宋蘇頌渾儀復刻版（1/3比例） c、林聰益老師在海報前講解北宋水運儀象台 

圖六、南台科技大學古機械研究中心 

 

觀乎人文 

2018年 8月下旬，跟著科學月刊組的天眼團，與一群天文同好前往貴州。我們從貴

陽走高速公路前往平塘，在快下高速公路前，車子開進邊陽服務區讓大家休息。車還沒

停好，看到有幾尊人物塑像，我大喊：這裡有好多天文學家！這是黔南州科協為天眼

（FAST）周邊所規劃的天文意象的其中一部分，在邊陽休息區販賣部大門前，左邊是

徐光啟，右邊是郭守敬，再右邊是落下閎，大門對面則是蘇頌和張衡。 

    北京古觀象台的庭院裡，也有好幾位中國天文學家的半身塑像，分別有張衡、一行、

沈括、郭守敬、徐光啟、湯若望和南懷仁等。 

 

(一) 落下閎 

落下閎是誰，天眼團的天文同好都沒聽過，筆者因為研究過太初曆，而略聞其人。

落下閎（156 BC~87BC），西漢時期的天文學家。複姓落下，名閎，字長公，巴郡閬中

人（今中國四川省閬中市，閬ㄌㄤˊ）。漢武帝時，司馬遷等人奏請改曆，武帝於元封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3期（2018年 12月） 

151 

年間（110 BC~104 BC）徵聘天文學家，落下閎經同鄉譙隆之推薦，從家鄉前往京城長

安參與改曆的工作。他和司馬遷（145BC~86BC）年代差不多，主張渾天說，和司馬遷

的蓋天說不同。他所造的八十一分法在十八家改革曆法方案中勝出，就是所謂的《太初

曆》。 

2017年 7月初，四川歷史名人文化傳承創新工程首批名人名單出爐，落下閎是入選

十位之一（入選者有大禹、李冰、落下閎、揚雄、諸葛亮、武則天、李白、杜甫、蘇軾、

楊慎等 10人）。他的事蹟見於晉初陳壽編纂古益州（今西南地區）《益部耆舊傳》： 

《益部耆舊傳》曰：巴郡落下閎，漢武帝時，改顓頊曆，更作太初曆。（唐歐陽詢

《藝文類聚》） 

《益部耆舊傳》曰：漢武帝時，落下閎明曉天文，於地中轉渾天，定時節。（北宋 李

昉《太平御覽》） 

落下閎也被尊稱為春節老人，因為太初曆將歲首從十月移到現在的元月。落下閎的

故鄉，四川南充閬中的錦屏山，建有觀星樓，樓前有落下閎的塑像，和邊陽服務區的塑

像頗為類似，落下閎當年所造之渾天，樣式是否如塑像旁那般，其實還無定論。進入觀

星樓一樓內，可以遇見唐代天文學家李淳風，這是怎麼回事？原來李淳風晚年來到閬

中，隱居在此研究天數、著書立說，直到終老，後人在閬中的淳風村建「淳風祠」紀念

他。 

  

圖七、落下閎塑像，左圖在貴州邊陽休息站，右圖在四川南充閬中。 

  

(二) 張衡 

    張衡（78~139）的時代，和托勒密（100~170）很接近，兩人也有不少相似處。張

衡被後人譽為「科聖」，不僅是東漢偉大的天文學家、地理學家、數學家、科學家，解

釋和確立渾天說的宇宙論；他還創作了《二京賦》及《歸田賦》等辭賦名篇，與司馬相

如、揚雄、班固齊名，是「漢賦四大家」之一，他的故鄉南陽建有張衡博物館紀念他。 

    范曄在《後漢書張衡列傳》，寫其「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琁機之正，作渾天儀，著

靈憲、筭罔論，言甚詳明」，並未進一步說明此渾天儀的儀器結構，卻是用了兩百多字

詳細描述了「侯風地動儀」，可惜最近新聞（2018年 10月）說因造不出可探測地震的復

https://zh.wikisource.org/w/index.php?title=%E7%9B%8A%E9%83%A8%E8%80%86%E8%88%8A%E5%82%B3&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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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版，大陸去年已把張衡發明地震儀的內容從歷史課本刪除。 

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

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

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

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

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

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

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 

    張衡的渾天儀，見於南朝梁劉昭為《續漢書·律曆志》作注時引述葛洪所引的〈渾

天儀注〉，敘述「張平子既作銅渾天儀，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伺之者閉戶而唱之」。

這裡描述以漏水轉之的「渾象」，可以算是天文鐘的雛形，他是否另製作觀測星象用的

渾儀，不得而知。 

特別一提的，筆者最近才剛學到漢代著名的畫像石，知道位於南陽張衡故鄉有漢畫

博物館，而古觀象台渾儀旁的花園，竟然有漢畫像石！ 

 

圖八、張衡與侯風地動儀，左圖拍攝於貴州邊陽休息站，右圖是新聞截圖。 

 

