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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燧與方諸：名詞演變及其物理概念發展 
 

邱韻如1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本會會員） 

 

摘要 中國古代常把陽燧與方諸相提並論，以感應之道來解釋何以隔空可以取得水火，

但其實兩者的物理機制截然不同。本文梳理相關資料，探討這兩者名詞的演變與其物理

概念之發展。 

關鍵詞：方諸、陽燧、取火、幾何光學、夢溪筆談 

一、前言 

    北宋沈括《夢溪筆談》裡的「陽燧」是「凹面銅鏡」，這則指出其照物及取火時的

「礙」，也就是幾何光學的「焦點」，並以各種倒影來說明「礙」的功用。本文原擬探討

陽燧，卻無法與方諸分割，雖然兩者的物理機制截然不同，但古籍常兩者並提，以感應

之道來解釋水火之隔空立致。因此耙梳文獻，探討兩者名詞演變及概念之發展，而無多

餘的篇幅論述倒影部分，待日後再述。 

 

圖一、《夢溪筆談》之〈陽燧照物〉 

 
邱韻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物理學博士，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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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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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沈括之前的陽燧與方諸 

(一) 先秦與西漢 

    《禮記·內則》詳述子事父母和婦事舅姑，晨起盥漱後身上配戴之物品1，左佩包括

金燧、右佩木燧，這裡的「金燧」是取火用的凹面銅鏡。《周禮》司烜氏在祭祀時以「燧」

取明火於日、「鑒」取明水於月。《考工記》〈攻金之工〉的「金」指的是銅，描述打造

不同青銅器具的六種銅錫比例，稱之「六齊」： 

司烜氏2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齍3、明燭，共明水。 

(《周禮．秋官》)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4，冶氏執上齊，....金錫半，謂之鑒燧5之齊。(《周禮．東官

考工記》) 

    考古發掘到的先秦墓，出土了好幾面凹面銅鏡6，其中山西侯馬晉國鑄銅遺址還出

土了完整的陽燧範7。 

    到了西漢，「燧」及「鑒」的名稱轉變為「陽燧」及「方諸」。「陽燧」易懂，但取

明水於月的「鑒」，何以變成「方諸」，則令人不解。《淮南子》8藉此兩物來講道理： 

....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天

文訓） 

夫物類之相應....夫陽燧取火于日，方諸取露於月，天地之間，巧曆不能舉其數，

手徵忽怳9，不能覽其光。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

陽同氣相動也。（覽冥訓） 

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數之則弗中，正在疏數之間。（說林訓） 

〈天文訓〉的物類相動前的文字，主要談地面動物與天的「感應」，由此推論「故陽燧

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覽冥訓〉這段說陽燧取火與方諸取露，

水火可立致，是由於「陰陽同氣相動也」。〈說林訓〉講以遂取火的位置，必須在「在疏

數之間」，來談「用人之道」。 

 
1 子事父母....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偪、屨著綦。

婦事舅姑，....。 
2 烜 (音選)，火盛貌。 
3 齍 (音資)，特指祭祀用的穀物。 
4 齊，音意同「劑」，錫的比例高的為下齊。鄭玄注曰：多錫為下齊，少錫為上齊。 
5 鄭玄注曰：鑒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鑒亦鏡也。凡金多錫，則忍白且明也。「鑒燧」是否

是方諸和陽燧，還是僅指凹面鏡，各家說法不一。 
6 見孫機(2014)。 
7 陽燧範就是鑄造陽燧鏡的模具。 
8 公元前 2 世紀(約 206 BC) 西漢淮南王劉安及其門客撰述。 
9 怳，音意同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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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南子》雖沒明示兩物的材質和形狀，但從考古推知陽燧應是凹面銅鏡，方諸則

