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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之「礙」： 

中國古籍對塔倒影的探究與概念發展 

邱韻如  

（本會會員） 

 

摘要 北宋沈括在其《夢溪筆談》中，提出「礙」的理論來解釋各種倒影。尤其是塔倒影

的部分，一直受到後世的關注與討論。本文梳理相關資料，探討歷代學者對塔倒影的探

究與概念發展。 

關鍵詞：夢溪筆談、塔倒影、針孔成像、陽燧、幾何光學 

 

一、 前言 

    北宋沈括(1031~1095)《夢溪筆談》的〈陽燧照物〉(圖一)，可分為四部分來讀：第

一部分（陽燧照物皆倒，…，與陽燧一也）定義「礙」與「格術」，沈括在此以「礙」來

解釋陽燧照物皆倒、窗隙鳶影和樓塔倒影等現象。「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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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陽燧面窪，...，

此則腰鼓最細處也。) 描述如何找到「礙」的位置。古代陽燧主要是用來取火的，很少

拿來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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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明如何

來判斷「礙」的位置，且用注來說明「礙」正是陽燧用來取火時的著火點。第三部分（豈

特物為然，…而欲見不顛倒難矣哉），以「礙」來借寓人生道理。第四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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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其對《酉陽雜俎》

說法的不同意。 

    這段記載裡的其中的「塔倒影」，一直受到後世的關注與討論。本文梳理相關資料，

探討歷代學者對塔倒影的探究與概念發展。值得注意的是，沈括的用句和唐代段成式

(806~863)書中的原文不盡相同： 

諮議朱景玄見鮑容說：陳司徒在揚州時，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

（段成式《酉陽雜俎》·卷四·物革1） 

    「海翻」或「海影翻」究竟是何意，非本文之探討重點，將另撰文討論。沈括所講

的「影入窗隙則倒，乃其常理」之塔影倒的關鍵在「窗隙」，在物理上是「針孔成像」，

所成的是「像」，而非「影」。 

 
邱韻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物理學博士，現任中華科技史學會理事長，從事科學史與物理教材

教法研究，電郵：yjchiu@mail.cgu.edu.tw 

1 《酉陽雜俎》物革篇，記載事物離奇變化筆記六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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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夢溪筆談》卷三辯證一之〈陽燧照物〉書影 

二、 後人引用《夢溪筆談》之「塔倒影」                                                                                                                                                                                                                                                             

(一)  南宋：陸游《老學庵筆記》與南宋二詩 

陸游(1125~1210)在《老學庵筆記》裡摘抄《酉陽雜俎》、沈括塔倒影及記載他親見

的三個塔倒影： 

段成式《酉陽雜俎》言揚州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沈存中以謂大抵

塔有影必倒。予在福州見萬壽塔，成都見正法塔，蜀州見天目塔，皆有影，亦皆倒

也。然塔之高如是，而影止三二尺，纖悉皆具。或自天窗中下，或在廊廡間，亦未

易以理推也。（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八） 

    陸游寫的「海影翻」和《酉陽雜俎》用詞相同。所摘之沈存中言則有出入：沈括的

原文是「影入窗隙則倒，乃其常理」，陸游寫成「沈存中以謂大抵塔有影必倒」，漏失「窗

隙」這關鍵二字。陸游所見之三塔「皆有影，亦皆倒也」，筆者讀到這兒，一開始直覺認

定所指是地上塔影，但基於「或自天窗中下，或在廊廡間」，進而確認是窗隙塔影（針孔

成像）無誤。兩位南宋詩人也作詩提及塔倒影，前者有寫到「隙窗」，後者提及「海翻」： 

相輪高插碧霄寒，好是如如不動山。弄影翻光顛倒轉，微權只在隙窗間。（南宋 

洪諮夔2〈東山塔影〉） 

羅漢院塔影，顛倒難致詰。稗書志海翻，此理殊未必。（南宋 周文璞3〈贈蘇召叟

4〉其中四句） 

 
2 洪諮夔 (1176~1236) 。夔ㄎㄨㄟˊ。 
3 周文璞，約 1216 年。 
4 蘇泂 (1170~c.1220)，字召叟，北宋丞相蘇頌四世孫。陸游也有一首詩題為〈贈蘇召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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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元：楊瑀《山居新語》與陶宗儀《輟耕錄》 

