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課 天工開物選   宋應星 

【學習重點】 

1.認識宋應星與天工開物在古代科技史上的成就與地位。 

2.體悟事物的應用往往有多種可能性。 

3.了解科技對生活的影響，並對發明、傳承與改進者抱持感謝。 

 

題解 

本課選自天工開物。天工，出自尚書「天工人其代之」，指大自然的

巧藝要由人類代為完成；開物，出自易經「開物成務」，指開發各種物資，

以建立經濟與社會制度。天工開物記載明代農業與手工產業的技術發展樣

貌，配合插圖解說，忠實呈現當時的科技概況，是中國第一部研究農工技

術的專著，亦堪稱當時中國技術的百科全書。全書共十八卷，卷前皆有緒

言，概略敘述作者於該領域的觀察、體會或評論。 

本課所選三則，分別為舟車、膏液與殺青三卷的卷首緒言。舟車緒言

指出交通工具對人與物的流通有莫大功勞，並為當初的發明者不被後人重

視而叫屈。膏液緒言讚嘆油品的功用之廣，使社會發展更趨便利。殺青緒

言說明紙是訊息傳遞的重要工具，亦是人類知識與文明傳承的根基，並提

出造紙技術的開發並非一時一人之功。 

三則緒言在點出器物基本功用的同時，也跳脫日常觀點，從宏觀的社

會、經濟與文化層面切入，指出該物的重要性，間接告訴了讀者：生活中

習以為常的物品，背後都藏有值得重視的技術與知識價值。 

 

作者 

宋應星 

名號 字長庚 

籍貫 江西奉新（今江西省宜春市） 

生  明神宗萬曆十五年（一五八七） 

卒  約於清聖祖康熙五年（一六六六） 

卒  約八十 

 

宋應星自幼聰慧，喜好遊歷。萬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中舉之後，五次赴

京參加會試皆落榜；然而在南來北往的過程中，卻也得以接觸許多農、工技術，

增廣見聞，為日後的著述打下基礎。崇禎七年（一六三四），經謁選出任分宜縣



（今江西省新余市）教諭一職，期間寫作不輟，完成生平多數著作。其後，官至

亳州（今安徽省亳州市）知州，明亡後棄官回鄉，以此自終。 

宋應星的著作題材多樣，除詩文、科學技術外，也有政論、歷史、雜文等作

品，然今多散佚，僅有天工開物、野議、論氣、談天、思憐詩等作傳世。其中天

工開物也一度失傳，直至民國初年才在學者與藏書家的搜羅下，從日本尋得舊本

並重新刊行。該書對傳統科技資料的整理貢獻殊偉，英國漢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因此將宋應星與十八世紀主編百科全書的法國思想家狄德羅(Dini 

Diderot)相比，稱之為「中國的狄德羅」。 

 

 

課文與注釋 

舟車○1 緒言 

宋子○2 曰：人群分○3 而物異產○4 ，來往貿遷○5 ，以成宇宙。若各

居而老死，何藉○6 有群類○7 哉？人有貴而必出，行畏周行○8 ；物有賤

而必須，坐窮負販○9 。四海○10之內，南資○11舟而北資車，梯航○12萬國

○13，能使帝京元氣充然。何其始造舟車者，不食尸祝之報○14也？浮海

長年，視萬頃波如平地，此與列子○15所謂御泠風○16者無異。傳所稱奚

仲○17之流，倘○18所謂神人者，非耶？ 

 
1舟車 船與車，泛指一切水陸交通工具。 

2宋子 宋應星自稱。 

3群分 即「分群」，指分居各地。 

4物異產 指物產各地不同。 

5貿遷 貿易，指貨物的運輸與交流。 

6何藉 即「藉何」，憑什麼。藉，憑藉。 

7群類 此指人類社會。 

8行畏周行 在外行走時害怕四處走動而過於勞累。周行，四處行走。 

9坐窮負販 因為缺乏而需要運輸販賣。坐，因為。窮，指物資缺乏。負販，擔

負貨物販賣。 

10四海 指天下各處。古代認為中國四周環海，故稱天下四方為四海。 

11資 憑藉、依靠。 

12梯航 為「梯山航海」的縮語，指翻越山嶺、渡過海洋，比喻長途跋涉。梯，

攀登。 

13萬國 此指四處、各地。 

14不食尸祝之報 指得不到後人的崇敬。食，承受、享有。尸祝，古代祭祀時

主持祭禮的人，引申為崇拜、尊敬。尸，音ㄕ。 



15列子 列禦寇，戰國時期鄭國人，是道家代表人物之一。傳說他能御風飛行。 

16御泠風 駕著輕風飛行。御，駕馭。泠，音ㄌㄧㄥˊ，柔和。 

17奚仲 夏禹時掌管造車的官員，相傳是馬車的發明人。 

18倘 音ㄊㄤˇ，如果。 

 

