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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叄章、《幾何要法》對照《幾何原本》 

《要法》全四卷，內容多與《原本》的作圖題相對應，各卷第一章皆為「界說」，
1緊接著是「法器」，之後便是一章一個命題。以下依內容屬性，先統一整理《要法》

全書的「界說」，然後依序與《原本》相對應的命題比對探討。2  

一、界說對照 

《要法》第一卷「論直線」，介紹 16則界說；第二卷「論圜」，介紹 12則界說；
第三卷「論三角形」，3介紹 10則界說；第四卷「論四邊形」，介紹 8則界說。 

（一）直線界說 

《要法》第一卷卷首為〈幾何總論〉，其與第一章界說的內容，主要是介紹幾何、

界、界說、點、線、直線、面、平面、體、分、垂線、平行線、比例、連比例、斷比

例等定義和性質，共計 16則，可與《原本》第一、五、十一卷的界說相對應。4 

1. 總論 

〈幾何總論〉：幾何家者，脫物體而空

窮度數。數，其截者；度，其完者。

度有三，曰線、曰面、曰體。線以

度長短，面以度廣狹，體以度厚薄。

線自點始，點引為線，線展為面，

面運為體。點者無長，線者無廣，

面者無厚。點為線之界，線為面之

界，面為體之界，體不可為界。點、

線、面、體，幾何之論起焉！ 
 

〈界說之首〉：界者，一物之始終。解

篇中所用名目，作界說。 
I-1：幾何者，度與數之府也！ 

〈界說之首〉：凡造論，先當分别解說論中

所用名目，故曰界說。     凡曆法、地
理、樂律、算章、技藝、工巧諸事，有度、

有數者，皆依頼十府中，幾何府屬。凡論

幾何，先從一點始自點引之為線，線展為

面，面積為體，是名三度。 
 

1-3：凡線之界是點。（凡線有界者，兩界必是點。）
1-6：面之界是線。 
11-2：體之界為面。5 
1-13：界者，一物之終始。     今所論有
三界，點為線之界、線為面之界、面為體

之界，體不可為界。 

〈幾何總論〉與《要法》第一卷界說章首的內容雖承自《原本》多處，但其敘述

                                                 
1 徐、利版《原本》各卷的主體即為命題，無「法器」，而將「界說」編排於各卷另闢的「卷之首」。 
2 此據台灣學生書局影印發行之《天學初函》（1965）第四冊《幾何原本》（原金陵大學寄存羅馬之藏本）。 
3《要法》第三卷卷首的註記原誤為「本篇論線」。 
4 以下的文本比對，左區的標楷體文字皆為《要法》的內文，右區的新細明體文字皆為《原本》的內文。
為免贅述，而在符號上，《要法》與《原本》的卷數分別以羅馬數字與阿拉伯數字作區隔，如以「界說

II-3」表示《要法》的第二卷界說三；「界說 2-3」表示《原本》的第二卷界說三；至於之後各章題的指
稱，亦仿此原則，如以「章 IV-5」表示《要法》的第四卷第五章，「題 4-5」為《原本》的第四卷第五題。 

5 引李、偉版《原本》（1856）的界說 11-2，Heath標準版（v.3, p.260）所收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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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有系統，且有條理。《要法》特別將「界」與「界說」的定義並列，此一呈現有助

於了解「界」從「一物之始終」到「造論」之始的演變，因而可以認清「先解向後所

用名目，為界説」的定位。6反觀《原本》，雖已開宗明義交代何謂「界說」，但是，

對於出現在界說 1-3與 1-6的「界」字定義，卻是安排在界說 1-13才出現，此在 Heath
的標準版（v.1, p.182）亦如此，只是在英文版的敘述中，「boundary」都是以「extremity」
為媒介，巧妙地避開上述可能產生的落差。7 

2. 點 

I-2：點者，無分。無長短、廣狹、厚薄，
故無分，如上圖甲點。真圓、真平相

遇處，止一點。畢世積點，不能結線。
（凡圖，十干為識，干盡用十二支等字。） 

1-1：點者，無分。    無長短、廣狹、
厚薄。     如下圖。（凡圖，十干為識，
干盡用十二支，支盡用八卦、八音。）

8 

關於點的定義，《要法》與《原本》相同，但前者另多摘錄自《原本》界說 1-2
「真平、真圜相遇，其遇處止有一點」的描述，以及《原本》界說 5-5「畢世倍線，
不能及面；畢世倍面，不能及體」的延伸概念。對於出現在圖形中點、線、面、體的

