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北極星下方仰望
北斗星的斗柄指向

《開元占經》

甲骨文中就已經出現了好幾個星星的名字，如「鳥星」、

「大歲」等，這些是現今認知的恒星。

中國最古老詩歌集《詩經》記有「七月流火，九月授

衣」，意思是當在七月份的黃昏看到「大火（心宿二）」

向西南方很快落下時，就要準備冬衣了，以便九月份能

夠穿上。大火（心宿二）就是一顆古人認知的恒星。

古人為了觀測和記憶的方便，將這些恒星劃分成

組，並根據其大致的形狀命名，這就是現在所說

的星座，中國古代叫做「星官」。

古人觀察星星來判斷季節，古書上說：「斗柄

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

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說的就

是以北斗星斗柄的不同指向來判斷四季。北斗七

星是北半球天空的重要星象，古人把七星聯繫起

來想像成為古代舀酒的斗形，故名北斗。

戰國時期，魏國的石申夫就開始測定恒星的位置。

漢代形成的《石氏星經》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早的星表。

《石氏星經》在宋代後已失傳，而書中的一些片斷摘錄

被記錄在唐代的天文學著作《開元占經》中。

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的漢代帛書上，記載着

各種類型的彗星、太陽黑子。

西晉發掘的一批汲塚書中，保存有世界上最

早的隕石雨記錄。

七月流火圖

北斗星斗柄圖 

北極星

北斗七星

北斗七星

斗柄東指
天下皆春斗柄西指

天下皆秋

斗柄北指
天下皆冬

斗柄南指
天下皆夏南

北

東西

太陽和月亮都是發光之

物照耀大地，因此古代

人認為太陽及月亮是天

空的「巨燈」。

古代的人想像一定有神

魔移動這些燈，這些神

魔控制和掌握着人類的

命運和個性。

古人對自然現象的成因不

能理解時，就想像出各種

神話傳說，以表達他們對

自然界各種現象的揣測。

中國上古神話有「羲和生

日」、「后羿射日」、「嫦娥

奔月」，反映古時人們對

天文的「幻想」。

古人對天象的認知

古人如何看太陽及月亮？

歷史記錄中的恒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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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間傳說中有「天狗食日」、「天狗食月」，認為日食及月

食是「天狗」吞食太陽或月亮造成。人們為了拯救太陽及月亮，

便會敲鑼打鼓以嚇走天狗。

從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殷商時期的甲骨文中，有世界上最早的日

月食記錄。

西漢劉向所著的《五經通義》中就有：

「日食者，月往蔽之」，意思是說，之

所以發生日食是因為月亮遮住了太陽光

線的緣故。

東漢張衡進一步解構了日月食，他在《靈

憲》中說：

天地到底是甚麼形狀？它們之間的位置有何關係？歷來爭論不休。

漢代到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天文學飛速發展的時代，在這時期，湧現了許多討

論天地結構的學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形成於漢代的蓋天說和渾天說。

古人認為地球是怎樣運轉？

古人如何解釋日月食的現象？

古人的天文觀

月光來自於太陽光的照耀……月亮處在太

陽的對面，光線卻照不到月亮，這是因為

地球擋住了太陽光線，形成了地影。當月

亮經過地影時，就發生了月食。

天

地

天

地

蓋天說是中國最古老的討論天地結構的體

系。

早期的蓋天說認為：

天是圓的，想像的棋盤是方形的。天就像

一個扣着的大鍋覆蓋着棋盤一樣的大地，

這就是「天圓地方」的概念。這種觀念一

直深深地影響古代人的生活。

因圓蓋形的天與正方形的大地邊緣無法吻

合，後期蓋天家主張：

天像圓形的斗笠，地像扣着的盤子，兩者都

是中間高四周低的拱形，天與地不相接，而

是像一把大傘一樣高懸在大地之上。

蓋天

天

地

古代天文學家張衡認為：「渾天如雞子。

天體圓如彈丸，地如雞子中黃，孤居於天

內，天大而地小。天表裏有水，天之包地，

猶殼之裹黃。」天好比雞蛋殼，大地像其

中的蛋黃，天包着地，如同蛋殼包着蛋黃

一樣。這是渾天說的經典論述之一。這論

說提出天地並不是一個半球體，而是一個

球體，比蓋天說的論述進步了。

渾天說在中國天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對中國古代天文儀器的設計與製造有重大

影響。

渾天

漢代著名
天文學家張衡

河南安陽出土的商代牛骨，

上刻有甲骨文的「壬寅貞月

又戠」記錄月食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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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圭