膏液○19緒言 

□1  宋子曰：天道平分晝夜，而人工繼晷以襄事○20，豈好勞而惡逸哉？

使織女燃薪○21，書生映雪○22，所濟成何事也？草木之實，其中韞○23藏

膏液，而不能自流；假媒○24水火，憑藉木石，而後傾注而出焉。此人

巧聰明，不知於何稟度○25也。 

□2  人間負重致遠，恃有舟車。乃車得一銖○26而轄○27轉，舟得一石○28

而罅完○29，非此物之為功也不可行矣。至菹○30蔬之登釜○31也，莫或○32

膏之，猶啼兒之失乳焉。斯其功用，一端而已哉？ 

 

19膏液 油脂。 

20繼晷以襄事 指夜以繼日地完成工作。晷，音ㄍㄨㄟˇ，日影、日光，引申

為白晝。襄，音ㄒㄧㄤ，完成。 

21織女燃薪 指紡織女在夜裡依靠柴火照明來織布。 

22書生映雪 指讀書人在夜裡依靠雪光映照來讀書。 

23韞 音ㄩㄣˋ，包藏、蘊含。 

24假媒 憑藉、借助。 

25稟度 此指受教、習得。稟，承受。 

26一銖 此指少量。銖，音ㄓㄨ，古代計算重量的單位，二十四銖為一兩。 

27轄 音ㄒㄧㄚˊ，將車輪固定在車軸上的棍狀金屬，此處借指車輪。 

28一石 此指大量。石，音ㄉㄢˋ，古代計算重量或容量的單位。 

29罅完 即「完罅」，指隙縫得以填補。木造船隻的接縫處，依古法需先塞入麻

絮，再調合桐油、石灰加以填補，才不會漏水。罅，音ㄒㄧㄚˋ，隙縫。 

30菹 音ㄐㄩ，醃菜、鹹菜。 

31登釜 入鍋烹調。釜，音ㄈㄨˇ，鐵鍋。 

32莫或 沒有。 

 

殺青○33緒言 

宋子曰：物象精華，乾坤○34微妙，古傳今而華○35達夷○36，使後起

含生○37，目授而心識之○38，承載者以何物哉？君與民通，師將弟命○39，

憑藉呫呫口語○40，其與幾何○41？持寸符○42，握半卷○43，終事○44詮旨○45，

風行○46而冰釋○47焉。覆載○48之間之藉有楮先生○49也，聖頑○50咸○51嘉賴

○52之矣。身為竹骨與木皮，殺其青而白乃見○53，萬卷百家，基從此起。



其精在此，而其粗效○54於障風護物○55之間。事已開於上古，而使漢、

晉時人擅名記○56者，何其陋哉！ 

 

33殺青 此處借指造紙。古代製作竹簡時，會先烘乾竹片中的水分以防蟲蛀，

並刮去青皮以便書寫，此過程稱為「殺青」。殺，除去。 

34乾坤 此指天地。 

35華 古代中國的簡稱，後泛指中原。 

36夷 古代對中原以外各族的蔑稱，此指邊疆。 

37後起含生 後來出現的人們。含生，擁有生命的物體，此指人類。 

38目授而心識之 透過閱讀而心領神會。授，傳習。識，音ㄕˋ，了解、知道。 

39師將弟命 即「師將命弟」，老師傳授課業給弟子。將，傳達。命，此指課業、

教誨。 

40呫呫口語 多話囉嗦，說個沒完的樣子，此指口頭交談。呫呫，音ㄔㄜˋ  ㄔ

ㄜˋ，多話的樣子。 

41幾何 多少。 

42符 古代用於立約或傳令的器物，此指文件。 

43卷 音ㄐㄩㄢˋ，此指書籍。古時文書寫在竹簡、絹帛上，捲起收藏，故稱。 

44終事 窮究事理。終，窮究、窮盡。 

45詮旨 闡明要旨。 

46風行 像風一樣散布開，此指政令迅速傳播。 

47冰釋 像冰融解消散，不留痕跡，此指問題徹底解決。 

48覆載 本指天地養育包容萬物，此代指天地。 

49楮先生 紙的別名。楮樹的樹皮可用於造紙，韓愈作毛穎傳時以物擬人，稱

「紙」為「楮先生」。 

50聖頑 聰明的人和愚鈍的人。 

51咸 都。 

52嘉賴 嘉許和倚賴。 

53見 音ㄒㄧㄢˋ，通「現」，顯現。 

54效 用，發揮作用。 

55障風護物 擋風和包裝物品。 

56擅名記 享有名聲與後世的記載。擅，據有。 

 

