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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溪筆談大家談座談會 
 

 

 

時間：2020 年 10 月 24 日（14：30-17：30） 

地點：健行科技大學 電資學院大樓 D320 教室。 

出席：邱韻如、徐勝一、歐陽亮、孫郁興、邱美華、何邦立、張之傑、孫兆中、徐統、

楊龢之、陳德勤、劉昭民、蘇錦瑟、陳文華、黃莉晴、劉有台、羅明哲（本會會員，簽

名序） 

許詠麗、葉吉珄、范文良、詹輝男、游碧華、許照美、杜素娥、張文玲、朱恩青、邱薏

臻、彭本治、林氿蘋、彭奕象、楊五雄、陳秀郎（聽友，簽名序） 

主辦：孫郁興 

主持：邱韻如 

 

孫郁興 

今年 10 月份與 11 月份，市圖總館不能提供場地。邱韻如老師提議 10 月份舉辦《夢

溪筆談》座談會。關於場地，我任教的學校可以免費提供，於是有今天之會，歡迎大家

蒞臨本校。以下將時間交給座談會企劃與主持邱老師。 

 

邱韻如 

沈括（1031-1095）的《夢溪筆談》是一部奇書。李約瑟譽為「中國科學史上的坐

標」。該書為筆記體，共 609則。根據李約瑟分析，其中科技部份計 207則，占全書三

分之一。 

《夢溪筆談》的科學內容包括天文、數學、物理、地理、醫藥、樂律、氣象、化學、

冶金、兵器、水利、建築、動植物等。此次座談會採自由報名方式，每位與談人闡述其

一則或兩則。與談人計 9位，分上下兩場，中場休息時間（有孫老師準備的波士頓派、

咖啡、銀杏枸杞茶、何醫師和美華買的芭樂及橘子），感謝孫老師印的講義，依發言先

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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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場：光學、地圖、天文、海洋 

邱韻如：陽燧照物 (卷三)  

徐勝一、孫兆中：飛鳥圖/守令圖 (補筆談 卷三) 

陳有志：形數 (卷七)（未出席，由孫兆中代為報告）  

陳德勤：海蠻師 (卷二十一)、車渠(卷二十二) 

下半場：異事 

張之傑：交趾獻麟 (卷二十一) 

何邦立：虹 (卷二十一) 

徐  統：揚州大珠 (卷二十一) 

劉昭民：山鷓（卷十三）、鸕鶿（卷十六） 

 

邱韻如 

14：30 開始上半場，15：40～16：00 中場休息，16：00~17：30 下半場及討論。

每位與談人報告時間限 10 分鐘以內。就由我開始吧。 

 

陽燧照物 

邱韻如 
《夢溪筆談》談論「鏡」的條目有（1）陽燧照物（卷三辯證一），（2）古人鑄鑑 （卷

十九器用），（3）透光鏡 （卷十九器用），（4）古鏡 （卷二十一異事）等四則。本次僅

討論「陽燧照物」，書文如下，括弧為原書注。 

陽燧照物皆倒，中間有礙故也，算家謂之格術。如人搖櫓，臬為之礙故也。若鳶飛

空中，其影隨鳶而移；或中間為窗隙所束，則影與鳶遂相違，鳶東則影西，鳶西則影東。

又如窗隙中樓塔之影，中間為窗所束，亦皆倒垂，與陽燧一也。陽燧面窪，以一指迫而

照之則正，漸遠則無所見，過此遂倒。其無所見處，正如窗隙、櫓臬、腰鼓礙之，本末

相格，遂成搖櫓之勢。故舉手則影愈下，下手則影愈上，此其可見。（陽燧面窪，向日

照之，光皆聚向內。離鏡一、二寸，光聚為一點，大如麻菽，著物則火發，此則腰鼓最

細處也。）豈特物為然，人亦如是，中間不為物礙者鮮矣。小則利害相易，是非相反；

大則以己為物，以物為己。不求去礙，而欲見不顛倒，難矣哉！（《酉陽雜俎》謂：「海

翻則塔影倒。」此妄說也，影入窗隙則倒，乃其常理。） 

古代陽燧主要是祭祀時用來取明火的銅製「凹面鏡」。直到西晉崔豹《古今注‧雜

注》才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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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談卷三辯證一的這段則記載，分為三部分：定義「礙」與「格術」，以及倒影的實例： 