日晷由底座、晷面、指針組成。底座與地面平

行，晷面與赤道平行，指針與地軸（指向南北

極）平行。指針與地平面的夾角必須與當地的

地理緯度相同。

晷面兩面都有刻度，分子、丑、寅、卯、辰、

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時辰，每個

時辰又等分為「時初」、「時正」，這正是一

日24小時。

日晷是通過一天中日影方位的變化，計算和

顯示一天中的時刻。

《說文解字》中對於日晷的解釋：「晷，日

景也」。日景，也就是日影，意思是太陽的

影子。通過觀察太陽的影子來計量時間，這

就是日晷的基本操作原理。

天文儀器是天文學發展

的基礎，因此中國古代

的天文學家致力研發天

文儀器，以協助他們探

索天文宇宙。

中國古代天文儀器有測

量用的圭表、渾儀、簡

儀和仰儀等；有計時用

的漏刻、日晷、更香；

有演示天象用的渾象、

假天儀等。

古人沒有科技儀器，那麼他們主要靠甚麼來計算

每天的時間，以至每年的季節呢？就是依靠觀察

太陽和影子的位置，並創製了日晷和圭表。古人

通過這兩個記錄日影位置和長短來計算時間的工

具，經過長年累月的觀察和分析，記錄和計算，

終於推算出節氣和曆法。
「日晷」：計算一天時間

日晷

古時，人們發現觀察太陽的影子能測定時間

及方向。於是，人們在平地上直立一根竿子

或石柱來觀察日影的變化（稱為「表」），

並在地面平放一把尺子來測量影子的長度和

方向（稱為「圭」）。最早的表和圭是兩件

單獨的儀器，其後古人用石頭從表基開始沿

着中午的表影砌一水平的圭面，並在上面刻

上刻度，以便直接在圭面讀取表影的長度，

圭與表也就合二為一了。

圭表：計算一天和一年時間

圭表

冬季：
太陽斜射
北半球

形成的
日影最長

夏季：
太陽直射
北半球地區

形成的
日影最短

天文儀器的由來
中國古代天文科技

亥

巳

戌

辰

酉

卯

申

寅

未

丑

午

子

指針

晷面

底座

太陽在正南方，

指針影子投在了正北方

中午

太陽落入西方的地平線，

指針影子又轉向東方

傍日免

太陽從東方升起，

指針影子投向西方

早晨

圭表是中國最古老的天文儀器。古人用它量度正午時表影的長度，來確定時

間、定南北方向，以及一年的季節和節氣。

中國人早在周代已經使用圭表來確定夏至和冬至。古人通過長期觀察，發現

正午日影長短會每天改變，在一個時期內，有一天正午的日影會是最短的，

也有一天日影是最長的，而且這是循環有規律地發生。原來，地球圍繞太陽

公轉時，同一時間是沿着假想的地軸

傾斜地自轉，所以太陽在一年不同時

間裏，會直射或斜射南北半球地區，

形成了四季。

古人根據日影長短的規律變化，計算

周期，逐步測出了一年的日子數量，

確定了四季和二十四節氣，也確立了曆

法。從中可見古人的智慧和耐心。

晷針按太陽的運行在石面上投下影子，影子不停移動，每移一格就

是百刻制中的一刻。「百刻制」是中國由商朝後期沿用至清朝末期

的計時方法，將一晝夜分成均衡的一百刻。
夏至日 冬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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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傳中國在夏代時就有天文台，那時候稱「清台」；商代叫做「神
台」；周代叫「靈台」。中國的帝王相信自己受命於天來統治天下，
因此只有天子所在的都城才有天文台。帝王為了保衞政權，將天文
異象解讀為天意、天道，故此非常注重觀測天文。