 

賞析 

本課選錄天工開物三則緒言，作者從宏觀的角度，指出這些日常器物對人們

的生活、社會，乃至於文化的重要性，且提出自己的觀點，反映出作者的批判精

神與重視實用技術的態度。 



︱舟車緒言︱ 

本篇旨在說明交通工具的重要，並喚起人們對發明者的崇敬。作者從經濟的

角度切入，點明船隻、車輛有助於南來北往的聯繫及經濟貿易的活絡。在交通工

具的輔助下，城市得以繁榮，國家得以強盛。而後話鋒一轉，為其當初的發明者

不受重視而抱屈，認為他們不只對社會貢獻巨大，更憑藉自己的智慧，讓後人有

了彷彿道家神人的憑虛御風之能，值得世人的感謝與景仰。 

︱膏液緒言︱ 

本篇旨在說明油品的重要及多用途，並指出人們運用才智發展出提取油脂的

技術。作者以貼近生活的角度，語帶幽默地指出夜間的勞動讓人們有使用油品照

明的需求，進一步談起油品提取技術的神奇，肯定人類的聰慧。接著回歸生活視

角，先後以交通工具與做菜烹調為例，藉由在「行」、「食」方面油品之不可或缺，

凸顯其重要性與多重功能。 

︱殺青緒言︱ 

本篇旨在說明紙的重要。作者從文化傳承的角度立論，認為紙打破了時間與

空間的限制，使知識得以傳遞與分享。接著談起造紙術，略提原料與製程，指出

成品的功用並不限於承載文字，尚可用於擋風及包裝。更追溯該技術的歷史，認

為它源遠流長，不宜只歸功於特定人物。文中雖未舉證，但根據考古發現，西漢

時確實已有粗糙的紙製品，蔡倫應是造紙技術的改良者而非發明人，可知作者所

言不虛。 

綜上所述，就不難理解天工開物的命名由來。三則緒言中所舉實例，就是人

類開發物資、成就社會的具體展現；膏液緒言更點出「天工」與「開物」之間的

關鍵在於「人巧聰明」，說明人的創造能力值得加以重視。可見作者寫作天工開

物的用心不只是記錄實務技術，也希望後世的人善用自然資源，拓展出更多的可

能。 

 

問題討論 

一、本課作者如何介紹「舟車」對於人們生活的影響？請試著分析文中的論述層

次。 

二、膏液緒言中，作者如何說明油品對生活的重要性？其內容和今日的生活相

比，有何異同？ 

三、在過去，「紙」是知識與訊息傳遞的主要媒介，但在今日科技與網路的發展

下，你認為紙是否會被取代，而最終消失呢？為什麼？ 

 

測驗與練習 



語文知識 

（  ）1.下列各組「 」中的字，何者讀音兩兩相同？  

(A)日「晷」／歸「咎」  (B)「泠」風／「伶」俐 

(C)「倘」若／「徜」徉  (D)「稟」報／倉「廩」 

（  ）2.下列文句，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A)他願意接下這個挑戰，想必是下了破斧沉舟的決心 

