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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圓地方和天方地圓 

文/曾耀寰 

 
古時候的中國人限於觀測能力，對天地的認知只能到天圓地方，到了 20 世紀末，人類的觀測能力大幅進步，地面觀測、

高空氣球觀測，乃至於太空軌道上的觀測都證明宇宙應該是天方地圓。 

 

 

中國很早就有天圓地方的說法，《周髀算經》中

提到「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圖一），《晉

書．天文志》也有「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棋局」，很

明顯地，古時候的中國人認為天的樣子就像一個倒過

來的碗，覆蓋在大地之上，大地則是平坦的，並且是

個有稜有角的四方形，就像下棋用的棋盤，所謂東西

南北四方，應該是針對這種幾何圖形而來，但是察覺

出大地是矩形的平面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想像你站

立在蒙古大草原，四周都是看似無止境的草地，或者

是你在大海中的一艘小船上，放眼望去盡是天水相連

的海平面，說什麼都很難想像草原或者是大海向外延

伸的盡頭，會有四個角落。其實古人就有這種困惑，

孔子的弟子曾子對於大地的正正方方形狀也有過困

惑，當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誠有之乎？

曾子曰：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大戴禮．

曾子天圓》），一個半球形的天穹要如何覆蓋在一個

方形的大地，可惜曾子沒有進一步深思這個問題，卻

用答非所問的方式轉移問題，他引用孔子的話：天道

曰圓，地道曰方。一個簡單的宇宙幾何結構問題，一

下子就變成討論人的問題，實在可惜。不過由於中國

古書上常以簡單的幾個字來描述自然的現象，有時一

個詞句可以多種解釋，稱不上是好的科學描述，後人

很難從中得到精確的概念，例如天圓地方當中的方也

可以解釋成平坦，半圓球狀的天蓋在平坦的大地，這

個描述比較符合直觀的天球。 

 

圖一：周髀算經。（取自上海數字圖書館） 

 

最原始的觀測工具：眼睛 

古人對天地形狀無法提出有效的答案，這完全受

限於觀測的工具和方法，沒有充分的證據，如何有像

樣的宇宙論。在望遠鏡發明以前，觀天的主要工具就

是人的眼睛，天體是否可以看到，是否能夠分辨清楚，

就全靠眼睛的構造和功能（圖二）。眼睛的基本構造

和日常使用的照相機類似，通常照相機的主要零件有

光圈、鏡頭、密封的機身和底片。同樣地，眼睛也有

瞳孔（光圈）、水晶體（鏡頭）、玻璃體（機身）和

視網膜（底片），瞳孔的大小變化由周圍肌肉的收縮

擴張來控制，直徑在二釐米到八釐米的範圍內，功能

就像相機的光圈一樣，用來控制進入眼睛內的光線強

度，所以當日正當中的時候，瞳孔就會收縮變小，當

處在暗室的時候，瞳孔就會放大。水晶體則是一個扁

平橢圓的透明晶狀體，就像一片雙面凸透鏡，透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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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肌肉的作用可以使之變厚或變薄，改變透鏡的焦

距，讓進來的光線可以清楚地聚焦在視網膜上。視網

膜上有一層感光的神經細胞，感光細胞有兩種：柱狀

細胞和錐狀細胞（黃斑部），形狀各不相同。柱狀細

胞對光的強弱較為敏感，而錐狀細胞則對光的顏色變

化較為敏銳。光的強弱和顏色變化透過這兩種感光細

胞傳給大腦，轉成人類的視覺反應。 

 

圖二：眼睛的基本構造。 

 