無定論。《淮南萬畢術》另提到也可取火的冰透鏡10，《爾雅》釋「艾」為「冰臺」11： 

削冰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火生。 

（二）東漢到魏晉南北朝 

    東漢時期，提及陽燧和方諸的有王充(27~97)《論衡》與魏伯陽《周易參同契》12等，

以及鄭玄(127~220)注《周禮》、許慎(30~124)與高誘(約 200 前後)注《淮南子》，對陽燧

和方諸做了延伸的註解。 

    《論衡》的〈亂龍篇〉提到陽燧和方諸，其它如〈率性〉、〈定賢〉、〈說日〉、〈詰術〉

等篇均提到陽燧，有的用「遂」，有的用「燧」。 

日，火也；月，水也。水火感動，常以真氣。今伎道之家，鑄陽燧取飛火於日，作

方諸取水於月，非自然也，而天然之也。...（亂龍篇） 

夫道有真偽，...陽遂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煉五石鑄以為器，磨礪生

光，仰以向日，則火來至，此真取火之道也。今妄以刀劍之鉤月，摩拭朗白，仰以

向日，亦得火焉。夫鉤月非陽遂也，所以耐取火者，摩拭之所致也。（率性篇） 

以上所列舉的段落，與先前文獻相比，新增的有 (1) 鑄造的時間與材料：「五月丙午日

中之時，消煉五石13，鑄以為器，乃能得火」，與道家方士特別注重時辰有關，選陽氣最

旺的時辰來鑄造，並未提鑄造方諸的時辰及材料；(2)〈率性篇〉講到除了陽燧之外，「以

刀劍之鉤月，摩拭朗白」同樣可以取火，王充說是「摩拭之所致也」，以此來講「教導

以學，漸漬以德」。 

    魏伯陽《周易參同契》，以二氣感化來講取火與水道理： 

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諸非星月，安能得水漿？二氣玄且遠，感化尚相通，

何況近存身，切在於心胸。陰陽配日月，水火為效徵。（二氣感化章） 

    東漢經學大師鄭玄注〈司烜氏〉，說「鑒」是鏡，用以取水，方諸也。許慎和高誘

為《淮南子》作注14，解讀不同： 

夫遂，陽遂也。鑒，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陰陽之

潔氣也。明燭以照饌，陳明水以為玄酒。（鄭玄注） 

 
10 許多文獻引用冰透鏡取火時，大多引自與劉安相距約 500 年的晉張華《博物志》。除了冰透鏡

之外，在這時期是否有其它透明物體用來取火，也無定論。 
11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也解艾為冰臺。 
12《周易參同契》又名《參同契》，是一本講煉丹術著作，被稱為「萬古丹經王」。作者魏伯陽大

致生活在漢桓帝（147~167）時期。 
13 據東晉葛洪《抱朴子》，五石是丹砂、雄黃、白礬、曾青、磁石。 
14 高誘，東漢末經學大師，大約晚許慎 100 年。兩注已混淆，後世做了許多考證以茲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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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中時以當日下，以艾承之，則燃得火也。…

