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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宋、元時期是中國傳統曆算學的黃金時期，此時期發展出來的天元術、四元

術、大衍術與增乘開方法等，皆顯示了當時曆算學知識活動的高度水準。然而，

自元朝中葉至明末，中國傳統曆算學急遽衰退，許多宋、元發展出來的算學知識，

不是失傳，就是無法為當時的人所通曉。例如元朝李冶的天元術，到了明朝中葉

已無人能曉，當時的算學名家唐順之還譏為「藝士著書，往往以秘其機為奇」，

另一算學名家顧應祥更是在無法理解的情況之下，將所有天元術的細草刪去，重

立算法。1明朝曆算學的衰退，亦反應在天象的預測上。明朝末年，欽天監官員

所制訂之曆法，常常無法準確地預測天象的變化（特別是日、月蝕），因此，曆

法的修訂便成為當時急迫且棘手的工作。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自明末開始來華的

耶穌會傳教士，便憑藉著較為先進的曆算學知識，參與了明末曆法的修訂，也藉

此進入中國的上層社會。雖然耶穌會傳教士參與曆法修訂以及傳授曆算學知識的

最終目的，是希望透過曆算學知識讓更多中國士大夫信奉天主教，但他們以曆算

學及其他科學知識作為傳教的手段，卻也讓西方的曆算學知識得以大規模的傳入

中國。2 

 

繼明末西方曆算學知識大規模傳入中國後，清朝初年，在康熙皇帝個人的興

趣及倡導之下，中國再次大規模地接受西方曆算學知識的傳入。3明末與清初這

兩次大規模的傳入西方曆算學知識，對整個清朝的曆算學發展產生了十分深遠的

影響，4而清朝算學家對待西學的態度，更是直接左右清朝的曆算學發展。5全面

性地考察清朝的曆算學發展與明末清初所傳入西學間的關係，這並不是筆者能力

所及的。筆者在本文僅針對康熙年間所傳入的西方代數學知識─借根方，以及中

國傳統代數學知識─天元術，在 1723~1820年間的發展與互動，作一深入的探
究。一般說來，數學史家對借根方與天元術的內容界定，（以今日的術語來說）

包括術語與符號的使用、未知數的設立、多項式的表示與運算、方程式的化簡及

求解，然而，筆者在本文中的所進行的分析與論述，並不包括方程式的求解，原

因是方程式的求解與清朝算學家對開方法的研究有關，6而清朝算學家對開方法

的研究，並不一定要在借根方或天元術的脈絡下來進行，7例如梅文鼎的《少廣

拾遺》、孔廣森的《少廣正負術》以及《數理精蘊》下編卷十一的〈帶縱平方〉、

                                                 
1 參閱本文 2.2節「天元術」。 
2 參閱王萍，《西方曆算學之輸入》，頁 6~41。 
3 參閱王萍，《西方曆算學之書入》，頁 69~103；韓琦，《康熙時代傳中的西方數學及其對中國數
學的影響》，頁 49~71。 
4 同上。 
5 參閱本文第三章「1723~1820年間的學術風氣與數學發展」。 
6 筆者這裡所謂的開方法，不單指求 n次方根，尚包括開帶縱平方、帶縱立方等等。 
7 事實上，中國數學史上對開方法的研究，在天元術尚未出現前就有了，唐朝王孝通的《緝古算
經》即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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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四的〈帶縱較數立方〉、〈帶縱和數立方〉，皆是獨立於借根方或天元術的。