元朝天文台最先進

現存最早的天文台遺址在今天的河南省

登封縣境內，是在元朝初年建造。

這座天文台在當時屬太史令管轄，設有

一個名「靈台丞」的職位，主持全台工

作。

全台共有四十二名工作人員，其中十四

人負責觀星，兩人負責觀測太陽，其他

人則分別負責觀測和測量風、氣、晷影

和鐘律（計量和音律）。

中國現存最早的天文台

位於河南登封的中國現存最早的觀象台

中國古代天文台
元朝至元十六年（1279年），忽必烈在大都（現今
北京）建立一座規模宏大的天文台，並把國家的天

文機構——太史院設在這裏，由元朝天文學家郭守敬創製多款天文儀器。這座天文台建築
科學、設備完善，可以說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天文台之一。

台上層安放由郭守敬設計的簡儀、仰儀和正方案。台中層房屋安放水運儀、漏壺，張掛天文

圖和收藏天文曆法圖書。台下層房屋是太史院和天文機構的辦公用房，可容納七十多人在此

辦公。靈台的右邊是四丈高的高表，左邊的高台上是玲瓏儀，東西兩角為印曆工作局。

清朝取代明朝後，明朝在北京建設的觀象台又成為清朝的觀測中心（現為北京古象台），只是陳列在台上

的儀器有所變化，原有的渾儀、簡儀、圭表因為年久失修，觀測起來已不太精確。於是，康熙皇帝命令耶

穌會士南懷仁建造了六台仿歐洲儀器替代了渾儀、簡儀。

南懷仁建造的六台儀器分別為:

這些仿歐洲儀器的出現，標誌着中國古代傳統的天文儀器時代的結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古象台移

交給北京天文館，成為中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清朝引進歐洲天象儀器

簡儀
測量天體的位置

水運儀象台
集計時報時、天文觀測

和星象顯示功能

漏壺
計時

玲瓏儀
演示天體運動

每件儀器約高一丈（3.33米），圈徑
約六尺（1.83米）。俱用磚台基，約
高四尺（1.22米），寬長約一丈二尺
（3.93米）。

整座天文台長五百尺（約152米），寬三百七
十五尺（約114米），中心建築是一個高七丈
（約23.3米），分三層的靈台。

 道經緯儀
測天體黃道經度、緯度

以及測定二十四節氣

赤道經緯儀
測量天體的赤道

經度和緯度

地平經儀
測量天體的

地平方位角

象限儀
測量恒星的地平

高度和天頂距離

紀限儀
測量星體之間的距離

天體儀
演示天象的儀器

正方案
測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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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夏代，開始制定以歲紀年的「夏曆」（又稱為

「農曆」、「舊曆」和「陰曆」）。商代和周代也各有紀年的方法，

然後出現了太陰曆和太陽曆，其後經過不斷完善而沿用陰陽曆。

中國先民根據天象的變化，將時間劃分為年、月、日、時，並以

天干、地支相配合制定曆法。他們將一年劃分為春、夏、秋、冬

四個季節，每個季節包括3個月，並將每個月命名為孟春、仲春、

季春；孟夏、仲夏、季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仲冬、季

冬。在此基礎上又按物候變化創設了二十四節氣，這樣就便利了

一年的農事安排。

中國曆法的出現
甚麼是農曆？何謂閏月？甚麼是二十四節氣？這都離不開曆法。

中國古代     法

天干和地支合稱干支。

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天干放前，地支放後，排序為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