（一）陽燧照物皆倒，…，與陽燧一也。沈括在此以「礙」來解釋倒影，解釋陽燧

照物皆倒、窗隙鳶影和樓塔倒影的現象。「礙」有可能是沈括發明的，並用搖櫓來做比

擬；格術則可能來自程頤的「格物致知」或更早的禮記大學篇。 

（二）描述如何找到「礙」的位置。陽燧面窪，以一指迫而照之則正，…此其可見。

(注：陽燧面窪，向日照之，光皆聚向內。離鏡一二寸，光聚為一點，大如麻菽，著物

則火發，此則腰鼓最細處也。)沈括在此特別描述用陽燧照物時，物體移動時的影像變

化過程，來講如何來判斷「礙」的位置，且以注來說明「礙」正是陽燧用來點火時的著

火點。 

（三）以「本末相格」來借寓人生道理。豈特物為然，人亦如是，中間不為物礙者

鮮矣。…(到最後)。 

沈括並未在此提出所謂的幾何光學理論，而是以「本末相格」來借寓人生道理。「豈

特物然」、「中間不為物礙者鮮以」和「以己為物，以物為己」，三處的「物」各是指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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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 

最後自注：「《酉陽雜俎》謂海翻則塔影倒，此妄說也」，筆者查了唐代段成式的這

本書，發現其原文（陳司徒在揚州時，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與沈

括寫的不一樣，講的可能是「海市蜃樓」。東市塔影「忽」倒，既然是忽倒，不可能是

針孔成像，是「海市蜃樓」的機率頗高。 

 

座談會現場，出席者三十餘人，陳德勤攝。 

 

《守令圖》的地圖要素 

徐勝一、孫兆中 

沈括（1031-1095）是一位了不起的科學家、文學家、軍事家、外交家、博物學家。

關於筆談補錄的地理之書，他引用古人《飛鳥圖》而作《守令圖》，《夢溪筆談•補筆談

卷三》： 

地理之書，古人有《飛鳥圖》，不知何人所為。所謂「飛鳥」者，謂雖有四至里數，

皆是循路步之，道路迂直而不常，既列為圖，則里步無緣相應，故按圖別量徑直四至，

如空中鳥飛直達，更無山川回屈之差。予嘗為《守令圖》，雖以二寸折百里為分率，又

立準望、牙融、傍驗、高下、方斜、迂直七法，以取鳥飛之數。圖成，得方隅遠近之實，

始可施此法。分四至、八到為二十四至，以十二支、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八乾、乾坤艮巽

四卦名之。使後世圖雖亡，得予此書，按二十四至以布州縣，立可成圖，毫髮無差矣。 

我們分析古地圖，對於分率、準望等七法試釋如下： 

分率：即比例尺之概念，如五萬分之一(軍用)、二十萬分之一(行政)、九十萬分之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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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望：即指北針定位表，取天干十位、地支十二位、八卦四位。 

牙融：拼圖的原則與方法，一張大圖因攜帶不便，常常拆卸成數張，其上下左右之

銜接必須有符號或經緯線作為騎縫，如牙齒之咬合。 

傍驗：即是圖例說明，在地圖旁邊以文字註釋圖內道路、鐵路、界線、水利設施、

土地利用等細節，軍用圖中還有村莊、農田、窪地、村落的註釋。 

高下：地勢高低，今圖以等高線示之，古代以繪畫山頭示意其高低。 

方斜：可估計距離及區域面積，如禹貢圖。 

迂直：截彎取直之術，兵法云：「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故迂其途，

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 」。 

 