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

滴。先師15說然也。（高誘注）（清孫詒讓正義：高氏云“金杯無緣”，即窐鏡之形，

非真用杯也。） 

方，石也，諸，珠也。（許慎注） 

高許二注，值得思考的有：(1)「金杯無緣者」難懂，孫詒讓正義並未釋疑；(2)「熟摩

令熱」與《論衡》的「磨礪生光」及「摩拭朗白」迴異；(3) 稱「方諸」是「陰燧，大

蛤也」。稱陰燧可能是要跟「陽燧」對應，但「燧」是取火，把取水的方諸也稱「燧」，

並不適切。更且，取水的陰燧，為何也要「熟摩令熱」？(4) 稱「方諸」是大蛤，係因

方諸本來就是盛水的容器，大蛤屬陰，且便於盛水。既然是盛水容器，為何還要「以銅

盤受之」？(5) 「下水數滴」之「滴」，經後世傳抄或引用，有斗、升、合16等各式版本 

(6) 高誘未解「方」「諸」字意，許慎之注並未被廣泛接受，後世各種對方諸形狀、材質、

功用的各種解釋，更是說法分歧。(7) 強調取火時辰要在「日中」，取水要在「月盛」，

難道沒有人在弦月或無月之夜成功取過露水嗎？ 

    西晉崔豹《古今注‧雜注》寫到，陽燧除了取火外，可拿來照物；在筆者查得的資

料中，這是最早提到用陽燧來「照物」，也就是沈括講的「陽燧照物皆倒」。崔豹的「影」

是物體的光線經由凹面鏡反射所成的實像（見圖四 c）。 

陽燧以銅為之，形如鏡，照物則影倒，向日則火生，以艾炷之則得火。 

並非只有「艾」才能引火，西晉竺法護譯佛經： 

有目明眼之人，若摩尼珠、陽燧向日盛明，正中之時以燥牛糞，若艾若布，尋時出

火則成光焰。（《佛說胞胎經》） 

    東晉干寶(286~336)《搜神記．卷十三》寫下陽燧與陰燧的鑄造時辰，後者用來取水，

以金屬打造： 

夫金之性一也，以五月丙午日中鑄，為陽燧，以十一月壬子夜半鑄，為陰燧。（注：

言丙午日鑄為陽燧，可取火，壬子夜鑄為陰燧，可取水也。） 

（三）隋唐五代 

    隨著佛道盛行，繼南朝梁期間，扶南國(西元 519 年)與丹丹國(西元 531 年)17等南海

諸國遣使進獻火齊珠；西元 630 年，林邑國18遣使進獻火珠： 

 
15 先師是指高誘的老師盧植。 
16 1 斗 = 10 升, 1 升 = 10 合 (維基百科「中國度量衡」詞條)  
17 見《南史》列傳第六十八。扶南是柬埔寨歷史上最早出現的國家，存在年代是公元前 2 世紀

至公元 7 世紀初。丹丹國位於今馬來西亞。 
18 林邑就是占城，即今越南中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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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邑國，……(貞觀)四年，其王范頭黎遣使獻火珠，大如雞卵，圓白皎潔，光照數

尺，狀如水精。正午向日，以艾承之，即火燃。（《舊唐書》卷 197） 

火珠和被稱為「陽燧」的「凹面銅鏡」一樣可以取火，因此也稱其為火齊珠或陽燧珠，

甚至說陽燧就是火珠： 

陽燧是以火珠向日下，以艾於下承之，便得火也。（《外台秘要》19卷十九） 

佛經裡多處提到陽燧及方諸，例如《楞嚴經》卷三（約 705 年），佛祖跟阿難說道： 

汝觀城中未食之家，欲炊爨時手執陽燧，日前求火。...。彼手執鏡，於日求火。

此火為從鏡中而出？為從艾出？為於日來？阿難，若日來者，自能燒汝手中之艾，

來處林木皆應受焚。若鏡中出，自能於鏡出然於艾，鏡何不鎔？紆汝手執，尚無熱

相，云何融泮。若生於艾，何藉日鏡光明相接，然後火生。汝又諦觀，鏡因手執，

日從天來，艾本地生，火從何方遊歷於此？日鏡相遠，非和非合，不應火光無從自

有。....  

阿難，水性不定，流息無恒。...於白月晝，手執方諸，承月中水。此水為復從珠

中出？空中自有？為從月來?阿難，若從月來，尚能遠方令珠出水，所經林木，皆

應吐流。流則何待方諸所出，不流明水非從月降。若從珠出，則此珠中常應流水，

何待中宵承白月晝？若從空生，空性無邊，水當無際，從人洎天，皆同滔溺，云何

復有水陸空行？汝更諦觀，月從天陟，珠因手持，承珠水盤，本人敷設，水從何方

流注於此。月珠相遠，非和非合，不應水精無從自有。 

《楞嚴經》這段話對火和水究竟從何而來提出質疑與討論。同時也看到，陽燧取火已用

於民間炊爨，而「方諸」變成了「珠」加上水盤。 

  

圖二、《舊唐書．禮儀志》論封禪須明水實樽 

 
19 唐天寶十一年(公元 752)王燾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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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諸之名的紛亂，從《舊唐書．禮儀志》〈李敬貞論封禪須明水實樽〉可見一番，