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 如此類推的形成六十干支的循環，

以作記年之用。所以六十年為一個循環，今天的人也叫做「一個甲子」。

天干與地支

曆法是一門計算周期的學問。曆法周期是一年，地

球圍繞太陽公轉，一年的長度在先秦時期是365.25

日。年、月、日構成了曆法的三個基本要素。曆法的

主要任務是合理地安排年、月、日三種周期。

中國以農立國，農耕活動十分受重視，必須配合四時節候，不能打擾。孟

子就曾對梁惠王說過：「不要擾亂農耕活動的時間，那麼糧食就可以吃不

完了。」（《孟子．梁惠王上》：「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

古人留意到春夏秋冬，周而復始，只要計算到這個循環，便可掌握與耕種

相關的日期，幫助古人農耕計算最佳播種與收割的日子。這個和農業活動

關係密切的曆法，又稱為農曆。

甚麼是曆法？

30天 ×6

29天 ×6

354天

＝

31天 ×7

30天 ×4

28天 ×1

365天

＝

農曆一年有6個30天的月份，6個29天的月份，

加起來是354日，與一年的長度365日差 1 1天。

如果這樣安排，每3年就會相差一個多月。於

是古人想出每3年加一個月的辦法，這個多加

的月就叫做「閏月」。

後來又發現3年加一個月太少，不能補上3年差

出的33天，結果想出在 19年中加上7個閏月就

能解決這些問題。

農曆的計算方法

在遠古時代，根本沒有日曆來記日。古人想出一個「結繩記日」的辦法。

當一個人要出遠門時，就在自己腰間繫一根繩子，過一天在繩子上打一個

結。到達目的地後，數數繩子上的結，就知道他走了多少天。

如果兩個人約好在十天後再見面，他們就

會在一個小木片或者小竹片上刻上十道刻

痕，然後從中間劈開，各拿一半，每過一

天，兩個人都削去一道刻痕。當竹片上的

十道刻痕削完了，他們再見面的日子也就

到了，這就是「刻木相會」。

中國古代沒有曆法的日子

孟子像

刻有天干地支的甲骨

古

人

刻

木

記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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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冬

