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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1723~1820年間的學術風氣與數學發展 

 

1723年有兩件重要的事影響後來清朝的數學發展，一是雍正的禁教，二是
《數理精蘊》的頒行。前者讓自明末以來鼎盛的中西交流活動大為受挫，自

1723~1820，西方新的數學、科學知識幾乎未再傳進中國，一直到鴉片戰爭
(1840~1842) 後，情況才有所改變；後者則讓民間的算學家能夠有系統地學習、
會通自明末以來西方所傳入的數學知識，借根方也因此深入民間。 

 

同時，借根方與天元術在清朝算學家間的流傳與發展，亦在此時期起了重大

的變化，對後來清朝在代數學上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由於此一轉變與當時的

學術風氣有著極為密切的關聯，因此，筆者先對此期之學術風氣作一論述。 

 

3.1 1723~1820年間的學術風氣 

 

3.1.1 乾嘉學派的影響 

 

明末考證學的興起，不僅影響了當時的學界，對後來整個清朝的學術思潮，

亦有重大的影響。對於考證學興起的原因，歷來各家說法多所不同，不過近年來

學界普遍認同考證學的興起有內在理路、外在因素以及交互的影響，也有學者致

力於在兼顧各種因素之下，給予考證學興起一個較完滿的解釋。1黃克武整理了

自民初以來各家對考證學興起的解釋： 

 

1. 考證學源於明末前後七子的復古以及楊慎、陳第、方以智等人個人的經歷與博學

的雅好。 

2. 考證學受到耶穌會所傳西學的影響。 

3. 由於清廷的高壓統治與籠絡，士人參加政府的學術計畫或自行從事與政治無關的

考證工作；並有學者由此評估考證學者精神上的淪落。 

4. 考證學與社會經濟變化有關，社會中的許多官員、商人的獎掖、出版印刷業的發

達以及人口的成長都直接間接促進此運動的發展。 

5. 考證學源於思想性的因素或儒學內部的發展，例如認為考證的興起涉及於對宋明

理學「空談心性」之反動，或認為受程朱陸王的辯論、氣的一元論的提出或經世

思想的出現等因素的影響。 

                                                 
1 參閱黃克武，〈清代考證學的淵源──民初以來研究成果之評介〉，《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
11期(1991)，；陳祖武，〈關於乾嘉學派的幾點思考〉，《清代經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
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4)，頁 249~251；王俊義，〈乾嘉漢學論綱〉，《清代學術文化史論》，
頁 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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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認為考證學的出現是內在因素與外在因素的交互影響，並強調上述第四項社會經

濟變化的重要性。
2 

 

第一種與第五種解釋反映了清朝的經學研究與明朝經學研究間的關聯；第二種解

釋指出了自明末經由耶穌會傳教士所傳入的西學，已經對中國產生深層的影響；

第三種解釋則點出了清初的政治環境及其對學術發展的影響；第四種解釋是從社

會、經濟的面向切入，指出考證學的興起與當時社會背景的關係。上述雖然只是

民初以來各家之說的一個整理，但基本上大致反映了當時的政治、學術、社會等

背景。而考證學這股思潮雖發軔於明末，但在乾隆、嘉慶年間達到頂峰，故亦被

稱為乾嘉學派。3 

 

乾嘉學派的治學核心是儒家的經典，但反對宋、明理學家的「空談心性」，

而強調「重經讀史」的重要性。到了「康熙年間，以惠棟為首的吳派學者首先打

出漢學的旗幟，強調『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有力地揭櫫並確

立了漢學由文字音韻訓詁以明義理的治學宗旨。」4後起的戴震則主張 

 

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

賢人聖人之理義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5 

 

自此，漢學成為學術界的主流，由文字訓詁而明道成為標準的治學方法，梁啟超

甚至用「家家許、鄭，人人賈、馬」來比喻當時漢學的聲勢。6惠棟的再傳弟子

江藩所著之《漢學師承記》(1812)，則可視為漢學氣焰高漲的一個極致： 
 

藩綰髮讀書，⋯⋯乃知經術一壞於東西晉之清談，再壞於南北宋之道學。元明以

來，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學盛於吳中，江永、戴震諸君繼起於歙，從此漢學

昌明，千載沉霾，一朝復旦。
7
 

 

當乾嘉學派的治學宗旨、方法席捲學術界時，對數學、科學知識活動也產生了直

接的影響。梁啟超總結乾嘉學派學者之十三項工作中，第八項便是算學，並說：

「在科學中此學最為發達，經學大師，差不多人人都帶著研究。」8算學在當時

之所以會受到如此的重視，與作為治經的工具有密切的相關，而這相關性，則必

須從乾嘉學派的醉心復古說起。 

                                                 
2 引自黃克武，〈清代考證學的淵源──民初以來研究成果之評介〉，頁 142。 
3 這股思潮有許多不同的名稱，端看所側重的面向而定，參閱王俊義，〈乾嘉漢學論綱〉。筆者在
本文中一律以「乾嘉學派」作為統稱。 
4 引自黃愛平，〈論十八世紀中國社會的思想文化〉，《清代學術文化史論》，頁 61。 
5 見戴震，〈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轉引自陳祖武，〈關於乾嘉學派的幾點思考〉，頁 254。 
6 參閱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第二十一，《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7 引自江藩，《清朝漢學師承記》，頁15~16。 



第三章  1723~1820年間的學術風氣與數學發展 

 37

 

由於乾嘉學派以復古為職志，有些吳派的學者更是以漢為尊，9唯古是信，

例如吳派宗師惠棟倡言 
 

漢經師之說，立於學官，與經並行。五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辨。

經之義存乎訓詁，識字審音，乃知其意。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
10
 

 

錢大昕亦曾主張「訓詁必以漢儒，以其去古未遠，家法相承，七十子之大義猶有

存者，異於後人不知而作也。」11因此在匡復古籍的使命下，校勘、辨偽、輯佚

等考據基本訓練與素養，自然是乾嘉學派學者人人必備的。此外，為了增加、保

證自己工作的可信度，乾嘉學派學者「強調『無徵不信』，研經治史，都重視考

證，且不以孤證自足，必取之甚博」。12在這樣的方法論下，曆算學有了依附的空

間，例如戴震就曾針對經學之難明表示： 
 

誦《堯典》數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

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
13 

 

而戴震「經之難明」之說，在洪榜、王昶、江藩等人的記載中，尚多了「不知古

今推步之長，⋯⋯儒者何以識古今之真偽，辨箋解之得失，決魯歷至朔之當否？」
14戴震之語無異是讓算學在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中，獲得了一個合法的地位。從

梁啟超對乾嘉以後治算之人的分類中，更可以看出治算與治經間的關係。梁氏將

治算之人分為三類：臺官、經師與專門算學家，15其中「經師者，初非欲以算學

名家，因治經或治史有待於算學，因以算學為其副業者也。⋯⋯自餘考證家，殆

無一人不有算學上常識，殆一時風尚然矣。」16 

 

算學不但在乾嘉學風下有了依附的空間，更在乾嘉學派對治史的重視下，有

了發揮的餘地，例如閻若璩利用曆算來辨古文《尚書》之真偽，更得到了乾嘉學

                                                                                                                                            
8 引自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32。 
9 吳派以惠棟為開山，江聲、余蕭客、王鳴盛、錢大昕、汪中、劉台拱、李惇、賈田祖、江藩等
人皆被歸為吳派學者；皖派始自戴震，金榜、程瑤田、凌廷堪、任大椿、盧文  、孔廣森、段玉
裁、王念孫、王引之等人皆被歸於皖派學者。有關吳派、皖派的劃分與討論，參閱王俊義，〈乾

嘉漢學論綱〉，《清代學術文化史論》，頁 40~44。 
10 見惠棟，〈九經古義述首〉，轉引自陳祖武〈關於乾嘉學派的幾點思考〉，頁 254。 
11 引自錢大昕，〈臧玉林經義雜識序〉，《潛研堂文集》，頁 348。 
12 引自王俊義，〈乾嘉漢學論綱〉，《清代學術文化史論》，頁 34。 
13 引自戴震，〈與是仲明論學書〉，《戴震文集》，頁 140。 
14 參閱洪榜，〈戴先生行狀〉，《戴震文集》，頁 252；王昶，〈戴東原先生墓誌銘〉，《戴震文集》，
頁 261；江藩，〈戴震〉，《清朝漢學師承記》，頁 338。 
15 參閱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481~482。 
16 引自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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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學者的高度重視。17朱維錚解釋了乾嘉學派重視治史的原因： 

 

這個時代的考據學家，尤其是十八世紀中葉那些知名的考據學家，起初的研究重

心無不在于中國中世紀初傳寫的儒家經傳，然而他們的研究旨趣，并非出于信仰，

而是為了釋疑。既然為了釋疑，那就不能不承認「十三經」有各自的形成史，也

就不能不采用處理歷史材料的眼光去考察這些經典的傳寫過程。這樣的考察，無

論側重于語言文字、名物、地理，還是側重於典章制度、古籍真偽，都不能不同

時考察經典形成時期的歷史記載，因而「治經」與「治史」便密不可分，何況「十

三經」本來就包含著古典時代的歷史陳述或歷史評論的作品。
18
 

 