標示，徐、利特別挑選天干、地支作為符號，箇中原因，清初的中算家杜知耕給了一

個合理的解釋：「數，非圖不明；圖，非手指不明。圖用甲、乙等字作誌者，代指也！

作誌必用甲、乙等字者，取其筆畫省，而不亂正文也！」後來「曆算第一名家」梅文

鼎另引進二十八星宿作為圖識。9 

3. 線 

I-3：線止有長，無廣厚。如一平面，
光照之，有光、無光之間，不容一

物，是線也！如上甲乙圖。畢世積

線，不能結面。 
 

I-10：線有曲直。線之一點能遮兩界，
是直線，如上圖甲乙。不遮則不直，

如下圖丙丁。 

1-2：線，有長、無廣。試如一平面，光照
之，有光無光之間，不容一物，是線也！

真平、真圜相遇，其遇處止有一點，行則

止有一線。線有直、有曲。 
 

1-4：凡直線止有兩端，兩端之間上下更無
一點。兩點之間，至徑者，直線也！稍曲

則繞而長矣！直線之中點，能遮兩界。凡

量遠近，皆用直線。甲乙丙是直線，甲丁

丙、甲戊丙、甲己丙，皆是曲線。 

4. 面 

                                                 
6 引《原本》第五卷界首。或因《原本》第五、六卷「論比例」為另一體系，故於界首再次強調「界說」
之定位。《四庫》〈《幾何原本》提要〉亦仿作「界説者，先取所用名目解説之。」 

7 Heath標準版的英文敘述分別為 Def.I-3「The extremities of a line are points.」Def.I-6「The extremities of 
a surface are lines.」Def.I-13「A boundary is that which is an extremity of anything.」 

8「十干」指「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等天干；「十二支」指「子、丑、寅、卯、辰、

巳、午、未、申、酉、戌、亥」等地支；「八掛」指「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八音」指

「金（金屬）、石、土、革（皮）、絲（線）、木、匏、竹」等八種製作樂器的材質。 
9 參閱梅文鼎，《平三角舉要》。二十八星宿是指東「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斗、牛、女、
虛、危、室、壁」、西「奎、婁、胃、昴、畢、觜、參」、南「井、鬼、柳、星、張、翼、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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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面者，有長、有廣、無厚。一體所見為
面。凡體之影，極似于面，10無厚之極也！

如上甲乙丙丁圖。畢世積面，不能結體。 
 

I-11：面之中間線，能遮兩界，不礙不空是平
面，如上圖甲乙丙丁。不遮則不平，如下

圖戊己庚。 
 

章 I -5：平面者，諸方皆作直線。 
法曰：如甲乙丙丁為面，欲審其平，即用直

尺，施于甲角，繞面運轉，不礙不空，全

合直尺，是平面也！ 

1-5：面者，止有長、有廣。一體所
見為面。凡體之影，極似于面。（無

厚之極）想一線橫行，所留之迹，

即成面也！11 
 

1-7：平面，一面平，在界之內。平
面中間線能遮兩界。平面者，諸方

皆作直線。試如一方面，用一直繩

施於一角，繞面運轉，不礙不空，

是平面也！（如甲）若曲面者，則

中間線不遮兩界。（如乙） 

關於線與面的定義，《要法》與《原本》相同，但前者另多摘錄自《原本》界說

5-5「畢世倍線，不能及面；畢世倍面，不能及體」的描述。有趣的是，除了定義與
特性，《原本》還加以具體的生活現象來描述，例如，「面」即如同體之影，「線」就

落在有光與無光的光影之間，具有不容一物的特性，而真平與真圓相遇成點，行則成

線，線橫行所留之跡即成面。至於《原本》界說 1-7末所附「審平面」的操作描述，
《要法》將之定位成命題，編排在章 I-5。12  

4. 平面： 

繼直線之後是平面，但「平面」並非實質的作圖器具，故《要法》章 I-5「平面
者，諸方皆作直線」的敘述口吻，與其它法器的介紹差異頗大，13而其內容則可與《原

本》界說 1-7的後半部相對照，14只不過，《要法》特將審平面的直繩工具，改良成直

尺。值得留意的是，《要法》此處特別以「法曰」的格式來凸顯其內容，此在《要法》

他卷並不多見。15 

5. 體 

I-5：體有長、有廣、有厚，如上甲乙丙
丁戊己庚圖。16 

11-1：體者，有長短、厚薄、廣狹。17 

                                                 
10「于」、「於」二字在《原本》與《要法》皆通用，《要法》有時各自單用，如章 I-10「于」、章 I-17「於」，
有時互相參雜，如章 I-7。《集成》、《四庫》與金陵本迻錄時多改成「於」，偶仍見「于」。 