有方諸、陰燧、大蛤、鑑諸、陰鑒有各式名稱。這段文字和古籍原文多有出入，唐高宗

乾封元年正月(西元 666 年)封禪，李敬貞上奏說司宰用陰鑒取不到水，他採用「大蛤」

則實驗成功，認為鄭玄錯解方諸為金屬製。李敬貞認定《淮南子》等書裡的方諸就是大

蛤，其實大蛤是高誘之注而非淮南所言。不知他是否有熟摩拭大蛤令熱後，對月等待露

水凝結。這段記載說陰鑒形如方鏡20，但《華嚴經音義》（約西元 700 年）引許慎《淮南

子》注，則說方諸為圓器： 

許叔重曰：陽燧，五石之銅精，仰日則得火，方諸，五石之精，作圓器似杯，仰月

則得水。 

    方諸，就是盛水的容器，其形狀材質與取露水的原理及探討，詳見高策與雷志華

(2009)。方諸和陽燧何以可以隔空取水火，和力學中的「超距力」一樣令人難以理解，

提出萬有引力概念的牛頓，也被超距力的概念所深深困惑，1692 年他在給當時劍橋大學

三一學院院長本特利的信中寫道21： 

實在難以想像沒有生命的物質能夠作用與影響其它物質，不需要非物質傳遞機制，

不倚靠彼此接觸…… 

五代(南唐)譚峭《化書．陽燧》，還是以感應來解隔空的火至水來：陽燧召火，方諸召水，

感激之道，斯不遠矣。 

（四）北宋 

    《太平廣記》成書年代約比《夢溪筆談》早約 100 年。將這段文字與《淮南子》及

《論衡》比對，可以發現有不少出入，其引書失覈之處，不擬在此細究： 

 
圖三、《太平廣記．感應一》五石精 書影 

 
20 見王玉民(2019)圖 2 
21  Isaac Newton, Letters to Bentley, 16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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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段文字來看，有幾點值得注意： (1)「二物皆當以形勢得。陽燧若偃月，方諸若圬