而在錢大昕的鼓吹之下，19正史的研究亦堂皇地進入乾嘉學派的治學核心。20在史

學（包含史書與經書）的研究中，對年代、律曆、天文的處理，則直接提供了算

學揮灑的舞台，例如錢大昕在著作《三統術衍》序中說： 

 

顧古今注《漢書》諸家，於曆術未有詮釋者。⋯⋯予少讀此志，病其難通，比歲

粗習算術，乃為疏通其大義，并著算例，釐為三卷，名之曰《三統術衍》。
21
 

 

凌廷堪對於經書中「一歲寒暑發斂之故」，曾「百思不得其解，遂疑天道果難明

也」，直到讀了步算家之書後，乃知其故。22錢大昕之徒李銳更是這一舞台上最耀

眼的明星，他的《召誥日名考》、《三統術注》、《日法朔餘強弱考》等皆是此方面

的作品。23 

 

除了治史之外，乾嘉學派學者對古代典章制度的考求，有時亦須求助於算

學，例如戴震《考工記圖》、阮元《車制圖解》與焦循《群經宮室圖》中，皆曾

利用算學來作為論證的依據。 

 

總而言之，乾嘉學派的興起，不但使得算學成為治經的重要工具，諸多學者

對算學之提倡，於學算風氣之開展，亦有不可磨滅的貢獻。例如錢大昕曾說：「宣

尼有言，推十合一為士，自古未有不知數而為儒者。」24又如汪中為鼓勵江藩學

                                                 
17 參閱洪萬生、劉鈍，〈汪萊、李銳與乾嘉學派〉，《談天三友》，頁 14。 
18 引自朱維錚，〈「乾嘉史學」：方法與爭論〉，《中國史學史研討會：從比較觀點出發論文集》，
頁 201~202。 
19 錢大昕曾說：「自惠、戴之學盛於世，天下學者但治古經，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
得謂之通儒乎！」轉引自王俊義，〈錢大昕學術思想述略〉，《清代學術文化史論》，頁 205。 
20 參閱朱維錚，〈「乾嘉史學」：方法與爭論〉，《中國史學史研討會：從比較觀點出發論文集》，
頁 210~219；華世銧，〈錢大昕的考據方法簡論〉，《中國經學史論文選集》下冊，頁 469~483。 
21 轉引自羅士琳，〈錢大昕〉，《疇人傳彙編》，頁 644。 
22 參閱羅士琳，〈凌廷堪〉，《疇人傳彙編》，頁 647~649。 
23 參閱洪萬生、劉鈍合著，〈汪萊、李銳與乾嘉學派〉，《談天三友》，頁 15；洪萬生，〈談天三友
焦循、汪萊和李銳──清代經學與算學關係試論〉，《談天三友》，頁 63。 
24 引自錢大昕，〈贈談階平序〉，《潛研堂文集》，頁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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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贈其梅氏書，並說： 
 
予於學無所不窺，而獨不能明九章之術，近日患怔忡，一搆思則君火動而頭目暈

眩矣。子年富力強，何不為此絕學！25 

 
阮元則認為「孰謂儒者而可以不知數乎」，26因此將算學納入其創辦的詁經精舍

與學海堂的課程範圍，27並以算學校浙士，28其手訂之《浙士解經錄》中即收錄

錢塘范景福解「淄廣充幅長尋曰旐。設股八尺，勾二尺二寸，得弦若干？」、29仁

和黃楨解「保氏九數終於勾股，磬人句倨即銳鈍。設股四十二，弦六十，得勾幾

何？設銳角四十二，弦六十，得勾幾何？」、30仁和聞人經解「設勾三十七，股

七十三，得弦幾何？試將所用開方分母之法詳悉言之。」、31錢塘林成棟解「《洪

範》言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此皆推步贏縮之始，能以均輪、次輪之法推之否？」。
32而阮元主編《疇人傳》一書，更對算學家的地位與研算風氣的提升有莫大的助

益，諸可寶即因此書將阮元對算學的貢獻與梅文鼎、戴震相媲美： 
 

是故勿庵興，而算學之術顯；東原起，而算學之道尊；儀徵太傅出，而算學之源

流傳習，始得專書。33 

 
阮元對曆算學的資助，使得他成為繼戴震、錢大昕後，對算學影響最廣的乾嘉學

派學者。錢寶琮總結阮元在浙時提倡算學的成就，並強調影響所及不止浙江一

省：「前後在浙幾十載，頗以提倡算學為己任。其所成就約有三端：博訪逸書以

廣學術之傳佈一也，編纂《疇人傳》以明算學之源流二也，以算學課諸生使知實

學之足尚三也。於是兩浙學人研治天算之風氣為之大開。其有功藝苑，豈限於浙

江一省而已哉？」34不過，即使算學在乾嘉學風中找到了一席之地，學算之風亦

大為盛行，算學對乾嘉學派學者而言，終究只是為了對經學內容有更完善的解

釋。對於純粹算學的研究，乾嘉學派學者並未賦與同等的重視，這由錢大昕之算

學被譽為勝過梅文鼎一事，35可見一斑。這種落差，嚴重地妨礙了此時期純粹算

學的研究，詳情見本章 3.2節「1723~1820年間的數學發展」的討論。 
 

                                                 
25 引自江藩，〈汪中〉，《清朝漢學師承記》，頁 418。 
26 引自阮元，〈里堂學算記序〉，《揅經室集》，頁 633。 
27 參閱劉德美，《阮元學術之研究》，頁 85。 
28 參閱錢寶琮，〈浙江疇人著述記〉，《李儼、錢寶琮科學史全集》第九卷，頁 287~288。 
29 參閱阮元，《浙士解經錄》卷一，頁 12b。 
30 參閱同上，卷二，頁 5b~6b。 
31 參閱同上，頁 6b~7a。 
32 參閱同上，頁 9b~11b。 
33 引自諸可寶，〈阮元〉，《疇人傳彙編》，頁 753。 
34 引自錢寶琮，〈浙江疇人著述記〉，《李儼、錢寶琮科學史全集》第九卷，頁 287。 
35 參閱羅士琳，〈錢大昕〉，《疇人傳彙編》，頁 646~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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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西學中源說之盛行 

 

西學中源說自明末提出後，經康熙、梅文鼎、王錫闡等人的提倡，36成為清

朝學者看待西學的基本論調，一直到清末仍有許多人信奉此說。此說之所以能夠

有如此深遠的影響力，本時期 (1723~1820) 乾嘉學派學者的大力發揮，實居關
鍵地位。而乾嘉學派學者不僅在前人的基礎上，提出更多西學中源的「證據」，

還進一步地將此說轉為復興中算的主要利器，且看下文分析。 

 

乾嘉學派在治經的需要下提倡學算，而在《四庫全書》未成之前，大多數中

國古代的數學典籍並未在民間流傳，因此，明末清初的算學著作，自然成為乾嘉

學派學者的主要算學知識來源，其中又以《數理精蘊》、《算法統宗》與梅文鼎之

書的影響最大。無論是《數理精蘊》或是梅氏書，當中都包含了大量的西方算學

知識，所以西方的算學當是乾嘉學派學者的學習對象，亦是用以治經的工具。37不

過，以西法治經並不合於乾嘉學派追求復古的學風，例如孫星衍就曾致信王引之

說： 

 

弟嘗以為讀三代之書，當知三代時之訓詁，考三代之天文，亦應用先秦已前天文之

學。巫咸、甘石、《援神契》、《考靈耀》諸書皆宜引證，次則《淮南‧天文訓》、《史

記‧天官書》，近世轍據《大衍歷》及西法證之，率云：「古疏而今密。」亦不合轍

也。
38
 

 

因此，西學中源說便成為很好的遁詞，39何況此說還是由康熙皇帝欽定的，例如

《數理精蘊》〈周髀經解〉中就提供了一套說辭： 

 

有湯若望、南懷仁、安多、閔明我相繼治理曆法，間明算學，而度數之理，漸加

詳備。然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所流傳。粵稽古聖，堯之欽明，舜之濬哲，曆象

授時、閏餘定歲、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推步之學，孰大於是！至於三代盛時，聲

教四訖，重譯向風，則書籍流傳於海外者，殆不一矣。周末，疇人子弟，失官分

散，嗣經秦火，中原之典章，既多缺役，而海外之支流，反得真傳，此西學之所

                                                 
36 關於明末清初西學中源說的興起，參閱江曉原，〈試論清代”西學中源說”〉，《自然科學史研究》
第 7卷第 2期 (1988)，頁 101~108；陳衛平，〈從”會通以求超勝”到”西學東源”說─論明末至清
中葉的科學家對中西科學關係的認識〉，《自然辯證法通訊》第 11卷第 2期 (1989)，頁 47~54；
劉鈍，〈清初民族思潮的嬗變及其對清代天文─數學的影響〉，《自然辨證法通訊》第 13卷第 3
期 (1991)，頁 42~52。 
37 參閱陳衛平，〈從”會通以求超勝”到”西學東源”說─論明末至清中葉的科學家對中西科學關係
的認識〉，頁 53~54。 
38 引自孫星衍寫給王引之的信，此信收入賴貴三編著，《昭代經師手簡箋釋 : 清儒致高郵二王論
學書》，頁 130~131。 
39 「民族思潮」亦是乾嘉學派提倡西學中源的重要因素，參閱劉鈍，〈清初民族思潮的嬗變及其
對清代天文─數學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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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本也。
40
 