11《天學初函》所收《原本》「面」皆刻作「靣」，且缺「甲乙線行至丙丁，其迹成甲乙丁丙平面」等圖說。 
12 章 I-5所特出的「法曰」格式，在《要法》卷一中，是「一章一法」的專有呈現，此為其它三卷所無，
參閱章 I-6、I-13、I-14、I-16、I-17等。此外，僅對章 I-13、I-14、II-3、II-4、II-5、II-6、II-7、II-8、II-9、
II-10、II-11、II-13、II-14、II-15等「一章一法」的命題有特別註記「一法」，此在他處卻無，格式頗不
一致。 

13 類似的內容尚有《要法》章 I-3的「審尺」與章 IV-2的「審矩」，由於「審尺」、「審平面」與「審矩」
的內容可分別見於「丁本」的 Def. I-IV、Def. I-VII與 Def. I-XII之末，知其定位皆同屬「法器」。 

14 參閱《要法》界說 I-11與《原本》界說 1-7的對照分析。 
15《要法》全書出現「法曰」的地方僅有 6處，參閱章 I-6、章 I-13、章 I-14、章 I-16、章 I-17。 
16《原本》與《要法》的「己、已、巳」 三字皆刻作「巳」，今依前後文校正。「集成本」在迻錄時，即
隨文改正，「四庫本」則仍仿抄作「巳」。 

17 引李、偉版《原本》的界說 11-1，Heath標準版（v.3, p.260）所收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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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 

I-6：分者，幾何之幾何也！ 
小能度大而盡之，無贏、不足者，

以小為大之分。若小不能盡度

大，當稱幾分幾何之幾。如上

甲乙四與丙丁八、戊己十二等

數，皆能盡分者，則甲乙四，

為丙丁八、戊己十二之分。若

庚辛四，與壬癸六，一，即贏，

二，即不足，不能盡度者，不

得正名為分，則稱之為三分六

之二。（他數倣此） 
 

I-7：點者，非幾何，故不能為線
及諸幾何之分。 

 

I-8：線非廣狹之幾何，故不能為
面之分。 

 

I-9：面非厚薄之幾何，故不能為
體之分。 

5-1：分者，幾何之幾何也！小能度大，以小為
大之分。以小幾何度大幾何，謂之分。曰幾何

之幾何者，謂非此小幾何，不能為此大幾何之

分也！如一點無分，亦非幾何，即不能為線之

分也！一線無廣狹之分，非廣狹之幾何，即不

能為面之分也！一面無厚薄之分，非厚薄之幾

何，即不能為體之分也！曰能度大者，謂小幾

何，度大幾何能盡大之分者也！如甲為乙、為

丙之分，則甲為乙三分之一，為丙六分之一，

無贏不足也！若戊為丁之一即贏，為二即不

足。己為丁之三即贏，為四即不足。是小不盡

大，則丁不能為戊、己之分也！以數明之，若

四于八、于十二、于十六、于二十諸數，皆能

盡分，無贏不足也！若四于六、于七、于九、

于十、于十八、于三十八諸數，或贏、或不足，

皆不能盡分者也！本書所論，皆指能盡分者，

故稱為分，若不盡分者，當稱幾分幾何之幾，

如四于六為三分六之二，不得正名為分，不稱

小度大也！不為大幾何内之小幾何也！ 

《要法》界說 I-6、I-7、I-8、I-9的內容拆摘自《原本》界說 5-1。關於「點者，
無分」的「分」字，一般多依「點不分大小」的概念解作「部分」之意，18此亦與 Heath
標準本（v.1, p.155）所用的「part」字詞意相契合。19 

7. 垂線 

I-12：直線垂于橫線之上，為橫線之垂
線，如上圖，丁乙為甲丙之垂線。 

1-10：直線垂於横直線之上，若兩角等，

必兩成直角，而直線下垂者，謂之横線

之垂線。（略） 

《要法》界說 I-12的內容摘選自《原本》界說 1-10有關「垂線」的敘述，《要法》
將界說 I-10其它強調垂線與直角的充要關係，另安排在章 III-2介紹。應注意的是，《原
本》與《要法》此處所謂的「垂線」，未必一定形成直角，詳見章 III-2的分析。 

