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9

BIBLID 0254-4466(2010)28:3 pp. 259-290
漢學研究第28卷第3期（民國99年 9月）

熊明遇與幼年方以智
—從《則草》相關文獻談起**

徐　光　台*

摘　要

方以智（1611-1671）《膝寓信筆》記載：「幼隨家君長溪見熊公則艸談
〔西學〕此事」，過去從方以智觀點解讀為：他九歲時見熊明遇（1579-1649） 
就草談西學，但未指出那時他向熊明遇請教了哪些西學。

本世紀初發現熊明遇在萬曆末年於福寧出版《則草》，使吾人可採用熊

明遇觀點與《則草》相關資料來重建當時歷史，解讀前引文為方以智「幼

隨家君長溪，見熊公《則草》談此事」。崇禎年間他流寓南京時見《天學初

函》，回憶早年在長溪見熊明遇《則草》，其中引用某些西學作品被收入《天

學初函》中，在《膝寓信筆》中寫下前引文。依此本文推論幼年方以智向熊

明遇學習西學的內容與範圍，並確定這是士人間傳播西學的一個重要案例。

關鍵詞：明末、方以智、方孔炤、熊明遇、則草、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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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在中國思想史與科學史上，明清之際的方以智有其特殊地位。1時值耶穌

會士來華傳教，在西方自然知識的衝激下，熊明遇《格致草》2和方以智《物

理小識》3為兩本引人注意的物理作品。過去注意方以智《物理小識》多所引

用《格致草》，4與他九歲在福寧向熊明遇請教西學，5顯示熊明遇與幼年方以

智曾有段教導西學的經歷，值得探究。

方以智的思想與著作涉及範圍極廣。6《膝寓信筆》提到他幼年與熊明

遇談西學。在他看到《天學初函》後，表示「幼隨家君長溪見熊公則艸談

此事」（以下稱此為《膝寓信筆》關鍵句）。7在過去缺乏熊明遇資訊的年

  1 侯外廬，〈方以智生平與學術貢獻─《方以智全書》前言〉，收入《方以智全書》第1冊
《通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1-97；杜石然、范楚玉、陳美東、金秋鵬、周
世德、曹婉如，《中國科學技術史稿》（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下冊，頁186-188，特
別是頁186；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第4卷下冊，第26
章；張立文，《宋明理學邏輯結構的演化》（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3），頁457-490；
張學智，《明代哲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第30章；李書增、岑青、孫玉
杰、任金鑒，《中國明代哲學》（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第31章。

  2 明．熊明遇，《格致草》，收入清．熊志學輯，《函宇通》，兩種四冊，美國國會圖書館與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順治五年（1648）潭陽書林友于堂刻本。熊志學將《格致草》與熊明
遇之子熊人霖的《地緯》合刻，取名《函宇通》，其中熊明遇《格致草》為「元冊」、「亨

冊」，熊人霖《地緯》為「利冊」、「貞冊」，並撰〈函宇通序〉。

  3 明．方以智，《物理小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4 張永堂，《明末方氏學派研究初編─明末理學與科學關係試論》（臺北：文鏡文化公

司，1987），頁110-111；馮錦榮，〈明末清初方氏學派之成立及其主張〉，收入（日）山
田慶兒編，《中國古代科學史論》（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9），頁153；樊
洪業，《耶穌會士與中國科學》（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1992），頁133；張永堂，《明
末清初理學與科學關係再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4），頁36-37；Kuang-Tai Hsu, 

“Fang I-Chih’s Citation and Response to Xiong Ming-Yu’s Gezhi cao in Wu li xiao shi,”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2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y of Science, Beijing, July 24-30, 2005。
  5 張永堂，《明末方氏學派研究初編》，頁110-111；《明末清初理學與科學關係再論》，頁36-37。
  6 任道斌，《方以智、茅元儀著述知見錄》（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
  7 明．方以智，《膝寓信筆》，頁26a，收入清．方昌翰編，《桐城方氏七代遺書》，日本東洋

文庫藏清光緒十六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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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學者鮮少知道他。在〈方以智傳〉中，范適（1906-1998）提到方以智 

「自述幼年曾隨家君長溪見熊公（三拔）艸談此事」，將「熊公」誤為熊三

拔（Sabbathinus de Ursis, 1575-1620），還將「艸談」連在一起，似乎認為
「則」字不重要而加以忽略。8方豪（1910-1980）也將「熊公」誤為熊三拔。9

見過熊明遇作品的容肇祖（1897-1994），指出「熊公即熊明遇」，認為方以智
在長溪見熊明遇「則草談此事」，也就是主動與他草談西學。10長溪即福寧，

該地區在晉太康三年（282）置溫麻縣，唐武德六年（623）改為長溪縣，元
至元二十三年（1286）為福寧州。11十七世紀仍以長溪來稱福寧。

方以智十二歲時「詠六經」。12在此之前兩年多，他已與熊明遇草談西

學，還「親炙壇石先生，喜其精論」，13反映他中學尚未紮根前，已隨熊明

遇學習西學。為什麼熊明遇與幼年方以智會有段教導與學習西學的經歷？過

去的研究偏向從方以智觀點與他的記載，似乎尚未深入分析兩人這段際遇，

以及他向熊明遇請教了哪些西學。筆者認為，如能從熊明遇的觀點與相關資

料，結合方以智的記載，來深入分析其間歷史背景，或能重建此一事件，推

論兩人間教導西學的範圍與內涵。

如果我們重視熊明遇觀點與相關資料，則不能不提他在福寧時期刊刻的

西學作品《則草》。熊人霖（1604-1666）為其父編纂《文直行書》，目錄有
一條〈則草小敘〉，可惜書中未收錄敘文與《則草》。14直到本世紀初在南京圖

  8 范適，《明季西洋傳入之醫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聚珍仿宋本，

〔出版地不詳〕：中華醫史學會鈞石出版基金委員會，1942），卷1〈方以智傳〉，頁27a。

  9 「方以智⋯⋯幼時即與其父見西士熊三拔」。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臺北：臺灣學生書

局，1969），上冊，頁301；方豪，《中西交通史》（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3），
下冊，頁764。

10 容肇祖，〈方以智和他的思想〉，《嶺南學報》9.1(1948.12): 100。
11 朱鼎玲等編輯，《嘉靖福寧州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41，上海：上海書局，

1990），卷1〈建置沿革〉，頁2a-b（總63-64）；清．朱珪修，李拔纂，《福建省福寧府志》（臺
北：成文出版社，1967），卷2〈地理志．沿革〉，頁1b-2b（總39）；清．李拔等纂修，《乾
隆福寧府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卷2〈地理志．沿革〉，頁1b-2b（總36）。

12 任道斌，《方以智年譜》（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頁33。
13 方以智，《物理小識》，卷1〈天象原理〉，頁4b（總753）。
14 明．熊明遇著，明．熊人霖編，《文直行書》（《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06冊，北京：北

京出版社，2000），〈文直行書文目〉，頁前32b（總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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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重新發現《綠雪樓集》中的《則草》，而後被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15

世人才有機會讀到它。《則草》的發現為本研究帶來下列三點突破與轉變。

首先，相對於過去側重方以智觀點與僅憑他的資料，《則草》的發現顯示我

們有必要從熊明遇觀點和相關資料來處理兩人在長溪談論西學。其次，運用

《則草》及相關資料，並結合方以智的記載，對《膝寓信筆》關鍵句產生新

的解讀：方以智在長溪見熊明遇《則草》中的西學圖文，印象深刻。南京時

見《天學初函》含有某些他早年在長溪見熊明遇《則草》中的西學內容，於

是《膝寓信筆》關鍵句解讀為「幼隨家君長溪，見熊公《則草》談此事」。第

三，方以智就《則草》中內容持續請教熊明遇，並「喜其精論」，成為他幼年

接觸西學的範圍與內涵。

質言之，本文擬通過《則草》與熊明遇生平活動等相關文獻的分析，

來重建幼年方以智向熊明遇學習西學的經歷，以及內容和範圍。在進行步驟

上，首先介紹方以智記載他與父親方孔炤（1591-1655）和熊明遇在長溪的接
觸。其次分析方以智在長溪接觸熊明遇談論西學的歷史背景。接著針對容肇

祖基於方以智觀點與資料對《膝寓信筆》關鍵句的解讀。由於《則草》有段

不易為人覺察的歷史，它的重新發現使我們得以探索它與《天學初函》間內

容的關聯，進而對《膝寓信筆》關鍵句提出新的解讀。最後，處理幼年方以

智向熊明遇請益《則草》的時段與西學的範圍與內涵，並論述其歷史意義。

二、方以智的記載

在《膝寓信筆》、《合山欒廬詩》與《物理小識》中，方以智記下他與父

親在福寧接觸熊明遇的四條回憶。為了便於分析與討論，筆者依它們的時間

順序加以編號如下。

（一）《膝寓信筆》

在《膝寓信筆》中，方以智記下一段有關《天學初函》中的西學，以及

15 《則草》初刊於1620年，天啟六年（1626）擴增《則草二》部分，提到「時天啟丙寅」。
明．熊明遇，《綠雪樓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85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則草引〉，頁總91；《則草二》，〈洪荒辯信〉，頁7b（總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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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與熊明遇在長溪接觸的關鍵句。