杯。若二器如板狀，安能得水火也？」，筆者解讀「形勢」是指陽燧和方諸的「形狀」，

兩器不能是「板狀」，而是「偃月」和「圬杯」，前者誤解《論衡》的說法，後者之「圬」

有低窪之意，讓筆者聯想到高誘注陽燧為「金杯無緣者」。 (2)「鑄陽燧，....，形如圓鏡，

向日即得火」和「陽燧圓以仰日得火；方諸圬而向月得水」，特別強調陽燧的「圓」，前

者並非出自《論衡》，後者與《華嚴經音義》引許叔重之注類似，但不盡相同。(3)方諸

鑄造的時辰及材料，並非《論衡》所言，查得《搜神記》有提及。(4)筆者查不到《感應

經》，從第一卷的書目也只查得《感應傳》。 

    宋代唐慎微《證𩔖本草》（1082 年開始撰寫），除了講到用水精珠和凹銅鏡均可對日

取太陽真火外，還將方諸所取之水稱為「諸方水」： 

諸方水，味甘寒無毒，主明目定心，去小兒熱煩止渇。方諸，大蚌也，向月取之得

三二合水，亦如朝露。 

三、問題與討論 

（一）名稱紛亂與使用 

    先秦時代，以燧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西漢《淮南子》稱為「陽燧」與「方

諸」。「陽燧」易懂，「方諸」則難以顧名思義。 

    方諸是為何物，漢時已無定說22。東漢時鄭玄、許慎及高誘的注相當分歧。若瞭解

方諸取露於月的原理23，即可理解方諸就是夜間用來承露水的容器，只要「凹」如鑒、

大蛤、石杯、玉杯24都行。燧是取火之意，高誘將方諸解為「陰燧」，並不適切。但「方」

是何意？許慎注「方」為「石」，「諸」為「珠」，並未讓世人釋疑。火珠傳入之後，在

佛經裡，陽燧、火珠、陽燧珠已混為一談，甚至「方諸」也變成「珠」。從《舊唐書．

禮儀志》論封禪須明水實樽之事可見方諸的各式名稱，經過大蛤實驗可取得水，而認定

方諸就是大蛤。但之後文獻對方諸的形狀和材質，還是各說各話。 

   《論衡》率性篇特別提出，除了陽燧取火前要「磨礪生光」外，「以刀劍之鉤月，摩

拭朗白」，同樣可以取火。刀劍之鉤月為何可以取火，王充說是「摩拭之所致也」。摩拭

其實是讓表面光滑使光線易於反射，鉤月至少也要微凹才能讓反射後的光線能相交於焦

點。高誘註解時卻變成「熟摩令熱」，連取水大蛤也要「熟摩令熱」，之後的文獻繼續

引用，持續訛傳。 

    陽燧一定得向日才能取火，但不見得在中午，上午或下午亦可，方諸取露水則不需

要月光，無月的夜，只要空氣中溫度濕度適合，一樣可以取到露水，不知道古代是否有

人在無月之夜做過實驗？究竟可以取到數滴，還是斗、升、合？ 

 
22 高茦＆雷志華(2009)。 
23 同上，有詳盡說明。 
24 同上。該文認為方諸應為熱的不良導體(非金屬)，並從南越王墓出土之承盤高足玉杯，推論其

為《淮南子》記載之方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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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祭祀以陽燧取太陽明火，中醫強調陽燧對日所取之火是真火，炙火之首要。從

《楞嚴經》可見，唐朝時一般民眾在煮飯時用陽燧對日取火已是普遍。首先提到陽燧照

物則影倒，可能是崔豹，之後筆者未見文獻上引用，直到《夢溪筆談》提及，並仔細描

述影像的變化過程。 

（二）製造的材料與時辰 

    《周禮》僅提到鑒燧之齊是金錫半。《論衡》裡講要在陽氣最旺的五月丙午日中之

時，消煉五石鑄以為器，後世還新增製造方諸的材料與時辰。選定時辰鑄造，並無物理

依據。至於「消煉五石」和「鑒燧之齊」是否有關連，筆者存疑之25。 

（三）隔空取水火的原理 

    《淮南子》和《論衡》是以陰陽及感應之道來講陽燧取火與方諸取水，其實兩者的

物理機制完全不同。在火珠傳入之前，陽燧指的是凹面銅鏡，係因太陽光 (可視為平行

光)射到鏡面，反射後相交於焦點（也就是沈括所謂的「礙」），造成熱度集中於此而

達到艾草的燃點(圖四 a)。火珠取火則是太陽光進出透明球體二次折射的結果(圖四 b)。

雖然西漢淮南王分別提及陽燧取火及冰透鏡取火，但後人並未將此兩件事結合並提。方

諸所取之水，並非從月而來，而是晚上空氣中的水分凝結成露水，與是否月盛其實無關。

道家以陰陽之道將隔空取水火這兩個物理原理完全不同的現象併為一談，之後名稱逐漸

紛亂與混淆，材質與形狀也分歧不一。難怪自古以來，一直無法釐清其真正物理原理。 

 

圖四、陽燧取火與照物之光路圖（作者繪） 

 

 

 
25 有些學者主張消煉五石，是製造玻璃或琉璃，見洪震寰(1960)及高策&雷志華(2009)。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5 期（2020 年 12 月） 

 

77 

 