8. 平行線 

I-13：兩直線于同面，行至無窮，不相
離，亦不相遠，終不得相遇者，為平

行線，如上甲乙、丙丁兩線。 

1-34：兩直線，于同面行至無窮，不相離，
亦不相遠，而不得相遇，為平行線。 

《要法》界說 I-13 描述平行線處處等距的幾何性質，與《原本》界說 1-34 的內
                                                 
18 參閱藍紀正、朱恩寬譯《歐幾里得幾何原本》，頁 1；燕曉東編譯《幾何原本》，頁 26。 
19 Def.I-1「Point is that which has no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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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相同，而 Heath的標準版（v.1, pp.190-194）則將之收在定義 I-23。至於「平行設準」，
《要法》無介紹，《原本》安排在「不可疑」的公論十一，且以此平行線界說作為「欲

明此理」的認知，Heath標準版（v.1, pp.202-220）則收在設準五。應注意的是，Heath
標準版忠於原味，仍以「infedinitely」來描述，而徐、利與瞿、艾皆將之譯作「infinitely」
的無窮之意，此誤不可不知。 

9. 比 

I-14：兩幾何，以幾何相比之理，
為比例。兩幾何者，或兩數、或

兩線、或兩面、或兩體，各以同

類大小相比，謂之比例。若線與

面、或數與線，此異類不為比

例。若同類相比，而不以幾何，

亦不為比例也！如白線與黑

線、或有窮之線與無窮之線，雖

則同類，實無比例，有窮之線，

畢世倍之，不能及無窮之線故

也！     凡比例有三種，有數
之比例、有量法之比例、有樂律

之比例，本卷論量法之比例。 
 

I-15：比例相續不斷，為連比例，
其中率與前後兩率，遞相為比

例，而中率既為前率之後，又為

後率之前。如上圖甲二，與乙四

比，乙四又與丙八比，是也！ 
 

I-16：中率一取不再用，為斷比
例。如上圖甲四，自與乙八比；

丙六，自與丁十二比，是也！ 

5-3：比例者，兩幾何以幾何相比之理。 
兩幾何者，或兩數、或兩線、或兩面、或兩

體，各以同類大小相比，謂之比例。若線與

面、或數與線相比，此異類，不為比例。又

若白線與黒線，熱線與冷線相比，雖同類，

不以幾何相比，亦不為比例也！（略） 
 

5-5：兩幾何，倍其身而能相勝者，為有比例之
幾何。（略）他若有窮之線與無窮之線，雖則

同類實無比例，何者？有窮之線，畢世倍之，

不能勝無窮之線，故也！又線與面、面與體，

各自為類，亦無比例，何者？畢世倍線，不

能及面，畢世倍面，不能及體，故也！（略）
 

5-4：兩比例之理相似，為同理之比例。 
（略）凡同理之比例，有三種，有數之比例、

有量法之比例、有樂律之比例。本篇所論，

皆量法之比例也！量法比例，又有二種，一

為連比例，連比例者，相續不斷，其中率與

前後兩率，遞相為比例，而中率既為前率之

後，又為後率之前。如後圖，戊與己比，己

又與庚比，是也！二為斷比例，斷比例者，

居中兩率一取不再用，如前圖，甲自與乙比，

丙自與丁比，是也！ 

關於「比例」，《要法》界說 I-14的內容大刀闊斧地摘錄自《原本》界說 5-3、5-4、
5-5，而《要法》界說 I-15、I-16所介紹「連比例」與「斷比例」的內容，則摘選自界
說 5-4之末，同時以線之長短為例作說明。 

（二）、圓形界說 

《要法》第二卷的界說內容，主要是介紹圓、圓周、圓心、直徑、弦等的名稱與

定義，同時還介紹圓與直線、圓、以及形與形之間的相切、相接或相交的情形，共分

為 12則，可與《原本》第一、三、四卷的界說相對應。 

1. 圓與圓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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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1：圜形于平地，
居一界之間為