崇禎七年（1634）桐城民變，方孔炤留守，方以智隨家人避居南京。
後來他將流寓南京期間的雜文輯成《膝寓信筆》。16其中一段記載他讀李之藻

（1565-1630）編的《天學初函》中的西學時，提到他幼時隨父親在長溪見熊
明遇的往事。（見圖一中間跨頁的那一段）

由於原文無標點符號，為了掌握這段話的要點，筆者試以暫用句號來區

隔其中五項訊息。

（1） 西儒利瑪竇泛重溟入中國讀中國之書最服孔子〔。〕其國有六種學〔。〕
事天主通厯算多奇器智巧過人著書曰天學初函余讀之多所不解〔。〕幼隨

家君長溪見熊公則艸談此事〔。〕頃南中有今梁畢公詣之問厯算奇器不肯

16 任道斌，《方以智年譜》，頁64-95；方以智，《膝寓信筆》，頁1a。

圖一　方以智《膝寓信筆》含關鍵句的一段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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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言問事天則喜葢以七克為理學者也可以為難〔。〕17

首先，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經大西洋來中國，學
習四書與五經。在萬曆三十一年（1603）出版《天主實義》中，他引述中國
經典，其中提到孔子、仲尼或《論語》約十三次，18因此給方以智的印象，就

是利瑪竇不但「讀中國之書」，還「最服孔子」。崇禎二年（1629），《天主實
義》被李之藻收入《天學初函》中。19

第二，《天學初函》收有耶穌會士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 
《西學凡》，其中將西學或西方教育分為六科（文科、理科、醫科、法科、教

科、道科）三階段學習。首先修文科，包括經典、文法、修辭等，而後進入

次一階段，也就是理科（哲學或斐錄所費亞，philosophia）。第三階段學習醫

科（醫學）、法科（世俗法）、教科（教規法）或道科（神學）專業學科。方

以智談到「其國有六種學」，他指利瑪竇（或艾儒略）所在之國義大利有上述

六種學科。

第三，方以智從《天主實義》知道利瑪竇非常相信天主，以說服世人相

信天主為其志業。他還知道利瑪竇擅長曆算與記法，攜帶自鳴鐘等奇器，能

力超過許多中國士人。不過他誤認利瑪竇著《天學初函》，20承認其中許多內

容他不甚了解。

第四，《天學初函》中有許多內容讓他想起幼年隨父親在長溪見熊明遇

「則草談」西學。

第五，方以智向耶穌會士畢方濟（字今梁，Francescus Sambiasi, 1582-

1649）請教《天學初函》中曆算與器械部分，他不願詳細解說。但是問屬於理
學有關天主之事，譬如《七克》，還有《靈言蠡勺》、《天主實義》等，21則喜

17 方以智，《膝寓信筆》，頁25b-26a。

18 Matteo Ricci,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 (T’ien-chu Shih-i),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Douglas Lancashire and Peter Hu Kuo-chen, ed. by Edward J. 

Malatesta (St. Louis: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Ricci Institute, 

Taipei, Taiwan, 1985), p. 484.

19 明．李之藻編，《天學初函》第1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
20 范行準已指出此一錯誤。范適，《明季西洋傳入之醫學》，卷1〈方以智傳〉，頁27a。

21 明．畢方濟，《靈言蠡勺》，收入《天學初函》第2冊；明．龐迪我，《七克》，收入《天學
初函》第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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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答。

（二）《合山欒廬詩》

方以智有關方氏父子與熊明遇在福寧接觸的第二段記載，是段方孔炤與

熊明遇間互動的間接記載。

清順治十二年（1655）秋，方孔炤病逝。22冬，安葬於桐城東鄉合明

山。方以智在墓側建欒廬，守喪至順治十四年。這段期間他寫了約九十首詩

悼念亡父，輯為《合山欒廬詩》。順治十三年除夕，祭拜亡父後撰〈慕述〉一

詩，23敘述父子間四十五年活動與情緣，24提到父親由四川嘉定知州轉調福建

長溪，向同事學習。

（2） 再調長溪，見賢思齊。嚴事取法，鐵骨相期。25

引文雖未提向誰「見賢思齊」，任道斌認為方孔炤向鄭三俊與熊明遇看齊。26

接著談到他們「嚴事取法，鐵骨相期」，似乎偏向人格與行事風格接近，而

非請教自然知識。最後進一步引申：方以智「隨父福寧任上。方孔炤見賢思

齊，問學熊明遇、鄭三俊，密之得長見識。」27但未指明方孔炤問學內容，以

及方以智長見識的內容是否與西學有關。

（三）《物理小識》兩條記載

康熙三年（1664）刊刻的《物理小識》中，有兩段關於方氏父子與熊明
遇在長溪接觸的記載。

首段是方以智在長溪持續地向熊明遇學習一些他日後承認喜歡熊明遇

「精論」的說明。

（3） 萬曆己未，余在長溪，親炙壇石先生，喜其精論。28

22 任道斌，《方以智年譜》，頁194。
23 「冬。除夕，稽首合山先人墓前，思及前輩，憶及生平，痛泣哀號，作《慕述》長詩。」同

上註，頁199。
24 任道斌，《方以智、茅元儀著述知見錄》，頁17。
25 引自任道斌，《方以智年譜》，頁31。
26 「時鄭玄岳先生三俊，督學道契契；熊壇石先生明遇為兵備，時問學焉。」同上註。

27 同上註。

28 方以智，《物理小識》，卷1〈天象原理〉，頁4b（總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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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關於太姥山花崗岩峰林洞群的空谷回音。熊明遇似乎多次登太姥

山，還撰文〈登太姥山記〉。29某次與方氏父子同遊太姥山，方孔炤不解為何

一呼會引起七響回音，向熊明遇請教。

（4） 太姥有空谷傳聲處，每呼一名，凡七聲和之，老父以問壇石熊公。公曰：
「峽石七曲也。人在雪洞，其聲即有餘響。若作夾牆，連開小牖，則一聲

亦有數聲之應。層樓檻內門窻紙上，大小破隙，則風來做絲竹之音。若高

山日暮，聞城市之喧聲，以日氣斂，而人靜聽也。」30

這條引文與西學似無直接關聯。

上述四條引文中，（1）、（3）兩條與九歲方以智在長溪見熊明遇談西學
一事直接有關。我們就其歷史背景進行分析。

三、方以智幼年見熊明遇談論西學的歷史背景

萬曆四十七年（1619）夏，熟悉西學的熊明遇就任福寧兵備僉事。該
年底方孔炤知福寧州。當時方孔炤為其父方大鎮（1562-1631）出版《寧澹
語》，請熊明遇寫序。熊明遇也向方氏父子出示準備出版的《綠雪樓集》，其

中包括西學作品《則草》在內，《則草》乃成為方以智與熊明遇談西學的媒

介。

（一）調福寧前熊明遇與西學

熊明遇，字良孺，號壇石，江西進賢人，萬曆七年（1579）七月十六
日生於江西南昌府進賢縣。31二十八年（1600）鄉試中舉，翌年進士，授吏
部觀政。次年八月，就任長興縣令。32三十六年（1608）行取禮部主事。33

29 熊明遇，《綠雪樓集》，《屐草》〈登太姥山記〉，頁31a-36b（總451-453）。
30 方以智，《物理小識》，卷1〈聲異〉，頁10a-b（總756）。
31 「明遇，字子良，一字良孺，號壇石，居后村，生于萬曆己巳七月十六亥。」熊世琮等修，

《後方熊氏宗譜》（南昌：熊氏家刻本，1992），頁30b；「萬曆七年秋七月庚申時加亥，府

君生於進賢北山之畬上。」明．熊人霖，《鶴臺先生熊山文選》（日本內閣文庫藏清順治年

間刻本），卷12〈先府君宮保公神道碑銘〉，頁1a。

32 明．丁元薦，《尊拙堂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別集類第170冊，臺南：莊嚴文化公
司，1997），卷4〈送邑侯壇石熊父母入覲序〉，頁13a-16a（總735-736）。