秋

夏

春分
驚蟄

立春
大寒

大雪

小雪

立冬

雨水

霜降
寒露

清明
穀雨立夏

小滿

小寒芒種

冬至夏至

小暑

大暑

立秋
處暑

白露 秋分

春天開始

一年之中
最寒冷的時期

中國大部分地區
進入嚴寒時期

北方地區漸有積雪

黃河流域開始下雪

冬天開始，
一年的田間工作結束。

北方開始
出現初霜

天氣漸暖、
雨水增長。

天氣轉暖、
逐潮有春雷，
冬眠的動物將
出土活動。

中國大部分
地區天朗氣清，
萬物滋生。雨水顯著增多，

穀物茁壯生長。

夏天開始

夏至以後，天氣炎熱。

一年之中最熱的季節

秋天開始

表示暑天結束，
氣溫開始逐漸下降。

天氣漸涼，地面水
氣結露，秋收作物
即將成熟。

北方夏熟作物
（如大麥、小麥）
顆粒飽滿，
但仍未成熟。

大麥、小麥等有芒作物種子
已經成熟，可以收割。
而晚穀、黍、稷等夏播作物，
此時也正是播種最忙的季節。

白晝最長，天氣漸熱，
農作物生長旺盛。

晝夜幾乎等長，
中國大部分地區越冬作物

進入春苗生長階段。

天氣漸涼，
開始秋收秋種。太陽幾乎直射赤道，

白天和黑夜等長。

大陽幾乎直射南回歸
線，北半球白晝最短，
黑夜最長。

節氣是根據地球在公轉軌跡上的位置劃分，並描述了地球因太陽所呈

現出來的自然現象。因地球繞太陽一年轉360度，將360度分為24份，

每份是15度，15度為一個節氣，每個節氣即約15天，這就構成了二十

四個節氣。成了古人甚至現代人農事及日常活動的重要依據。

人們為了便於記憶二十四節氣的順序，把二十四節氣中順序每節氣

各取一個字編成歌訣：

二十四節氣
二十四節氣是中國古代人民在知悉四季

的概念後，並綜合了天文與物候、農業

氣象的經驗而創設出來的，藉此希望取

得良好的農耕收成。

「節」的意思是段落，「氣」是指氣象

物候。 「春雨驚春清穀天，夏滿芒夏暑相連，

       秋處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二十四節氣表

何謂二十四節氣？

© 中國文化研究院有限公司版權所有。



《四民月令》是由東漢崔寔所著，

記述東漢洛陽一帶的農業生產情況。

中國以農立國，對農耕十分重視。春耕、夏耘、秋

收、冬藏是農民的作息時間，有嚴格規定，並以二

十四節氣為主要指引。

根據二十四節氣的變化，中國古代農業學家編撰出

每月應從事農業活動及其方法的書籍，如《農桑衣

食撮要》、《四民月令》、《四時纂要》。

農民的「工作時間表」

二十四節氣中的民間諺語

二十四節氣和農耕生活

春分前好播田，春分後好種豆子。
這是台灣北部農民的習慣，南部農民則比較早，

這是因為氣候變化所產生的差異。

清明前，栽竹平。
意思是栽植竹草花木，必須選在清明前，

這樣才會有好收成。

立夏蚯蚓出，麥子麥芒生，晝夜灌漿忙，又是好收成。
意思是立夏如果有蚯蚓出沒，代表農作物生長好，雨水充足，收穫豐富。

這是因為通常雨後都會出現蚯蚓，立夏有雨就有好收成。

小暑不種薯，立伏不種豆。
意思是伏天之後就不種植紅薯，因為太遲種植，紅薯會無法結果，

即使結果也沒時間好好生長，果實不會好吃。因此夏天種植紅薯要

早些種，日免了就會影響收成。

寒露麥，霜降豆。
寒露時最適合種麥，

霜降時適宜種豆。

諺語所反映的內容與社會人民生活有密切相關，因此有關二十四節氣的諺語也有不少。

二十四節氣中立春這一天被稱為「春節」，這種叫法延

續了兩千多年。春節和冬至，恰是一年中頭尾兩個由農

耕作息衍生的重要節日。現代的春節和立春已不是同一

天，現在所指的「春節」其實古稱為「元旦」。

立春等如春節？

二十四節氣的民間諺語，是中華民族累積幾千年

的生活經驗所得的結果，但隨着科技發展，環境

氣候變化，這些諺語的結論，或多或少已有所不

同，但這仍反映了中國人的傳統智慧，是認識中

國文化的寶貴資料。

諺語現今可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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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蟄是春雷初鳴，驚醒於地下過冬的蛇蟲鼠蟻之時。

根據傳說，白虎是位「是非之神」，會在驚蟄時出來

覓食，而百姓為了自保，在當天祭白虎以求平安。

百姓先在一張紙上畫上白老虎的模樣，後在祭祀時用豬血餵紙，代

表白虎吃飽，不再出口傷人，最後會以生豬肉抹在紙老虎的嘴上，

使之充滿油水，不能胡說八道，這便是「打小人」的來源。

香港現今，每逢驚蟄，灣仔鵝頸橋底都會聚集一批

婦女，為顧客「打小人」。以這方式驅趕令顧客覺

得不順心的人，驅趕霉運。

驚蟄打小人

立春是二十四節氣之始，同時是春天復甦的重要時刻。

為了迎接春神到來，遠在春秋戰國之時，人們已經用「五

辛盤」（大葱、小蒜、韭菜、香菜和芸薹）祭祀春神的

禮俗，這便是「咬春」的來源。

由於「五辛盤」的味道過於辛辣，難以入口，後來人們便以麫餅包裹着五辛

來進食，「春餅」由此誕生。客家、閩南地區仍保留此習俗，現今的春餅改

良為已味辣的蘿蔔混合其他葷食，並包裹在各種麫皮裏。

立春食春餅

大暑是一年中最炎熱的時候，為了消暑，自古

以來大暑的習俗均與食有關。

粵南地區方面有一句諺語：「六月大暑吃仙草，

活如神仙不會老」。「仙草」即涼粉，而這

種食物性質甘淡寒涼，有利於解暑清熱，

因此廣東地區的人們一般會在大暑的

時候進食仙草這種涼性食品。

大暑吃涼粉

秋分是日短夜長的時節，而且晝夜的溫差逐漸明顯。古時民

間流傳着秋分祭月的習俗，秋分曾有「祭月節」，與現今的

中秋節相似。

據明代《北京歲華記》記載，在祭月夜裏，各家

各戶皆會放置月宮、月兔的畫像，周邊以瓜果供

奉，配以繪上月宮玉兔的月餅，男女燒香敬拜，

直至清晨。

後來因秋分的日期並不穩定，加上不能確認秋分當日會否出現

圓月，祭月節便被人漸漸遺忘，而中秋節便代替了祭月節。

秋分祭月節

東漢名醫張仲景在冬季時，看到鄉親饑寒交迫，不少人的耳朵都凍爛

了，便讓其弟子搭起醫棚，架起大鍋，在冬至那天煮「祛寒嬌耳湯」

醫治凍瘡。

人們吃了「嬌耳湯」，渾身暖和，兩耳發熱，

凍傷的耳朵都治好了。

後人學着「嬌耳」的樣子，包成食物，也叫「餃

子」或「扁食」。發展到後來就有了冬至吃餃

子的習俗。

冬至吃水餃

二十四節氣的有趣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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