    元代楊瑀(1285-1361)在《山居新語》紀錄幾種塔影 (圖二 a)。在摘抄沈存中、陸放

翁等文字之後，記錄了他個人的觀察經驗。松江夏義士，係指上海松江區的夏椿5，夏家

房門無端出現之西番塔影，奇異之處在於松江並無此塔，筆者未查得「西番塔」所在之

處，不知塔位置與松江夏宅的關係，無以判斷此影從何而來。其在平江虎丘寺所見之孔

閣倒影，描述極為詳盡(閣上檻窗下裙板中有一節孔閣，僧以紙屏照之，則一寺殿宇廊廡

悉備見於屏上，其影皆倒)，確定係「針孔成像」，而保叔塔的塔燈光倒插於段橋湖中，

則為「面鏡成像」。比楊瑀稍晚，同樣住於松江的陶宗儀(1329-1421)在《南村輟耕錄》記

載了平江虎丘的塔倒影，他描述的夏家小室內倒懸于西壁之塔影，並非所述松江城中四

個塔之一(圖二 b)，應該就是楊瑀所謂不知從何而來的西番塔。 

  

(a)元代楊瑀《山居新語》卷三，《知不足齋叢書》

本，1360 年刊行。 

(b)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十五 

(約 1366 年) 

圖二、平江虎丘與松江塔影 

(三) 明萬曆年間：錢希言《獪園》與顧起元《客座贅語》 

    明萬曆年間，錢希言(1562-1638)《獪園》卷六有兩段記載(圖三)，分別題為「塔影」

和「方塔」，描述常熟方塔及牛首山之塔影，相當精采，但莫測其理。凌亂波光中見潭中

數十塔影，並非「針孔成像」，而是水面凹凸不平所成之像。從徐光祿四子宅所見之方塔

塔影數百座(數目有些誇張)，應為透過北樓壁縫之數百個小孔(有可能是「窗櫺」) 之針

孔成像。關於牛首山獻花巖祖堂內之塔影及僧房蜃窗塔影，亦均為「針孔成像」。 

    同一時期，顧起元(1565-1628) 在《客座贅語》6記錄了好幾種塔影(圖四)。首句「塔

 
5 夏椿 (1246~1320) 元代松江華亭人（今上海市松江區城區）。成宗大德末，歲大飢，死者相枕。

椿辟廬舍施粥，貧者皆攜老幼歸之。又創義學，以教鄉之子弟。有司上其事，事聞于朝，旌其門

為「義士」。 
6 《客座贅語》全書 10 卷，計文 467 篇，記述明朝南都金陵的地理，歷史、典故、人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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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無不倒者」可能受陸游所寫「沈存中以謂大抵塔有影必倒」之影響。牛首山及永慶寺

之塔影，有提到「縫」及「窗虩」，可確認是「針孔成像」。大報恩寺與舊鐵塔寺之塔影，

均在塘中，但未提及「窗隙」，筆者推測應為「水中倒影」(面鏡成像)。「走馬燈之影」，

非針孔成像，本文不擬探討。各種塔影，成因各異，顧起元說「此等理自在目前，思之

遽未得其解」，也認為沈存中與陸務觀所言其理亦未暢。 

 

圖三、錢希言《獪園》卷六 塔影、方塔 (1613) 

       
圖四、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九〈塔影〉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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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明末：方以智《物理小識》 