33 熊明遇，《綠雪樓集》，〈掖草附．丁巳請告疏〉，頁1a（總280）；「戊申，明遇拜禮官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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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冬，赴京就任。34三十八年考選兵科給事中。35十月丁艱，返鄉守喪。36

四十一年四月，丁憂期滿，返京待補兵科給事中，直到四十三年（1615） 
十二月五日才補實。37這段期間他與傳播西學的中西士人交往與討論，奠定他

撰寫《則草》的基礎。

根據熊人霖所述，候補兵科給事中期間，他父親結交耶穌會士龐迪我

（Didacus de Pantoja, 1571-1618）、陽瑪諾（Emmanuel Diaz, 1574-1659）、畢
方濟，並與徐光啟（1562-1633）往來。《則草》是他與傳播西學的中西士
人交往後，「始章西學」的作品。38利瑪竇出版的西學作品包括《坤輿萬國全

圖》（1602）與《天主實義》（1603），與徐光啟合譯《幾何原本》（1607），
他口授下李之藻演說《渾蓋通憲圖說》（1607）、《圜容較義》（1608），以
及《乾坤體義》等。39在利瑪竇過世後，熊三拔完成《簡平儀說》（1611）、
《泰西水法》（1612）與《表度說》（1614），龐迪我撰《七克》（1614）。熊明
遇撰〈七克引〉與〈表度說序〉。萬曆四十三年（1615）陽瑪諾出版《天問
畧》。在熊明遇補實兵科給事中前，他有兩年半以上的時間學習先前出版的西

學作品。

當熊明遇任兵科給事中時，東林黨爭已經浮上檯面。萬曆四十四年

（1616）禮科給事中齊黨亓詩教疑熊明遇與東林黨通，上書彈劾他，建議將其
外調。40次年四月九日，熊明遇仍以兵科給事中身分上〈丁巳請告疏〉請求居

里。」同上書，《素草下》，卷2〈先資善大夫右都御史掌院事北潭公行狀〉，頁1a（總188）。
34 熊人霖，《鶴臺先生熊山文選》，卷12〈先府君宮保公神道碑銘〉，頁2b。

35 熊明遇，《綠雪樓集》，〈掖草附．丁巳請告疏〉，頁1a（總280）。
36 明．章士鴻，〈文直先生傳〉，收入熊明遇，《文直行書》，頁前63b（總38）。
37 「（萬曆四十三年十二月丁未）授熊明遇為兵科給事中。」黃彰健校勘，《明實錄．神宗實

錄》（京都：中文出版社，1984），卷540，頁3a；「〔萬曆〕四十三年，擢兵科給事中，旋

掌科事。」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257〈熊明遇傳〉，頁
6629；「乙卯，特旨實授掌兵科，以軍政察武職也。」熊人霖，《鶴臺先生熊山文選》，卷
12〈先府君宮保公神道碑銘〉，頁2b；「候補邸舍三年，⋯⋯乙卯冬秒，率爾受事。」熊明

遇，《綠雪樓集》，〈掖草附〉，頁2b（總280）。
38 「先君久與龐、陽、徐、畢諸君遊。初刻《則草》，始章西學。」熊人霖，《鶴臺先生熊山文

選》，卷11〈懸象說〉，頁1b。

39 利瑪竇著，朱維錚主編，《利瑪竇中文著譯集》（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1）。
40 「亓詩教等以明遇與東林通，出為福建僉事」。《明史》，卷257〈熊明遇傳〉，頁6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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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養病一年。41六月，發布他謫遷福寧道兵備僉事。42隔年閏四月上〈戊午請

告疏〉，再次獲准養病一年。43兩次上疏為他爭取到兩年調養時間，正好可用

來完成他學習西學的首本作品《則草》。

（二）熊明遇與方孔炤福寧共事

福寧州位於閩東，管轄福安與寧德兩縣，設福寧道。44熊明遇與方孔炤先

後調至福寧，熊明遇負責福寧衛，方孔炤為福寧知州，兩人分任治理福寧州

軍政首長。

萬曆四十七年初夏，熊明遇攜子人霖從南昌赴福寧。過武夷山嶺後，沿

崇陽溪、建溪，接閩江至福州。再由海路至寧德，六月抵達福寧。45前兵備僉

事常留福州。為了督導整頓軍備，熊明遇在府內築閣，當年冬天完工。他參

考莊子〈逍遙遊〉，取名「逍遙閣」，並撰〈逍遙閣記〉為念。46

方以智於萬曆三十九年（1611）生於南直隸安慶府桐城縣。四十四年方
孔炤中進士，次年四月，出任嘉定州（今四川樂山）知州，一年後遷福寧知

州。47何時赴福寧上任，過去的看法不一。《福寧府志》記載他在萬曆四十八

年（1620）知州事。48方以智記載前一年他在長溪見熊明遇。49任道斌認為方

以智萬曆四十六年離開嘉定，次年「隨父福寧任上」。50蔣國保提出他在萬曆

四十七年初到達福寧。51明代官員調職，常返鄉一段時間後才赴新職。方孔炤

於萬曆四十六年離開四川嘉定州，他可能先回桐城，而後就任福寧知州。

熊明遇任福寧兵備僉事後，他寫的兩篇文章透露方孔炤約於何時赴福

41 熊明遇，《綠雪樓集》，〈掖草附．丁巳請告疏〉，頁1a（總280）。
42 「丁巳，升福寧道兵備僉事。」熊世琮等修，《後方熊氏宗譜》，頁30b。「萬曆四十五年六

月甲午朔⋯⋯陞⋯⋯兵科給事中熊明遇福建僉事。」《明實錄．神宗實錄》，卷558，頁1a。

43 熊明遇，《綠雪樓集》，〈掖草附．戊午請告疏〉，頁2a（總280）。
44 楊正泰，《明代驛站考》（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391-392。
45 熊明遇，《綠雪樓集》，《屐草》，〈登支提山記〉，頁25b（總448）。
46 熊明遇，《綠雪樓集》，《素草上》，〈逍遙閣記〉，頁43a-44a（總153）。
47 任道斌，《方以智年譜》，頁30。
48 「方孔炤，號仁植，桐城人。進士。萬曆四十八年知州事。」朱珪修，李拔纂，《福建省福

寧府志》，卷17〈明州循吏〉，頁20b（總319）。
49 方以智，《物理小識》，卷1〈天象原理〉，頁4b（總753）。
50 任道斌，《方以智年譜》，頁30-31。
51 蔣國保，《方以智哲學思想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頁38。



269徐光台／熊明遇與幼年方以智—從《則草》相關文獻談起

寧。萬曆四十七年六月颶風過境，破壞福寧城樓。在重建後撰寫的〈福寧重

修州城碑〉中，熊明遇提到州守方孔炤似乎有段時間尚未到任，在邵武府太

守蘇萬傑代理下進行修城工作。52

相信地形風水的熊明遇，53對有人怪罪福寧地脈不好，他決心改變風水。

他相中崳嶼山，並模仿西學書中見過的西方塔，興建龍光寶塔。官紳捐助經

費，駐軍出力施工。泰昌元年（1620）中秋完工時，熊明遇撰碑文，提到州
守方孔炤從嘉定調來，手頭甚緊：

迺今按察閩中，而治于福寧州者，東西甌之間也。入其境，崇山蔽天，⋯⋯

中一山名崳嶼者，首銳而圓下，如鼎足句之，屹然潮汐池中，凡抵其壆，占

秀而當要害，熊子曰：「是宜塔也。」會福安張令蔚然案言，豪富民束，矢

直百金。余復捐他鍰，屬署守州者蘇郡丞萬傑經始之，而方守孔炤以嘉定異

等調來，拮据半朞⋯⋯取于西方之教俗而塔之，⋯⋯泰昌庚申八月之望。54

如果施工期超過八個多月，方孔炤約在萬曆四十七年（己未，1619）底前上
任。

熊明遇與方孔炤在福寧共事，建立友誼。方孔炤出身桐城書香世家，熊

明遇曾為他寫過一首賦〈奇樹歌為方潛夫賦〉，從「此樹非凡卉，還看此樹千

尺凌空起」，展現了他對方孔炤的期許。55兩人同屬東林人士，天啟年間同遭

魏忠賢璫禍迫害。崇禎元年（1628），兩人又先後復出。熊明遇動身北上赴任
兵部侍郎，路過桐城拜訪將復任職方郎的方孔炤。56顯示兩人間有段早年就建

立的深厚情誼。

（三）熊明遇撰〈寧澹語錄序〉

文人喜歡以文會友，包括官場上升遷異動，至親長輩的壽喜或墓誌銘，

還常為彼此作品寫序，出示或贈送作品。

方孔炤家學淵源，祖父方學漸（1540-1615）參與無錫東林書院講會。父

52 熊明遇，《綠雪樓集》，《素草上》，〈福寧重修州城碑〉，頁47b-48b（總155）。
53 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

