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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而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更為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貢獻。中國科技在發展過程中，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已和許多西方國家有不同程度的交流。明末，西方傳教士為了傳揚基督信仰，遠

赴中國，努力學習中國文化，並以西方科學技術和新穎奇特的西洋物品吸引學者和皇帝的注意，藉以

建立友誼。到了清代，康熙皇帝對數學、自然科學等西方科學有着濃厚興趣。他除了躬親學習外，還

邀請西方傳教士來華教授科學知識，引進更多西方科學儀器，並任命宮廷製造科學儀器。在此時，中

西方的科技文化交流達到頂峰。 

 

「西洋奇器 – 清宮科技展」是一個融合科學與歷史的展覽，展出約 120件故宮博物院珍藏的西方科

學儀器，展品包括畫作、天文、數學、度量衡、醫學、武備、生活器具和鐘錶等八大主題，其中多件

文物更是首次在香港展出，精彩展品包括銀鍍金渾儀、乾隆皇帝諭令宮廷畫家繪畫，以宏揚清朝威德

的《萬國來朝圖》、康熙皇帝御用鐵交槍、風雨寒暑錶、手搖電影機、溥儀皇帝曾使用的英國自行車、

多款珍貴的鐘錶，以及多本清代科學書籍。這些極具科學價值的歷史遺珍是最好的物證，記錄了中西

方科學技術和文化的交流。透過參觀這些器物，觀眾更可反思當時中國科技落後於西方國家的原委，

從而認識科技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性。 

 

為增強展覽的教育和趣味性，科學館特別製作多媒體節目和互動展品，讓觀眾透過親身參與，認識這

些清宮儀器是怎樣操作和運用了哪些科學原理。此外，科學館也同時為這展覽製作了一個手機應用程

式，提供展覽資訊、遊戲和語音導賞。觀眾更可用這與小皇帝拍照留念。記得參觀前先下載應用程式，

參觀時就可享受更多樂趣！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與故宮博物院合辦 

香港科學館及故宮博物院聯合籌劃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獨家贊助 

鳴謝：設計及文化研究工作室 

 

聯繫課程 

小學常識科「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技」、「國民身份認同與中華文化」及「了解世界與認識資訊年代」 

中四至中六組合科學科物理部分：「波動」 

中四至中六物理科必修部分：「力和運動」、「波動」 

中四至中六物理科選修部分：「天文學和航天科學」 

中四至中六中國歷史科選修部分：「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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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資料 

展期：2015年 6月 26日至 2015年 9月 23日 

地點: 香港科學館特備展覽廳 

 

展廳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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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區重點概要 

 

繪畫 

 

清人畫胤禛妃行樂圖軸 

 

1950年代，故宮博物院的工作人員，在庫房整理舊館藏時發現一

套十二幅的大絹本設色美人圖，每幅有一肖像。原來，這些美人

圖是《雍正十二妃子圖》，又稱《胤禛妃行樂圖》。這一套美人

圖原是圓明園 「深柳讀書堂」 圍屏上的裝飾畫，是雍正時期，

宮廷畫家描繪宮中女子閒適生活的情景。當年雍正對這套圖屏十

分欣賞，為了妥善保管，傳旨將它們從屏風上拆下。 

 

這是其中一幅美人圖，名為《持錶對菊》。畫中仕女手持一個精

緻小巧的西洋鐘錶「銅鍍金殼畫琺瑯懷錶」，是當時的時尚物品。

桌上置花瓶和書函。室內另有一張黑漆描金小桌，桌上擺放了一

個「銀鍍金渾天儀」。 

 

 

萬國來朝圖 

 

在新春的時候，乾隆皇帝為了宏揚清朝威德，諭令宮廷畫家創作

了多幅《萬國來朝圖》。畫中各國使節手持珍品，聚集在紫禁城

皇宮的太和門外，等待向乾隆皇帝朝拜。圖軸上顯示出多個不同

國家的使節，包括現今的日本、英國、法國、俄羅斯等使節。有

趣的是，畫中的場景，有的依據事實，有的則純屬想像，因為這

些宮廷畫家可能從來未參與這盛大的朝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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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 

 

恆久以來，中國人一直十分重視天文學的發展，他們倚賴占算天象以趨吉避凶，又編制曆法來預測季

節的變化，以助農作物收成。中國古代天文學家成就卓越，在明朝以前，已創製了圭表、漏壺、渾儀、

簡儀和水渾儀象台等天文儀器，並積累了豐富的觀測記錄。可惜中國古代的天象觀測往往與皇帝的權

力和迷信有莫大關係，並不著重以科學解釋天文現象，因此天文學的發展未有重大突破。 

 