 

而《數理精蘊》更以《周髀算經》為例，希望「學者知中外本無二理焉」。41有了

朝廷欽定說法的支持，乾嘉學派學者大肆宣揚西學中源說，《四庫全書》天文算

法類的提要以及阮元主編的《疇人傳》即為代表之作。42除了在康熙、梅文鼎、

王錫闡等人的說法上大作文章之外，此時期之學者亦提出新的「證據」加強西學

中源說的影響力，例如梅 成的「天元一即借根方」、阮元的「蒙氣有差，即姜

岌地有游氣之論」等。43在所提出的新「證據」之中，又以梅 成的「天元一即

借根方」影響最為深遠。自梅 成以後，借根方源自天元術之論，不但為戴震、

焦循、李銳、羅士琳等算學家所服膺，亦為朝廷重臣劉統勳、紀昀所倡言，44且

直至清末仍有不少人遵循此說。45 
 

梅 成雖提出新的「證據」來闡揚西學中源說，但其目的並非在於提倡西學，

這由他寫給江永的「殫精已入歐羅室，用夏還思亞聖言」一聯中，46便可以明白

地看出他對江永耽於西學的不滿；再則，「梅 成以梅氏曆算學的繼承人、御前

數學家和朝廷重臣的三重身份對江永的誅伐，代表了封建道統對科學的壓制。『用

夏還思亞聖言』，則成了有志於研究西方天文、數學的學者們頭上的一道緊箍咒。」
47提倡西學中源卻反對耽於西學，在當時並非只有梅 成一人而已，錢大昕亦透

過呼應梅 成對江永的撻伐，告誡戴震 
 
西士之術，固有勝於中法者，習其術，可也；習其術而為所愚弄，不可也。48 

 
何謂「習其術而為所愚弄」呢？這可從錢氏教授算學的方式中找到答案。李銳回

憶受算學於錢氏時，「先生始教以三角、八線、小圓、橢圓諸法，復引而進之於

古」49，並告誡之： 
 

                                                 
40 引自《數理精蘊》上編卷一，頁 10a~10b。 
41 參閱同上，頁 11a。 
42 參閱阮元，《疇人傳》，收入《疇人傳彙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收入《國學基本叢書四百
種》；傅祚華，〈《疇人傳》研究〉，《明清數學史論文集》，頁 244~246；霍有光，〈從《四庫全書
總目提要》看乾隆時期官方對西方科學技術的態度〉，《自然辯證法通訊》第 19卷第 5期 (1997)，
頁 56~65。 
43 參閱江曉原，〈試論清代”西學中源說”〉，頁 105；劉鈍，〈清初民族思潮的嬗變及其對清代天
文─數學的影響〉，頁 48。 
44 紀昀曾引其師劉統勳言：「西洋人用意至深，如算術借根方，本中法流入西域，故彼國謂之東
來法。」，引自紀昀《閱微草堂筆記》，頁 363。 
45 例如梅啟照於《學彊恕齋筆算》中云「借根方者，⋯⋯即元學士李冶所立天元一也」；諸可寶
亦於《疇人傳三編》〈李善蘭〉中重述梅 成悟借根方出自天元。 
46 轉引自劉鈍，〈清初民族思潮的嬗變及其對清代天文─數學的影響〉，頁 45。 
47 引自同上。 
48 引自錢大昕，〈與戴東原書〉，《潛研堂文集》，頁 519。 
49 引自李銳，〈三統術鈐跋〉，《三統術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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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世之學者卑無高論，習于數而不達其理，囿于今而不通乎古，于是儒林之實學

遂下同于方技，雖復運算如飛，下子不誤，又曷足貴乎？50 

 
因此，倘若學算「囿于今而不通乎古」，那便是「習其術而為所愚弄」了！錢氏

之語可視為當時學習西法的規範：西法勝於中法者，可習之；但若「囿于今而不

通乎古」，那就是耽於西法了。在這種情勢之下，學者為避免遭受抨擊，勢必對

傳統中算付出更多的關注；再說，以中算治經，更是符合乾嘉學派對復古的追求。

因此，在一消一長之下，對傳統中算的研究，也就日益興盛起來了。 

 

上述的抑西揚中之論，可說是本時期與康熙朝在算學研究上最明顯的差異。

所以會有此種差異，除了乾嘉學風的影響外，與當時對西洋人的態度亦有密切的

關係。康熙朝「楊光先事件」後，皇帝對西學的愛好、提倡與對西洋人的敬重是

眾所皆知的，51所以無論是大臣或學者，大都對西洋人十分友善，且樂於與西洋

人交往。不過，在康熙末年爆發與羅馬教廷的「禮儀之爭」後，52康熙對西洋人

的態度已有所轉變，並在羅馬教皇的文件上寫上：「此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傳教，

禁止可也。」53且亦曾說過：「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必受其累，國家

承平日久，務需安不忘危。」54雍正皇帝不僅厲行禁教，更闡明： 

 

爾等欲我中國人民盡為教友，此為爾教之所要求，朕亦知之，但試思一旦如此，

則我等為如何之人，豈不成為爾等皇帝之百姓乎？教友惟識爾等，一旦邊境有事，

百姓推爾等之命是從，雖現在不必顧慮及此，然茍千萬戰船來我海岸，則禍患大

矣。
55
 

 

至此，西洋人已被視為潛在的禍患了。因此，除了少數人特許留在欽天監並不得

傳教外，其餘皆被趕至澳門。到了乾隆朝，西洋人在華處境更為艱困，不但有多

起的查禁活動，乾隆還懷疑西洋人與陜甘的回民之亂有關，密諭各省督撫徹底查

辦。56總之，到了乾隆朝，天主教幾已被視為蠱惑民心、煽動反叛的異說、邪教，

地方官員亦經常在奏摺上以此稱呼天主教。此種情形，亦影響到了算學家對天主

教、西洋人的認知，例如錢大昕在評論楊光先時就說： 

 

楊君於步算非專家，又無有力助之者，故終為彼所詘。然其詆毀耶穌異教，禁人

                                                 
50 同上。 
51 參見本文2.1.1節「康熙皇帝與西學」與2.1.2節「《數理精蘊》的編纂」。 
52 參閱鄭天挺主編，《清史》，頁 364~365；莊吉發，〈清朝政府對天主教從容教政策到禁教政策
的轉變〉，《清史論集（四）》，頁 154~160。 
53 轉引自鄭天挺主編，《清史》，頁 365。 
54 轉引自同上，頁 564。 
55 轉引自馬釗，〈乾隆朝地方高級官員與查禁天主教活動〉，載於《清史研究》第 32期 (1998)，
頁 60。 
56 參閱同上，頁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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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習，不可謂無功於名教者矣。57 

 

阮元亦表示：「夫大西洋人來於明末，乘諸古法失傳之時，所以有功於天學。迨

及末流，多習天主邪教，惑誘為害，所以命其回國。」58而更有人把此種情緒轉

化成對西人傳西學的攻訐，如梅 成認為西洋人欲毀觀象臺上的古器，就是為了

滅古法以利其傳教： 

 

乾隆年間，監臣受西洋人之愚，屢欲撿括臺下餘器，盡作廢銅送製造局。⋯⋯夫

西人欲藉技術以行其教，故將盡滅古法，使後世無所考，彼亦得以居奇，其心叵

測。
59 

 

談泰亦呼應此說：「西人存心叵測，恨不盡滅古籍，俾得獨行其教以自衒所長。」
60縱使此時期的學者對西人、西學有如此濃厚的敵意，但在古法未昌之時，仍舊

無法否認西學勝於中學此一事實，因而提倡西學中源說就逐漸有了興復古學、以

證古學優於西學的目的，61阮元於《疇人傳》中的一段話可作為此目的的最好註

腳： 

 

然則但可云明之算家不如泰西，不得云古人皆不如泰西也。我國家右文尊道，六

藝昌明，若吳江王氏、宣城梅氏皆精于數學，實能盡得西法之長，而匡所不逮。

至休寧戴東原先生，發明《五曹》、《孫子》等經，而古算學明矣。嘉定錢竹汀先

生著《廿二史攷異》，詳論三統、四分以來諸家之術，而古推步學又明矣。學者茍

能綜二千年來相傳之步算學諸書，一一取而研究之，則知吾中土之法之精微妙深，

有非西人所能及者。彼不讀古書，謬云西法勝于中法，是蓋但知西法而已，安知

所謂古法哉！
62
 

 