再者，雖然汪萊、焦循、李銳、駱騰鳳等人對開方法的研究，8與他們研究借根

方或天元術有很大的關係，但他們在開方法上的研究工作，卻不見得要放在借根

方或天元術的範疇之中，特別是汪萊、李銳二人對開方法的研究，已是屬於方程

論的範疇。其實，天元術與借根方是用以解決與一元多次方程式有關的問題，所

以重點在於解決問題，但是，汪、李二人所論述的焦點已不再是如何解題、開方，

而是提升到對抽象一元多次方程式的分析，例如對正根個數、根與係數關係的討

論等等，這乃是中國數學史中至為重要的突破。9總而言之，清朝算學家對借根

方、天元術與開方法的研究，可視為算學研究中的兩個分支，兩者之間有交集的

部分，但兩者絕對不是包含的關係。因此，筆者為聚焦在借根方與天元術上，將

略去對借根方與天元術中方程式求解的分析和討論。 

 

筆者之所以選擇借根方與天元術作為本文的主題，原因有二。一是西學的借

根方與中法的天元術，皆是用以解決與一元多次方程式有關的問題，因此，對這

兩種方法進行比較，具有方法論上的意義。二是 1723~1820年間的算學家在這兩
種方法上所進行的會通、對話，甚至是辯論，著實是清朝數學史中至為精彩的一

段，不但反映出當時的學術風氣與數學發展，更具有豐富的認識論面向。 

 

回顧近年來史界對 1723~1820年間借根方與天元術發展的相關研究，計有： 
 

(1) 孔國平，〈後人對《測圓海鏡》的研究〉，收入孔國平著，《李冶朱世杰與金元

數學》（石家莊：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頁 152~172。 
 

(2) 朱家生，〈天元一釋提要〉，收入郭書春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數學

卷四（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頁 1411。 
 

(3) 洪萬生，〈焦循給李銳的一封信〉，收入洪萬生主編，《談天三友》（台北：明

文書局，1993），頁 141~148。 
 

(4) 洪萬生，〈清初西方代數之輸入〉，收入洪萬生著，《孔子與數學：一個人文的

懷想》（台北：明文書局，1999），頁 179~203。 
 

(5) 洪萬生，〈數學典籍的一個數學教學讀法：以《赤水遺珍》為例〉，收入《中

國科技史同好會會刊》第一卷第二期 (2000)，頁 35~43。 
 

                                                 
8 參閱汪萊的《衡齋算學》、焦循的《開方通釋》、李銳的《開方說》與駱騰鳳的《開方釋例》。 
9 參閱李兆華，〈汪萊方程論研究〉，《談天三友》，頁 195~225；劉鈍，〈李銳與笛卡兒符號法則〉，
《談天三友》，頁 263~283；朱家生，〈李銳《開方說》研究〉，《談天三友》，頁 128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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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侯鋼，〈孔廣森、張敦仁、駱騰鳳的工作〉，收入吳文俊主編，《中國數學史大

系》第八卷（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頁 75~88。 
 

(7) 高宏林，〈康熙帝與數學〉，收入吳文俊主編，《中國數學史大系》第七卷（北

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頁 226~339。 
 

(8) 郭世榮，〈清中期數學家焦循與李銳之間的幾封信〉，收入洪萬生主編，《談天

三友》（台北：明文書局，1993），頁 125~140。 
 

(9) 郭世榮，〈梅 成的數學工作〉，收入吳文俊主編，《中國數學史大系》第七卷

（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頁 357~368。 
 

(10) 陳鳳珠，《清代算學家駱騰鳳及其算學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數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11) 張秀琴，〈數學家張敦仁傳略〉，收入《中國科技史料》第十七卷第四期 
(1996)，頁 33~38。 
 

(12) 劉鈍，〈勾股算術細草提要〉，收入郭書春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數

學卷五（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頁 67~69。 
 

(13) 鄭鳳凰，《李銳對宋元算學研究─從算書校注到算學創作》，新竹：國立清華

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14) 魏保華，〈天元術與借根方比例〉，收入《數學史研究文集》第五輯 (呼和浩
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3)，頁 115~122。 
 