受限於感光細胞的能力，正常人的眼睛最多只能

看到六等星的亮度，比六等星更暗的天體，人眼是無

法偵測。嚴格說起來，感光細胞仍會收到光的訊息，

感光細胞接受的微弱光線會轉換成微弱的神經脈衝傳

給大腦，這些微弱的神經脈衝相較於大腦內其他的神

經脈衝是非常地微弱，就像一個放在震耳欲聾的 PUB

內的鬧鐘，完全淹沒在吵雜的腦海當中。除了星光強

弱的限制，瞳孔大小也會限制天空中星星的分辨程

度，這使得人類長久以來將千億顆恆星組成的銀河系

看成一縷綿延不絕的天河，這是因為人眼無法從銀河

中分辨出一顆顆閃亮的恆星。瞳孔直徑最小僅有二釐

米，對於可見光而言，人眼只能分辨一分弧（minute of 

arc），一分弧有多小？天文學家將角度一度切成 60

等分，每一等分定義為一分弧，兩顆恆星之間的視距

離若小於一分弧，就會被看成一顆恆星。 

 

中國古代宇宙論 

中國古代對宇宙的主要認識可分成三大理論，其

他還有三國東吳姚信的聽天說、東晉虞聳的穹天論、

虞喜的安天論和東漢王充的方天論，大抵上只能算是

分支。中國古宇宙論根據東漢蔡邕《表志》所述：言

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蔡邕

所謂的周髀就是先前所提的周髀算經，也就是蓋天

說。所謂髀，就是股，就是表，最早出現在周朝，所

以又稱周髀。髀到底是什麼東西？其實髀類似於現在

的日晷，形狀就像英文字母的 L（圖三），垂直於地

面的稱為表，平放在地面的稱為土圭，所謂土圭之法

就是周髀算經所說的日中立竿測影，簡單地說就是當

作標示節氣之用。除此之外，周髀算經上也有：髀者，

股也，正晷者，句也。當中的表為四尺，影子為三尺，

從表的頂端到影子頂端的距離為五尺，基本上就是句

股弦定理。宣夜說則出自東漢郗萌記載的一段話：日

月眾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

李約瑟在《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的天學卷中讚揚宣夜

說，認為可與古希臘的宇宙論相提並論，依照他的說

法宣夜說的天體漂浮在無限空間的看法比歐洲的水晶

球概念高明許多，只不過在古籍中，也只有《晉書．

天文志》出現有關宣夜說的資料，自古以來的中國學

者都認定它對中國天文學思想並沒有太大的影響。倒

是渾天說深受大多數中國學者的喜愛，渾天說一般認

為出自東漢張衡，張衡在《渾天儀圖注》中提到：天

如雞子，地如雞中黃，孤居于天內，天大而地小。雞

中黃就是雞蛋中近似圓球狀的蛋黃，世人常引以為

證，認為中國人很早就知道地球是圓的，因此在許多

書籍文章當中都以渾天說為先進的古宇宙論。 

 

圖三：置於紫金山天文台的明製「圭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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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上來說，天圓地方可算是對宇宙最初步的認

知，隨著時間的推進而有蓋天說、宣夜說和渾天說，

大多數人認為渾天說較為進步。天圓地方的概念是來

自人類最原始的觀察，太陽和其他天體週而復始地從

東方升起，西方落下，不禁讓人將天想像成一個半圓，

在廣闊的大地上行走，又讓人有平坦的感覺，假如想

像古人對天地的感受，天圓地方應該是半球形的天和

圓形平面的地，地方的方應該是平坦的意思，而天和

地是在遠處相連，半球形的天有一個離地面最遠的位

置稱為天頂，天頂的正下方稱為地中。相較於歐洲的

地心說和日心說，天圓地方還只能算是以觀測者為中

心的說法。宣夜說的資料不完整，在此不加著墨。 

 