明朝末年，西洋傳教士湯若望等精通天文，因而在欽天監裏擔任官職，導致中國的古代天文學傳統受

到徹底的衝擊。清軍入關後，西洋傳教士們也投降清朝，繼續擔任欽天監工作。除湯若望外，還有許

多歐洲的傳教士東來，帶來了各式各樣的天文儀器，當中包括了望遠鏡和各種天文測量儀器。這些儀

器和知識的引入，促進了中國的天文和曆法的發展。 

 

銅鍍金渾天合七政儀 

 

「銅鍍金渾天合七政儀」是將渾儀和太陽系儀合而為一的示範儀

器。渾儀用作演示天球概念，分為外、中、內三層。外層是指與

地面水平的地平圈，和垂直於地平的子午圈。地平圈上刻有黃道

十二宮和十二個月份的名稱。中層有黃道帶、四條經線，和五個

互相平行的圓環，由北向南依次序為北極圈、北回歸線、赤道、

南回歸線和南極圈。 

 

「銅鍍金渾天合七政儀」的最內層為七政儀，即太陽系儀，是根

據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在 1543年提出的日心說製作。日心說是

指太陽是宇宙的中心，而不是地球。地球只是圍繞太陽運行的一

顆行星。太陽系儀演示了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和土星

繞日運行的情景。 

 

銀鍍金南懷仁款渾天儀 

 

「銀鍍金南懷仁款渾天儀」是由欽天監南懷仁所製作，是康熙皇

帝學習天文時使用的。渾儀用作演示天球概念、太陽、月球圍繞

地球轉動和日食、月食的情況。渾天儀安設在紫檀木方形框架

中，外層由與地面水平的地平圈，和垂直於地平的子午圈互常連

結而成。地平圈刻有四象，代表四個方向。中層分別為太陽運行

的軌道黃道圈和其周邊的黃道帶、月球運行的軌道白道圈、地球

的赤道投影在天球上的天球赤道圈。各環皆刻有度數。渾天儀的

中心是地球模型，刻有當時各大洲的名稱。可細看金屬圈上刻有

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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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鍍金星象插屏 

 

自古以來，中國古人對天文觀測十分重視。他們相信天上星象的

變化關乎國家興亡。因此，他們致力研製非常精確的天文觀測儀

器，包括繪製星圖，記錄天象的變化。而「銅鍍金星盤插屏」是

用星圖製成的一對插屏式工藝品，分別繪畫南北兩天球的恆星

圖。星盤插屏手工精細，框架由紫檀木製造，四周鑲蝙蝠、銅錢

等吉祥圖案，框架下部鑲有卷草紋飾。這星象插屏是一件以南天

球星圖製成的工藝品。 

 

 

黑漆長方羅盤 

 

羅盤，又稱羅庚，是風水大師在堪輿風水時必備的測量工具，用

於立極與定方向。這木制的羅盤由內盤、外盤和天池所組成。圓

形的內盤是羅盤的主要部分，上面刻有不同的內容，按易經及河

洛原理，參照天象星宿運行的原則，便能得出趨吉避凶的方案。

外盤為方形，用燙金字刻寫二十四節氣表。天池是羅盤的中心，

內置指南針。羅盤中間凹陷，注水後浮起指南針，好像一個小水

池，所以名為「天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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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古時，中國人以結繩記數，證明數學與人類的生活息息相關。中國數學的發展起源於上古至西漢末期，

到秦漢時期，數學體系已漸漸形成，算籌和十進制已出現及被廣泛應用。東漢初期編著的書籍《九章

算術》是中國古代數學的經典著作，主要包括了現在初等數學中的算術、代數和幾何等內容，它不但

確立了中國數學的發展範式，成就更傳到印度、阿拉伯和歐洲，促進了世界數學的發展。 

 

到了明朝，中國人發明了算盤及使用珠算，可是自始之後數學發展開始緩慢。相反，同期西方數學發

展迅速，製造世界上最早的計算機和發展微積分等。清朝康熙皇帝愛好科學研究，同時委任西洋傳教

士擔當他的教師，為他製造多種西方數學儀器和指導他學習數學。西洋傳教士與中國學者更合作翻譯

多本西方數學書籍，使中國數學研究出現了一個中西融合貫通的良好境況。 

 