象數中的真數與形數 

陳有志 

《夢溪筆談》卷七象數一，沈括談到他之前在《熙寧晷漏》一書發現冬至日與夏至

日，兩者一天刻漏不同的總數，可以由此差數，推究出一個更符合天文運行的真數概念。

這是他從晷影與刻漏的計數研究，在天文學及數理上，揭發了前人沒有注意的兩件新發

現。書文如下。 

古今言刻漏者數十家，悉皆疏謬。曆家言晷漏者，自《顓帝曆》至今，見於世謂之

大曆者，凡二十五家。其步漏之術，皆未合天度。余占天侯景，以至驗於儀象，考數下

漏，凡十餘年，方粗見真數，成書四卷，謂之《熙寧晷漏》，皆非襲蹈前人之跡。其間

二事尤微：一者，下漏家常患冬月水澀，夏月水利，以為水性如此；又疑冰澌所壅，萬

方理之。終不應法。余以理求之，冬至日行速，天運已期，而日已過表，故百刻而有餘；

夏至日行遲，天運未期，而日已至表，故不及百刻。既得此數，然後覆求晷景漏刻，莫

不脗合。此古人之所未知也。二者，日之盈縮，其消長以漸，無一日頓殊之理。曆法皆

以一日氣短長之中者，播為刻分，累損益，氣初日衰，每日消長常同；至交一氣，則頓

易刻衰。故黃道有觚而不圓，縱有強為數以步之者，亦非乘理用算，而多形數相詭。大

凡物有定形，形有真數。方圓端斜，定形也；乘除相蕩，無所附益，泯然冥會者，真數

也。（下略） 

沈括在此差數關係指出來的真數，總歸在「物有定形，形有真數」的現象原則。這

兩點成就：首先，冬至日與夏至日的刻漏數差，指出的「冬至日行速；夏至日行遲」。

天文學上，沈括在黃赤距的「至點」，間接發現了橢圓軌道的「拱點」現象。其次，在

數理上「物有定形」的真數，指出了連續運動中「舒數」及「疏數」，因不同速率組合

出來「稀闊」的平滑軌道。這裡檢括了複合函數中的內插曲線及二次曲線。真數有著幾

何形數的內容，又像聖文森特方圓方程圓周與正切線的近似值。 

沈括所以把《熙寧晷漏》的等差關係，在《夢溪筆談》以真數來解釋象數。這點貢

獻，除了真數可以由「相盪相因」的減除關係，因各組餘數推定出「方圓端斜」的斜率，

再進一步推算出一個連續平滑曲線運動的定形定象形式，解決傳統「觚而不圓」，產生

「多形數相詭」的稜角多邊形。「定形」的意義，更在《繫辭傳》所謂「在天成象，在

地成形，變化見矣」的「成象」或「垂象」。或「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的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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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觀變。這裡的倚數成象，已完全不同傳統易學的時變，以及授時步氣的節氣變化。由

此，沈括等差比的數理，是在中國歷史上，以最早以純粹數理導入自然現象的科學研究。 

 