蓋天與渾天 

蓋天說除了《周髀算經》的說明外，在《晉書》

和《隋書》的天文志中的一段話可以清楚地介紹蓋天

說：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

下，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沱四隤，三光隱映，

以為晝夜，天中高於外衡冬至日之所在六萬里，北極

下地高於外衡下地亦六萬里，外衡高於北極下地二萬

里，天地降高相從，日去地恆八萬里，日麗天而平轉，

分冬夏之間日所行道為七衡六間（圖四）。蓋天說對

天的描述大致上和天圓地方的天相似，但二者對地的

描述則大有不同，蓋天說認為地像一碗覆槃，是一個

有曲率的面，不是平面。從天文志中的敘述可以發現

蓋天說認為天和地是兩張相互平行的曲面，並且天地

分離，沒有相連，基本上這種天地的圖像是比天圓地

方更加進步。先前提到天圓地方是以觀測者為中心，

以當時交通之不便，一個人終其一生也不會離其出生

地太遠，因此觀測者為中心也可視為觀測地為中心，

這個觀測地被認為是地面的中心，稱為地中，通常是

指傳說中的夏朝首都陽城。當人類的活動範圍擴大，

就會發現每個地點都可以為地中，每個地中的正上方

都是天頂，若將每個天頂連接起來，這時天和地就成

為相互平行的面。這兩個面不是平面，是個曲面，一

個像蓋笠，一個像覆槃，曲面的最高點分別是位在天

上的北極，和位在地面的極下，天文志中還清楚地描

繪天和地相隔的距離，以及這些曲面彎曲的程度。所

謂日去地恆八萬里，這兩個平行面相隔八萬里，而天

和地的中高外下的高度差異都是六萬里，中高外下表

示北極是天的最高點，極下則是地的最高點，二者向

外延伸的高度是越來越低，天延伸到外衡的時候，高

度下降了六萬里，而外衡的正下方則是外衡下地，和

極下的高度差異也是六萬里，表明天和地是個曲面。

蓋天說的宇宙中心不再是觀測者，而是北極和北極下

地，太陽和其他天體都是繞著北極旋轉，太陽不再是

從東邊的地面升起，從西邊的地面沈沒，太陽永遠在

天空中運行，日出日沒只是太陽繞北極旋轉時所產生

的遠近變化，即所謂的麗天平轉，當太陽由遠到近的

運行，便會逐漸出現在觀測者的視野內，這就是日出，

當太陽由近而遠的運行，離開觀測者的視野，就成了

日落。蓋天說對日出日沒的解釋並不正確，但卻是人

類離開出生地後，對天地形狀更深入的認知。 

 

圖四：周髀算經。（取自上海數字圖書館） 

 

中國近千年以來都將渾天說視為較進步的宇宙模

型，尤其當地球成圓球狀的事實被認定後，渾天說的

地如雞中黃說法更凸顯中國人在天文上的貢獻。根據

張衡的說法可以將宇宙作以下的想像，天是一個中空

的圓形球體，地則包含在天球之內（圖五），這個天

有一半盛有水，大地是漂浮其中（天表裡有水……載

水而浮）。整個天球分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

其中一半是覆在地上，一半是繞在地下。天球有北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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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南極，北極是在正北方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則在正

南方地下三十六度。至於二十八宿和日月五星則是嵌

在天球殼上，天球繞著南北極旋轉，所以天體的位置

會隨著時間而有變化。 

 
圖五：渾天說所說的天和地就像雞蛋一樣，天像蛋殼，地則

是蛋黃。 

 

以上是對蓋天說和渾天說的一般解釋，如果從真

實宇宙的了解來看，渾天說很接近地心說，而蓋天說

則仍處在觀測者中心的階段，這種說法其實仍存有歧

見。曾任教大陸華東師範大學的金祖孟教授曾對渾天

說和蓋天說重新評論，依照他的說法，渾天說並沒有

地球是個圓球形的說法，渾天說的地是圓形的平面，

張衡在《靈憲》一書中寫道：天體于陽，故圓以動，

地體于陰，故平以靜。另外三國時渾天家王蕃也有天

圓地平的說法。至於渾天儀注當中的「地如雞中黃」

該作何解？金教授認為從前後文看來，這只是張衡的

一種比喻，藉以說明天和地的內外和大小的關係，和

天地的形狀無關，否則要如何說明「地如雞中黃」和

「天半覆地上，半繞地下」之間的關連？提反對意見

的學者則認為從歷史的先後順序來看，渾天說晚於蓋

天說，蓋天說已經認為地是一曲面，渾天說又怎會將

大地當成平面？可惜中國人沒有發展一套嚴謹的數

學，不然，只要幾條數學式子就可以省略許多詏口的

文言文，少了一些隱晦的比喻。 

 