(15) 韓琦，《康熙時代傳入的西方數學及其對中國數學的影響》（北京：中國科學

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1）。 
 

(16) 韓琦，〈數理精蘊提要〉，收入郭書春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數學卷

三（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頁 1~10。 
 

(17) 蘇俊鴻，〈焦循的生平、學術活動及著作〉，《焦循《加減乘除釋》內容分析》

（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數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頁 9~38。 
 

(18) Chen, Feng Chu, “Reading into the Qing Mathematical Text in an HPM 
Perspective: The Case with Luo Tengfeng’s (1770-1841) Yi You Lu”, Paper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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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ed to the HPM 2000-History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A Challenge for a 
new millennium, August 9-14, 2000, Taipei. 
 

(19) Tian, Miao, “Jiegenfang, Tianyuan, and Daishu: Algebra in Qing China”, Historia 
Scientiarum, Vol. 9-1 (1999), pp.101~119. 

 
雖然上引的論文及著作共有 19篇，但並非全數皆是針對本文的主題而作，有些
僅是在文中曾簡略地論及本文之主題，有些則是屬於導論性質的論文。例如在孔

國平的〈後人對《測圓海鏡》的研究〉中，曾簡短地描述明朝以降，後人對《測

圓海鏡》及天元術的研究。朱家生的〈天元一釋提要〉與劉鈍的〈勾股算術細草

提要〉則是導論焦循的《天元一釋》與李銳的《勾股算術細草》這兩本著作。10至

於郭世榮的〈梅 成的數學工作〉、張秀琴的〈數學家張敦仁傳略〉與侯鋼的〈孔

廣森、張敦仁、駱騰鳳的工作〉，分別簡介了梅 成、張敦仁與駱騰鳳在天元術

與借根方上的工作，不過，侯鋼在其論文中不僅忽略了孔廣森曾批校《測圓海鏡》

此一史實，11亦誤認為駱騰鳳在解《張邱建算經》中的「百雞問題」時，曾使用

到天元術。 
 
除了上述導論性質與簡介性質的論文外，其餘的論文對本文的主題有較為深

入的論述，而這些論文涵蓋的內容，主要可分為三個部分： 
 
1. 借根方的傳入與《數理精蘊》中的借根方內容 

 
    在筆者所回顧的論文中，許多論文都對借根方的傳入與《數理精蘊》中
的借根方內容，作不同程度的說明，其中以高宏林的〈康熙帝與數學〉、韓琦

的《康熙時代傳入的西方數學及其對中國數學的影響》和〈數理精蘊提要〉

較為詳盡。高宏林除了對借根方的傳入、《數理精蘊》的編纂以及當時康熙皇

帝的影響有深入的論述外，在該文的「借根方法」一節中，他對《數理精蘊》

中的借根方內容作了全面性的初步分析，不過，該節對借根方中的開方法著

墨雖然頗多，但這與筆者所欲探討的方向並不相同。而在韓琦的論文中，則

提到了借根方對清中葉宋元算學復興（特別是天元術）影響，以及對清朝算

學家明安圖與汪萊在算學研究上的影響。特別是在〈數理精蘊提要〉一文中，

韓琦首先指出汪萊之所以能夠考慮到三次方程式正根個數的問題，是受到《數

理精蘊》中借根方內容的啟發。12  

                                                 
10 《勾股算術細草提要》是李銳用天元術來處理勾股問題的著作。 
11 孔廣森對《測圓海鏡》的批校，見李儼的〈測圓海鏡批校〉，此文收入杜石然、郭書春、劉鈍
主編，《李儼、錢寶琮科學史全集》第八卷，頁 28~36。 
12 韓琦此一論點，獲得了史家洪萬生的肯定，參閱洪萬生，〈數學典籍的一個數學教學讀法：以

《赤水遺珍》為例〉，《中國科技史同好會會刊》第一卷第二期 (2000)，頁 39；〈清代數學家汪萊
的歷史定位〉，《新史學》第十一卷第四期 (2000)，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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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借根方與天元術的對比 