（四）再論陽燧取火之道 

要理解陽燧取火與照物的原理，需要具備「光線」、「太陽光是平行光」及「漫射」

26的概念。《夢溪筆談》的陽燧照物，連結各種「倒影」，提出「礙」的概念，而非從

光線探討取火與照物的物理關連性。《夢溪筆談》之後，也未見將兩者連結之文獻。 

明末方以智《物理小識》，對取火原理有新意，可惜解讀錯誤。分以下幾點討論： 

(1) 自《爾雅》起，就把「艾」稱為冰臺，筆者個人以為「冰臺」應是指「削成圓形的

冰塊」比較合理。清末鄭復光實際製作冰透鏡取火成功，哈爾濱特殊奧運運動會(2006

年)也用冰透鏡取聖火。(2) 這則提及阿基米德以巨鏡燒羅馬船艦的典故之前，講的都是

「透明物」，推論方以智應以為「巨鏡」是火珠或凸透鏡等透明物體。(3)方中通注之取

火理論，竟是「物透明者，毋論水晶、琉璃、琥珀、陽燧、冰臺，凡物圓形皆能取火，

日射物中，物中必有一日，日本圓體，遇圓物則光聚，內外相照，光必相交...」，不知

其父方以智是否同意此說法？(4) 何以方中通會認為「圓」是陽燧能取火的重點，在《太

平廣記》可找到端倪。(5)「凹者光交在前，凸者光交在後」，看似是「光線」，其實還很

粗淺。 

從中世紀起，西方學者不斷接續研究凹面鏡與凸透鏡等「燃燒鏡」(burning mirror)

的幾何形狀，為幾何光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從 1936 年柏林夏季奧運會開始，都在希

臘奧林匹克發源地遵古法取聖火後傳遞到主辦國，其取火器具是類似凹面鏡的容器。 

 

圖五、《物理小識》空中取火法 

 
26 見邱韻如(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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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及討論之處 

    撰稿期間，觸及到許多有趣議題，因篇幅有限，有許多內容只能點到為止或予以割

捨，待日後再述：(1)消煉五石，是否是玻璃，以及玻璃的發展。(2)西方燃燒鏡的形狀

及其與幾何光學的發展。(3)佛經與中醫對陽燧與方諸的解讀與使用。(4)「方」與「珠」

的意義與發展。(5)《墨經》光學及明代之後的文獻，不在本文討論。  

四、結論 

    從陽燧與方諸的相關文獻來看，自東漢起，逐漸被添加附會許多的不合物理的內

容，名稱也越趨紛亂。例如將「摩拭朗白」及「磨以向日」，誤為「熟摩令熱」，還把方

諸稱之為陰燧，向月取水前也得「熟摩令熱」。在火珠傳入及佛經普及後，陽燧和方諸

之名稱與功用，更顯混淆。由於「方諸」顧名難思義，名稱與使用到今都還很分歧。 

    從陰陽、方圓、水火、月日等相應觀點，方諸和陽燧，總是並置出現，自古均以「感

應」來解釋水火隔空立致，其實兩者物理原理南轅北轍。崔豹和沈括均將陽燧取火與照

物並提，但也沒能發展出幾何光學。要能理解陽燧(凹面鏡)和火珠(透明球體)同樣可以

取火的物理原理，必須具備光線的概念、視太陽光為平行光、以及光的反射與折射。 

    《夢溪筆談》的「格術」與幾何光學還有很大差距。明末方以智，雖已閱讀到阿基

米德燒船艦的傳說，看似尚未釐清其物理概念。一直到清末鄭復光自行發展出一套幾何

光學理論27，也未能清楚明瞭上述光線的基本概念、沒有太陽光是平行光的概念、更沒

發展出折射概念，可見幾何光學的學習並非從生活中的觀察（例如實際以陽燧取火）即

可學得，必須要透過教育，建立關鍵及足夠的背景知識。 

    至於方諸究竟為何物，歷代以來意見分歧，除了唐代李敬貞質疑鄭玄並進行大蛤實

驗外，筆者沒有看到其它的挑戰或實驗，感到很可惜。 

    古籍卷帙浩繁，筆者僅能以查詢到的文獻來推論，必有不足、斷章取義或有謬誤之

處，尚請先進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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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inologies and Physical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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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ncient China, Yang Sui (陽燧) signifies an concave mirror used to focus 

sunlight to make fire while Fang Zhu (方諸), a container for collecting condensation under 

the moonlight. Yang Sui and Fang Zhu are often mentioned correspondingly and interpreted 

the transmission of fire and water at a distance by telepathy in various classics, but their 

physical mechanisms are totally different. This study accesses relevant ancient books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their terminologies and physical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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