海蠻師及車渠 

陳德勤 
《夢溪筆談》卷二十一異事，有一則海蠻師： 

嘉祐中，海州漁人獲一物，魚身而首如虎，亦作虎文；有兩短足在肩，指爪皆虎也；長

八、九尺。視人輒淚下。舁至郡中，數日方死。有父老云：昔年曾見之，謂之海蠻師。

然書傳小說未嘗載。 

古時師通獅，但該物種應指海豹，而非海獅。海豹前肢較短，且前鰭有銳利爪，此

特性是海獅所沒有，海豹在陸地上不能站。書文中的海蠻師應為班海豹（Phocalargha），

牠分布緯度高寒冷水域，在中國分布於黃海、渤海，體長約 1.2-2 公尺，該海豹全身生

有細密短毛，背部灰黑色，並有不規則棕灰色或棕黑色，被認為如虎斑，該海豹當時被

江蘇連雲港漁民捕獲，因久未接觸海水導致淚腺大量分泌，後來他們將斑海豹移至城

中，應與環境（長期未接觸海水）加上若沒採食正確食物（魚類、頭足類）是造成其死

亡因素。 

卷二十二謬誤，提到硨磲： 

海物有車渠，蛤屬也，大者如箕，背有渠壟，如蚶殼，故以為器，致如白玉。生南

海。《尚書大傳》曰：「文王囚於羑里，散宜生得大貝，如車渠以獻紂。」鄭康成乃解之

曰：「渠，車罔也。」蓋康成不識車渠，謬解之耳。 

車渠，即硨磲，泛指硨磲亞科（Tridacnidae）。主要分布在印度洋、太平洋海域，

生活在熱帶海域的珊瑚礁環境中，屬軟體動物門雙殼綱，是海洋中最大的雙殼貝類，體

長可達 1 米以上，重達 300 公斤以上。硨磲外套膜內有大量的蟲黃藻，藉助膜內玻璃體

聚光，使蟲黃藻大量繁殖而作為自身養分，二者形成互利共生的特殊關係。硨磲貝殼略

呈三角形，殼頂彎曲，殼緣呈波形屈曲，表面灰色上數條像被車輪輾壓過的深溝道。硨

磲肉可食，牠的閉殼肌可作為食材干貝。大硨磲殼可用作貯水器，或貝雕原料，有的硨

磲還能產生珍珠。小型者可燒製石灰或供觀賞。硨磲是佛教七寶之一。《本草綱目》中

記載硨磲有鎮心、安神、涼血、降壓的功效。 

 

 

 

 

 

 

 

 

 

 

 

 

中場休息，邱美

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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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趾獻麟 

張之傑 

根據李約瑟統計，《夢溪筆談》屬於生物類者 52 則。這裡介紹一則，略窺筆談在史

學上的價值。 

筆談卷二十一異事，記載交趾獻麟，此事正史未載。 

至和中交趾獻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鱗，首有一角。考之記傳，與麟不類，當時

有謂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鱗，莫知其的。回詔欲謂之麟，則慮夷獠見欺；不謂之麟，

則未有以質之；止謂之異獸，最為慎重有體。（下略） 

交趾所獻之麟究為何物？陸生哺乳類中，「首有一角」者只有印度犀（Rhinoceros 

unicornis）和爪哇犀（R.sondaicus）。兩者周身皆有大型鎧甲狀摺襞，肩部和臀部有鉚釘

狀結節。書文「通身皆大鱗」，應指大型鎧甲狀摺襞。 

書文「如牛而大」。兩種獨角犀，爪哇犀較小，仍遠大於牛。就地緣而言，爪哇犀

曾廣泛分佈中南半島、蘇門答臘、爪哇一帶，越南的安南亞種 2010 年始滅絕。故以爪

哇犀可能性較大。 

書文：「當時有謂之山犀者」。山犀即蘇門犀（Didermocerus sumatrensis），先秦曾

分佈至華北，其後長期分佈南方偏遠地區。《古今圖書集成》食貨典載歷代土貢犀角地

區，至宋代尚有衡州、寶慶府，所貢當為蘇門犀之犀角。 

《公羊傳‧哀公十四年》：「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交趾（越

南北部）為儒家文化圈一員，應深知獻麟的文化意義。交趾以獨角犀混充，朝臣「止謂

之異獸」，並未因討好皇帝而比附為麟。這可從一個側面，看出宋代知識份子的實事求

事，以及皇帝的仁厚。 

 