 
    洪萬生的〈清初西方代數之輸入〉、〈數學典籍的一個數學教學讀法：以
《赤水遺珍》為例〉、陳鳳珠的《清代算學家駱騰鳳及其算學研究》、 “Reading 
into the Qing Mathematical Text in an HPM Perspective: The Case with Luo 
Tengfeng’s (1770-1841) Yi You Lu”、魏保華的〈天元術與借根方比例〉、韓琦
的《康熙時代傳入的西方數學及其對中國數學的影響》與田淼的 “Jiegenfang, 
Tianyuan, and Daishu: Algebra in Qing China”皆觸及此一議題，筆者將一一簡
述。首先，洪萬生在〈清初西方代數之輸入〉一文中，論述「西學中源說」

對梅 成會通借根方與天元術的影響，並呈現了梅 成如何在其著作《赤水

遺珍》中「用借根方解《測圓海鏡》立天元一之法」。洪萬生的另一篇論文〈數

學典籍的一個數學教學讀法：以《赤水遺珍》為例〉，亦以梅 成及其《赤水

遺珍》作為論述的主題，此篇論文除了對梅 成的算學研究與《赤水遺珍》

之〈天元一即借根方解〉一節進行深入的分析外，更引進 HPM ( Relations 
between History and Pedagogy of Mathematics ) 的觀點，13凸顯梅 成在認知

借根方與天元術時的脈絡意義 (contextual meaning)。洪萬生在該文末特別提
醒讀者：「從數學教學的觀點來研讀古代數學典籍，的確為數學史學開拓了一

個新的維度。」14 
 
    繼洪萬生引進 HPM的觀點來研讀古代數學典籍之後，陳鳳珠在其論文 
“Reading into the Qing Mathematical Text in an HPM Perspective: The Case with 
Luo Tengfeng’s (1770-1841) Yi You Lu” 中，亦從 HPM的觀點來對比駱騰鳳與
李銳在借根方「多、少」與天元術「正、負」上的說法，此一手法不僅凸顯

出借根方與天元術的不同，更強調了駱騰鳳與李銳對天元術的認知差異。此

外，陳鳳珠也以自己的教學經驗為例，說明駱、李二人在天元術上的認知差

異，對數學教學有著深刻的啟發。陳鳳珠的另一著作《清代算學家駱騰鳳及

其算學研究》，除了採入她在上述英文論文中的論述與結論外，還補充了駱騰

鳳在《開方釋例》中，對借根方與天元術異同的論述。 

 

    相較於陳鳳珠從史學的角度以及HPM的觀點來對比駱騰鳳與李銳對借
根方與天元術異同的說法，韓琦在《康熙時代傳入的西方數學及其對中國數

學的影響》僅從史學的角度來分析駱、李二人的說法，他所獲得的結論就不

若陳鳳珠之文來的豐富了。不過，在筆者所見的資料中，韓琦是第一個積極

                                                 
13 關於 HPM觀點，參閱洪萬生，〈HPM隨筆（一）〉，《HPM台北通訊》第一卷第二期 (1998)，
頁 1~4；洪萬生，〈HPM隨筆（二）〉，《HPM台北通訊》第二卷第四期 (1999)，頁 1~3。 
14 引自洪萬生，〈數學典籍的一個數學教學讀法：以《赤水遺珍》為例〉，《中國科技史同好會會
刊》第一卷第二期 (2000)，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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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這段史料的人，其結論也被陳鳳珠所採入，因此，韓琦之文俱有開創性