    方以智(1611~1671)《物理小識》摘抄《夢溪筆談》陽燧照物和陸放翁塔倒影敘述後，

提出他個人的觀察及領悟(圖五)。方以智把段成式言，寫成「海翻則招影倒，謬也」，多

了「招」字。他自己看到牛首塔影及寓白門塔影樓有所悟，悟到什麼呢？從文章結構來

看，似乎是下面寶石水晶彩虹之理，若是，這樣的「悟」從物理概念來看是很奇怪。其

子中通的注，用水(水能攝物入其中)與氣來解釋7，還用人眼識物及目藏血水，來講「物

在東，影在西」之理，揭暄8還補上說這就是「視差法」。儘管解釋迥異於現代幾何光學，

但遵循其對「氣」的理論9，有一番見解，比起之前學者的「思之遽未得其解」，還是值

得肯定。 

 

圖五、方以智《物理小識》卷八器用類〈陽燧倒影〉書影 (1664)  

(五) 清乾隆年間：虞兆湰《天香樓偶得》與博明《西齋偶得》 

    乾隆 5 年(西元 1740 年)刊行之《天香樓偶得》，有兩大段分別論及「倒塔影」及「陽

燧影」(圖六、圖七)。虞兆湰在真如寺做了詳細的觀察，推論不同季節時太陽位置不同

的情況，並和寺僧求證他的推論。回家後，還做了小木塔實驗，提出「轉照」的理論。

陽燧影這一段，他拿出自家珍藏的陽燧仔細觀察探究，認為並非中間有礙，而是與小木

塔實驗相同的轉照機制；其中論及的走馬燈之影以及圓鏡照物亦倒，本文不做討論。虞

兆湰的觀察很仔細，否決了沈括「中間有礙」之說，提出一套自洽的轉照說，雖然和現

代幾何光學不符，但其探究精神值得讚賞。 

     

 
7 在《物理小識》卷之二地類〈海市山市〉之揭暄註解，也是用同樣的理論。 
8 揭暄 (1621-1702)，方以智的學生。與方以智的兒子中德、中通、中履一起註解《物理小識》。 
9 方以智遵循父親和老師王宣「兩間有氣」的理論，來解釋自然界的一些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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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虞兆湰《天香樓偶得》〈倒塔影〉書影 (1740 年) 

 

 

圖七、虞兆湰《天香樓偶得》〈陽燧影〉書影 (1740 年) 

    博明10在《西齋偶得》也論及塔倒影 (圖八) 11，博明認為前人所述似是而非，因而

提出自己的觀察、推理與實驗。這一大段文字，前半段摘錄《天香樓偶得》（但未註明出

處），駁斥「轉照」說，認為「是以塔影倒垂與日及地上之影無涉，其妙理則在墻板之厚

薄及墻與壁相距之遠近」（並未提及「竅」）。他舉了幾個「凸透鏡」的例子：「此正如陽

 
10 博明 (1718~1788)，原名貴明，滿洲鑲藍旗人，號西齋。清朝翰林、詩人、畫家。 
11 筆者不理解此段為何置於「鬱棲」標題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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燧球與顯微鏡、老昏眼鏡，皆可取火，其光聚處，謂之礙，過此遂倒」12，提出他所做

的棉被實驗(與沈括的「窗隙鳶影」類似)。最後提到「其書復有陽燧一則，其誤亦與此

條同，故不更及」。此書應該是指《天香樓偶得》（但未註明出處）。 

 

圖八、博明《西齋偶得》論「塔倒影」書影 (1773 年刊行) 

 

圖九、鄭光祖《一斑錄》卷三物理篇 

(1843 年) 

  

 
12 陽燧球係透明的圓球(水晶或玻璃製)，其原理與凸透鏡一樣，見邱韻如 (2020)：陽燧與方

諸：名詞演變及其物理概念發展，p76。此處之顯微鏡係指「放大鏡」，老昏眼鏡就是老花眼

鏡，兩者都是凸透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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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晚清：鄭光祖《一斑錄》各種倒影 

清末鄭光祖在《一斑錄》中提到多種光學現象(圖九)，在這段文字裡，作者和前人

一樣，通稱為「影」。從物理概念來看，「光有所遮而成影」這七個字，正確描述了「成

影」現象。但是，「光有所遮而成影...日食分秒畢見而影亦倒」這一段，講的都是與日

光有關的「針孔成像」，鄭光祖以為太陽發出的「影像」是藉由光帶入小穴後翻轉倒立，

會呈倒立係與「遮」有關（而不是「小穴」）。「屋漏日光在地如錢，光中有雲影推過，...