在此種意識型態下，中算與西算所獲得的差別待遇可想而知。影響所及，不但讓

中算成為算學研究的主流，更讓研究算學的目的侷限在證明中算優於西算，而非

算學的創新。這種現象，在李銳重校《測圓海鏡》使天元術大昌後達到了頂峰，

也開啟了天元術與借根分異同、優劣的論辯，詳情見本文第四章。 

 

3.2 1723~1820年間的數學發展 

                                                 
57 轉引自劉鈍，〈清初民族思潮的嬗變及其對清代天文─數學的影響〉，頁 44。 
58 引自阮元，〈割圜密率捷法序〉，《割圜密率捷法》。 
59 引自梅 成，〈儀象論〉，《操縵 言》，頁 30a。 
60 引自談泰，〈天元一釋序〉，《天元一釋》。 
61 由於雍正朝後，西學幾未再傳入中國，因此當時所欲超越的西學，並不包括當時西方最新的
成就，而是指明末清初由傳教士所輸入的曆算學。 
62 引自阮元，〈利瑪竇〉，《疇人傳彙編》，頁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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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時期對算學研究的影響因素，除了在學術思潮上的乾嘉學風與西學中源說

外，民間鹽商、大賈或朝廷大臣藏、刻書與養士風氣的盛行，則提供了算學家謀

得溫飽的機會，例如李銳應阮元之邀校《測圓海鏡》與《益古演段》，並助阮元

編纂《疇人傳》；又如張敦仁得焦循、李銳、汪萊相助作《緝古算經細草》。無論

是作為教席或是為人幕客，算學家皆可在無饑寒之慮下，利用餘暇從事自己的算

學研究，這在算學專門機構尚未出現之前，對促進算學的發展，有十分重要的裨

益。 

 

至於此時期的數學發展，主要有兩個路徑，第一個基本上是在《數理精蘊》、

明末清初的譯書以及清初數學家如梅文鼎等人的工作上，進行整理、闡釋與中西

數學的會通。例如經學大師江永因「讀梅文鼎書，有所發明，作《數學》63八卷。」
64《數學》前七卷多為天文曆法之論，第八卷〈算賸〉(1740年) 則專論球面三角
形，江永明白地寫出作第八卷的動機以及為何取名「算賸」的原因： 

 

勿菴先生論算極詳，觀玩之餘，有得輒筆之，此為賸義云爾。
65
 

 

江永之徒、亦為經學大師的戴震，其《句股割圜記》(1757年梓)「上篇言平面三
角形解法，中篇言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下篇言球面斜三角形解法。所舉公式不

出梅氏諸書之範圍，僅圖證稍有變更耳。」66除了江永師徒外，淮徐海道莊亨陽

所撰之《莊氏算學》，其「中間大旨，皆遵御製《數理精蘊》，而參以《幾何原本》
67、《梅氏全書》，分條采摘，各加剖析，頗稱明顯。」68何夢瑤更直言自己的《算

迪》是從《數理精蘊》中「撮錄要領，併舊纂《算迪》一冊合為十二卷，以授學

者，使便講習。」69 

 

不單是莊亨陽、何夢瑤深受《數理精蘊》的啟發，屈曾發在《九數通考》自

序中亦坦言其算學得自《數理精蘊》之助：70  

 

己丑之春，因事入都，得聖祖仁皇帝御製《數理精蘊》，伏而讀之，訂古今之同異，

集中西之大成，蒐羅美備，剔抉奧微，平日之格而不化者，一旦渙然冰釋，且得

                                                 
63 江永，字慎修，婺源人，其著《數學》一書，原名《翼梅》，戴震收入《四庫全書》時改名《數
學》。 
64 引自阮元，〈江永〉，《疇人傳彙編》，頁 527。 
65 引自江永，《數學》第八卷，頁 1a。 
66 引自錢寶琮，〈戴震算學天文著作考〉，《李儼、錢寶琮科學史全集》第九卷，頁 148。 
67 指的是《數理精蘊》中的《幾何原本》。 
68 引自〈四庫全書莊氏算學提要〉，《中國歷代算法集成》，頁 3119。 
69 引自何夢瑤，〈算迪自序〉，《算迪》。何夢瑤，字報之，南海人。 
70 屈曾發，字省園，蘇州府常熟人，其著《九數通考》初名《數學精詳》，戴震改名為《九數通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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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其心胸，增廣見聞。因歎大聖人之制作，超出百代之上，而又惜薄海內外窮

儒寒畯，未獲悉 全書，乃不揣固陋，舉曩時所輯，重加增改，一折衷於《數理

精蘊》。
71
 

 

戴震稱此書「兼中西而會通之，乃舉而分隸《九章》，則又梅氏所志焉未逮也。」
72至於王元啟的《句股衍》一書，雖被阮元稱為「因繁求簡，最為精晰」，他自己

也頗自得於「比舊法為直捷」，但從附於該書之〈答友問句股書〉中，可明白地

看出王氏是以西方傳入的數學知識作運思布算，73因此，該書亦只能算是會通中

西之作。 

 

縱然此時仍有不少與西算有關的算學著作，但能稱得上超脫前人研究框架，

或是超勝前人之作的，或許只有明安圖與汪萊而已。明安圖的《割圜密率捷法》

一書，「推導和證明了有關三角函數和反三角函數冪級數展開式的九個公式，創

立了割圓連比例法和級數回求法等數學方法，從而在無窮級數研究領域作出了傑

出的貢獻。」74汪萊在《衡齋算學》中多有創見，特別是在方程論的研究上，不

但討論了有實根的二次、三次方程的正根個數，還進一步論述更高次方程正根個

數的出現規律與正根的判別條件。75雖然明安圖與汪萊兩人在算學研究上有如此

傑出的貢獻，但他們的工作在乾嘉學派抑西揚中的學術風氣之中，一直未能受到

應有的重視。76 

 

1723~1820年這一時期數學發展的第二個路徑，就是對於中國古算的校注與
研究，77特別是 1773年開四庫書館後，許多古代算書得以復顯於世，此後校注、
研究古算之風日盛，算學研究的焦點亦逐漸從中西的會通轉向古算的發揚，如戴

震、孔廣森、李潢、吳烺、李銳等人都在這方面做出貢獻。78特別是戴震，他於

1773年以舉人身份任四庫館纂修官及分校官共四年，編得多種失傳之古算書如
《革象新書》、《數學九章》等。79不過，戴震之校勘可議之處頗多，郭書春便指

出戴震校《算經十書》的三大嚴重缺陷：一是戴氏從《永樂大典》的輯錄工作十

分粗疏，衍脫舛誤嚴重；二是有若干的校錯，包括原文不誤而被誤改者，與原文

確有錯誤而校勘已不當者；三是作了大量的修辭加工。80雖然戴震有上述的嚴重

                                                 
71 引自屈曾發，〈數學精詳自序〉，《數學精詳》。 
72 引自戴震，〈數學精詳序〉，《數學精詳》。 
73 參閱阮元，〈王元啟〉，《疇人傳彙編》，頁 523~524。 
74 引自何紹庚，〈割圓密率捷法提要〉，《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數學卷四，頁 861。 
75 參閱李兆華，《衡齋算學校證》，頁 5~9。 
76 參閱洪萬生，〈談天三友焦循、汪萊和李銳──清代經學與算學關係試論〉，《談天三友》，頁
49~51、94~95；洪萬生、劉鈍，〈汪萊、李銳與乾嘉學派〉，《談天三友》，頁 17~20。 
77 古算研究熱潮的興起，乾嘉學派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參閱本文3.1節「1723~1820年間的
學術風氣」。 
78 孔廣森，字眾仲，曲阜人。李潢，字雲門，鍾祥人。吳烺，字 ，全椒人。 
79 參閱錢寶琮，〈戴震算學天文著作考〉，《李儼、錢寶琮科學史全集》第九卷，頁 143~144。 
80 參閱郭書春，〈關於《算經十書》的校勘〉，發表於「數學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武漢，19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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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憾，郭書春仍認為他的工作掀起了研究古算的高潮。81阮元便極力推崇戴震： 

 

蓋自有戴氏，天下學者，乃不敢輕言算數，而其道始尊。然則戴氏之功又豈在宣

城下哉！
82
 

 