圜。 
 

II-2：外圓線為圜之
界。 

1-15：圜者，一形于平地居一界之間，自界至中心作直線俱等。
若甲乙丙為圜，丁為中心，則自甲至丁，與乙至丁、丙至丁，

其線俱等。外圓線為圜之界，內形為圜。一說，圜是一形，

乃一線屈轉一周，復于元處所作，如上圖，甲丁線轉至乙丁、

乙丁轉至丙丁、丙丁又至甲丁，復元處，其中形即成圜。 

《要法》界說 II-1與 II-2的內容拆摘自《原本》界說 1-15，但漏掉「界至中心作
直線俱等」的重要性質，也無「一說」的內容。Heath標準版（v.1, p.199）所收同《原
本》，但未提及圓周，而所謂的操作型定義，其實就是「設準三」，查徐、利版《原本》

的求作第三則，只有圖而無說，直到李善蘭續成大業時，才以「案」補充，其「如甲

為心，以甲乙為度，繞甲一周，成甲乙圜」的說明，恰與《原本》界說 1-15 的「一
說」不謀而合。《要法》雖無「求作」，但在第二卷的作法中，亦不乏「旋轉」或「旋

規成圜」之類的具體描述。20  

2. 圓心、直徑 

II-3：圜之中處為圜心。 
 

II-4：自圜之界，作一直線，過中心至
他界，為圜徑。如上圖，甲丁乙戊

為圜界，丙為心，甲乙為徑。 

1-16：圜之中處，為圜心。 
 

1-17：自圜之一界作一直線，過中心至他
界，為圜徑。徑分圜，兩平分。甲丁乙戊

圜，自甲至乙，過丙心作一直線，為圜徑。

《要法》界說 II-3、II-4的內容分別與《原本》界說 1-16、1-17相同，但特地將
「徑分圜，兩平分」的性質，改以命題的格式來呈現，並將之安排在章 II-3「有圜，
求兩平分之。」「圜徑」一詞在《原本》與《要法》中，後來多稱之為「徑線」，21至

於現今言之鑿鑿的「半徑（radius）」，《要法》與《原本》、Heath的標準版皆未立此一
界說，22但《要法》卻意外地在章 IV-12與章 IV-13的作法中，使用次數多達六次。 

3. 切線、割線、切圓、交圓 

II-5：凡直線，切圜界過之，而
不與界交者，為切線，如上

圖甲乙丙線是也！若先切圜

界，而引之入圜內，則謂之

交線，如丁戊是也！ 
 

II-6：凡兩圜相切，而不相交者
，為切圜，相切而相入者，

為交圜，如上圖。 

3-2：凡直線，切圜界過之，而不與界交，為切線。
甲乙線，切乙己丁圜之界，乙又引長之至丙，而

不與界交，其甲丙線全在圜外，為切線。若戊己

線，先切圜界，而引之至庚，入圜内，則交線也！
 

3-3：凡兩圜相切，而不相交，為切圜。 
甲乙兩圜，不相交而相切于丙，或切于外，如第

一圖，或切于内，如第三圖，其第二、第四圖，

則交圜也！ 

    《要法》界說 II-5、II-6的內容分別與《原本》界說 3-2、3-3雷同，值得注意的

                                                 
20 參閱《要法》章 II-11的作法與章 II-12的第一法。 
21 參閱《原本》界說 1-18、3-1、以及《要法》章 II-18、II-19、II-23、II-27、II-29的作法。 
22 Heath指希臘文無與「radius」相對應的字詞，Euclid當時只用與「distance」相對應的希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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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法》雖已認知到「真圓、真平相遇處止一點。」23但是此處所謂的「相切」

或「相交」，並非以交點數判定，而其對於「相切」狀態的描述，今日則嚴格分為「相

切」與「相接」兩種。 

4. 兩個 n邊形的內接與外接 

II-7：凡直線形居他直線形
內，而此形之各角，切

他形之各邊，為形內切

形，如上圖丁戊己，為

甲乙丙形內切形。 
 

II-8：凡直線形，居他直線
形外，而此形之各邊，

切他形之各角，為形外

切形，如前圖，甲乙丙

為丁戊己形外切形，其

餘各形，倣此二例。 

4-1：直線形居他直線形内，而此形之各角，切他形之

各邉，為形内切形。此卷將論切形在圜之内外，及作

圜在形之内外，故解形之切在形内，及切在形外者。

先以直線形為例，如前圖，丁戊己角形之丁戊己三

角，切甲乙丙角形之甲乙、乙丙、丙甲三邉，則丁戊

己為甲乙丙之形内切形。如後圖，癸子丑角形，雖癸

子兩角，切庚辛壬角形之庚辛、壬庚兩邉，而丑角不

切辛壬邉，則癸子丑不可謂庚辛壬之形内切形。 
 

4-2：一直線形，居他直線形外，而此形之各邉，切他

形之各角，為形外切形。如第一界圖：甲乙丙為丁己

戊之形外切形。其餘各形，倣此二例。 

《要法》界說 II-7的內容摘錄自《原本》界說 4-1；界說 II-8的內容則與界說 4-2
相同。這兩則界說的概念未出現《要法》或《原本》之後的命題，其目的或如《原本》