實向東南」這幾句，則與「窗隙鳶影」概念類似。撐篙入水如曲與碗中錢影，是物理上

的「折射成像」，《遠鏡說》也有此兩例，但此時他們都尚未理解何謂折射。從凹凸面鏡

成像與眼鏡那一段，可以看出，他所謂的「影」，其實都是指物體發出的「影像」，是標

準的「影像發射概念」。這一段話，有很多標準的迷思概念，可以作為教學時的參考。 

(七) 晚清：鄭復光《鏡鏡詅癡》與鄒伯奇《格術補》 

    沈括用「礙」把「陽燧照物」（凹面鏡成像）與「窗隙塔倒影及鳶影」（針孔成像）

類比，將此種「本末相格」稱為「格術」。沈括當時的「算家」是否用「格術」這個說法，

不得而知，後人也未再提及「格術」，直到清代鄭復光(1780~c.1853)在引述這則內容時，

加了「格者，隔也」，訓「格」為「隔」，更將凹凸透鏡成像也匯入「本末相格」的體系。 

鄭復光早年在揚州看「取影燈戲」，引發其對光學探究的好奇，經過十數年的觀察、

實作及探究，寫成《鏡鏡詅癡》一書(1847 年刊行)，此書引用中西書目多達四十餘種，

最主要引用的是沈括《夢溪筆談》與湯若望《遠鏡說》。鄭復光承襲沈括的「格術」，用

「光線成交」13來解釋倒像，謂之「取影」，並從針孔成像與凹面鏡成像的「雷同」（同

為「倒像」），推論到凸透鏡成像也是同樣的道理。 

若束以細孔，去壁遠近如法，則能見倒體形，謂之取影。（明原/原光四） 

借光取影由於交線，或因孔束之線成交，或因鏡面彎環之光線成交，其理自同，

而交處則不同，有在向光前面者，有在背光後面者。（明原/原景十三） 

 

圖十、鄭復光《鏡鏡詅癡》之圖(1847)14 

    清代鄒伯奇 (1819~1869) 年少時讀到《夢溪筆談》中塔倒影與陽燧倒影同理，投入

 
13 見邱韻如(2021)：幾何光學的學習與理論創建—以鄭復光《鏡鏡詅癡》為例。 
14 這兩幅圖，有許多可議之處，直到現今，還是非常普遍的迷思概念，在教授幾何光學時，非

常值得拿來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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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學之研究。在他身後才出版的幾何光學論著《格術補》15，承襲沈括所謂的「格術」。

鄒伯奇透過針孔成像之理，發明及並製成中國第一臺照相機，記錄在道光 25 年(1845 年) 

撰寫的《攝影之器記》，此為世界最早的攝影文獻之一。鄒伯奇留下一張傳世的自拍照

(1862 年)，目前收藏在廣州市博物館。梁啓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寫道： 

格術之名及其術之概略，僅見于宋沈括《夢溪筆談》，後人讀之亦莫能解。特夫知

其即為光學之理，更為布算以明之。以算學釋物理自特夫始。 

三、 針孔成像的概念發展 

(一) 隙的大小與形狀 

    西方的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BC384-BC322)對太陽經過方形縫隙，卻仍呈現圓形而