在戴震諸人的努力以及乾嘉學風的影響下，古算已逐漸成為算學家的主要研

究焦點。不過平心而論，諸如戴震、孔廣森、李潢等人最主要的工作在利用考據

方法來還原古算書的內容，因此在古算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相較於對古算書重

現的貢獻，就顯得渺小許多了。例如戴震誤以為秦九韶《數書九章》中的「立天

元一」即李冶書中的「立天元一」；83孔廣森雖於《少廣正負術》〈內篇上〉批評

顧應祥妄加刪除「立天元一」之細草，但從其《少廣正負術》〈外篇上〉看來，

孔氏亦未真正理解天元術。對於戴、孔師徒二人，錢寶琮一針見血地指出，「戴

氏於乾嘉古算學復興運動，實為一草創之功臣，而非發揚之健將也」，84
「[孔廣

森雖]鑽研過秦九韶、李冶的著作，但對於增乘開方法和天元術似毫無心得，他

的《少廣正負術》是不能起推陳出新的作用的。」85 

 

若將戴震、孔廣森等人視為古算復興運動早期的算學家，那繼起的復興健將

則非李銳、焦循、駱騰鳳等人莫屬了。相對於戴、孔等人在古算研究上的不足，

李、焦、駱等在這方面可稱得上成績斐然且影響深遠。例如李銳校《測圓海鏡》、

《益古演段》，不但讓天元術大顯，更帶動了一股研究天元術的風潮，在當時與

天元術有關的算學著作有李銳的《弧矢算術細草》、《勾股算術細草》、焦循的《天

元一釋》、張敦仁的《緝古算經細草》等，而直至清末，一直有許多與天元術有

關的著作問世，天元術可說是十九世紀清朝算學活動的重心之一。又如焦循與駱

騰鳳，在大衍求一術與百雞問題的研究上皆有作出貢獻，並影響後來的算學家在

此二者上的研究。86李銳、焦循、駱騰鳳等人的工作，除了有復興古算、促進算

學發展的貢獻外，在乾嘉學派學者眼中，更有證明中法優於西法的意義，例如阮

元為李銳校勘的《測圓海鏡》作序時便表示，《同文算指》比起《測圓海鏡》「實

不足擬其神妙」。87駱騰鳳更可說是乾嘉學派意志的忠實執行者，他無論是在算學

評論或是算學研究上，都強烈地展現了獨尊中法的意圖。88 

 

雖然對中國古算的校注與研究獲得了乾嘉學派的青睞，但乾嘉學派念茲在茲

的只是復古而已，對於算學的創新，就顯得十分冷淡了，這從焦循的《加減乘除

                                                 
81 同上。 
82 引自阮元，〈戴震〉，《疇人傳彙編》，頁 542。 
83 參閱本文第四章。 
84 引自錢寶琮，〈戴震算學天文著作考〉，《李儼、錢寶琮科學史全集》第九卷，頁 145 
85 引自錢寶琮，《中國數學史》，頁 319。 
86 參閱陳鳳珠，《清代算學家駱騰鳳及其算學研究》，頁 24~25、127~130。 
87 參閱阮元，〈重刻測圓海鏡細草序〉，《測圓海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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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與李銳的《開方說》未能獲得乾嘉學派的重視可見一斑。總而言之，在乾嘉

學派主導的學術風氣中，學算風氣雖獲得提倡，但算學終得服膺其治學宗旨─復

古，因此，無論是在西法上的突破，或是在中法上的創新，終究都難逃被忽視的

命運。 

 

3.3 1723~1820年間論借根方、天元術的算學家生平簡介 

 

1723~1820年間與借根方、天元術發展有較密切關聯的算學家，主要有何夢
瑤、梅 成、李銳、焦循、張敦仁、駱騰鳳、安清翹、張作楠、羅士琳、戴震、

孔廣森、阮元、談泰、汪萊、劉衡等十五人，89筆者將在下一章就前九位（從梅

成到羅士琳）所著算書中有關借根方與天元術的部分，進行分析與討論，因此

為避免本文下一章內容過於繁雜，筆者先在此節簡短地介紹除安清翹外的八名算

學家生平。90 

 

3.3.1 何夢瑤 

 
何夢瑤，字報之，號西池，廣東南海人。惠士奇視學廣東時，拜入其門下，

與惠士奇之子惠棟成莫逆之交，時人並稱蘇珥、羅天尺、何夢瑤與陳海六為「惠

門四子」。91何夢瑤在雍正八年 (1730) 時中進士，曾任廣西境內的知縣與奉天遼
陽州知州，後因病歸。92《廣東通志》記載何夢瑤出宰廣西時，「治獄明慎，宿

弊革除，有神君之稱」。93何夢瑤在當時以博雅著稱，天文、術數、樂律、算法、

醫學皆有所成，而尤以詩聞名。94 
 
何夢瑤接觸算學的歷程為何，至今仍無法確定，據其在〈匊芳園集自序〉中

表示： 
 
新安程賓渠《算法統宗》，服官者人挾一冊，其書但舉算例，絕無詮釋，讀者如歷

昏衢，且繁蕪謬誤，殊不足觀。瑤牧遼陽時，曾取而刪訂之，與舊輯宣城梅定九

及吾鄉朱吟石三角、方程、籌算諸法共四卷， 示僚友。95 

 

                                                                                                                                            
88 參閱陳鳳珠，《清代算學家駱騰鳳及其算學研究》，117~124。 
89 劉衡，字蘊聲，一字訒堂，號簾舫。劉衡著有《借根方法淺說》一書，然已佚失，現存的《借
根方淺說》為羅士琳於 1850年所補作。 
90 在筆者所搜集到的史料中，極少提到安清翹的生平。 
91 參閱江藩，《清朝漢學師承記》，頁95。 
92 參閱諸可寶，〈何夢瑤〉，《疇人傳彙編》，頁 726。 
93 轉引自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初編》卷二十六，頁 10a。 
94 參閱同上，頁 10a~10b。 
95 何夢瑤，〈匊芳園集自序〉，轉引自丁福保、周雲青編，《四部總錄算法編》，頁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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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在掌教端溪時，何夢瑤再將之擴為八卷，以授學徒講習；96最後他再從《數理

精蘊》中「撮錄要領，併舊纂《算迪》一冊合為十二卷，以授學者，使便講習。」
97《算迪》一書便是何夢瑤算學上最主要的成就，其內容中與本文主題相關的借

根方，則被何夢瑤編為第六卷與第七卷。此書雖主要以梅氏之書與《數理精蘊》

為主，但之中仍摻有何夢瑤自己之見，並非只是拾人牙慧、人云亦云而已。98江

藩稱何夢瑤「可謂知立法之所以然者」，99並說 

 

寒士有志於九章、八線之術者，力不能購欽定諸書，熟讀《算迪》，亦可以思過半

矣！
100
 

 

何夢瑤的算學著作除《算迪》一書外，李迪《算學書目匯編》中尚載有《三

角輯要》、《方程論纂》與《比例尺解》三本，101其中的《比例尺解》應是後來被

何夢瑤收入《算迪》卷八〈比例尺解〉之中，至於前兩本，則似已失傳。 
 
3.3.2 梅 成 

 
梅 成 (1681~1763)，字玉汝，號循齋，又號柳下居士，安徽宣城人。他是

梅文鼎之孫，因家學之故，自幼便習算學，頗有造詣，並在 1706年獲康熙提拔，
入內廷學習。102康熙在 1714年賜與梅 成舉人身份，且在隔年梅 成試禮部未

第時，命他參加殿試，梅 成因而得以成為進士。梅 成中進士後，歷任編修、

江南道御史、工科給事、通政司參議、順天府府丞、增修時憲算書館總裁官坐事、

光祿寺少卿管算學、刑部侍郎、左都御史，死後乾隆皇帝賜諡號文穆。103在算學

著述方面，梅 成除了著《赤水遺珍》與《操縵 言》二書外，亦曾參與《數理

精蘊》、《曆象考成》、《明史》等官方書籍的編纂，並增刪《算法統宗》十一卷與

編輯《梅氏叢書輯要》六十二卷。 
 
1706年入內廷學習期間，是梅 成整個曆算生涯中至為重要的經歷，這期

間梅 成得以接觸到當時較先進的西方曆算學知識，並「蒙聖祖仁皇帝授以借根

方法，且諭曰：『西洋人名此書為《阿爾熱八達》，譯言東來法也。』」104梅 成

由此「悟出」中法之天元術即西法之借根方，其著作《赤水遺珍》中「天元一即

                                                 
96 參閱同上。 
97 引自何夢瑤，〈算迪自序〉，《算迪》。 
98 參閱本文 4.1.1節「何夢瑤《算迪》一書中的借根方」。 
99 參閱江藩，〈算迪敘〉，《算迪》。 
100 引自同上。 
101 參閱李迪，《算學書目匯編》，頁 643。 
102 原本康熙皇帝所欲招納的對象是梅文鼎，但惜其太老，所以才轉而命梅文鼎之孫梅 成入內

廷學習。參閱《康熙政要》卷十八，頁 21b。 
103 參閱徐世昌纂、周駿富編，《清儒學案小傳》卷四。 
104 引自梅 成，《赤水遺珍》，頁 8b~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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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根方解」的說法，不僅成為當時西學中源的有力證據，亦很快地成了清朝算學