所言「此卷將論切形在圜之内外，及作圜在形之内外，故解形之切在形内，及切在形

外者。」是為了之後圓內接多邊形、圓外切多邊形，以及多邊形的內切圓、外接圓的

介紹預作暖身。 

5. 圓與 n邊形的相接與相切 

II-9：直線形之各角，切圜之界，為圜內
切形，如上圖，甲乙丙形之三角，各

切圜界于甲、于乙、于丙是也！圜之

界，切直線形之各角，為形外切圜，

同上圖。 
 

II-10：直線形之各邊，切圜之界，為圜
外切形，如上甲乙丙形之三邊，切圜

于丁、于己、于戊是也！ 
 

II-11：一圜之界，切直線形之各邊，為
形內切圜，如前圖。 

4-3：直線形之各角，切圜之界，為圜内

切形。甲乙丙形之三角，各切圜界于

甲、于乙、于丙，是也！ 
 

4-6：圜之界，切直線形之各角，為形外
切圜。同第三界圖。 

 

4-4：直線形之各邉，切圜之界，為圜外

切形。甲乙丙形之三邉，切圜界于丁、

于己、于戊，是也！ 
 

4-5：圜之界，切直線形之各邉，為形内

切圜。同第四界圖。 

《要法》界說 II-9的內容合自《原本》界說 4-3與 4-6；而界說 II-10、II-11的內
容則分別與界說 4-4、4-5 相同。究其次序可知，《要法》的呈現系統，是以界說 II-7
與 II-8為範本，無怪乎會將《原本》的界說分割成 4-3、4-6與 4-4、4-5兩組，查 Heath

                                                 
23 引《要法》的界說 I-2，另參閱《原本》的界說 1-2「真平、真圓相遇，其遇處止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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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版（v.2, p.78）所收，其次序與《原本》一致。 

6. 弦 

II-12：一直線形之兩界，各抵
圜界，為合圜線，如上圖之

甲乙線。 

4-7：直線之兩界，各抵圜界，為合圜線。甲乙線兩
界，各抵甲乙丙圜之界，為合圜線。若丙抵圜，

而丁不至，及戊之兩俱不至，不為合圜線。 

《要法》界說 II-12 的內容摘自《原本》界說 4-7。《原本》和《要法》在之後提
到「合圜線」時，多習慣簡稱為「合線」，24其定義即同今日的「弦」，但卻與《原本》