頁115。
54 熊明遇，《文直行書》，文卷1〈福寧州新建龍光寶塔碑〉，頁32b-34b（總185-186）。
55 熊明遇，《文直行書》，詩卷5，頁9b-10a（總71）。
56 熊明遇，《文直行書》，文卷15〈采菽記〉，頁19a（總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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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方大鎮，萬曆十七年（1589）進士，參與北京首善書院講學。方孔炤抵達
福寧時，準備為其父出版《寧澹語》。57他向熊明遇出示書稿，請熊明遇幫忙

寫序。

侍御魯岳方公視鹺東越，其下教郡縣率以寬厚子良為大指，而精密則傳以經

術。⋯⋯及於役閩越，公子潛夫守冶東，出所錄《寧澹語》問序。58

當時熊明遇也準備出版《綠雪樓集》，已請舒曰敬（1558-1636）與福安
知縣張蔚然寫序或跋。59基於禮尚往來，他也向方孔炤出示《綠雪樓集》書

稿，《則草》是其中八部作品之一，於是隨侍在側的方以智見到《則草》。

四、幼年方以智見熊明遇《則草》談西學

《則草》有段不易為人覺察的歷史，它引用一些西學作品，它們後來被收

入《天學初函》中。容肇祖基於方以智觀點與記載，開啟對《膝寓信筆》關

鍵句的解讀。《則草》的發現雖然潛在地挑戰先前的解讀，仍待採用熊明遇

觀點與相關資料後，才產生新的解讀，認為幼年方以智見到的是熊明遇《則

草》中談的西學。

（一）容肇祖對《膝寓信筆》關鍵句的解讀

1948年，容肇祖發表〈方以智和他的思想〉一文，將方以智記載第
（1）條引文加上標點符號，成為「見熊公⋯⋯則草談此事」，認為先有方以
智「見熊公」，接著兩人「則草談〔西學〕此事」。同時，他將方以智記載第

（3）條引文納入第（1）條引文的按語中：

西儒利瑪竇泛重溟入中國，讀中國之書，最服孔子。其國有六種學，事天

主，通歷算，多奇器，智巧過人，著書曰《天學初函》。余讀之，多所不

解。幼隨家君于長溪，見熊公（案熊公即熊明遇，字良卿，號壇石。方以智

《物理小識》卷一頁四說“余在長溪，親炙壇石先生，喜其精論”可證。）則
草談此事。頃南中有今梁畢公（案即畢方濟，義大利人。）詣之，問歷算奇

器，不肯詳言；問事天，則喜。蓋以《七克》（西班牙人龐迪我著。）為理

57 明．方孔炤，〈跋〉，明．方學漸，《寧澹語》（《桐城方氏七代遺書》），卷下，頁20a-21a。

58 熊明遇，《綠雪樓集》，《素草》，〈寧澹語錄序〉，頁59a（總161）。
59 熊明遇，《綠雪樓集》，頁總8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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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也。（頁二五-二六，《桐城方氏七代遺書》本。）60

其中有三點特別值得注意。

首先，容肇祖為「天學初函」、「物理小識」與「七克」加上書名號，

而不知「則草」是本作品，未冠以書名號。事實上，當時學界似乎不知熊明

遇《則草》一書。例如，王重民（1903-1975）曾為《格致草》寫提要，未提
《則草》。61

其次，如省略引文中「見熊公」至「則草談此事」間的按語，則為「見

熊公則草談此事」。在不知熊明遇《則草》一書的情況下，「見熊公」表示

方以智見熊明遇，「則」被認為是連接詞，「草談」意謂就粗略地談，「此

事」指《天學初函》中的西學。「見熊公則草談此事」意謂方以智見熊明遇

就主動地與他草談西學。

第三，為了說明熊公就是熊明遇，容肇祖在註解熊公時，引用《物理

小識》〈天象原理〉的話：「萬曆己未，余在長溪，親炙壇石先生，喜其精

論」。62他成為首位將方以智記載資料第（1）與第（3）兩條加以連結的學
者，可是他似乎未曾覺察這兩條資料有些不相容：方以智一方面主動和熊明

遇草談西學；另一方面，他又向熊明遇請教西學，結果是喜其精論。

容肇祖解讀的「草談」西學與引述的「精論」西學，成為後來解讀方以

智在長溪與熊明遇談論或向他請教西學的主要依據。63由於「草談」西學與

「精論」西學相當不同，在什麼情況下，九歲的方以智會與四十一歲的熊明

遇見面，主動與他草談西學？另一方面，又向他請教西學，進而「喜其精論」 

呢？筆者將在第五節中分析方以智向熊明遇請教西學，進而「喜其精論」的

部分。

（二）不易為世人察覺的《則草》

《則草》一書有其不易為世人察覺的歷史。萬曆末年《則草》被收入《綠

60 容肇祖，〈方以智和他的思想〉，頁100。引文中的書名號係在書名之下加

﹏﹏

。

61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臺北：明文書局，1984），頁278。
62 容肇祖，〈方以智和他的思想〉，頁100。
63 張永堂，《明末方氏學派研究初編》，頁110；林慶彰，《明代考據學研究》（臺北：臺灣

學生書局，1983），頁482-483、487，註4；劉君燦，《方以智》（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1988），頁11、125、14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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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樓集》中出版。從名稱來看，它不像是本與西學有關的書。曾為《綠雪樓

集》寫序的舒曰敬、張蔚然、沈演、文翔鳳與李維楨（1547-1626），在他們
的序跋中，無人提到《則草》。64

明清鼎革，熊明遇與子人霖避居福建建陽。熊人霖在同文書院授課，熊

志學為其學生，順治五年（1648）他將熊氏父子二人作品《格致草》與《地
緯》合輯為《函宇通》，撰〈函宇通序〉，指出「《格致草》初名《則草》，成

於萬曆時」。65順治十六年（1659），熊人霖提到熊明遇「初刻《則草》」，「晚
刻《格致草》」。66同一年，在編輯《文直行書》的〈凡例〉中，熊人霖提到

「先公壯時著《則草》」，晚年完成《格致草》。67《文直行書》目錄中，熊人霖

列有〈則草小敘〉，內文卻未收入。

由於熊明遇曾任明兵科給事中、兵部左侍郎與兵部尚書，作品中含有諸

多遼東兵事的奏疏，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文直行書》與《綠雪樓集》 
皆被列入禁燬書，前者「屬全燬類」，後者列入「屬違礙、全燬類」。68乾隆

十五年（1750），熊氏家族僅重刻封題，其餘用「北山有萊堂藏板」重印《文
直行書》，更名為《熊壇石先生合纂文直行書》。筆者於2006年夏在南昌江
西省圖書館讀到此一刻本，其內夾有容肇祖毛筆字手書，認為它是清代禁燬

書下的僅存本。「清禁書總目全燬書目中有文直行書八本，此焚燬後之僅存

者，可宝也。容肇祖記。」「《文直行書》民國二年容肇祖署。」69

直到二十世紀末，學界才認知熊明遇撰寫《則草》一書。70二十一世紀初

《綠雪樓集》被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使《則草》複印本流通於世。

（三）《則草》與《天學初函》在內容上的關聯

萬曆晚期，熊明遇將他吸納的西學撰寫為《則草》，收入福寧期間初次出

版的《綠雪樓集》中。《則草》中大量引用或改寫自一些西學作品，它們後

64 熊明遇，《綠雪樓集》，頁總84-90；熊明遇，《文直行書》，頁總12-18。
65 熊志學，〈函宇通序〉，收入氏刻《函宇通》，頁5a。

66 熊人霖，《鶴臺先生熊山文選》，卷11〈懸象說〉，頁1b。

67 熊人霖編，〈文直行書凡例十六則〉，《文直行書》，頁前40a-b（總26）。
68 吳哲夫，《清代禁燬書目研究》（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9），頁165、432。
69 熊明遇，《熊壇石先生合纂文直行書》，江西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五年本。北京人民大學圖