家解讀天元術的依歸，105阮元在《疇人傳》中讚其 

 

以借根方解立天元術，闡揚聖祖之言，使洞淵遺法，有明三百年來所不能知者，

一旦復顯于世，其有功算學，為甚鉅矣！
106
 

 
梅 成著作雖然不多，但以其在當時兼具梅氏曆算學的繼承人、御前數學家

和朝廷重臣的三重身份，其一言一行對算學界都有莫大的影響，且其所參與編纂

的官方諸書及增刪的《算法統宗》、編輯的《梅氏叢書輯要》，都是清朝廣為流傳

的曆算書籍，梅 成對清朝算學知識傳播的貢獻與影響，由此可見。 

 

3.3.3 李銳 

 
李銳 (1769~1817)，字尚之，號四香，江蘇元和人。李銳在舉業上並不順利，

除了早年曾為元和縣學生員外，一生多次應試，從未中舉。至於在算學方面，李

銳早年雖曾「從書塾中檢得《算法統宗》，心通其義」，107但真正攻讀算學，應是

在 1791年拜入錢大昕門下之後： 
 

憶自辛亥之冬，銳肆業紫陽書院，從先生受算學，先生始教以三角、八線、小圓、

橢圓諸法，復引而進之於古。108 

 

拜入錢氏門下是李銳一生中最重要的轉折，李銳在此不僅得以充分展現其算學上

的才能，亦深獲錢大昕的重視。羅士琳於《續疇人傳》中記載： 

 

當是時，大昕為當代通儒第一，生平未嘗輕許人，獨於銳則以為勝己。
109
 

 

大昕晚年主講紫陽書院，日以繙閱群書校讎為事，遇有疑義，則與銳商榷。
110
 

 

錢大昕對李銳的倚重，讓李銳得以認識當代的許多名儒學者，並逐漸建立自己的

聲望。111李銳在當時所結識的人當中，焦循是至為關鍵的一位。112焦循不僅在算

學研究上與李銳有所往來，李銳後來能受阮元所託校訂李冶《測圓海鏡》與《益

                                                 
105 參閱本文 4.1.2節「梅 成的『天元一即借根方解』及其影響」。 
106 引自阮元，〈梅 成〉，《疇人傳彙編》，頁 490。 
107 引自羅士琳，〈李銳〉，《疇人傳彙編》，頁 657。 
108 引自李銳，〈三統術鈐跋〉，《三統術鈐》。 
109 引自羅士琳，〈李銳〉，《疇人傳彙編》，頁 658。 
110 引自同上。 
111 參閱同上。 
112 關於李銳與焦循的友誼，參閱郭世榮，〈清中期數學家焦循與李銳之間的幾封信〉，《談天三
友》，頁 12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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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演段》二書，應也是焦循的居中牽線。焦循除了促成李銳與阮元的結識，亦介

紹了汪萊給李銳。113今日史家普遍認為李銳畢生最重要的創新之作─《開方說》，

是受到了汪萊《衡齋算學》第五冊的啟發，而李銳正是透過焦循才見到《衡齋算

學》第五冊的。114 

 

《開方說》三卷書雖是李銳集畢生精力之作，不過尚未來得及完成就去世

了。李銳臨終前一再囑託其徒黎應南要完成下卷並付梓，黎應南未負所託，在

1819年終將此書完成。115《開方說》最重要的成果是對於高次方程正根個數的論

述，李銳所得之結論十分接近現代方程論中的「笛卡兒符號法則」，116這是中算

史上十分突出的成果。然而，《開方說》一書在清朝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李銳

的算學研究成果中，對清朝算學家影響最大的，就是他對李冶算書的校案。 

 

李銳重校李冶算書實為清朝借根方與天元術發展過程中十分重要的一件

事，其影響力並不亞於梅 成以借根方解天元術，117而此事也奠定了李銳在當時

算學圈的地位。李銳此後不僅聲名遠播，更為自己爭得為人幕客以謀溫飽的機

會，例如阮元、張敦仁、吳廉山、劉金門、達枚等官人皆曾聘李銳作幕。118為人

幕客雖不是什麼收入豐厚的工作，但對沒有功名、官職的李銳而言，卻可以讓他

兼顧經濟來源與算學研究。不過李銳終其一生，仍十分在意功名的考取，多次應

考不僅未能中榜，反而讓其在經濟上與健康上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119 

 

李銳在曆算學方面的著作頗豐，其《召誥日名考》、《漢三統術注》、《漢四分

術注》、《漢乾象術注》、《補修宋奉元術注》、《補修宋占天術注》、《日法朔餘強弱

考》、《方程新術草》、《勾股算術細草》、《弧矢算術細草》、《開方說》（下卷為其

徒黎應南所補）等十一種十八卷，皆收入《李氏遺書》之中，《李氏遺書》在清

朝有多種刻本，流傳甚廣。120至於其所校之《測圓海鏡》與《益古演段》則分別

收入鮑廷博刊刻的《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二十一集。此外，李銳尚有《緝古

算經細草》、121《輯古算經衍》122二書，不過都未刊刻、流傳下來。 

 

3.3.4 焦循 

 

                                                 
113 參閱蘇俊鴻，《焦循《加減乘除釋》內容分析》，頁 14。 
114 參閱劉鈍，〈李銳與笛卡兒符號法則〉，《談天三友》，頁 263~265。 
115 參閱劉鈍，〈開方說提要〉，《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數學卷五，頁三。 
116 參閱同上。 
117 參閱本文4.2.1節「李銳校李冶書的影響」 
118 參閱郭世榮，〈李銳《觀妙居日記研究》〉，《談天三友》，頁 164。 
119 參閱同上。 
120 參閱李迪，《算學書目匯編》，頁 273。 
121 李銳在其日記中有提到此書，參閱郭世榮，〈李銳《觀妙居日記研究》〉，《談天三友》，頁 154。 
122 李銳在〈益古演段跋〉中提到急欲刊刻此書。 



第三章  1723~1820年間的學術風氣與數學發展 

 51

焦循 (1763~1820)，字理堂，一字里堂，晚號里堂老人，江蘇江都人。焦循
至三十九歲才中舉人，隔年 (1802) 北上會試不中後，便絕意仕途，專心注《易
經》。123焦循在二十五歲那年 (1787) 獲顧超宗贈以《梅氏叢書》，始致力算學，
至 1801年這十餘年間，是焦循治學生涯中的曆算學著述時期，124焦循先後完成

了多種算學著作，流傳至今的有《釋弧》三卷、《釋輪》一卷、《釋橢》一卷、《加

減乘除釋》八卷、《天元一釋》二卷與《開方通釋》一卷，前五種於 1799年合刻
為《里堂學算記》，在清朝流傳甚廣。1802年以後，焦循則是將治學重心放在經
書的研究與注釋，特別是對《易經》的注釋，對後世最為深遠。125 

 

焦循治算由梅文鼎書入手，與當時大多數算學家一般，受梅文鼎的影響甚

深。126不過焦循特重算理闡釋的著作風格，卻是當時的一大異數，其曾云： 

 

循于算術，生平最篤信而深好之，蓋十數年于茲矣。自謂：學問之道在體悟，不

在拘執。故不憚耗精損神，以思其所以然之故，雖知無用，不能舍也。
127
 

 

「不憚耗精損神，以思其所以然之故」，這是焦循治算的風格，亦具體地呈現在

其算學著作之中。而在其多種的算學著作中，最能體現此一風格的，就屬《加減

乘除釋》一書，此書亦是焦循最具原創性的著作。焦循在此書中「以加減乘除運

算為綱，以《九章算術》等古算書中有關問題分注而辨明，使之一一明其理，達

其用，以一線通之。」128而此書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焦循將數學形式化、代數化

的傾向，這方面焦循可謂是中國數學史上的第一人，129不過，焦循在這方面的努

力並未得到當時算學家的重視，直至十九世紀下半葉，中國數學才開始走向形式

化與代數化。 

 

3.3.5 張敦仁 

 
張敦仁 (1754~1834)，字仲篙，號古餘，山西陽城人。他是乾隆四十年中進

士，歷任知縣、知府、鹽法道，頗有政績，130羅士琳稱其「生平實事求是，居官

勤於公事，暇即力求古籍，研究群書，雖老病家居，亦不廢學，尤嗜曆算。」131

算學著作有《緝古算經細草》三卷、《求一算術》三卷與《開方補記》八卷附《通

論》一卷傳世。 

                                                 
123 參閱蘇俊鴻，《焦循《加減乘除釋》內容分析》，頁 119。 
124 參閱同上，頁 19~35。 
125 參閱蘇俊鴻，《焦循《加減乘除釋》內容分析》，頁 35~40。 
126 參閱同上，頁 19。 
127 引自焦循 1798年寫給王引之的信，此信收入《昭代經師手簡箋釋》，頁 200~202。 
128 引自吳裕賓，〈加減乘除釋提要〉，《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數學卷四，頁 1289。 
129 參閱蘇俊鴻，《焦循《加減乘除釋》內容分析》，頁 111~112。 
130 參閱張秀琴，〈數學家張敦仁傳略〉，載於《中國科技史料》第 17卷第 4期 (1996)，頁 33~38。 
131 引自羅士琳，〈張敦仁〉，收入《疇人傳彙編》下冊，頁 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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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敦仁自何時起開始接觸算學已不可考，但可以確定的是，乾隆末年所起的