在界說 3-5「割圜之直線為弦」的定義有略所出入，因該「弦」的端點未必止於弧上，
而「合圜線」的端點必「各抵圜界」，今人為求統一與簡便，翻譯時皆以今日的「弦」

看待。25 

（三）、三角形界說 

《要法》第三卷的界說內容，主要是介紹角、直角、鈍角、銳角、三角形、正三

角形、等腰三角形、直角三角形、鈍角三角形、銳角三角形、以及底、腰等定義與特

徵，共分為 10則，皆可與《原本》第一卷的界說相對應。 

1. 角 

III-1：角者，兩線縱橫
相遇所作，線有曲、

直，兩直相遇，為直

線角，兩曲相遇為曲

線角，一直、一曲相

遇為雜線角。曲、雜

兩線角更有別論，今

先明直線角。 
 

III-2：凡直線正垂於橫
直線之上，必成兩直

角相等，如上圖甲乙

為垂線，丙丁為橫

線，而乙之左右兩角

相等，為兩直角。若

反以甲乙為橫線，則

丙丁為甲乙垂線

也！（如今用矩尺，一
縱一橫，互相為直線，

互相為垂線。） 

1-8：平角者，兩直線於平面縱横相遇交接處。凡言甲乙丙

角，皆指平角。如上甲乙、乙丙二線，平行相遇，不能作

角。如上甲乙、乙丙二線，雖相遇，不作平角，為是曲線。

所謂角，止是兩線相遇，不以線之大小較論。 
 

1-9：直線相遇作角，為直線角。平地兩直線相遇，為直線
角。本書中所論，止是直線角。但作角有三等，今附著于

此，一直線角、二曲線角、三雜線角。如下六圖。 
 

1-10：直線垂於横直線之上，若兩角等，必兩成直角，而直

線下垂者，謂之横線之垂線。量法常用兩直角及垂線，垂

線加於横線之上，必不作銳角及鈍角。若甲乙線至丙丁

上，則乙之左右作兩角相等，為直角，而甲乙為垂線。若

甲乙為横線，則丙丁又為甲乙之垂線。何者？丙乙與甲乙

相遇，雖止一直角，然甲線若垂下過乙，則丙線上下定成

兩直角，所以丙乙亦為甲乙之垂線。（如今用矩尺，一縱一横，

互相為直線，互相為垂線。）凡直線上，有兩角相連，是相等

者，定俱直角，中間線為垂線。反用之，若是直角，則兩

線定俱是垂線。 

                                                 
24 參閱《原本》題 4-1的「法曰」內容與《要法》章 2-13的作法。 
25 參閱藍紀正、朱恩寬譯，《歐幾里得幾何原本》，頁 59；燕曉東編譯，《几何原本》，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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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3：垂線斜交於橫直線之上，
必成兩不等角。兩不等角，一

大于直角，一小于直角，大為

鈍角，小為銳角。如上圖，戊

己庚為鈍角，戊己辛為銳角。

故直角惟一，而銳、鈍兩角，

其大小不等，乃至無數。 
 

III-10：凡言角者，俱用三字為
識，其第二字即所指角也！

如甲乙丙角，其乙字指角。 

1-11：凡角大于直角，為鈍角。如甲乙丙角與甲乙
丁角不等，而甲乙丙大于甲乙丁，則甲乙丙為鈍

角。 
 

1-12：凡角小于直角，為銳角。如前圖，甲乙丁是。
 

通上三界論之，直角一而已，鈍角、銳角其大小不

等，乃至無數。     是後凡指言角者，俱用三
字為識，其第二字，即所指角也！如前圖，甲乙

丙三字，第二乙字，即所指鈍角。若言甲乙丁，

即第二乙字，是所指銳角。 

《要法》界說 III-1的內容綜合摘錄自《原本》界說 1-8與 1-9；界說 III-2的內容
摘改自界說 1-10；界說 III-3的內容綜合自界說 1-11、1-12、1-12附；界說 III-10的內
容與界說 1-12附相同。應注意的是，《要法》此處所使用的「縱橫」一詞，多是泛指
兩個不同的方向，偶為顧名思義地嚴指垂直與水平，故其所謂的「垂線」，只有在強

調是「正垂」的狀況下，才會垂直，否則只要兩線「一縱一横」，即可「互相為垂線」。

而此廣義的「縱横」之說，在《要法》的界說 IV-1、IV-8亦如此。 

2. 三角形（上） 

III-4：凡二直線，不能為有界之形，故直線之
形有界者，至少有三角、有三直線為邊，

名曰三邊形，亦曰三角形。如上圖，三邊

形止有三種。 
 

III-5：三邊線相等，為等邊三角形，亦為平邊
三角形，如上甲乙丙圖。 

 

III-6：兩邊線相等，為一不等三角形，如上丁
戊己圖。 

 

III-7：三邊線俱不等，為不等邊三角形，如上
庚辛壬圖。 

1-19：在直線界中之形，為直線形。
 

1-20：在三直線界中之形，為三邊
形。 

 

1-23：三邊形，三邊線等，為平邊三
角形。 

 

1-24：三邊形，有兩邊線等，為兩邊
等三角形。（或銳、或鈍） 

 

1-25：三邊形，三邊線俱不等，為三
不等三角形。 

《要法》界說 III-4的內容綜合闡發自《原本》界說 1-19、1-20；界說 III-5、III-6、
III-7 的內容分別改自界說 1-23、1-24、1-25。應注意的是，《原本》只給「三邊形」
下定義，而未提及「三角形」，但之後「三角形」卻喧賓奪主，《要法》有此察覺，乃

多所補充，以求前後通順與完整。《原本》另在題 1-11的「論曰」末註記「此後三角
形多稱角形，省文也！」《要法》雖無此說明，但亦參照使用。26此外，《要法》並未

採用《原本》所給「兩邊等三角形」和「三不等三角形」的譯名，而自行譯成「一不

等三角形」和「不等邊三角形」。 

3. 三角形（下）、底、腰 
                                                 
26《要法》在第二卷〈總說〉「角形及方形、卵形詳見後卷」中，已以「角形」代稱「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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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8：三邊形，有一直角，為三邊直角
形；有一鈍角，為三邊鈍角形；有三