盤式手搖計算器 

 

別以為計數機是現代的科技產物，1642 年法國科學家巴斯

加，發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機械式計算器。西洋傳教士把這種

計算器介紹給喜愛科學的康熙皇帝，深得康熙的喜愛。18

世紀前後，清宮開始製造各式手搖計算器。 

 

這個「盤式手搖計算器」有十個圓盤表示十個位數字，每個

圓盤底下安裝了齒輪裝置，可進行加減計算。現代的計算機

和電腦亦是利用相類似的原理來計算，因此這台計算器可以

算是現代計算機或電腦的始祖。 

 

要深入認識它的運作原理，可操作互動展品「西洋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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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衡 

 

度量衡，是指量度物體的長度、容量和重量，是人類日常生活的重要一環。從簡單的記事、貨物買賣、

土地徵稅到技術發明等，都須要精準的量度儀器。早於公元一世紀初的新朝，中國的度量衡學已經有

很大的成就，當時律曆學家劉歆建立完整的度量衡制度，收錄於《漢書‧律曆志》中，成為中國度量

衡學經典著作。 

 

清朝時期，由於各地的度量衡標準不一，造成混亂和不公平的情況。康熙和乾隆皇帝在位期間，從西

洋傳教士認識到新的儀器和測量方法，他們製造標準的度量衡器具，使量度工作科學化，統一了不同

地方的標準，因而大大提高了效率。 

 

天平 

 

天平是量度重量的一種儀器，它的結構非常簡單，當進行測量重

量時，只要將量度重量的物件放在一邊，將已知重量的砝碼放在

另一邊，直至兩端呈平衡狀態，該物件的重量便是砝碼的總重量。

在中國，簡易的天平設備早在春秋時期就已經出現了。一直到清

代，天平都是主要的量重工具。 

 

這個「天平」曾為宮廷所用，方形木支架用於固定橫杆和兩端的

秤盤，附有不同重量的砝碼。從砝碼的重量來看，這個天平應是

用來秤較重的物件。 

 

想嘗試使用天平，可到互動展品「天平」，認識當年的清宮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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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 

 

中國醫學博大精深，發展出一套完整系統，講究天人合一，指出人體為一完整個體，當身體任何地方

出毛病，中醫會以整體出發，以將身體帶回平衡作治療方向。中醫最早的著作於公元前一世紀的漢朝

出現，是關於草藥知識，及後中醫學發展成一套完整系統，以望聞問切為斷診依據。西醫則著重尋找

病源，對症下藥，成效較快。 

 

中西醫學交流方面，種人痘早在清朝已有，經土耳其傳入英國，啟發了英國醫生詹納以疫苗預防天花。

早於十七世紀初，已有傳教士帶同解剖學說進入中國，康熙甚至下令將解剖書譯成滿文，不過這與中

國傳統價值觀有相悖，所以未有流傳出宮外。在康熙大力倡導下，西醫曾在宮內興盛一時，但由於往

後歷代皇帝的不重視，西方醫學因此未能在中國普及。此外，在民間，傳教士懂醫術者很少，而人民

認為中西醫學在理論和實踐上也相差太遠，因此西方醫學在中國發展更慢。到清代後期光緒年間，西

方學說及科技才開始受到重視，醫學再次進入清宮。 

 

人體解剖模型 

 

康熙三十二年(1693 年)，康熙皇帝患上瘧疾，服用中藥不

見效。後來服用了由印度入口的西藥金雞納霜，很快便康

復。從此，康熙熱衷西方醫學，特別對人體解剖學大感興

趣，下令傳教士翻譯西方的解剖學和醫學書籍，和帶來人

體解剖模型，讓他研究解剖學。 

 

這個「人體解剖模型」是女性模型，精緻程度媲美中學教

材。模型右半邊的胸部及大腿顯示出肌肉組織及血管，雙

臂及雙腿可拆卸，頭蓋骨和胸部可打開。打開頭蓋骨，可

取出腦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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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備 

 

火藥是中國四大發明之一，主要成分是硝石、硫磺和木炭，它的起源與煉丹術有着密切的關係。到了

宋元時期，因戰爭頻繁，火藥的應用有突破性的發展，管形火器和雛型的火炮已出現。另一方面，火

器也經印度傳入阿拉伯地區，阿拉伯人將火器等加以改良，傳入歐洲後發展成各式各樣的槍和大炮，

包括火繩槍、燧發槍、來福槍和短火槍等。 

 