書館藏有另一刻本，筆者感謝韓琦提供此一訊息。

70 張永堂，《明末清初理學與科學關係再論》，頁10-11。



273徐光台／熊明遇與幼年方以智—從《則草》相關文獻談起

來被收入《天學初函》中，乃成為二書在西學內容上的關聯。

《綠雪樓集》在天啟六年（1626）擴增與出版，由於此書在乾隆時期被列
入禁燬書目，至今似無一個完整的刊本留存。《四庫禁燬書叢刊》中的《綠

雪樓集》，係將分散於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圖書館與南

京圖書館收藏的十種不同作品，合成的彙整本，《則草》只是其中之一。

《則草》由〈則草引〉、《則草〔一〕》、《則草二》與〈則草附〉四部分

組成。《則草二》在天啟六年完成，從〈則草引〉記載著「萬曆庚申春仲書

于福寧道署之逍遙閣」，顯示其餘三部分約在萬曆末年出版。《則草〔一〕》 

從當時已出版的《泰西水法》、《天問畧》、《渾蓋通憲圖說》、《表度說》與

《簡平儀說》等西學作品中，大量地引用或改寫其中部分內容。將在本文第五

節中進行分析。

崇禎二年（1629），李之藻編《天學初函》，其中收有上述的《泰西水
法》、《天問畧》、《渾蓋通憲圖說》、《表度說》與《簡平儀說》，使得《則

草》與《天學初函》在西學內容上發生關聯。

（四）觀點轉換後的解讀

從文獻學與詮釋學的角度來看，過去關於熊明遇與幼年方以智在長溪見

面談西學之事，只憑方以智觀點與他的記載是不足的。《則草》的發現潛在

地挑戰先前對《膝寓信筆》關鍵句的解讀，不過，實質的改變有待於考量熊

明遇觀點才得以突破。

本世紀初於南京圖書館發現《則草》後，馮錦榮撰文介紹《則草》內

容，與熊明遇調遷福寧的歷史背景，還注意到熊明遇為《寧澹語》寫序，71但

未改變先前對《膝寓信筆》關鍵句的解讀。譬如，關於方以智記載第（1）條
引文，認知《天學初函》為書名，而未加書名號於「則草」，顯示尚未覺察其

中還有《則草》一書。72筆者也有類似的經驗，在初閱《則草》後，亦有一段

時間不曾覺察《膝寓信筆》關鍵句涉及《則草》一書，顯示認知熊明遇撰寫

71 馮錦榮，〈熊明遇（1579-1649）的西學觀：以熊氏早期的西學著作《則草》為中心〉，
《明清史集刊》5(2001.4): 330。

72 「西儒利瑪竇泛重溟入中國，讀中國之書，最服孔子。其國有六種學（榮按即文科⋯⋯），事

天主，通曆算，多奇器，智巧過人，書曰《天學初函》，余讀之，多所不解。幼隨家君，長

溪見熊公（壇石先生）則草談此事。」同上註，頁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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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草》一書與發現此書，雖為吾人提供一個極為有利的機會來提出一個不同

於容肇祖以降的解讀，可是這只滿足了必要的條件，還有待充分條件的成熟。

由於先前「見熊公則草談此事」讀來很順，在一般情況下讀者不會覺得

此一解讀有何不妥，遑論覺察其中蘊含方以智為中心的觀點。因此，只要我

們沿襲方以智觀點來解讀他的記載資料，覺得「見熊公則草談此事」讀來很

順，就沒有提出新解讀的必要。這也說明了為什麼在發現《則草》後，學界

未立即覺察先前解讀《膝寓信筆》關鍵句中的「則草」是一本熊明遇著作。

《則草》的發現雖為吾人提供《天學初函》與《則草》中內容的關聯，然

而要更進一步釐清《則草》、《天學初函》與《膝寓信筆》中引文有關西學內

容的關聯，我們得從方以智為中心的觀點轉換到熊明遇觀點，落實到熊明遇

在福寧的活動，特別是瞭解他在福寧與方孔炤共事，為《寧澹語》寫序，基

於禮尚往來可能也向方氏父子出示含有《則草》在內的《綠雪樓集》書稿等

活動，並結合方以智的記載後，提出新解讀的充分條件才趨於成熟。

新的解讀確定《膝寓信筆》關鍵句中的「則草」就是《則草》一書，認

為方以智在南京見到《天學初函》時，回憶幼時在長溪見熊明遇《則草》中

所談西學，因而在《膝寓信筆》中記下「幼隨家君長溪，見熊公《則草》談

此事」。換言之，九歲方以智見到熊明遇《則草》書中談的西學，而不是他與

熊明遇見面就主動地草談西學，因而化解了方以智九歲在長溪見熊明遇就能

夠主動地與他草談西學的疑慮。

五、幼年方以智向熊明遇請教西學及其歷史意義

在確定《則草》是熊明遇與方以智在長溪見面談西學的媒介後，顯示方

以智先見到《則草》，後來就書中的西學請教熊明遇，直到熊明遇調離福寧。

這段期間他「親炙壇石先生，喜其精論」。依此可將最初「見熊公《則艸》談

此事」與「親炙壇石先生，喜其精論」合理地聯繫起來。本節將分析方以智

向熊明遇請教西學有多久，兩人談論西學的內容與範圍，以及此事的歷史意

義。

（一）兩人在福寧談論西學有多久？

福寧期間，幼年方以智向熊明遇請教西學。我們只知道他從萬曆四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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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開始，雖不清楚在何時結束，不過，從相關資料推算不超過十一個月。

熊明遇在福寧兵備僉事任內歷三朝。萬曆四十八年七月十四日，朱翊鈞

（1563-1620）駕崩，享年五十八歲。73八月初一，太子朱常洛（1582-1620） 
登基為光宗，改元泰昌，是為泰昌元年。74五天後病倒，服李可灼所進紅丸

藥，九月一日駕崩，享年三十九歲。在東林人士楊漣（1572-1625）等擁立
下，九月初六，太子朱由校（1605-1627）登基，是為熹宗。次年農曆正月初
一，改元天啟。

改朝之際，緊鄰福寧道的建南道兵備僉事出缺。75在無人願出任的情況

下，朝廷命熊明遇兼任，76派令隨著頒布熹宗即位詔書而來。77於是，他得花

費相當時間來瞭解與處理建南道事務。

不久，他又陞陜西布政使司右參議兼提督學政，駐寧夏。關於此事發生

的時間有兩種說法。一說為泰昌元年（1620）十月，78另一記載他於天啟元

年（1621）「一月，報陞寧夏叅議」，79以前者較為可靠。熊明遇似未立即赴

任。十一月，他與子人霖離開福寧，途歸南昌。80

天啟初，方孔炤轉任兵部職方司員外郎。81方孔炤與熊明遇在福寧共事

73 「四十八年庚申七月十四日丙申，帝崩。」清．計六奇，《明季北略》（北京：中華書局，

1984），頁17；「四十八年七月，神宗崩。」《明史》，卷21〈神宗二．光宗本紀／光宗〉，
頁294。

74 「八月丙午朔，即皇帝位。」《明史》，卷21〈神宗二．光宗本紀／光宗〉，頁294；「萬曆
四十八年，⋯⋯八月初一日，皇太子即皇帝位，改元泰昌，以明年為泰昌元年。」明．文

秉，《先撥志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55冊，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卷
上，頁42a-43a（總521）；「庚申八月，讀光宗即位詔。」熊人霖，《鶴臺先生熊山文選》，
卷12〈先府君宮保公神道碑銘〉，頁3b。

75 見《士商類要》，收入楊正泰，《明代驛站考》（增訂本）附錄，頁392。
76 「及泰昌嗣服，眾正昌言，臺使被齕，移疾建南，藩臬避嫌，無肯攝建南道者，交讓公

徃。」明．章士鴻，〈文直先生傳〉，熊明遇，《文直行書》，頁前63b（總38）。
77 泰昌元年「九月，讀熹宗即位詔，兼攝建南道。」熊人霖，《鶴臺先生熊山文選》，卷12
〈先府君宮保公神道碑銘〉，頁3b。

78 「泰昌元年十月，⋯⋯甲子⋯⋯陞福建按察司僉事熊明遇為陜西布政使司右參議兼提督學

政，駐寧夏。」《明實錄．熹宗實錄》，卷2，頁73、93、101。
79 章士鴻，〈文直先生傳〉，熊明遇，《文直行書》，頁前63b（總38）。
80 「十一月，陞寧夏參議，府君乘槖歸」。熊人霖，《鶴臺先生熊山文選》，卷12〈先府君宮保

公神道碑銘〉，頁3b。

81 《明史》，卷260〈鄭崇儉傳附方孔炤傳〉，頁6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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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不到一年，其中還有兩個月熊明遇忙於建南道事務。因此，從萬曆己