產生質疑，更進一步提問題，為何日食時成新月形狀的太陽透過樹葉孔隙時仍為新月狀

16。中世紀阿拉伯光學大師海什木(Ibn al-Haytham,965-1040)解答了亞里斯多德的疑問，

宋末元初趙友欽(1271~1335) 17也精心設計了實驗，探討孔隙形狀大小和所成之像的關連。 

趙友欽在他的《革象新書》一書中，記錄其設計的大型光學實驗，稱之為「小罅光

景」18。他很有系統的做了變因控制，分別改變光源(日月、千燭)、物距、像距來進行實

驗，還進一步改變孔的大小和形狀，比較小景(小孔成像)和大景(大孔成像)的成像差別。

通過一系列實驗研究，除了解釋所成之像的濃淡變化之外，最後歸納出：「是故小景隨

光之形，大景隨空之像，斷乎無可疑者」。這裡的「景」是指針孔成像的「像」19。透過

趙友欽的實驗，可解釋成像為何倒立，但可惜他未提及《夢溪筆談》裡的塔倒影，後人

也未將「小罅光景」與「塔倒影」並置討論。直到鄭復光，繪出太陽透過方孔的成像圖

以及「塔景倒垂」之圖(圖十一)，這兩個圖及推論與現今幾何光學觀點不盡符合20，但給

了我們很多啟發。 

 

圖十一、鄭復光之針孔成像圖 

 
15 《格術補》1873 年陳澧序，1877 年殷家儁作箋刊行。 
16 《問題集》(Problemata)，第 15 卷。可能是亞里斯多德之後，約西元 5-6 世紀後人完成的。 
17 趙友欽，是一位全真道士，精通經學、天文曆算及數術，其著作除《革象新書》及《仙佛同

源》外，均已佚。 
18 罅：ㄒㄧㄚˋ 
19 詳見邱韻如(2011)：從迷思概念研究的觀點探討中國古籍中的影與像。 
20 詳見邱韻如(2021)：幾何光學的學習與理論創建—以鄭復光《鏡鏡詅癡》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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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鄒伯奇著、殷家儁箋之《格術補》書影。 

鄒伯奇《格術補》一開始就談「針孔成像」的各種相關變因及結果，包括像之倒立、

孔的大小形狀、及像的濃淡，只是用的字眼還是「影」。鄒伯奇21首先發掘西元前四世紀

《墨經》的自然科學成就，圖十二《格術補》書影，往下縮排一字的是殷家儁以《墨經》

光學條文所作之箋，其中「景。光之人，煦若射，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也下。」被

認為講的就是針孔成像。 

(二) 光學暗箱與針孔相機 

    弗里修斯(Gemma Frisius ,1508-1555) 22發表在《De Radio Astronomical et Geometrico》

23與「光學暗箱」有關的畫作(圖十三 a)，被認為是西方最早之針孔成像圖，是他在 1544

年 1 月觀測日食所繪，表現日食時透過針孔呈現上下顛倒的新月狀影像。1558 年，波爾

塔24在《自然的魔法》中對暗箱成像做了清楚的描述，他為暗箱裝上凸透鏡，令影像更

加清晰明亮。  

    「光學暗箱」的原文 camera obscura 是拉丁文，dark room 的意思，是 1604 年克卜

勒命名的25。camera obscura 名詞出現時，已經都裝上透鏡了。首次使用「pin-hole」(針

孔) 這個名詞的是蘇格蘭天文學家弗格森(Ferguson,1710-1776)，1764 年，在他的演講集

 
21 鄒伯奇《論西法皆古所有》(1844)認為《墨經》含有西洋數學、重學(即力學)、視學(即光學)

等西方的科學知識。 
22 弗里修斯（Gemma Frisius,1508~1555），文藝復興時期荷蘭天文學家、數學家、製圖家、儀

器製造家。他曾製作地球儀和地圖，並改進了數學和天文儀器。（維基百科） 
23 Radio 不是無線電。拉丁文詞根 radi-,-ray-,-rad-,-radio- 意指 ray, beam (光線,輻射) 
24 波爾塔（Giambattista della Porta,1535~1615），著有《自然魔法》(Magia Naturalis)一書，論及許

多光學現象。 
25 克卜勒在 1611 年所著《折光學》(Diaptria) 書中，稱之 camera obscura，首創使用凹透鏡與

凸透鏡的復合透光，讓暗箱内的影像呈現前所未有的清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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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中講解蠟燭光透過針孔(沒有透鏡)的成像機制。從 16 世紀下半葉到 17 世紀，光學暗