復興古算的浪潮，引發他對宋元算學的高度興趣： 
 

嘉慶己未[按：即 1799年]，余因校李敬齋《測圓海鏡》，不得其開方之術，甚惜所
謂翻法在記者之不可以復見，轉而于秦道古《數學九章》中求之，始識古人層層

列位、同加異減、自然相生之妙。然易一數以取初商，則猶茫然無以御也。嗣是

游宦所至，每遇譚藝之士，輒相諏訪之。132 

 
張敦仁在調任江南之後（約在 1801年間），結識當時算學名家如李銳、焦循、汪
萊等人，因而得以算學相問從，並在算學研究上有所突破，其《緝古算經細草》、

《求一算術》皆完成於此時期。在張敦仁所結識的算學名家中，李銳是最為重要

的一位，張敦仁不但與李銳交往甚密，在算學研究上亦深受李銳的影響，他在自

己的《求一算術》與《開方補記》的序言中，就透露了此二書皆建立在與李銳的

討論上；133至於《緝古算經細草》一書，雖然李銳於跋中交代此書為張敦仁所撰，

自己僅為覆校，134但此書究竟哪些部分為張敦仁獨立完成，則難以確定。135或許

張敦仁本身的算學才華，確實不若其算學著作所呈現的層次，但吾人仍不能忽略

其在興復古法此議題上所作的努力。例如，張敦仁就盛讚李冶的天元術與秦九韶

的大衍求一術： 
 

筭數之學，自《九章》而後，述作滋多，其最善者則有二術：一曰立天元一，一

曰求一。盡方圓之變，莫善於立天元一；窮奇偶之情，莫善於求一。136 

 
而張敦仁以地方大吏的身份親自研算著書，對學算風氣的提倡，亦有正面的影

響。平心而論，張敦仁對當時算學發展最重要的貢獻，莫過於對算學名家們所提

供的資助，特別是經濟上的支援，例如，李銳就曾在其帳下作幕並常向張敦仁借

書閱讀、抄錄，李銳後來能夠持續地從事算學研究與創新，張敦仁在經濟上對李

銳的支持是不能被忽略的。137 
 

3.3.6 駱騰鳳 

 
駱騰鳳 (1770~1841)，字鳴岡，號春池。嘉慶六年 (1801) 舉於鄉，道光六

                                                 
132 張敦仁，〈開方補記序〉，轉引自羅士琳，〈張敦仁〉，《疇人傳彙編》下冊，頁 697。 
133 參閱張敦仁，〈求一算術序〉、〈開方補記序〉。 
134 參閱李銳，〈緝古算經細草跋〉，《緝古算經細草》。 
135 參閱郭世榮，〈李銳《觀妙居日記》研究〉，《談天三友》，頁 156；嚴敦傑，〈李尚之年譜〉，《談
天三友》，頁 370~371。 
136 引自張敦仁，〈求一筭術序〉，《求一筭術》。 
137 張敦仁對李銳的資助，可從李銳的《觀妙居日記》中略見一二。參閱郭世榮，〈李銳《觀妙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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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6) 年大挑一等，授知縣，以母老不仕，改授舒城縣學訓導，任職不到一年
即告歸養，教授里中，學徒甚眾。138駱騰鳳算學著作有《開方釋例》與《藝游錄》

二種，其在病危時，囑其婿何錦與同縣丁晏校刊，兩人於道光二十三年 (1843)
冬竣工。139 

 
駱騰鳳在算學上師承李潢，不僅在算學研究上深受李潢以中法為尊的影響，

對當代算學家研究工作的知悉，都很有可能都是透過李潢的轉薦，140因此，李潢

在駱騰鳳的治算歷程中，著實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而這也充分反應在駱騰鳳

的治算風格上。根據陳鳳珠的研究，駱騰鳳在算學研究上有三個特色：乾嘉學風

的展現、獨尊中法與算學評論，141前兩者亦可說是李潢的算學研究特色，142由此

亦可見李潢對駱騰鳳的深遠影響。至於其第三個特色「算學評論」，這可算是駱

騰鳳的獨特風格，其所批評的算學家包括梅文鼎、梅 成、孔廣森、李銳、汪萊

與沈欽裴，且評論時嚴厲而毫無顧忌，不會因對象的中西法立場而有所不同。143

不過，駱騰鳳所作之評論，常常是以己所知作為度他人所論的唯一標準，因此難

免會失之偏頗，例如其對李銳、汪萊的嚴詞數落正是這種情形。144諸可寶便認為

「駱訓導有功古學而語多過當」。145 
 

駱騰鳳所著之《開方釋例》，主要目的是闡釋中算的開方術（包括解一元高

次方程式），因此其術語及所討論的對象，都以中法為宗，並不納入孔廣森、汪

萊的研究成果。146駱騰鳳在此書中詳盡解釋開方術的算理及作法，並列舉大量的

例題作說明，而其以天元術為基礎，配合「開方作法本原圖」，解決了傳統中算

因各項命名的混亂所帶來的困擾，張文虎便稱此書「足補李書[按：李銳之《開

方說》]之未備，誠學開方者之金鎖匙。」147至於《藝游錄》一書，則是駱騰鳳研

究古今算書二十二種的心得筆記，之中包含了許多對清朝算學家的評論。駱騰鳳

在此書中強烈展現其揚中抑西的算學風格，在論述中西法之異同、關聯時，常常

刻意凸顯中優於西。148此書還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在〈衰分補遺〉中，駱騰鳳

                                                                                                                                            
日記》研究〉，《談天三友》，頁 149~165。 
138 參閱諸可寶，〈駱騰鳳〉，《疇人傳彙編》，頁 754。 
139 參閱同上。 
140 李潢很可能是唯一與駱騰鳳在算學上有直接交流的人，參閱陳鳳珠，《清代算學家駱騰鳳及其
算學研究》，頁 38~41。 
141 參閱陳鳳珠，《清代算學家駱騰鳳及其算學研究》，頁 117~124。 
142 羅士琳對李潢的評價為：「侍郎信古能篤，實事求是，其於中西之學，孰優孰劣，早經了了於
胸，故所著《九章細草》、《輯古考注》二書，能發古人之真解，與古人息息相通，可謂力挽迴瀾。

初非西學者所能窺其崖岸，倒置黑白也。」見羅士琳，〈李潢〉，《疇人傳彙編》，頁 654。 
143 參閱陳鳳珠，《清代算學家駱騰鳳及其算學研究》，頁 121~124。 
144 駱騰鳳對李銳批評的不適之處，見本文 4.2.4節「駱騰鳳對天元術與借根方中正、負、多、少
的認知」；其對汪萊批評的偏頗，見陳鳳珠，《清代算學家駱騰鳳及其算學研究》，頁 123。 
145 參閱諸可寶，〈駱騰鳳〉，《疇人傳彙編》，頁 757。 
146 參閱陳鳳珠，《清代算學家駱騰鳳及其算學研究》，頁 64~65。 
147 參閱同上，頁 65~66。 
148 參閱同上，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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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大衍求一術與差分術，成為中算史上第一位成功解決百雞問題的算學家。149 

 

3.3.7 張作楠 

 
張作楠 (1772~1828)，字讓之，號丹 ，浙江金華人。嘉慶十三年 (1808)