未年底，方以智初見《則草》草稿，到熊明遇忙於建南道事務與稍後離開福

寧，方以智請教熊明遇西學的時間不超過十一個月。

（二）向熊明遇請益西學的範圍與內容

幼年方以智在向熊明遇請益西學時，雖未留下任何筆記，我們可從他留

下第（1）條與第（3）條資料，以及《則草》內容，來推論他當時向熊明遇
請益西學的內容與範圍。

過去對方以智與西學的研究，多側重其一生，至於其中究竟有多少是他

幼年時向熊明遇學習的，似乎尚未提過這類問題。例如，裴德生（Willard 

Peterson）提到《物理小識》約有百分之五為西學，其中表明大量引自《職

方外紀》與《主制群徵》的內容。此外也引用《乾坤體義》、《泰西水法》與

《測天約說》內容。他還特別注意有關宇宙結構方面的討論。82張永堂指出，

方以智作品反映的西學內容包括天文曆算學、生物醫學、地理學與音韻學。83

容肇祖指出「以智的西洋學問的造就，始於他隨父親寓長溪，與熊明遇相諗

熟之時」，84反映幼年方以智的確向熊明遇學習西學，但未指出其內容與範圍。

在發現熊明遇早期西學作品《則草》後，確認它是幼年方以智所見熊明

遇的西學作品，並就其中西學請教熊明遇，《則草》就是他最早閱讀有關西

學的書籍，其內容乃成為他向熊明遇請教西學的範圍。至於萬曆以後出版的

西學書籍，如《職方外紀》（1623）、《主制群徵》（1626）、《西學耳目資》 
（1626）、《測天約說》（1626）、《崇禎曆書》（1629-1634）等，不會出現在
《則草〔一〕》中，85也不在幼年方以智學習西學的範圍內。

方以智在《通雅》與《物理小識》中對西方宗教神學持質疑的態度。86

他在長溪時是否從《則草》中學得任何西方神學？這問題可從以下三方面來

分析。首先，熊明遇在萬曆後期與耶穌會士多所交往，他有頗多機會接觸西

82 Willard James Peterson, “Fang I-Chih’s Response to Western Knowledge,”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70), chap. 4.

83 張永堂，《明末方氏學派研究初編》，頁122-132。
84 容肇祖，〈方以智和他的思想〉，頁102。
85 張永堂，《明末方氏學派研究初編》，頁125-132。
86 同上註，頁13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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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基督神學，例如他曾為《七克》這本西方基督宗教神學作品寫序。不過當

時他對基督神學沒興趣，序文反映出他視它為一本像儒學倫理的書。其次，

由於《則草〔一〕》未反映任何基督神學內容，因此，幼年方以智不可能從其

中習得任何西方基督神學。第三，《則草》引用或改寫自一些西學作品，如

《泰西水法》、《渾蓋通憲圖說》、《表度說》、《天問畧》、《簡平儀說》等

書，它們被李之藻收入《天學初函》的「器編」，87也就是《膝寓信筆》提到

他向畢方濟請教《天學初函》中曆算與奇器的部分。相對地，問到《天主實

義》、《七克》、《靈言蠡勺》等屬於事天的理學部分，畢方濟則喜於回答，

反映方以智在南京時期才接觸西方基督神學。

在排除一些不屬於《則草〔一〕》所含的西學內容以外，我們從正面來分

析《則草〔一〕》中33小節的西學內容。
先從宇宙論談起，由於《天問畧》在出版前，周希令、熊明遇、楊廷

筠、孔貞時、李之藻、徐光啟、王應熊、許樂善、卓爾康等九位耶穌會士的

友人曾「仝閱」，88熊明遇顯然對於其中以地圓為中心的兩個圓球宇宙論，

分為十二重天並不陌生。關於銀河或天河，《天問畧》中記載著「觀列宿

之天，則其中小星更多稠密，故其體光顯相連，若白練然，即今所謂天河

者。」89《則草〔一〕》記為「仰視天河，如白雲之質，非雲也。蓋小星密聚，

極其高遠，不能分個別數，但茫然見其白而已，與經星同天。」90此外根據亞

里斯多德宇宙論，日食與月食涉及日、月與地球三者間的相對位置，《則草

〔一〕》大量地引用或改寫《天問畧》中有關「日蝕圖」、「月蝕圖」等圖說。

地球表面上各地的晝夜之所以會有長短，涉及地圓說中的太陽升落，與所在

地距離南北兩極的高下，也就是與緯度有關。〈定天重數〉、〈定天列象〉、

〈日月交食〉、〈晝夜長短〉等節，大量地引用或改寫自《天問畧》。

〈天地定體〉則引自《表度說》與《簡平儀說》。〈平儀圖說〉內容主要

87 李之藻編，《天學初函》第3冊與第5冊。
88 Rui Magone, “The Textual Tradition of Manuel Dias’ Tianwenlüe 天問略 ,” in Luis Saraiva and 

Catherine Jami, eds., History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Portugal and East Asia III, The Jesuits, 
the Padroado and East Asian Science (1552-1773)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08), p. 134.

89 明．陽瑪諾，《天問畧》，收入《天學初函》第5冊，頁2718。
90 熊明遇，《綠雪樓集》，《則草》，〈天河〉，頁38a-b（總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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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寫自《簡平儀說》，其後附的三個圖源自《天問畧》〈晝夜時刻隨北極出地

各有長短〉中清蒙氣的影響。

有關各行星離地距離與相對大小，經星的體等，經星位置，二十八宿定

度，〈定天列象〉、〈經星位置〉與〈二十八宿定度〉則引用或改寫自《渾蓋

通憲圖說》。「經星位置表」將《渾蓋通憲圖說》中的經星位置表加以綜合。

〈渾儀圖說〉中的「渾儀黃赤道圖」、「渾儀天地合象圖」與說明等，大量取

自或改寫自《渾蓋通憲圖說》。

在〈風雲雨露〉、〈雷電〉、〈彗、孛、流星、隕星、日月暈〉、〈雪〉、

〈雹〉、〈海〉、〈海潮汐〉、〈海鹽〉、〈江河〉、〈山泉〉、〈井泉〉、〈溫

泉〉、〈雨徵〉等13小節，大量引用或改寫《泰西水法》卷五的內容。91

更重要的是，《則草》中表達熊明遇對傳統自然知識考據的意義。他以

西方自然知識為鏡，在《則草》中建立「格言考信」與「渺論存疑」來考據

與檢視中國傳統自然知識。《則草》首節〈占理膚論〉的要旨，表達他對占

理的看法。「今人言天官，俱以占星氣為急，其所指次，率悖事理，故首以

膚論，推明其不盡然也，題曰占理。」92由於占星氣違背依照亞里斯多德用

四元素來說明物體運動或變化的事理，為了將占象不盡合理處推論明白，所

以稱此為占理。第二節〈占理演說〉旨在就〈占理膚論〉不清楚之處加以演

說：「膚論以氣配象，以事配數，皆據理推原，而語焉未詳，其義恐晦，再

作演說，無二旨也。」93接著回到亞里斯多德宇宙論中的天地的定位，和基於

其上的天文曆法與觀測。在許多小節中，熊明遇以四元素說中氣與水火土間

的變化，來解說大氣與地表諸多現象。質言之，用傳統「原其理」的見解來

看，熊明遇基於傳入的西方自然現象變化之理，認為占星氣有悖於事理。94

質言之，《則草》成為幼年方以智向熊明遇學習西學的範圍與內涵。方

以智「喜其精論」，指書中內容與熊明遇所做的說明，其中極可能涉及中西自

然知識的遭遇，以及書中對傳統自然知識的考證部分。

91 徐光台，〈徐光啟演說《泰西水法．水法或問》（1612）的歷史意義與影響〉，《清華學
報》新38.3(2008.9): 421-449。

92 熊明遇，《綠雪樓集》，《則草》，〈占理膚論〉，頁1a（總92）。
93 同上註，〈占理演說〉，頁2b（總92）。
94 徐光台，〈熊明遇（1579-1649）論「占理」與「原理」〉，《九州學林》6.2(2008.夏 ): 

56-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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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幼年方以智向熊明遇請益西學的歷史意義

