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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古天文知識與大範圍地理測量 

之關係淺探 
  

歐陽亮 

（本會會員） 

 

 

摘要  以四海來稱呼中國古文明所在地區，具有大陸被四邊海洋所包圍的概念。然而中

國的西方與北方皆山脈與荒漠，古人如何得知四海這種概念？若從上古時期的古籍中可

發現，步測四海的數值若透過合理的假設、進而轉換為現代的公里後，竟然大致符合亞

洲實際長寬。本文探討遠古步測可能具備的天文星座知識與觀測方法、若欲步測求得如

此程度的數據所需面對的困難、以及可能產生的誤差，並概略計算其可行性，從而發現

結果並不如現代人想像般需時甚久或無法達成。因此古籍的數據暗示了古代中外知識的

交流超乎想像地活躍，或許可為中國古天文知識是否含有外來成份的爭議提供一點線

索。 

關鍵詞：亞洲大小，四海，步測，中國古天文，北極星，立竿測影 

 

一、前言 

  遠古的模糊畫面裡，有一個孤獨的人揹著重物使勁地往西方走著，他並不是為了取

經，因為佛教在當時還未創立。為什麼會有這種類似夸父追日般的行為？動機是什麼？ 

  最近有學者研究認為，在四千年前的中國上古時期，已測量出像亞洲這樣的大範圍

廣闊距離了。1這項研究先從先秦及漢代文獻找出記載大地距離的數值：在《呂氏春秋》、

《淮南子》等書寫著「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圖一），在其他

許多古籍《管子‧地數》、《管子‧輕重乙》、《山海經‧中山經》、《河圖‧括地象》亦有記載這

項數值，還描述了兩位旅行家「太章」與「豎亥」是奉大禹之命走路步測： 

 

《淮南子‧墬形訓》：「闔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禹乃使太章步

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

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2」 

 
歐陽亮，業餘天文學與科學史研究者，台北天文館期刊《台北星空》謎樣星宿專欄作者，電郵：

liangouy@yahoo.com 

 
1 徐鳳先《天空之光如何照亮文明：中國早期天文學與文明若干專題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9，第七章：中國文明早期對於大範圍地理距離的認知。 
2 這裡的二億餘里指天地尺寸，是由《周髀算經》計算而來，億在此指十萬。然而這顯然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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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呂氏春秋‧有始覽》，光緖元年（1875）

浙江書局據畢氏靈巌山舘重校補刻。資料來

源：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108967&pa

ge=407 

 

接著再以《山海經》記載的「帝命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選九千八百步。

豎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豎亥。一曰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圖二）之

純步數記錄來證實步長與實際距離的關係，並依據幾個假設：早期的一里＝一千尺＝兩

百五十公尺、一步＝五尺3、一億＝一百萬4，估算出古書所謂的「四海」東西長七千公

里、南北寬六千五百公里。 

 

 

 

 

 

 

 

 

 

圖二 《山海經‧海外東經》，欽定四庫全書本。

資料來源：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56661&pag

e=29 

 
是能步測的範圍，應為文獻轉抄時將四極之內與四海之內相混淆，參見註 1，頁 171、174。原文

可參見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103931&page=138、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109293&page=109 
3 同註 1，頁 170。 
4 漢代以前，億與萬的對應關係並不固定。此處的選即是萬，十選即十萬，億在十萬之前，因此

是大一級的數量單位，即百萬。參見註 1，頁 174、206。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5 期（2020 年 12 月） 

 

32 

 

     至於亞洲的實際長寬則是以考古發現疑似夏禹都城的遺址為出發點、朝著東西南

北四個方向所算出的距離，約為七千七百公里與五千八百公里（圖三），與上面的估算

竟然只差 12.5%以內，顯示古書數據似乎並非憑空杜撰。5 

 

 

 

 

 

 

 

 

 

 

 

 

圖三 以夏禹都城可能位置

所測得之亞洲東西、南北距

離。筆者繪。底圖：天文軟

體 Stellarium 

 