箱蓬勃發展，並被畫家使用作為繪畫輔助。後來演變成為 magic lantern（魔燈）27，就是

鄭復光在揚州引發他探究光學的「取影燈戲」的裝置。 

 

 

(a) 西方最早之針孔成像圖(Frisius,1544) (b) 非發光體(人)之針孔成像圖 

圖十三、針孔成像圖 

 

(三) 漫反射：非發光體的成像關鍵 

    在探討成像問題時，有一個很重要但很少人會問的問題是：塔又不是發光體，能像

太陽、蠟燭等發光體一樣發出光來嗎？在這個問題未解決前，不管中西方，普遍的迷思

是持「影像發射概念」，認為物體會發射出影像，直接射入人目、或是穿過小孔、或是遇

到鏡面水面地面而顯現出來。 

    1600 年左右，克卜勒已經悟出成像的機制，現代幾何光學得以蓬勃發展。非發光體

成像的重要關鍵在於光源照射在非發光體上的「漫反射」(diffuse reflection)28，圖十三

(b)以人體的三個點為例，畫出這三點位置經由漫反射所發出的光束，經由小孔抵達暗室

的屏幕上成像。反觀圖十三(a)從太陽邊緣畫線穿過小孔的畫法，對「影像發射」之迷思，

實難以產生認知衝突。 

    可以用月光來理解「漫反射」。月球表面並非晶瑩剔透，而是凹凸不平。從微觀來

看，可以把表面上的凹凸不平，看成是許許多多微小的平面，光線入射到每個微平面，

都依反射定律反射；但從巨觀來看，表面上的每個點會將光反射到各個方向，這就是陽

光照在月面上產生的「漫反射」，使得月球表面可視為由許多點光源組成，月球如此，塔

亦然。 

四、問題與討論 

(一)  影與像不分 

    中國古籍的作者在「影像發射概念」的迷思下，注意到的是影與像在「形」上的相

 
26 書名《Lectures on select subjects in mechanics, hydrostatics, pneumatics, and optics》 
27 石云里(2013)：從玩器到科學－歐洲光學玩具在清朝的流傳與影響。 
28 邱韻如(2015)：幾何光學三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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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而不是「色」上的相異29，在文字上總是把「影」和「像」混用30，在概念上，例如

