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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劉如

明末清初刊行的《幼學瓊

林》，是眾多啟蒙教材中的

佼佼者，時人有「讀了《增

廣》（《增廣賢文》）會說話，

讀了《幼學》（《幼學瓊林》）

走天下。」的說法，可見其

受重視的程度。

其內容上自天文神話，下至

地理人文，旁及人倫制度、治國

之道，包羅萬象，可以說是一本

簡易的培養全才的百科全書。因

其源自古人天人合一的龐大的

宇宙觀，內涵宏大、神秘悠遠，

令人慾罷不能。今天即使大人讀

來都會驚歎萬分，難以想像古代

的孩子，居然能夠接受如此宏大

智慧的教育，真不愧為五千文明

的、泱泱大國的神州子民。

【原文】

周公作指南車，

羅盤是其遺制；

錢樂作渾天儀，

歷家始有所宗。

【字詞義解釋】

（1）周公：姓姬，名旦，西

周人。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

弟。曾經幫助武王滅殷商，在武

王駕崩後，輔佐繼位的成王，並

制禮作樂，建立周朝的法制。（2）

指南車：一種用來識別方位的儀

器，利用齒輪差動系統，車上的

小木人，其手指永遠指著南方。

（3）羅盤：測定方向的儀器，由

有方位刻度的圓盤和裝在中間的

指南針構成。（4）遺制：遺留下

來的樣式。（5）錢樂：南朝劉

宋時人。（6）渾天儀：又稱「渾

儀」、「渾象」。是古代研究天

文的重要儀器。（7）歷家：即天

文學家。（8）宗：依據、遵從。

【譯文參考】

周公發明了指南車，而羅

盤是他遺留下來的規制；南朝

劉宋時的錢樂，奉命製造張衡創

製的渾天儀，觀察天體運行，從

事天文曆法研究的人自此才有所 

依據。

【讀書筆談】

這一課，大家可能覺得比較

接近現代科學的知識了，覺得我

們民族的曾有過的可以引以為傲

的高科技，終於出現了。其實，

古人雖然提到這些科技，但是

跟我們今天對科技的認識，存在

著根本觀念上的不同。也正是因

為對科技的認識，這個根本觀念

上的不同，使得我們古代的科技

顯得十分的神奇，甚至讓人難以

理解。古時候的科技，往往無從

解釋智慧的來由，更讓人無法理

解的是，很多文明科技，早於西

方文明千年以上的科技發明太多

了。而且這些古時候的科技，好

似只能是由某些「天才」突然地

發現並傳給人用，根本不需要人

人都去研究發明的。這個現象只

能有一種解釋，那就是古代科技

必須是德高者才能受到啟發的，

古代的人挑選弟子的時候，都有

一個傳統和規律：神秘的技能，

必須選一個有德者才能傳下去。

隨著後世道德逐漸敗壞，從

醫學開始，到一切科技，都出現

了這一現象。許多東西不僅失

傳，而且留下來的東西，也讓人

看不透看不明暸。到了今天，就

只好接受西方的實證科學了，現

在的人甚至也看不懂中國神傳的

文化了。所以如果沒有如此高的

德行，是不能夠有資格領悟神技

的高超了。因此，現代的人們才

誤以為，只有現代才會有所謂的

高科技了。

有人指出，道德的敗壞，

就如同心中丟掉了一個智慧的

天眼，再也看不到物質世界以外

的真相了。所以，才必須依賴各

種現代儀器來摸索宇宙的奧秘，

就像盲人摸象一樣，無法看清整

個大象，而明眼人，根本不用摸

索，直接用人眼就能夠看到了。

所以，古代有很多位神醫，也有

魯班這樣神奇的工匠；天文學也

是如此，東漢張衡也是一位修道

者，因為信神的人道德極高，最

早發明了渾天儀、地動儀。這些

古代的高科技文明，根本不是古

人自己能夠想出來的，就如同黃

帝，最大的職業就是治理國家，

他在夢中就被點化華胥國如何無

為治國。因為他道德高尚，治國

本身就是修道，就是在不斷地修

正自己，所以最後他走的時候登

天而去。雖然他還留下了一部

《黃帝內經》，可是如今能夠看懂

這本書的人有幾個呢？

古代發明家的發明，如同孫

思邈等神醫的技術一樣，他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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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修行者、修道者，看病用「天