在尚未打好中學基礎時，方以智就對西學頗為好奇。因此，我們有必要

就其時代來論述幼年方以智向熊明遇請益西學的歷史意義。

過去曾認為方以智在長溪向「熱心傳播西學的熊明遇」學習。究竟熊明

遇是如何「熱心傳播西學」，卻無所描述。95事實上，西學會在長溪傳播，這

可能是明末西學傳入下一個相當特殊的案例。

讓我們先回到明末西學傳播的脈絡。由於當時傳教士未獲准建立任何傳

播西學的教育機構，利瑪竇等耶穌會士只能透過結識朝野士人與官吏，吸引

他們來學習西學。相對地，萬曆年間中國士人學習西學的管道，在直接向結

識的耶穌會士學習西學以外，也有從瞭解西學的中國士人處學習西學。前者

以徐光啟、李之藻、熊明遇等人為代表。他們皆與耶穌會士有過一段頗長時

間的接觸與討論，並通過翻譯、筆記、校閱或出版西學作品來反映他們對西

學的認識與立場。

關於中國士人間傳播西學，第一個案例是李之藻在萬曆三十七年（1609） 
知開州後，在該地傳播利瑪竇引入的西方自然知識，吸引士人王英明

（?-1614）與王嗣虞追隨他學習西學。王英明約於萬曆四十年（1612）左右完
成《曆體略》手稿，它被認為是最早一本由中國士人完成內含西學的作品。96

另一個案例是熊明遇向徐光啟學習《泰西水法》中的西學。97

萬曆己未，幼年方以智在長溪見熊明遇《則草》草稿。由於王英明《曆

體略》在崇禎十二年（1639）才出版，98因此，萬曆末年刊刻的《則草》成

為首本由中國士人完成與出版的西學作品。在出版《綠雪樓集》後，熊明遇

將它分送親友。方孔炤收到一本，使方以智一睹其內的西方自然知識，進而

向熊明遇請教其中的西學。這是萬曆晚期中國士人彼此學習西學的第三例，

也是一個幼童向前輩學習西學的案例，亦是西學在長溪傳播的案例。

95 蔣國保，《方以智哲學思想研究》，頁38；羅熾，《方以智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
社，1998），頁30。

96 徐光台，〈明清鼎革之際王英明《曆體略》的三階段發展〉，《故宮學術季刊》26.1(2008.9): 

44-48。
97 同註91。
98 徐光台，〈明清鼎革之際王英明《曆體略》的三階段發展〉，頁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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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　語

從方以智研究、熊明遇研究、中國思想史、中國科學史與中西交流史

來看，方以智九歲在長溪見熊明遇談論西學，是一件值得深入探討與分析

之事。萬曆四十七年熊明遇與方孔炤分別出任福寧兵備僉事與知州，使方

以智得以認識與接觸熟悉西學的熊明遇，這是他人生經歷上一件相當重要

的事。關於《膝寓信筆》關鍵句「幼隨家君長溪見熊公則艸談此事」，容

肇祖解讀為方以智九歲在長溪見熊明遇就草談西學，並引述《物理小識》 

中「親炙壇石先生，喜其精論」，其結果是一方面「草談」西學，另一方面

則「喜其精論」。後來學者沿襲他的詮釋與引述而小有變化。在發現《則草》 

與其複印本問世後，本文指出引文中的「則草」就是熊明遇《則草》。或許有

人認為本文「小題大作」，從結果上來看，認為遲早有人會指出《膝寓信筆》 

關鍵句中的「則草」就是熊明遇《則草》，這只是標點符號的技術性問題。本

文的確是「小題大作」，圍繞著方以智在長溪見熊明遇談論或學習西學這一事

件，本文呈現了容肇祖的解讀與新的解讀之歷史背景、觀點與相關資料，以

及從過去到新解讀的轉變，勾勒出此一事件從舊的解讀轉向新解讀的歷史編

纂。此外，還有以下幾點歷史意義值得進一步分析與闡釋。

（一）中國古代雖有其標點符號的發展，99《膝寓信筆》似未使用。在二十

世紀前半中文標點符號化後，100容肇祖將《膝寓信筆》關鍵文字斷句與解讀

為「幼隨家君於長溪，見熊公⋯⋯則草談此事」。隨著《則草》的發現，在確

定引文中的「則草」就是熊明遇《則草》後，只要將「則草」加上書名號，

調整為「見熊公《則草》談此事」，這似乎是一個標點與書名號的技術面小問

題。筆者持不同看法，認為在標點符號背後，還存在著我們對歷史研究的文

獻運用與解讀觀點，以及幼年方以智學習西學涉及的範圍與內涵問題。

（二）過去從方以智觀點與資料，認為方以智在長溪見熊明遇就主動地草

99 管錫華，《中國古代標點符號發展史》（成都：巴蜀書社，2002）。
100 新文化運動時，1919年4月胡適與錢玄同、劉復、朱希祖、周作人、馬裕藻等六位教授提

出「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方案」。次年2月，獲得北洋政府教育部頒令，使得中文得以標
點符號化。袁暉、管錫華、岳方遂，《漢語標點符號流變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頁33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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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西學。試想萬曆四十七年，熊明遇四十一歲，方以智才九歲，後者見到前

者時，似乎尚未接觸過西學，就能採取主動與熊明遇談西學，此一詮釋似乎

將方以智想得過於聰明。相對於此，筆者採用《則草》與其相關資料，從熊

明遇觀點來深掘他在萬曆年間的活動與著作，重建兩人在長溪談西學的歷史

真相。

相對於方以智在思想史與科學史中的重要地位，熊明遇似乎較不引人

注意，直到1980年代後期才出現研究熊明遇的論文。本世紀初發現《則草》 
後，仍沿襲方以智為中心來解讀他的記載資料，覺得「見熊公則草談此事」 

讀來很順，因此不覺得有轉換的必要。直到採用熊明遇觀點，深掘其相關資

料，才能擺脫方以智為中心的觀點與詮釋，回歸熊明遇與方以智長溪見面時

的歷史情境。

（三）《則草》一書有其不易為世人察覺的歷史，或許因此學者至今似乎

甚少提到此書的影響。本文釐清幼年方以智見熊明遇談論西學一事，確定方

以智早年見《則草》中的西學而向熊明遇請教西學，因而確定《膝寓信筆》 

是至今首本中國士人作品記載《則草》一書在長溪傳播西學的影響。日後或

許可進一步發現《則草》一書的其他影響，以豐富吾人對《則草》一書影響

的認識。

（四）瞭解方以智早年對西學的學習，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認識他從早年到

晚年對西學看法的發展與轉變。

方以智早年對熊明遇《則草》中的西學是「喜其精論」，可是為何從《膝

寓信筆》以後，他的作品中就不再提到《則草》呢？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或

許由於《則草》擴增為《格致草》後，他將焦點放在《格致草》上，特別是

在《物理小識》中，他只提《格致草》。另一個原因是他對西學的態度改變

了。

方以智早年在傳統學識尚未奠基時，就向熊明遇學習西學，並「喜其精

論」，反映當時他對西學的熱衷態度。

在〈則草引〉中，熊明遇指出其自身的轉變。從任禮部主事後，他開始

學習占星氣。到接觸耶穌會士學習西學後，開始省思傳統的占星氣。基本上

他接受西方亞里斯多德的自然哲學，四元素之一的氣（air），存在於月亮天

以下的領域，不像傳統上「通天地一氣」的氣（qi），可從地表上通星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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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星象變化。接受西方自然哲學的熊明遇，在《則草》前兩節就展開對星占

背後理論基礎的批判，只承認各地上方有限範圍的大氣現象，而沒有普遍的

「占理」。接著，他採取亞里斯多德式自然哲學，包括地圓在內的兩個圓球的

宇宙論和諸多大氣現象的說明，以及托勒密天文學，來考據傳統中國「占星

之悖理」。101

在《物理小識》卷一〈天象原理〉中，方以智先提到「良孺熊公曰」，102

接著就大量引用與改寫熊明遇對天象原理的看法，主要取自《則草》中〈占

理膚論〉與〈占理演說〉，或是《格致草》中〈原理恆論〉與〈原理演說〉。

接著，以《易》為家學的方以智父子，對熊明遇採取西方自然哲學中的氣的

看法，採取從質測與通幾區別的觀點，來處理熊明遇的見解。

鹿湖潛老夫曰：執气質而測之，則但顯各各不相知，而各各互相應之，通幾

猶晦也。⋯⋯豈徒委之气質而已乎？ 103

方以智採取質測與通幾的觀點，來處理西學與中學間的關係，將質測的

西學附屬於《易》的通幾之下，其結果為「萬曆己未，余在長溪，親炙壇石

先生，喜其精論。故識所折衷如此。」104他從早年喜歡熊明遇對西學的「精

論」，到後期將其與中學加以折衷，一方面反映他幼年曾熱衷於學習熊明遇

《則草〔一〕》的西學內容，另一方面，也對照他日後採取一個不同於幼年曾

熱衷學習西學的態度。一旦我們釐清方以智幼時在福寧通過熊明遇學習西

學，我們或可進一步探討方以智從早年對西學的興趣到晚年的不關心。105

（五）關於方以智九歲在長溪見熊明遇談西學此一事件，涉及方孔炤、方

以智與熊明遇三人。過去偏重方以智觀點來解讀其記載資料，本文則從熊明

遇觀點深掘《則草》相關資料。此外，我們似乎也應注意關鍵三人中的方孔

炤。在方以智幼年與熊明遇談西學，以及他晚年對西學態度的改變，方孔炤

似乎扮演了某種重要的角色。

在前述解讀以外，還有一種看法是基於方以智記載第（2）條資料，主

101 徐光台，〈熊明遇（1579-1649）論「占理」與「原理」〉，頁73-97。
102 方以智，《物理小識》，卷1〈天象原理〉，頁2a（總752）。
103 同上註，頁4a-b（總753）。
104 同上註，頁4b（總753）。
105 Willard James Peterson, “From Interest to Indifference: Fang I-Chih and Western Learning,” 