明清時代，火器從西方經日本再傳入中國，這時火器技術在設計及實用上都有顯著的進步。火槍在清

代受到嚴格管制，除了皇宮、火器營士兵和禁軍之外，民間不得藏有和接觸火器。在皇宮內，除了皇

帝的用槍一般是英國入口或清宮造辦處精製而成外，其他官兵所配備的是工部製作或經奏准後在當地

製作，款式都是點火式鳥銃。 

 

康熙帝御用鐵交槍 

 

清宮的軍火武器主要由西方傳入、皇親國戚所進獻或由清宮自行

製造。「康熙帝御用鐵交槍」為清宮槍炮處所製造，由康熙親自

審閱、欽定，最後成為皇帝專用品。槍管以鐵鑄造，槍床、槍托

為木質。槍床中部下端加木叉托架。鐵交槍的發火裝置為火繩、

燧發兩用。從前皇帝多以射箭狩獵，到西洋火槍引入後，皇帝便

使用火槍狩獵。 

 

鐵交槍的操作絕不簡單，大家可參觀互動展品「載上鐵交槍」，

認識它的操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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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錶 

 

中國人在古代已懂得利用太陽照射地面的影子來測量時間，最早紀錄出現於公元五百多年的隋朝。除

了在隋朝發明的日晷外，早於西漢時期中國已有銅漏測時，靠的是水滴泄水，從刻度顯示時間。到宋

代，蘇頌更發明水運儀象臺，可同時用來作計時及報時，而且已經用上類似現代擒縱器的結構系統。

但可惜這項發明並沒有繼續發展下去，反而在西方的鐘錶中得以發揚光大。 

 

西洋鐘錶最早在萬曆年間已經進入皇宮，當時利瑪竇贈送了兩座自鳴鐘給萬曆皇帝，朝中上下對這新

奇物品無不嘖嘖稱奇。後來進入清朝宮廷內的鐘錶逐漸增多，其中以英國和法國製造的最多。這些鐘

錶不僅顯示時間，更會加上各種建築、人物、動物來裝飾，並配以水法、轉花、跑人等機械玩意，給

人賞心悅目和金碧輝煌之感，成為宮中的新潮玩意。乾隆皇帝尤其喜愛這些西洋鐘錶，更要求清宮造

辦處精心製作美侖美奐的御用鐘。 

 

鐵製機輪帶風雨寒暑錶 

 

法國是機械鐘錶的發源地，悠久的鐘錶製作歷史可追溯至公元 18

世紀或更早，不少作品更享負盛名。這個由故宮收藏的「鐵製機輪

帶風雨寒暑表」是法國製造，屬於典型的法國工業題材的機械鐘錶

作品。 

 

這個機械鐘錶以紫色的大理石為基座，中間是一套兩針錶，錶兩側

各有一活塞缸，缸側有爐，分別嵌上風雨表和溫度錶，它可能是出

於銷售方面的考慮而特別增加的功能。上緊發條後，動力源帶動大

風輪轉動和活塞上下移動，模仿蒸汽機械的運行和基本原理。 

 

大家不妨去參觀互動展品「滴答擒縱器」，深入認識鐘的內部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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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器具 

 

隨着西方的工業革命成功推行，五花八門的生活用品大量出現。兩次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列強用堅船

利炮打開了清朝的國門，西方商品開始源源不斷地輸入中國。與此同時，大量西方物品和科技產品亦

從不同的途徑湧入晚清宮廷，令宮廷的生活變得多姿多采，更大大提高他們對世界的認知。 

 

這些新科技產品均以娛樂身心為主，而皇帝採取較為被動的態度，相較於前朝皇帝以提升對世界認知

的境界相去甚遠。因此，晚清宮廷對這些科技產品的需求，以便利日常生活和提供娛樂為主，種類包

括保健品、室內設施、交通工具、娛樂器械、警衞槍械等各個類別，其中最為皇室喜愛的有電影放映

機、留聲機、照相機和自行車等。 

 

木長方手搖電影機 

 

世上第一種電影放影機，是公元前約 200 年漢朝記載的

走馬燈。走馬燈和現代的膠卷電影放影機的應用原理相

同，是利用人眼「視覺暫留」的特性。視覺暫留是指人

眼所看到的影像消失後，人眼仍能繼續保留其影像大約

0.1至 0.4秒。因此快速播放的一系列定格圖像，看起來

會順暢自然。 

 