目」看，一下就能夠看到病因

了。那時的人，整體社會講究道

德，每個人只要重德，無論做甚

麼，就等於是在修行的道路上行

走。那時的各行各業，即使是在

不同的時代，也都會有人直接被

賦予神通，擁有比人眼更高的

「天目」，以及其它特異功能，

甚至直接就讓他看到天機，讓他

記住然後再傳給人類使用。所

以，古代的科技根本不需要大家

都來學習，都來研究，而是通過

某個天定的人選，一位道德高尚

的人，直接看到做出來就行了。

而如今，一旦道德敗壞，自然就

沒有了智慧，即使古代的書本被

保留了下來，但是人們也看不到

更高層次的天機了，因為實證科

學，就是盲人摸象一樣，非常慢。

我們知道，古代的啟蒙教

育，首先是教孩子讀《三字經》，

那裡就講到了天地人三才，人從

來都是與天地聯繫在一起的。老

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古代的科學，

直接向天地宇宙學習，有著無比

宏大的宇宙觀。那麼如何向天學

習呢？孔子講「為政以德」，德

這個字，與得同音，古代解釋為

升，解釋為福。就是告訴人，圍

繞德展開人類所有的事業，就能

昇華智慧，就能得到神的啟示，

獲得福報，何止是治國為政呢？

所以孔子傳下的教育，不就是祖

先天人合一的文化的繼承嗎？不

是正合天機嗎？重德，不就是獲

得智慧、獲得天機的捷徑嗎？不

就是人這一層最接近「道」的方

法嗎？

所以，今天我們學習古時候

的百科知識、科技知識，千萬要

明白，不是用現代人的觀念，而

是用神傳文化的概念，講究道德

品行的。中國五千年的文明，是

敬神重德的文化，是來自修道修

佛的文化。古代的科技，源自超

出人的境界的神技，這才是我們

民族文化的驕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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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學瓊林》筆談：羅盤與渾天儀

知足無價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美麗

的天使，她在送信的時候覺得

累了，於是在一個地方小睡了一

覺，可是當她醒來的時候，發現

自己的翅膀竟然不見了。

沒想到，沒有了翅膀的天

使，居然會比一個普通人的能

力還要小，她既感到了寒冷，

又感到了飢餓，所以只好去向

別人乞討。

這時，她看到了一個牧羊

人，就把自己的遭遇向牧羊人講

述了一遍。牧羊人很同情這位天

使的遭遇，於是就給了天使一些

食品和禦寒的衣物。

天使向他表示感謝，牧羊人

說：「您不用謝我，看見有困難

的人幫助一下，這是應該的。不

過，我不能這樣長期的供給您衣

食，您如果要在我這裡住一段時

間，您必須幫我做一些事情。」

天使很快地答應了牧羊人的條

件，於是就住了下來。

這位天使，每天除了幫助牧

羊人放羊之外，還要每天給羊群

梳理皮毛。每天幹完活後，她就

將從羊身上梳理下來的羊毛，慢

慢的積攢了起來，然後再把這些

羊毛一點點地搓成了毛綫。又過

了一段時間，她終於織成了一對

大大的翅膀。

天使帶上這對翅膀後，竟

然馬上就能夠飛了起來，牧羊

人看到這種事情後非常的驚

奇。天使對他說：「你現在可

以說出你的願望，我可以馬上

幫你實現。」 牧羊人就說：「我

想要一百隻羊。」他的話音剛

落，羊群裡果然就多了一百 

隻羊。

這樣過了一段時間，由於羊

的數量太多，牧羊人比以前更加

辛苦了，他就找到天使說：「請

您把羊收回去吧！我現在想要一

座房子。」於是，在牧羊人的附

近，馬上就出現了一座漂亮高大

的房子。

可是沒過多長時間，牧羊人

就覺得一個人住這麼大的房子，

也沒甚麼意思。他就對天使說：

「我想用房子換一匹馬。」可是，

當他騎在馬背上的時候，卻不知

道自己要去往何方。

最後，牧羊人就對天使

說：「請您收回您給我的這些東

西吧！我現在才知道，當一些

願望實現的時候，它不但沒有

給我帶來快樂，反而成了我的 

累贅。」 

天使說：「你真的甚麼願望

都沒有了嗎？我還可以給你一

個好的性格。」牧羊人說：「我

已經具有了最好的性格，就是

知足，所以我不想再要別的甚

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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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車復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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