虹 

何邦立 

西元 1075 年，沈括奉詔出使遼國，看到此日光折射的自然景觀。他的觀察極為細

微，同時記錄了虹在天空與太陽的位置是相對的，及其運動方向，完全符合科學原理，

只差未提出光的色散變化，也代表了宋代天象觀測的水平。 

筆談卷二十一異事，有關「虹」的記載如下。 

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信然。熙寧中，予使契丹，至其極北黑水境永安山下卓帳。

是時新雨霽，見虹下帳前澗中，予與同職扣澗觀之，虹兩頭皆垂澗中。使人過澗，隔虹

對立，相去數丈，中間如隔綃縠。自西望東則見（蓋夕虹也）。立澗之東西望，則為日

所爍，都無所睹。久之，稍稍正東，逾山而去。次日行一程，又復見之。孫彥先云：「虹

乃雨中日影也，日照雨則有之。」 

先秦《莊子》中有「陽炙陰為虹」。《列子天瑞》中亦提及：「虹霓也，雲霧也，風

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初唐孔穎達在為《禮記注疏》月令：「若雲薄漏

日，日照雨滴則虹生」，說明了虹乃雨過天晴，陽光照射雨滴而成。中唐張志和，先是

發現「雨色映日而為虹」，繼而發現「背日噴乎水，成虹霓之狀，而不可直者齊乎影也」。

背日噴乎水就是人工造彩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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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程大昌《演繁露》提及 ：「 凡雨初霽，或露之為晞，其餘點綴于草木枝葉之

末，欲墬不墬，則皆具為圓點，光瑩可喜，日光入之，五色具足，閃爍不定，是乃日之

光品著色於水，而非雨露有此五色也」。南宋蔡卞《毛詩名物解》：「今以水噴日，自側

視之，則暈為虹霓……故今雨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認知又進

了一步。 

明末方以智《物理小識》：「映日射飛泉成五色；人於回牆間向日噴水，亦成五色。

故知虹蜺之彩、星月之暈、五色之雲，皆通此理」。這研究已經涉及到日光色散問題了。 

佛法有云，萬法由心生，心量無邊。我因特殊因緣，多次參與藏傳佛教閉關法會，

會後天際出現虹彩與祥雲。此事親身經歷、目睹、見證之。以今日知識觀之，實無法給

予適當的科學解釋，實乃「異事」！ 

 

揚州大珠 

徐統 

《夢溪筆談》第 二十一異事中有這麼一條： 

嘉祐中，揚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見。初出于天長縣陂澤中，後轉入甓社湖，又

後乃在新開湖中，凡十餘處，居民行人常常見之。余友人書齋在湖上，一夜忽見其珠，

甚近。初微開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橫一金線。俄頃忽張殼，其大如半席，殼中白光如

銀，珠大如拳。爛然不可正視。十餘里間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遠處但見天赤如野

火；倏然遠去，其行如飛；浮于波中，杳杳如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類月，熒熒

有芒焰，殆類日光。崔伯易嘗爲《明珠賦》。伯易，高郵人，蓋常見之。近歳不復出，

不知所往。樊良鎮正當珠往來處。行人至此，往往維船數宵以待現，名其亭爲「玩珠」。 

研究「外星人」的人，認為這是可靠的「外星人」光臨的記載。作者沒有造謠的動

機，沒有自作主張解釋。他只說這是好幾年來很多人看見很多次的現象。那麼，除了「外

星人」之外，還真不好說。只是珠「大如拳」，整個飛行器「大如半席」，比人類製造的

飛行器和人類想像的外星飛行器小得多。或許有兩個可能：一是外星智慧生物的體型遠

比我們小。二是那艘飛行器是無人的 robot。 

 

山鷓與鸕鶿 

劉昭民 

對於動物之利用方面，卷十三權智篇提到山鷓： 

莊子曰：畜虎者不與全物生物，此為誠言。嘗有人善調山鷓使之鬥，莫可與敵。人

有得其術者，每食則以山鷓皮裹肉哺之，久之，望見真鷓，則欲搏而食之。此以所養移

其性也。 

山鷓指鵪鶉，雄性好鬥。書文說明，要訓練鵪鷓好鬥，就在每次餵食時，用鵪鷓皮

裹上肉餵牠，時間久了，看到真山鷓也要衝上去吃。這是生理學上「條件反射」的實際

應用之一例。 

卷十六藝文提到鸕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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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人臨水居者，皆養鸕鶿，繩繫其頸，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至今如此。予