這部「木長方手搖電影機」其實是「手翻書動畫播放器」。

將每頁畫有一個定格圖像的書本，從電影機的一側小門

放入。放映時轉動機身的金屬手柄，帶動內部齒輪轉動

翻書，望進電影機內便能觀看動畫。 

 

留聲機  

 

留聲機由愛迪生發明，起初以錫箔滾筒錄音，後來改為

以扁圓形塗蠟鋅版作為播放和錄音的媒體，同時方便以

母版大量複製唱片，成為現今俗稱「黑膠碟」的圓形唱

片的始祖。留聲機的放音原理是透過唱針讀取唱片表面

上的弧形刻槽，唱針的上下振動經薄膜帶動空氣振動，

形成音波，過程不需使用電力。 

 

圓盤式留聲機與唱片大約在十九世紀傳入中國，不久便

出現在清宮裏。這部曾在清宮中出現的「留聲機」，由

旋轉結構、唱頭和喇叭三部分組成，以手動方式以手柄

轉動唱片。用留聲機播放唱片是晚清宮廷的人的消遣活

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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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三槍牌自行車 

 

自行車即是單車，大家對單車應該不會陌生，單車

既是日常代步的交通公具，也提供了一項消遣運

動。自行車大約於 1875年傳入中國，傳入清宮後，

溥儀皇帝只花了數天時間便學會踏自行車，成為中

國歷史上唯一一位懂得騎自行車的皇帝！ 

 

「英國三槍牌自行車」車身呈黑色，車把右面裝有

車鈴，車座上附有棕色牛皮坐墊，車座後掛有一個

牛皮工具袋。車把下端正面的橢圓商標中，三支步

槍組合成一個三角形。自行車其他部分刻有英文字

母，標示車型及製造廠商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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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排學生參觀前及參觀後，老師可因應學生的程度及課程需要，與學生進行課堂活動、課外活動及

鼓勵學生自行搜集有關清代(西元 1636-1911 年即約一百至四百年前)科技水平資料，藉以加強學生在

參觀展覽時的學習氣氛及鞏固參觀展覽後的學習效果。 

 

參觀前準備 

 

幼稚園：在課堂展示現代生活器具如量度工具、計時器、溫度計及計算機等圖片或實物，讓學生認識

該等工具，告訴學生在參觀展覽時會看到一些二百年前人類使用的工具。 

 

小  學：安排學生使用一些現代生活器具去  

(1) 量度 (i) 物件的長度、面積、體積、容量、重量； 

(ii) 體溫、氣溫、濕度； 

(2) 觀察遠距離物件如觀鳥、觀星； 

(3) 辨別方向； 

(4) 讀取時間； 

讓學生懂得選擇適當的工具，掌握使用工具的基本技巧，並引導學生思考數百年前人類如

何進行上述的量度工作及在網上找尋答案。 

 

中  學：(1) 鼓勵學生搜集現代用作計算、觀測和量度的工具資料，並就其中一項作深入瞭解包括該

工具的發明、發展和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學生可分組在課堂上作分享。 

(2) 鼓勵學生搜集清代科技在地理學、動物學、解剖學、機械製造、農業等的成就。 

(3) 引領學生思考在清代(18及 19世紀)影響中國科技發展落後於西方的原因。 

 

 

參觀後的延伸活動 

 

幼稚園：由老師帶領學生在幼稚園內尋找一些曾在展覽中看到的物品(如鐘錶、尺、指南針等)，然後

討論其功用。 

 

小  學：(1) 學生分組商議，選出「最喜愛的展品」，以口頭報告形式，向全班介紹該展品。(包括名

稱、外形、功用、運作原理、喜愛原因等) 

 (2) 學生可分組選擇一件或多件展品，找出具有相同功能的現代器件，並列出這些器件的優

缺點，在課堂上作匯報。 

 

中  學：分組研習以下題目及向全班匯報： 

(1) 從是次參觀，選一展品作例子，解釋科技如何令人類的生活更美好。 

(2) 綜合參觀所得，解釋科技如何令社會發展。 

(3) 探討科技發展受甚麽因素影響，並分析這些因素如何影響科技發展。 

(4) 如果你是清朝的教育部長，你會如何提升科學教育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