西方古宇宙論 

 

從人類對宇宙認知深淺的演進過程來看，這蓋天

說和渾天說都還處在嬰兒時期。西方人對宇宙的認識

始於古希臘，希臘人為了知識而追求知識，可算是歐

洲最早的科學家，當時著名的畢達哥拉斯（約西元前

530 年）就認為地球是一個球體，位在球形宇宙的中

心，畢達哥拉斯也是一位數學家，他認為球形是最完

美的形體，因此宇宙應該都要以圓形或球形表現出

來，例如日月五星應該是以圓形軌道繞地球運行。到

了亞里斯多德也接受此一地心概念，將地球放在宇宙

的中心，日月五星和其他的天體都是以不同半徑的同

心圓體繞著地球旋轉，這一說法延續了近五百年才被

托勒密修改。 

由於觀測技術的進步，當時的天文學家發現，單

純的地心理論無法解釋行星繞行地球的現象，例如行

星的逆行運動，一時之間許多修訂版紛紛出籠，但仍

是以地球為中心。托勒密為了能計算出行星在任何時

刻的軌道位置，捨棄亞里斯多德的地心球體說，提出

一種結合均輪、周轉圓和等化點的宇宙模型，所有行

星是繞著等化點作等速圓周運動，對地球而言則是非

等速圓周運動，托勒密仍將地球放在宇宙的中心，但

日月行星卻是對偏離地球的等化點作圓周運動，這種

解釋的方式是可以見容於當時的教會約束，這種將設

計模型以符合數據的思考方式，成為哥白尼提出日心

說時所爭論的焦點。哥白尼從未被認為是一位天文觀

測者，他應該算是一位數學家，他的《天體運行論》

是要提出一個全新的日心理論（圖六），用來解釋既

有的觀測數據，他寫道：數學乃為數學家而寫作，表

示他的日心理論是為專業人士所寫的技術性著作，是

要處理天文上的問題，並不代表太陽就是宇宙的中

心。克卜勒則不同，他是一位職業天文學家，克卜勒

曾在第谷那兒工作了十個多月，並以第谷的觀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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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了魯道夫星表。克卜勒在他的《新天文學》一書

中打破了兩千多年來的圓形軌道和等角速度運動的教

條，他認為行星繞行太陽運轉，運轉的軌道不是完美

的圓形，而是橢圓形，太陽並不是在軌道的中心，太

陽是處在橢圓軌道其中的一個焦點上。除了軌道以

外，行星運動的角速度並不是固定不變的，當它靠近

太陽的時候會轉得快一些，離太陽較遠的時候會變慢

一點，克卜勒甚至用數學式子寫下這個關係，日後牛

頓的萬有引力定律證實了這個關係。 

 

圖六：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中有關太陽系的插圖。 

 

日心說經過一連串的奮戰，最後終於為世人所接

受，哥白尼（西元 1473～1543 年）對一千三百多年的

托勒密體系提出挑戰，以太陽取代地球成為宇宙中

心，經過克卜勒、伽利略和牛頓的努力，徹底改變人

類對宇宙的看法。當觀測技術更加進步，天文學家在

太陽系外也發現其他類似太陽系的恆星系統，進一步

擴大了人類的宇宙視野，隨著銀河系、河外星系到不

斷膨脹的宇宙，天文學家反而找不到宇宙的中心。 

 