Ch’ing-shih wen-t’i 3.5(1976): 7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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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方孔炤問熊明遇西學，方以智在旁受其啟發，喜其精論。換言之，福寧

時期方孔炤對熊明遇的學說有興趣，斐德生（Willard Peterson）似乎持此看

法。106安國風（Peter Engelfriet）將此看法又往前推進一步，認為「熊明遇點

燃了〔幼年〕方以智對西學的興趣」，並將方以智記載的第（1）與第（3）條
資料誤讀為：「他回憶熊明遇曾和父親討論利氏學說。」107

在編著《方以智年譜》中，任道斌使用方以智記載的第（2）、（3）、
（4）條，沒提第（1）條資料，也未參考容肇祖的論文。在對第（2）條資料
「見賢思齊」補充說明中，任道斌將原先偏向人格與行事風格的學習，也就是

「嚴事取法，鐵骨相期」，經過他的引申後成為：方以智「隨父福寧任上。方

孔炤見賢思齊，問學熊明遇、鄭三俊，密之得長見識。」如此則成為方孔炤

向熊明遇問學，隨侍父側的方以智獲益良多。

1998年，羅熾在《方以智評傳》的〈方以智年表〉中，提到他「以任
道斌《方以智年譜》為主要參考書，同時參考了劉君燦《方以智》」，顯示他

受到任道斌看法的影響，主要係方孔炤向熊明遇問學，再接上劉君燦認為方

以智在西學物理方面受熊明遇的啟發，108於是，羅熾結合第（2）與第（3） 
條資料，指出方以智「隨父赴福建福寧任所，方孔炤見賢思齊，問學熊明遇

先生論西學物理，方以智喜其精論，頗受啟發。」109他認為方孔炤向熊明遇

請教西學物理，方以智隨侍在側，因而受惠，獲得啟發，喜其精論。此一說

法缺乏一手的資料佐證。

事實上，耶穌會士傳入的西學對十七世紀中國士人而言，是一個相當另

類的與挑戰的（alternative and rival）學說。即使對現代人而言，亞里斯多德

自然哲學也是相當不容易瞭解的舊科學（old science）。譬如，《科學革命的

結構》作者孔恩（Thomas Kuhn, 1922-1996）理解亞里斯多德自然哲學的過
程就是一個極佳的例子。110筆者相信對十七世紀中國士人而言，想要理解亞

106 Ibid., p. 74; Peter M. Engelfriet, Euclid in China: The Genesis of the First Chinese Translation 
of Euclid’s Elements, Books I-VI (Jihe yuanben, Beijing, 1607) and Its Reception to 1723 (Leiden: 

Brill, 1998), p. 357, n. 16. 中譯本見紀志剛、鄭誠、鄭方磊譯，《歐幾里得在中國：漢譯《幾

何原本》的源流與影響》（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頁397，注3。
107 Engelfriet, Euclid in China, p. 365. 中譯本見紀志剛等譯，《歐幾里得在中國》，頁397。
108 劉君燦，《方以智》，頁11、125、147-148。
109 羅熾，《方以智評傳》，頁400。
110 徐光台，〈皮亞傑對孔恩《結構》之影響〉，《歐美研究》28.2(1998.6): 215-264，特別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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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多德式自然哲學是相當不容易的。如果方孔炤向熊明遇請教西學物理，

將是一段不短的過程，其間得經過許多的詳細說明與討論，使得在旁的方以

智才可能「喜其精論，頗受啟發。」然而此一說法是否成立，值得商榷。

假設當時方孔炤向熊明遇請教西學物理，經過熊明遇提出許多的詳細說

明與討論，在現存方孔炤的著作中，似乎應留存一些蛛絲馬跡，可是至今似

乎尚未發現相關跡象。在方孔炤的著作中，《周易時論合編》是一本易學作

品，其中含括一些西學內容。從人物方面來看，他提到與西學有關的人包括

利瑪竇、徐光啟、熊三拔等人，就是不曾提到熊明遇。從內容來看，《周易

時論合編．圖表幾象》卷七包括〈崇禎曆書約〉、〈圜中〉、〈大圜〉、〈二

曜〉、〈五緯〉與〈兩間質約〉等，內容涉及西學物理，論題包括地圓且在宇

宙中心位置、天體地度、行星大小與離地遠近、經星大小與離地遠近、氣候

漏刻、刻漏極度、日月五星的運行、經星資料，以及諸多大氣現象等，似乎

未發現有直接引自熊明遇《則草》或《格致草》的內容。111

方孔炤與熊明遇在福寧共事約一年，如果他曾向熊明遇請教西學，方

以智應會留下某些記載。可是在方以智記載的四條資料中，未提任何有關記

載。相對地，如將第（1）與第（3）條結合起來看，非常明確地指出，方以
智在長溪見熊明遇談西學與向他學習（西學）。長期學習西學的結果是方以智

《物理小識》多所引用熊明遇《格致草》。

綜合上述的分析，無論是方以智記載的四條資料，還是方孔炤的著作

中，皆未提到方孔炤主動向熊明遇學習或問過西學。因此，羅熾主張方孔炤

問熊明遇西學，方以智在旁深受啟發，此一詮釋缺乏一手的資料佐證，顯得

不合理。依此判斷在方氏父子與熊明遇在長溪的交往中，應是方以智與熊明

遇談論與學習西學。

過去對方孔炤《周易合編時論》研究，雖處理許多西學內容，112似乎至

今尚未針對他處理西學的專門研究。筆者對《周易時論合編圖象幾表》卷

七〈崇禎曆書約〉進行考證，發現它不是對《崇禎曆書》的約概，特別是

3節：「解讀亞里斯多德物理學：一個革命性的經驗」。
111 明．方孔炤著，明．方以智編，《周易時論合編》（臺北：文鏡文化公司，1983）。
112 張永堂，《明末方氏學派研究初編》，頁1-72；彭迎喜，《方以智與《周易時論合編》考》 
（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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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曆書約〉絕大部分來自王英明《重刻曆體略》，他甚至未讀過《崇禎曆

書》，113因此我們得重新評估方孔炤對西學的認識，進而幫助我們解開三人間

圍繞著西學與明清鼎革的一些微妙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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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ong Mingyu and the Young Fang Yizhi: From 
Ze Cao and Related Sources**

Hsu Kuang-tai*

Abstract

In his Xi yu xin bi 膝寓信筆 , Fang Yizhi 方以智 (1611-1671) writes:  

“幼隨家君長溪見熊公則艸談〔西學〕此事 .” This has been interpreted as 

stating that at the age of nine, when he went with his father Fang Kongzhao 

方孔炤 (1591-1655) to Changxi 長溪 to meet Xiong Mingyu 熊明遇 (1579-

1649), they “then briefly discussed this,” i.e., Western learning. Scholars have 

relied exclusively upon Fang Yizhi’s own account of this event, which does 

not indicate whether he had studied any Western learning with Xiong on that 

occasion.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will provide a new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Xiong Mingyu’s Ze cao 則草 and hitherto unexplored materials relevant to 

him.

The recent discovery of Ze cao confirms that Xiong Mingyu published 

his text in Funing 福寧 in 1619-1620. During his stay in Nanjing 南京 from 

1634 to 1639, Fang Yizhi saw the Tian xue chu han 天學初函 , a section of 

which reminded him that as a child during his stay in Changxi 長溪 , he had 

seen Xiong Mingyu’s Ze cao in which Xiong had cited or paraphrased some 

  * Hsu Kuang-tai is a professor in the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and in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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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rn works later edited and included into the Tian xue chu han. This 

implies the above-mentioned key sentence in Xi yu xin bi has to be interpreted 

as that he had seen Xiong Mingyu’s Ze cao dealing with it [i.e., Western 

learning]. Consideration of materials relating to Xiong Mingyu and his views 

thus brings us to conclude that in his childhood Fang had read Ze cao and 

learned about its content from Xiong. This episode thus represents Fang 

Yizhi’s first encounter with Western scientific knowledge.

Keywords: late Ming, Fang Yizhi 方以智, Fang Kongzhao 方孔炤, Xiong 

Mingyu 熊明遇, Ze cao 則草, Western lear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