在討論「塔影」時，把塔在地面上的影、水中倒影、窗隙塔倒影、海影翻等等全混為一

談 (表一) 。在《夢溪筆談》的影響下，觀察的重點一直放在「倒」，除了鄭復光外31，

未見有人分辨「影」的黑與「像」的色，更沒有人把「塔倒影」和「小罅光景」並置來

討論。 

表一、各種「倒影」之名詞辯證 

項次 文章用詞 科學名詞 主要光學原理 

1 陽燧照物皆倒 凹面鏡成像(物在焦點之外) 光的反射 

2 窗隙塔影倒垂 針孔成像 光的直進 

3 窗隙鳶影 針孔成像  光的直進 

4 (揚州東市)塔影忽倒 海市蜃樓 (下蜃景) *，屬成像 光的折射 

5 水中倒影 面鏡成像 光的反射 

6 地面塔影 (黑) 成影 光的直進 

* 僅為猜測，證據不足無法斷定。 

(二) 海影翻與海翻 

    段成式《酉陽雜俎》提到揚州東市塔影忽倒，因未提到「窗隙」，無法確定是不是針

孔成像。「海翻」二字，讓許多人直覺想到海市蜃樓32，筆者臆測「海影翻」也有可能是

當時路面溫度夠高，達到「海市蜃樓」的下蜃景條件。陸游和楊瑀之引述與原文一致，

沈括和方以智引用時，把「海影翻」寫成「海翻」，文句也各異其趣。 

    海市蜃樓的成因與光的折射有關，主要有兩類：發生在海上，稱為「上蜃景」，所成

之像是「正立」。發生在沙漠或很熱的路面，稱為「下蜃景」，所成之像是「倒立」。方以

智《物理小識》卷二〈陽燄水影旱浪〉有相當於下蜃景的描述。 

(三) 塔倒影之重點在「隙」 

    沈括描述的窗隙塔倒影，是一種「針孔成像」，而非水中倒影等其它概念。沈括講得

很清楚，影倒的關鍵是「窗隙」，但後人引用卻常疏漏此二字，造成了一些誤解。沈括說

「影入窗隙則倒」，陸游寫成「沈存中以謂大抵塔有影必倒」以及其觀察到的三個塔「皆

有影，亦皆倒也」，讓筆者想問，難道有什麼塔是沒有影的嗎？ 

    元代楊瑀以為「平江虎丘寺所見之孔閣倒影」與「保叔塔燈光倒插於段橋湖中」都

是塔倒影，說「大抵塔影者皆倒，沈存中之說是也」，沒有發現湖中保叔塔的影像沒有經

過「縫隙」。 

明代顧起元在「塔影無不倒者」開頭句之後，舉了窗隙塔影、塘中塔影、甚至走馬

燈之影，顯然沒確實掌握到「倒」的關鍵在「窗隙」。清末鄭光祖在「光有所遮而成影」

 
29 「像」是有光線射到的地方，因此「像」是有顏色的，而「影」是光沒有射到的區域，所以

看起來是黑的(無色)。 
30 見邱韻如(2011)：從迷思概念研究的觀點探討中國古籍中的影與像。 
31 見邱韻如(2021)：幾何光學的學習與理論創建—以鄭復光《鏡鏡詅癡》為例。 
32 《夢溪筆談》卷 21 異事，有一則是記述登州「海市蜃樓」，提及海市及蜃氣，但無海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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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後面，舉的都是針孔成像的例子，可能其未抓到重點「隙」，而是誤以為重點在「遮」。 