的意義。 

 
    除了洪萬生、陳鳳珠與韓琦外，魏保華和田淼的論文亦對借根方與天元
術的不同，作了分析。魏保華在〈天元術與借根方比例〉一文中，主要是辨

別借根方與天元術在開方法上的不同，在文末則分別將天元術與借根方定位

為半符號代數與符號代數，並針對方程所用公式、代數式表示、多項式運算、

方程的建立、高次方程解法、應用問題類型這六方面，進行天元術與借根方

的初步比較。魏保華雖然從七個層面比較天元術與借根方，但其論述極為簡

略，以致筆者無法精確地掌握其所要表達的意思。例如筆者無從得知何以魏

保華分別將天元術與借根方定位為半符號代數與符號代數；又如魏保華認為

天元術與借根方方程的建立分別是「相等多項式對減」與「多項式等式兩邊

加減」，此種說法似乎顯示他混淆了方程的建立和方程的化簡。至於田淼的 
“Jiegenfang, Tianyuan, and Daishu: Algebra in Qing China”，則是特別強調借根
方與天元術在開方法上的不同，除此之外，她僅從算式的直書與橫書，以及

使用術語的不同，來比較天元術與借根方的差異。 
 

3. 1723~1820年間清朝算學家對借根方與天元術的研究及交流 
 
    除了上述洪萬生、陳鳳珠、韓琦對梅 成、駱騰鳳與李銳的研究外，鄭

鳳凰的《李銳對宋元算學研究─從算書校注到算學創作》與蘇俊鴻的〈焦循

的生平、學術活動及著作〉，亦有談到此時期算學家對借根方與天元術的研

究。鄭鳳凰分別對四庫館員與李銳校注《測圓海鏡》、《益古演段》的內容，

進行詳細的分析，並歸納出李銳校注時的考證方法。鄭鳳凰還分析了焦循《天

元一釋》中的內容，類似的分析亦出現在蘇俊鴻的〈焦循的生平、學術活動

及著作〉之中。至於此時期算學家交流彼此對借根方或天元術的研究心得，

無論是鄭鳳凰的《李銳對宋元算學研究─從算書校注到算學創作》、蘇俊鴻的

〈焦循的生平、學術活動及著作〉、郭世榮的〈清中期數學家焦循與李銳之間

的幾封信〉，或是洪萬生的〈焦循給李銳的一封信〉，都幾乎只談焦循與李銳

兩人在天元術上的交流，其中郭世榮與洪萬生之文詳盡地提供了焦、李二人

在書信中對天元術的討論，鄭鳳凰與蘇俊鴻之文則是偏向從焦循的《天元一

釋》與李銳對《測圓海鏡》和《益古演段》的校案，來分析焦、李二人交流

天元術研究心得對彼此的影響。 
 
由上述可看出，近人對 1723~1820年間的借根方與天元術研究，集中在梅

成、焦循、汪萊、李銳與駱騰鳳身上，對於此時期其他算學家在借根方或天元術

的研究，則甚少作深入的分析。此外，雖然許多論文皆有提到在這期間，算學家

研究的焦點逐漸從借根方移轉到天元術，但這一轉變的詳細歷程，卻尚未被仔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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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因此，筆者對於 1723~1820年間借根方與天元術發展的研究取向，將是儘
可能地考察在這一段期間中，有哪些算學家在其著作中載有借根方或天元術的內

容，然後根據他們在算學著作中所呈現的內容，分析他們對借根方或天元術的認

識及看法，並以此為基礎，希冀能夠對這一段時期借根方與天元術發展的興衰，

提出較為深刻的論述。 
 
本文在章節內容的安排上，第二章的主要內容是《數理精蘊》中的借根方，

與《測圓海鏡》、《益古演段》中的天元術，包含時空背景的說明，以及對借根方

與天元術的分析、比較。第三章的內容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論述

1723~1820年間的學術風氣與數學發展；第二個部分為 1723~1820年間論借根
方、天元術的算學家生平簡介。第四章是本文最主要的內容，筆者以 1797年為
界，分別根據當時算學家在其算學著作中所呈現的內容，分析他們對借根方或天

元術的認識及看法，並以此為基礎，論述 1723~1820年間借根方與天元術發展的
興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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