天方地圓 

有趣的是，天方地圓是最近天文學家對宇宙的了

解，地圓已經不用說明，只要看看月亮在月食的形狀

就會了解地球是圓的。天方並不是說天是方形，像個

火柴盒，這裡的方，同樣是有平坦的意涵，根據最新

的觀測證據顯示我們整個宇宙是平坦的。平坦的空間

倒不是件新鮮事，我們在地球上所處的空間就幾近平

坦，我不是指地球表面的二度空間，平坦是指我們活

動的三度空間。早在愛因斯坦之前，科學家打從心裡

就認定我們是生活在三度的平坦空間，或者稱歐幾里

得空間。在一個平坦的空間內，任意繪出一個三角形，

測量三個內角的總和恆為一百八十度，若是在空間中

劃兩條平行線，這兩條平行線永不相交。這些現象都

已經被當成真理，不容質疑。愛因斯坦卻不這麼認為，

廣義相對論說明只要空間內有物體，這個物體就會讓

周遭的空間扭曲，就像在一張拉平的漁網上放了一條

吳郭魚，魚的重量會將它所在漁網位置上壓出一個凹

洞。廣義相對論指出只要物體就會受到有質量，就會

在空間中壓出一個凹洞，這時另一個物體行經附近的

時候，就會受到空間凹洞的影響而改變原來的路徑。

一個物體受到另一物體的影響而改變運動狀態，牛頓

認為這是萬有引力造成的，愛因斯坦認為是扭曲的空

間在作怪。 

根據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空間中只要有物體

或者能量就會改變空間的幾何形狀。宇宙中充滿了許

多物質和能量，雖然單一物體只會造成周圍局部空間

的改變，但宇宙整體來看又是如何？利用廣義相對論

來解決整個宇宙的演化，物理學家發現宇宙的空間幾

何形狀可以有三種狀況，分別為開放、平坦和封閉。

所謂開放的宇宙是指隨著時間的前進，宇宙會越來越

大，不斷地膨脹，封閉的空間則是會在未來的某一時

刻開始，宇宙會重新收縮，若是在膨脹和收縮之間的

交界處，這種宇宙是屬於平坦。以在地球表面上拋球

為例，將球向上拋射，球離地面的高度會逐漸增加，

這是因為我們給球一個速度，給它一個能量，當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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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高，受到地球萬有引力的牽引，它的速度會逐漸

變慢。如果一開始我們給的速度夠大，這顆球速度雖

然會變慢，但終究會脫離地球萬有引力的束縛而逃到

外太空，反之，速度給的太小，球升到某個特定高度

後，就會掉落下來，回到地面。如果我們給的速度剛

剛好，這顆球就可以變成人造衛星，繞著地球運轉。

宇宙一開始會有一場驚天霹靂的爆炸，爆炸的威力使

得宇宙不斷地膨脹，整個宇宙內有許多的能量和物

質，這些是會讓宇宙收縮的因子，如果宇宙所含的能

量和物質不夠多，或者說爆炸的威力夠大，這就是一

個開放的宇宙，如果能量和物質夠多，宇宙最後會重

新收縮，變成一個封閉的宇宙。如果宇宙內的物質和

能量不多不少，剛好可以和爆炸的威力相抗衡，就會

形成一個平坦的宇宙，在這樣一個宇宙內畫一個三角

形，三個內角加起來會等於一百八十度。 

證明宇宙的幾何形狀不需要測量宇宙中三角形的

內角和，天文學家是從宇宙背景輻射下手。宇宙背景

輻射是一種充斥在整個宇宙的光子，這種輻射是宇宙

大霹靂後所遺留下的餘溫，它保有宇宙剛開始的一些

訊息，天文學家從而得知宇宙是平坦的，我們不用擔

心宇宙會重新收縮成煉獄一般的狀態。這是多麼令人

興奮的消息，隨著天文觀測的進步，擴展人類對宇宙

視野和認識，徹底改變人類的宇宙觀，在專業的領域

上，天文學家對宇宙的大方向輪廓已經能夠掌握，未

來幾年更精確的觀測證據將會陸續浮現，可以讓天文

學家更加了解宇宙演化的來龍去脈。 

註：本文改編自 93 年元月科學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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