(三) 郭守敬 

郭守敬紀念館有 2處，分別位於郭守敬的故鄉邢台及北京積水潭旁的匯通祠內。邢

台郭守敬紀念館坐落在達活泉公園內，始建於 1984年，主要建有郭守敬銅像、觀星台、

四個展廳、天文觀測台等建築設施和景點。邢台市還將一條主要街道命名為「郭守敬大

街」。此外，河南登封至今保留有郭守敬所建的觀星台。 

北京的郭守敬紀念館，位於北京市西城區什刹海西海北岸的匯通祠內，郭守敬曾長

期在此主持全國水系的水利建設設計。此館於 1988年 10月復建後開館，展廳介紹了郭

守敬的生平及其成就。郭守敬制定《授時曆》，並主持製造過簡儀、仰儀等十多種天文

儀器。除天文之外，他在水利建設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3%AD%E5%AE%88%E6%95%AC/53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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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徐光啟及西方傳教士 

在邊陽休息區時，同行夥伴很疑惑的問，徐光啟也是天文學家？筆者認為，徐光啟

三個字代表徐光啟和明末清初將西方天文學引入的傳教士們，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三

位：利瑪竇、湯若望及南懷仁。徐光啟主編《崇禎曆書》，改進了已施行三百四十八年

之久的《授時曆》（元朝郭守敬等人編制），當時欽天監對 1629年 6月 21日（崇禎二

年五月乙酉朔）的日食預報明顯錯誤，而禮部侍郎徐光啟依據西法的預報卻符合天象，

徐光啟等因勢提出改曆，而得到批准。同年七月，禮部在宣武門內原來首善書院舊址開

設曆局，由徐光啟督修曆法。關於曆書預報天象不準、到全國各地觀測記錄以及改曆過

程，日本拍攝的電影《天地明察》及同名書，描述的淋漓盡致。如果到上海，可以走一

趟徐家匯，這兒其實就是徐光啟當年活動的區域，有徐家後人匯聚之意。這裡的光啟公

園裡有徐光啟紀念館，還有一對徐光啟和利瑪竇的塑像，生動的展現兩人正在討論的模

樣。 

 

圖九、明末清初三位來華的著名傳教士（by Du Halde,1736《Description de la Chine》） 

 

參訪北京古觀象台後，我們和一群來自澳門利瑪竇中學的一群畢旅高三學生在利瑪

竇與外國傳教士墓地聽導覽。因為我的研究和中西科學交流有密切相關，因此很感恩有

此機會親臨到此向他們致敬。這片墓地稱為「滕公柵欄」，明朝年間曾是一楊姓太監的

別墅，後來成為西方傳教士在東方安息的一個最為集中的所在。依照明朝的慣例，客死

中國的傳教士必須遷回澳門神學院墓地安葬。1610年 5月利瑪竇病逝於北京後，經耶穌

會士龐迪我神父向萬曆皇帝上呈奏疏，得到皇帝照准而破例賜埋葬利瑪竇於此。自此之

後，明末相繼有鄧玉函、羅雅谷、清初則有龍華民、湯若望、南懷仁、郎世寧等著名傳

教士安葬在此。至 19世紀末，安葬於「滕公柵欄」的歐洲傳教士已逾百名。文革之後，

遭受破壞，目前僅剩 63位。 

墓地大門進入後，走過兩旁綠蔭的走道，三個墓碑矗立眼前，正中間是利公的墓，

左邊是湯若望，右邊是南懷仁。兩側的墓碑區，找到鄧玉函、戴進賢及郎世寧等傳教士

的墓碑。回程在地鐵動物園站搭車，站內通道的牆壁，畫滿了天文圖，令筆者興奮不已，

原來這兒不僅有動物園，還有天文館，只可惜當時天文館已經打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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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北京地鐵動物園站天文廊道 

隔天，我們去了一趟俗稱南堂的北京教區宣武門天主堂，明萬曆 33年（1605年）

由利瑪竇興建，規模非常小，是一座中國傳統建築。1622年，在此隔壁開辦著名卻只存

活兩年的首善書院。1629~1634年，徐光啟就在首善書院的舊址開設曆局修訂《崇禎曆

書》。1650年，湯若望在此進行天主堂的翻建工程，建成的南堂設施齊全，除了一般的

宗教建築之外還有天文台、藏書樓、儀器室等科學設施，為西方現代科學在中國的傳播

起了推動作用。1666年湯若望過世後，南懷仁主持此天主堂。目前南堂門口，一左一右

分別是利瑪竇和沙勿略的塑像。 

 

小結：觀乎天文，瞭悟人文 

易經賁卦彖辭：「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透過觀天儀器，

探索天體運轉之道，以及儀器背後相關的人物與故事，可謂「觀乎天文，瞭悟人文」。 

在撰稿過程中，得知元明古儀遭熔毀，尤其兩座大渾象化身為一對銅獅，想來不勝

唏噓。但是，回到當年的時空，我們要問，這些荒廢許久的大型儀器，為何未受妥善保

養？現今，期望能透過所留存的這些古儀複製品，讓更多人關心及瞭解背後的天文與人

文。感謝在這些天文學家的故鄉，所一一建起的紀念館，等待後人走訪與深入探索，追

隨與緬懷他們的執著努力與那曾經的燦爛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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