進士，歷官處州教授、陽湖縣知縣、太倉州知州、徐州府知府，頗有政績，150後

以不得於大府，將改簡，遂乞養歸鄉。151張作楠居官治事十分廉平，不事應酬，

所任之處，皆有銅、木、石諸工及刻書人隨行，152嘗曰： 
 
與其浪費無益之酬應，不若將薄俸製儀器、刻算書，使絕學昌明。153 

 
張作楠之所以強調製儀器、刻算學，應與其本身對算學的愛好有很大的關係。徐

世昌在《清儒學案小傳》稱張作楠「敦內行，學宗程、朱，好表揚人物，輯刻鄉

先賢遺書，尤嗜 算之學」，154羅士琳在《續疇人傳》中亦稱其「生平酷嗜西人

曆算之學，與婺源齊彥槐、全椒江臨泰相有善，以兩人皆同治西算也」。155張作

楠著有多種曆算書傳世，計有《量倉通法》五卷（江臨泰補圖）、《方田通法補例》

六卷（江臨泰補圖）、《倉田通法續編》三卷（江臨泰補圖）、《八線類編》三卷、

《八線對數類編》二卷、《弧角設如》三卷（江臨泰補對數）、《揣籥小錄》一卷、

《揣籥續錄》三卷、《高弧細草》一卷、《新測恆星圖表》一卷、《新測中星圖表》

一卷、《新測更漏中星表》三卷、《金華晷漏中星表》二卷、《交食細草》二卷等

十五種，嘉慶二十五年 (1820) 與江臨泰所撰《弧三角舉隅》一卷合刻為《翠薇
山房數學》。156清季算學家汪曰楨評論《翠薇山房數學》為： 
 

通貫中西，實事求是，志在啟迪來學，示之軌式，俾得有所遵循，而未嘗矜新炫

異，思與前人爭勝。間有辯論，詞氣俱和平而不涉叫囂，此儒者務實之學也。⋯⋯

僅目為初學入門之書，烏足盡此書之蘊哉！157 

 
除《翠薇山房數學》外，張作楠未刻之著作尚有《對數用法》一卷、《對數尺用

法》一卷、《測算器系》一卷、《勾股說》一卷及《五更算草》一卷共五種。158 

                                                 
149 參閱同上，頁 84。 
150 參閱《浙江省金華縣志》卷九，頁 33a~33b。 
151 《浙江省金華縣志》與徐世昌《清儒學案小傳》皆記載張作楠歸鄉後尚活二十餘年，然從其
中進士 (1808) 至去世 (1828)，這之間也才約二十年而已，可見記載有誤。羅士琳《續疇人傳》
中記載張作楠乞歸後，「優游林下者十餘稔」，這才是較為正確的記載 
152 參閱徐世昌，〈丹 學案〉，《清儒學案小傳》卷十三。 
153 引自同上。 
154 引自同上。 
155 引自羅士琳，〈張作楠〉，《疇人傳彙編》，頁 707。 
156 參閱李迪，《算學書目匯編》，頁 594~596。 
157 引自汪曰楨，〈翠薇山房數學序〉，《翠薇山房數學》。 
158 參閱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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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至今仍不清楚張作楠習算、治算的歷程，但由他著有大量的曆算書籍，

且《翠薇山房數學》在問世後被翻刻重印之次數不下十次看來，159張作楠應可算

是一位學有專精且為世所重的算學家，然而羅士琳卻在《續疇人傳》中給予甚低

的評價： 
 
丹 之學，謹守西法，依數推演，隨人步趨，無有心得，⋯⋯故卷帙雖多，半皆

抄撮，世有目丹 為算胥者，韙矣！160 

 
不過，由徐世昌與羅士琳對張作楠的描述：「學宗程、朱」、「生平酷嗜西人曆算

之學」，可以確定張作楠非但不屬乾嘉學派，治算風格更是屬於西法派一路，也

就是說，張作楠無論是在治學或是治算上，都與寫《續疇人傳》時的羅士琳大相

逕庭，161因此，羅士琳對其所作的貶抑，就不得不令人懷疑了。反觀徐世昌對張

作楠的評論，就似乎是針對羅士琳的批評而作： 
 

丹 嗜算術，著書盈尺，或譏其無所發明，然於弧角之算，刪繁就簡，舍奧求通，

俾後學得以循途而進，未可以為質實而忽之。162 

 
究竟羅、徐二人何者較為貼切，由於至今史家對張作楠的研究仍十分地不足，筆

者也未及徹底研究其《翠薇山房數學》，因此，筆者在此並無法對張作楠的歷史

定位與貢獻作出評述。 
 

3.3.8 羅士琳 

 
羅士琳 (1789~1853)，字次 ，號茗香。曾為國子監生，後考取欽天監之天

文生，除此之外，終其一生，並未為官。羅士琳少從其舅秦恩復受舉子業，再從

許月南後始涉獵天算，直至入京受業戴敦元後，才專力研算。163其舅秦恩復在〈比

例匯通序〉中述及羅士琳棄舉子業、攻算學的經過： 
 
羅甥茗香從余執□，受舉子業已，乃盡棄其所為俗學，周游淮海間，因博覽疇人

之書，日夕研求，心疲目倦，數年而所著之書成。164 

 
                                                 
159 光是十五種三十八卷的《翠薇山房數學》，在有清一朝就有十一種刊本，除此之外，尚有六種
二十二卷的《翠薇山房數學》刊本一種、十種的《翠薇山房數學》刊本一種。參閱李迪，《算學

書目匯編》，頁 594~596。。 
160 引自羅士琳，〈張作楠〉，《疇人傳彙編》，頁 708。 
161 此時的羅士琳有強烈的抑西揚中傾向，見下文。 
162 引自徐世昌，〈丹 學案〉，《清儒學案小傳》卷十三。 
163 參閱徐世昌，〈茗香學案〉，《清儒學案小傳》卷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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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士琳在算學大成後，曾「以推算道光初元，日月合璧，五星聯珠，見知於時」，

不過「為同輩所嫉，不得官」。165 
 
羅士琳在算學研究生涯上，有著十分巨大的轉變。在嘉慶年間，羅士琳是不

折不扣的西法派，其在《比例匯通》一書中，毫無保留地流露他對西法的熱衷。
166然而，羅士琳對西法的熱衷，在道光二年 (1822) 試京兆時，開始有了轉變。
該年他先在葉繼雯處見到元朝朱世傑《四元玉鑑》一書，並在隔年從黎應南處得

到一份鈔本，而後龔自珍又贈以何元錫的刻本，167羅士琳在致力研究《四元玉鑑》

一書後，「繙然改轍，盡廢其少壯所業，殫精乎天元、四元之術」，168因而轉變為

清朝道咸年間力興古法的最重要算學家。羅士琳從西法派轉變為中法派，除了研

究《四元玉鑑》對他的影響外，投入阮元學圈應也是主要影響之一。在阮元的學

生與兒子所編的阮元年譜中，羅士琳就以「受業」的名義擔任校訂，可見羅士琳

與阮元及其學圈中人來往甚密。169而最能看出羅士琳與阮元的關係密切，便是《續

疇人傳》的編纂。羅士琳自憶：「己亥庚子間，阮文達師屬續《疇人傳》。」170若

非羅士琳能繼承阮元興復中法之意志，阮元豈會將續《疇人傳》一事囑咐於他？ 
 
在羅士琳的算學成就中，就屬校朱世傑《四元玉鑑》與《算學啟蒙》的成就

最大，此二書在羅士琳的校勘與補草後，漸為清朝算學家所理解，當時除羅士琳

外，還有多人對四元術下過工夫，也因此引起一股直至清末還方興未艾的四元術

熱潮。171羅士琳的算學著有《比例匯通》、《四元玉鑑細草》、《校正算學啟蒙》、《勾

股容三事拾遺》、《三角和較算例》、《臺錐積演》、《演元九式》、《增廣新術》、《弧

矢算術補》、《句股截積和較算術》與《校正割圓密率捷法》。172 

 

除上述著作之外，羅士琳晚年受劉良駒委託校其父劉衡之作《六九軒算書》

時，由於原書中的《借根方法淺說》已失佚，羅士琳便為其補作， 

 

《借根方法淺說》有目無書，⋯⋯，爰放其義例補足之。
173
 

 

羅士琳補作此書的動機很可能是出自憐憫劉衡之著作不能傳世，174然劉衡此書是

                                                                                                                                            
164 引自秦恩復，〈比例匯通序〉，《比例匯通》。 
165 參閱徐世昌，〈茗香學案〉，《清儒學案小傳》卷十六。 
166 參閱本文 4.3.3節「羅士琳與《比例匯通》」。 
167 參閱吳文俊主編，《中國數學史大系》第八卷，頁 19~20。 
168 引自諸可寶，〈羅士琳〉，《疇人傳彙編》，頁 780。 
169 參閱傅祚華，〈《疇人傳》研究〉，《明清數學史論文集》，頁 250。 
170 引自羅士琳，〈六九軒筭書後跋〉，《六九軒筭書》。 
171 參閱，孔國平，《李冶、朱世杰與金元數學》，頁 450~452。 
172 參閱李迪，《算學書目匯編》，頁 657~658。 
173 引自羅士琳，〈六九軒算書後跋〉，《六九軒算書》。 
174 羅士琳在《續疇人傳》〈劉衡〉中，曾對算學家之著作不能傳世表示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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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後學者對借根方「不致 目，或亦啟蒙之一助也」，175換句話說劉衡此書是

為宣傳借根方而作，因此，羅士琳為其補作此書，並不符合其之前的「繙然改轍」、

「悔其少作」。176所以，筆者認為單以憐惜之心並不足以解釋羅士琳補作此書的

動機，至於其真正動機為何，筆者尚無法確定。177 

                                                 
175 參閱劉衡，〈借根方法淺說自序〉，《借根方法淺說》。 
176 參閱諸可寶，〈羅士琳〉，《疇人傳彙編》，頁 773、780。 
177 筆者在向洪萬生教授請教此事時，洪教授表示這有可能是羅士琳對借根方仍無法忘懷，因此
才會補作劉衡之書。 



中國清代 1723~1820年間的借根方與天元術 

 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