(B)老師總是告訴我們開券有益，鼓勵我們平時多多閱讀 

(C)時光飛逝，經過好多年，他倆之間的誤會總算冰釋了 

(D)在上位者應時時為民著想，不該只是尺位素餐，毫無作為 

（  ）3.下列文句「 」中的成語，何者使用正確？ 

(A)你把大師的真跡字帖當成墊板，真是「焚膏繼晷」 

(B)強颱來襲，「風行草偃」下農民損失慘重，欲哭無淚 

(C)這位「名揚四海」的罪犯四處逃亡，不少國家對他發出通緝 

(D)經過好幾個小時的「舟車勞頓」，我們終於到達目的地 

（  ）4.下列關於宋應星的敘述，何者正確？ 

(A)宋應星一生寫作不輟，除科學著作外，詩文、政論、雜文皆有涉獵 

(B)其著作天工開物在民間廣為流傳，歷經世代傳承而逐漸豐厚此書內

容 

(C)宋應星博覽群書，對於農、工技術的相關知識，皆從書中考證獲得 

(D)英國科學家李約瑟因宋應星的科學成就，稱其為「中國的狄奧多西」 

（  ）5.下列有關天工開物一書的敘述，何者正確？ 

(A)此書被譽為「中國醫學史上的座標」 

(B)是中國古代第一部研究農工技術的專書 

(C)全書僅以文字紀錄說明當時科技概況 

(D)記載宋代農業和手工產業的技術發展 

閱讀理解 

（  ）6.「激問」是一種表面上提出疑問，而答案在問題反面的修辭技巧，例

如：「斯其功用，一端而已哉？」下列文句，何者運用了相同的修辭技

巧？ 

(A)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 

(B)何其始造舟車者，不食尸祝之報也 

(C)而人工繼晷以襄事，豈好勞而惡逸哉 

(D)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 

（  ）7.下列關於舟車緒言一文的文意分析，何者正確？ 

(A)人群分而物異產，來往貿遷，以成宇宙：說明人因為互相交流，才

能構成世界 



(B)此與列子所謂御泠風者無異：感嘆今日已沒有像列子一般的聖人 

(C)物有賤而必須，坐窮負販：說明販賣便宜物品的商人，無法負擔交

通費用 

(D)何其始造舟車者，不食尸祝之報也：指出交通工具的發明者並不願

接受回報 

（  ）8.下列關於膏液緒言一文的說明，何者錯誤？ 

(A)作者在文中舉出例子，說明油品的價值與多重功能 

(B)作者藉本文說明日常物品背後都有值得重視的技術 

(C)作者以貼近生活的角度，幽默地點出人們對油品的需求 

(D)作者感嘆大自然的巧妙，因油脂不須經過加工就能取得 

（  ）9.下列有關殺青緒言一文的敘述，何者正確？ 

(A)「殺青」是指以竹桿或樹皮的青色外皮當成紙來使用 

(B)作者在文末對後人只將造紙技術歸功於特定人物提出批判 

(C)說明紙張雖然只有承載文字的功能，卻對文化傳承有其重要性 

(D)「目授而心識」說明人們過去不重視文字，知識傳承皆靠口語溝通 

（  ）10.根據天工開物一書的性質來推斷，下列哪一段文句最有可能出現在

此書中？ 

(A)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

方百里，子、男五十里 

(B)又有觀畫而以手摸之，相傳以謂色不隱指者為佳畫，此又在耳鑒之

下，謂之「揣骨聽聲」 

(C)凡治絲先制絲車，其尺寸器具開載後圖。鍋煎極沸湯，絲粗細視投

繭多寡 

(D)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 

表達應用 

一、天工開物曾失傳多年，民國初年才從日本尋得舊本並重新刊行。假設你是民

國初年的出版社編輯，好不容易找到天工開物的圖版，你會將這些圖配在天工開

物的哪個單元中？ 

單元內容：(A)舟車：船隻、車輛的構造與製作方式 

(B)殺青：造紙的程序與方法 

(C)乃服：衣物原料來源與加工方法 

(D)陶埏：磚、瓦、陶瓷器的製作 

 

 

 

 

 



圖片 搭配單元 圖片 搭配單元 

 

 

 

 

 

 

 

 

 

二、寫作練習 

天工開物記載明代農業與手工產業的技術發展樣貌，配合插圖解說，忠實呈

現當時的科技概況。以另一個角度來看，它也可說是農、工業的技術說明書。「說

明書」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資訊內容，諸如家具組裝、家電用品的操作等，

都需要說明書的輔助。英國BBC紀錄片如何撰寫說明書中，提到說明書的寫作要

點： 

1.好找：相關資訊清楚，能迅速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2.易懂：文字要淺白簡單，指令乾淨清楚，讓人一看就懂。 

3.圖示：透過圖像視覺化，讓人能按圖索驥操作。 

請選擇一種生活上會用到的物品或食品，以「○○○使用說明」為題，為它撰

寫簡要的產品介紹及使用說明。 

□提□示  

1.須寫出要說明的物品名稱，並介紹其外觀與基本用途。 

2.因為是「使用說明」，所以必須從操作面來思考──如何告知他人：這件物品

要如何操作使用。若能配合圖解更佳。 

 

延伸閱讀 

•圖解天工開物 宋應星，華威國際，二○一五 

•臺灣工藝 顏水龍，遠流，二○一六 

•工藝之道：日本百年生活美學之濫觴 柳宗悅，大鴻藝術，二○一三 

•手感工藝•美好生活提案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麥浩斯，二○一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