二、基本地理假設 

  這兩位步行者若需達成任務，一個要橫越青藏高原抵達地中海，另一個必須來回穿

越兩趟寒冷的西伯利亞。我們先暫時假定當時輪子等交通工具即使已經發明、但為了測

量步數而只好採用步測的可能性，並且讓太章略為偏北、沿著兩千年後才成形的絲路行

走，而非直直穿過杳無人跡的藏北高原；豎亥也得剛好在夏天抵達西伯利亞北緣，看出

明顯的海陸交界，因為若不幸在冬季走到，就可能跨越整個北極海冰面一直走到北美洲

了。以上這些前提成立後，才能設想接下來他們應該具備哪些自助旅行本領，以及這種

旅行所需要面對的問題。 

  首先，步行者要帶著計步器，不過當時並沒有電子產品，甚至連紙都沒有，他們只

好帶著竹片或骨頭等物品來計數。若為了精簡行囊而節約使用，例如刻畫過一萬步的竹

片可換一個小石頭、一百個小石頭再換成一個大石頭，即使盡量重複使用，他們仍需帶

著一大袋東西，像負重行軍般地走完全程，除非他們真的只靠右手把算就能記住步數。 

  其次，他們得自食其力，除了打獵升火外，還要克服青藏高原周邊與西伯利亞的惡

劣天氣、原始部落與滿地猛獸對他的追殺、以及截然不同的兩河文明誘惑他滯留定居等

因素，才能走回來向大禹報告結果。結果若要正確，他又必須具備天文知識以準確定向，

因為指南針尚未發明，遇到河流湖泊時必須繞過去，再找回某定點來繼續計步。但若剛

好遇到世界最大內陸湖裏海，那就得繞很久才能確定它是個湖，極可能會以為任務達成

 
5 同註 1，頁 20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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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回頭了。遇到裏海所測得的數據約為六千公里，或許就是路徑偏北所測得的「東西二

萬八千里」為何比實際的七千七百公里短少的原因。 

 

圖四 歲差使北天極移動，西元前 2000年距離北天極最近的亮星右樞約四度半遠，紅圈

內無其他亮星超過右樞。筆者繪。底圖：天體觀測手冊(銀禾文化，1989) 

 

三、當時天文知識 

  至於天文知識要具備哪些呢？新石器時代出土的六千年前農用種子與墓葬方向的

規律，顯示當時古人已可掌握主要天象中的四季變化，應該是利用立竿測影發現的6，

此時相當於夏代之前。至於用星宿定向，目前還沒有明確證據顯示夏代已有判斷方向的

星宿，因為中國已知最早的成體系文字「甲骨文」是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形成，僅有少許

星名7。疑似商周之際寫成的《尚書‧堯典》提到與四季有關的星象8，亦無法追溯到夏代。 

當時的北極星並非現今所指的勾陳一（即北斗七星前兩顆星天樞、天璇所指向的小

熊座 α 星，α UMi ），這是因為地球像陀螺般旋轉時其軸心會緩慢地以二萬多年週期晃

動一圈，即「歲差」現象，地軸所指的北極星也因此一直換人做做看，從右樞、天乙、

太乙、少尉、直到周代的帝星都曾做過北極星。9夏初剛好沒有三等以上亮星距離北天

極四度以内（圖四），若採用附近的右樞、少尉或帝星當成北極星來定向的話，誤差則

至少四度。因此，暫時假定太章與豎亥只用太陽來判斷方位，然而當時還沒有圭表等專

用工具10，計時用的日晷則晚於圭表11，因此他們也許只用隨手可得的物品來觀察日影

 
6 潘鼐《中國古天文儀器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頁 46。 
7 潘鼐《中國恆星觀測史》，上海學林出版社，2009，頁 3。 
8 同註 7，頁 6。 
9 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第二冊，明文書局，1985，頁 37~38。 
10 同註 6，頁 2、47。 
11 同註 6，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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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方向。《周髀算經》寫到：「以日始出，立表而識其晷。日入，復識其晷。晷之兩端

相直者，正東西也。」他們白天要趕路，不可能在同一地點等待日落，只得在日落前畫

出影端，隔天日出再畫另一影端，取兩影端之連線來指出東方與西方，但只取影端會因

地形與天候影響而誤差較大12，改取兩影等長位置來連線較為精確（圖五）。13連線對準

遠方地景當做目標後，即可逐日前進，抵達後再重新測量一次日影即可。若採用正午影

長最短時刻確認南方也是可行的方法，只是更為粗略。 

 

圖五 取日落日出兩影之等長位置連線，即可指出東西兩方向。筆者繪。 

 

目前已知在周代測量星象之誤差最大可達 7 度14，若以此來推估夏代日影誤差，即

使誤差大了三倍達二十一度，並以如此偏斜的角度持續前進，也頂多增加 sec21
。
＝1.07

倍路程。因此當時如果真的需要趕路夜行並依靠誤差至少四度的北極星來行動，也不至

於偏向過大導致步測失準。只要太章的方向保持良好，沒有走進歐洲、土耳其或埃及，

就可抵達地中海的東緣。這個保持正確東西向的路線，約略在同一緯度上（圖六之藍

線），只比飛機的大圓航線（圖六黑線）多了三百多公里。至於南北向則與大圓等長。 

 

圖六 依不同方式橫越亞洲的路徑，兩弧形是依日出日落方向所走出的路線。筆者繪。

底圖：Google maps 

 
12 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第一冊，明文書局，1987，頁 136。 
13《考工記》描述匠人的定向方法為：「置槷以縣，視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 
14 同註 7，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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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當時人們真的已經發現日影會隨著季節變化嗎？若古人只是簡單地以為日出