(四) 沈括之礙，未易以理推也 

    我們看到，沈括提到「窗隙」是「礙」的一種，他掌握到塔倒影的關鍵是「中間為

窗隙所束」，其「創見」是把同為「倒」的「陽燧照物」和「塔倒影」歸為同類同原理，

用「如人搖櫓，臬為之礙故也」來說明。窗隙明明是個「洞」，可以讓光線穿過，為何用

有阻擋意思的「礙」這個字？筆者的推論是：從「影像發射」觀點來看，「窗隙」是有阻

擋的意味，讓「影像」「擠」過去而翻轉倒立，用此來類比「陽燧」無形的「礙」，並以

「本末相格」來借寓人生道理。 

    自沈括之後，學者們一直沒釐清塔倒影的緣由，只有觀察及描述，並說「未易以理

推也」。直到明末方以智，才開始有了解釋；清代幾位學者，很有科學探究精神，透過觀

察與實驗，或是批判前人理論，或是驗證自己的推論。 

(五) 質疑前人到提出理論 

    沈括在〈陽燧照物〉之觀察記錄重點集中在「倒立」的現象，提出了「礙」的作用。

方以智從塔倒影「悟」到與寶石水晶之五色有關，中通和揭暄在註解時更提出各種現在

看起來是錯誤的解釋。虞兆湰不同意沈括的「中間有礙」，做了仔細觀察與推論，回家還

做了木塔實驗，而推論出「轉照說」。 

    虞兆湰的木塔實驗很有啟發性，會推論出「蓋此倒塔之影，乃即桌上塔影轉照入屏

者也」，係因其實驗條件和戶外塔之窗隙塔影有些相異。實驗之木塔面向小孔的那一面

背光，因此透過小孔的只有燭光，被塔擋住光透不過的部分即為塔倒影(這是影)，類似

圖十一(b)的狀況，其塔影畫成黑的。這和在戶外陽光照射下的塔，係由塔上漫反射之光

射入小孔而成像(針孔成像)，有些許的不同。 

    博明不認同轉照說，做了棉被實驗，肯定沈括之「礙」。直到清代鄭復光，做了許多

實驗、彙整了包括凹凸面鏡與透鏡等各種光學現象，建構出一套複雜理論。鄒伯奇提出

近似西方幾何光學之理，但為時已晚，不時，西方科學書籍已經全面引入，上述發展於

是戛然而止。 

五、結論 

    陽燧照物不見得皆倒，物體要置於「焦點」之外所成的像才會倒。沈括的創見是把

陽燧照物和窗隙塔影所成之倒像並置討論，透過「本末相格」提出「中間有礙」的理論，

其中的塔倒影，一直受到後世的關注與討論，晚明之前的學者，常常在文句上疏漏了「窗

隙」，或是覺得沈括講的塔倒影其理亦未暢。沈括的「礙」，一是有形的「孔」，一是無形

的「焦點」，雖以「櫓臬之礙」來生動比擬，但此「礙」字所蘊含的阻擋之意，不免令人

產生其他的想像。 

    趙友欽的《革象新書》對於針孔成像有詳細的實驗記載，推論孔的大小與形狀和成

像的關係。趙友欽處理的是「發光體」的成像問題，沒有和《夢溪筆談》的「塔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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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陽燧倒影」這兩種「非發光體」成像聯想在一起。從現代的幾何光學來看，「陽燧影」

是光線經由凹鏡面反射後所成的像；「塔倒影/窗隙鳶影」，則是因光線直線前進，穿過「窗

隙」所產生的「針孔成像」。這兩種「非發光體」的成像，都是基於日光照射到物體後，

從物體表面「漫反射」的光線，而不是從物體發射出來的「影像」。 

    透過這些「塔倒影」的探究，可以看到，光學諸象，除了影與像之分外，成像問題

中的各種像還有正立或倒立、放大或縮小、鏡前或鏡後、實像或虛像等等的分別，治絲

益棼。光是觀察、描述、歸類是不夠的，必須要破除「影像發射」的迷思，以及建立「漫

反射」的概念，才能用「光線」的概念瞭解成像的機制。 

    本文提及的古籍，只有鄭復光《鏡鏡詅癡》與鄒伯奇《格術補》是系統性討論的典

籍，稱得上是科學專著，其餘都是筆記式的雜記。從現代幾何光學來看，本文所列舉的

古籍記述，雖有不正確不完整，但卻對幾何光學教學提供很好的參考與省思，讓教師可

以藉此瞭解學生的迷思概念，以及看到所謂的探究歷程：(1)透過觀察與描述，記述所觀

察的現象，甚至試圖找到關連(如沈括的「礙」、虞兆湰的「轉照」)。 (2)閱讀前人記述，

配合自己的觀察體驗(如方塔塔影、牛首山塔影、真如寺塔影等)，試圖釐清緣由。(3)親

自做實驗(如小木塔實驗及小童棉被實驗)，驗證自己的推論，甚至提出理論。(4)綜合更

多的現象(加鄭復光加入各種透鏡)，試圖提出一套完整通行的理論。 

    我們不需要拿西元前四世紀《墨經》的光學八條來自豪說我們早就超越西方，也不

應拿西方的科學概念發展來批評中國沒有科學，因為兩者本來就是不同的體系。幾何光

學看似簡單，但實非如此。這些古籍的「錯誤概念」，與現今學生所持的迷思概念有許多

的相似，因此理解古籍的想法對教學有很大的啟發，讓教科書撰寫及教育現場能藉此理

解學生的學習困難，尋求教學上的突破。 

    古籍浩瀚，本文僅以一些與夢溪筆談塔倒影有關的文獻進行探討，必定有所疏漏，

尚祈不吝予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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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Proposed by Shen Kuo: The Evolution of Physical 

Concept on the Inverted Images of Chinese Pago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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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ory of “Ai”(礙), proposed by Shen Kuo in his famous book Meng Xi Bi Tan, 

was used to explain the phenomena about many inverted images. Particularly, the inverted 

images of Chinese pagodas appeal to numerous scholars’ attention and investigation. This study 

accesses relevant Chinese ancient books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physical concept on the 

inverted images of the pago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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