在蜀中，見人家養鸕鶿使捕魚，信然。 

書文具體地介紹當時馴養鸕鶿，利用牠下水捕魚的實際經驗，今日桂林漓江上的漁

民尚使用這種方法捕魚。 

 

邱韻如 

與談人報告結束，接下去進入討論，由張之傑老師負責記錄。請大家踴躍提問。 

 

許成之：請問徐老師，您介紹馬王堆地圖時提到長沙王，有長沙國嗎？ 

孫兆中：漢初有封國長沙國。七國之亂後，始廢除封國。 

 

徐統：請問邱老師，夢溪筆談上的註，是誰註的？ 

邱韻如：我認為是沈括本人，若求證後不是，再告訴您。 

楊龢之：古書翻刻，刊刻者難免會攙雜己見，但從內容看，基本上仍是作者原註。（會

後告訴記錄者） 

 

邱韻如：我補充一下徐老師提到的明代世界地圖。除了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還有南

懷仁的坤輿全圖，後者藏台北故宮博物院。位於基隆八斗子的海科館正在展出「繪製世

界特展」，包括坤輿全圖，以及此圖製成的大地球。陳老師談到的硨磲，我在海科館的

寶庫藏珍特展見到一個超大的，拍的圖片已放群組。 

 

何邦立：希臘神話維納斯從貝殼中誕生，是否即硨磲？ 

陳德勤：名畫維納斯的誕生，維納斯站在貝殼上，那貝殼有多道稜起，正是硨磲。 

 

邱美華：干貝都來自硨磲嗎？ 

陳德勤：硨磲的閉殼肌可作為干貝，但許多地方已將硨磲已列為保護動物。 

張之傑：干貝主要來自扇貝和江珧蛤的後閉殼肌，市售的干貝不大可能來自硨磲。 

 

邱韻如：海蠻師（斑海豹）何以流淚？ 

陳德勤：這是被捉上岸後的一種保護機制，流淚使眼睛濕潤。 

 

陳文華：請教何醫師，您看到的祥雲，是指形狀還是顏色？ 

何邦立：兩者都有。根據上師的說法，人的心識可將之請出來。 

徐勝一：我補充一下，祥雲可能和冰晶折射、反射有關，屬於大氣光學。 

邱韻如：前一陣子，我在台北見到日暈，即冰晶雲所造成的。 

 

邱美華：彩虹從天上往下看，是圓形的嗎？ 

何邦立：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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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韻如：西方在中世紀就有人研究彩虹，笛卡兒以科學解釋彩虹，到牛頓已解釋得很清

楚。 

 

陳文華：佛像後有一圈光，代表什麼？ 

張之傑：大概代表佛光普照吧。其實基督教所畫的耶穌、聖母和天使，頭上也有光。宗

教畫只要頭上（或身上）有光，就知道是神，不是凡人。 

邱韻如：補充一下，在《詩經》裡的彩虹，稱為「螮蝀」或「蝃蝀」。古人認為彩虹是

從天上下來溪邊喝水的神獸，或許可以解釋為何「虹」是虫字旁。 

 

徐統：夢溪筆談的揚州大珠，談飛碟的書幾乎都會提到。不過「珠大如拳」，飛碟不應

那麼小。 

何邦立：U2 飛行員華錫鈞於 1959 年 8 月 3 日在美夜航訓練時，發動機熄火，迫降於德

州克爾特斯鎮。機場經理見此怪異飛機、奇裝異服飛行員、說聽不太懂的語言，還以為

是外星人來訪。此項傳說在該小鎮流傳逾 50 年。 

 

邱韻如 

時間差不多了，討論到此為止。各與談人的發言稿，及討論記錄，經過整併，將刊

學刊第 25 期。各與談人如意猶未盡，可另寫成專文，逕寄學刊主編巫紅霏。此次座談

會到此為止。謝謝提供場地的健行科大，謝謝孫郁興會長的安排，謝謝大家撥冗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