東方、日落西方，每天以太陽起落方位來決定步行方向，太章啟程時假設是夏天，並開

始向西走，日落在西方偏北 0 到 30 度之間15，導致走向皆偏西北；秋分後日落偏向西南，

走向亦隨之偏西南。如此一來，他的路線將形成一個波浪的形狀，不同速度還會產生不

同弧形，越慢則弧形越小越密，如同蛇行一般（如圖六：多點連成之兩條呈現一快一慢

的弧線）。《周髀算經》可能成書於周代，而漢代樂府詩《陌上桑》第一句「日出東南隅」

也顯示日出日落位置不固定的觀念在民間已廣為人知，若為了簡化計算過程，可假設夏

代已經知道日出不一定在正東方，而且已能使用類似《周髀算經》的方法來定向而不蛇

行。然而以數學近似法可知，若夏代步測者每日隨太陽而走所測得的蛇行距離，不論其

速度快慢，都不會超過原直線路程的 2/√3＝1.15 倍（圖七）。 

 

圖七 藍線為依太陽起落逐日行走之弧形路線，黑線為固定依 30度行走之路線，藍線必

定短於黑線，黑線長度則為正確方向路線（三角形底邊）的 2/√3倍。另外紅線則為速

度減慢一倍之路線，亦可用相同方式解得相同結果。筆者繪。 

 

四、步測所需時間 

  若上面所說的他都能做到，那他要走多久呢？ 

  人類走路速度在無負重時約每小時四到五公里，每天走八小時約三十公里，其餘時

間則用於進食與休息。若計入偏斜誤差但不算繞路時間，東西向來回只要

7700x2/30/365x1.07＝1.505 約一年半左右。若是以逐日方式蛇行步測，則需要

7700x2/30/365x1.15＝1.62 約一年半多。但是山路沒這麼好走，緩坡行進速度可降低到

每小時三公里，跨越高山則速度更慢到每小時一公里以下。東西橫貫亞洲有許多山路，

如果太章行走較安全的絲路路線，山坡比例約佔全程一半左右。假設山路使他平均速度

降低一半，則需時約 1.5/2+1.5/2x2＝2.25 年。蛇行則為 2.43 年。 

至於走南北路線的豎亥，雖然山路比例較少且路程稍短，但是在寒冬中行走雪地的

速度也會變慢，因此走完時間與太章相近。最後，若以較嚴格的安全係數概念來假定他

們覓食、渡河、繞路與負重會額外多花兩倍時間（安全係數＝3，相當於飛機與汽車等

級之設計，一般機械與建築設計約在 2 以下）：2.25x3＝6.75 將近七年，蛇行則為 2.43x3

＝7.3 年，竟然就可以達成任務了！ 

 
15 此日出日落方位角為天文軟體 Stellarium 模擬而得之大致範圍，不一定準確，因為四千年前太

陽路徑與現在不同。劉次沅、馬莉萍《中國歷史日食典》，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6，頁 21 提到：

用近 300 年觀測而得的現代天文計算方法去外推遠古天象，會產生較大的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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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這個計算結果讓我們理解到四千年前完成如此偉大的徒步旅行是有可能的，也間接

暗示了古代中外知識的交流是超乎想像地活躍16，或許可為中國古天文知識是否含有外

來成份的爭議提供一點線索。不過古人壽命較短，當時人類渡過兒童時期之後的平均壽

命在目前科學界尚無定論，若不到三十五年，他們可能就得在學會各種謀生技巧後立刻

出發，才不會壯志未酬身先死。 

  測量亞洲的大小需要天文技術與求生技巧不斷的累積並反覆試走以找出通路，因此

也許是好幾代的人們逐步測得17，或由各地合作而完成的，然而當時的中亞、西伯利亞

與青藏高原是否已有文明、如何串聯彼此數據都是未知數。不過單就以上的思想實驗來

看，這樣刻苦耐勞的自助旅行家所進行的偉大壯遊，也許真的能在四千年前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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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b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cient Astronomy 

Knowledge and Large-scale Geographic Survey 

 

Liang Ouyang 

（member of CAHS） 

 

Abstract: The area where the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called the Four Seas has the 

concept that the continent is surrounded by the sea on all sides. However, there are mountains 

and deserts in the north and west of China. How did the ancients know the concept of the 

Four Seas? If we briefly explain the size of the Four Seas in ancient Chinese books of the 

ancient times, we can find that if the values of pacing the Four Seas are converted into 

kilometers through reasonable assumptions, they roughly correspond to the actual length and 

width of Asia.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astronomical constellation knowledge and 

observation methods that the ancients may have in the ancient times, and the difficulties and 

possible errors if they want to obtain such a level of data, and finally calculate the feasibility. 

We can find that the pacing time is no need too long and can be reached. Therefore, the data 

in ancient books imply that the exchange of knowledge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might be extremely active in ancient times, and may provide a clue to the dispute about 

whether Chinese ancient astronomical knowledge contains foreign elements. 

 

Keywords: Length and Width of Asia, Four Seas, Pacing Method, Ancient Chinese Astronomy, 

Pole star, Ancient Gnom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