銳角，為三邊各銳角形，如上三圖。 
 

III-9：凡三邊形，恒以在下者為底，在
上邊為腰，如上圖甲乙、甲丙為腰，

乙丙為底。 

1-26：三邊形，有一直角，為三邊直角形。
 

1-27：三邊形，有一鈍角，為三邊鈍角形。
 

1-28：三邊形，有三銳角，為三邊各銳角
形。      凡三邊形，恒以在下者為
底，在上二邊為腰。 

《要法》界說 III-8 的內容綜合自《原本》界說 1-26、1-27、1-28；界說 III-9 的
內容源自界說 1-28 附。應注意的是，《原本》和《要法》所指的「底」與「腰」，是
依三角形相對於觀察者的「體勢」方位而定，如同現今三角形面積公式所稱的「底」

與「高」，是一相對而非絕對的名稱，至於現今等腰三角形所專屬的「底」與「腰」，

則為特例。 

（四）、四邊形界說 

《要法》第四卷的界說內容，主要是介紹正方形、長方形、菱形、長斜方形、平

行四邊形，以及特用於面積轉換時所指稱的對角線、角線方形和餘方形，共分為 8則，
皆可與《原本》第一卷的界說相對應。 

1. 有法四邊形 

IV-1：方形者，四直線，兩縱、兩橫相遇，
所成，亦謂之四邊形，如上甲圖。 

 

IV-2：四邊形之四線等，而四直角者，為直
角方形，如上甲圖。 

 

IV-3：四邊兩兩相等，而俱直角者，為長直
方形，如上乙圖。 

 

IV-4：四邊等，但非直角者，為斜方形，如
上丙圖。 

 

IV-5：四邊兩兩相等，但非直角者，為長斜
方形，如上丁圖。 

1-21：在四直線界中之形，為四邊形。
 

1-29：四邊形，四邊線等，而角直，
為直角方形。 

 

1-30：直角形，其角俱是直角，其邊
兩兩相等。如上甲乙丙丁形，甲乙

邊與丙丁邊自相等，甲丙與乙丁自

相等。 
 

1-31：斜方形，四邊等，但非直角。
 

1-32：長斜方形，其邊兩兩俱等，但
非直角。 

《要法》界說 IV-1、IV-2、IV-3、IV-4、IV-5的內容分別源自《原本》界說 1-21、
1-29、1-30、1-31、1-32。《要法》開門見山即稱「方形」為四邊形，27如此較能交代

為何在其他四邊形的專有名詞中，「方形」二字會一再出現在字尾的情形，《原本》雖

未點明此一關係，但隨後在界說 1-33介紹規則四邊形時，也以「方形」二字作為「四
邊形」的通稱。應注意的是，方形二字如今已顧名思義地演變成正方形和長方形的專

有名詞。至於《要法》將《原本》的「直角形」改為「長直方形」之舉，應是為了呼

                                                 
27《要法》在卷二〈總說〉中已以「方形」代稱「四邊形」：（眾線）或四而成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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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斜方形」與「長斜方形」的命名系統。28 

2. 平行四邊形 

IV-6：已上方形四種，謂之有法四邊形，四種
之外，他方形，皆謂之無法四邊形，如上戊

圖等。本卷多以直方形為論，為其多有用也！
 

IV-7：凡形每兩邊有平行線，為平行線方形，
如上己圖。 

1-33：已上方形四種，謂之有法四
邊形，四種之外，他方形，皆謂

之無法四邊形。 
 

1-35：一形，每兩邊俱平行線，為
平行線方形。 

《要法》界說 IV-6、IV-7分別與《原本》界說 1-33、1-35相同。《要法》提到「本
卷多以直方形為論」，查《要法》第四卷的 12個命題中，有 7題涉及到正方形的作圖，
有 5題涉及到平行四邊形的作圖，29故知此所謂的「直方形」，即是「直角方形」的簡

稱。「平行方形」與其它採邊、角定量關係的定義迥異，且被獨立在界說 IV-6的「有
法四邊形」之外，30可知其為一綜合性的性質定義。Heath的標準版（v.1, pp.322-325）
未給平行四邊形下定義，但指出 Euclid在命題 I-34題述中，首次使用「parallelogrammic 
area」之類的描述，並用在 Def.II-1、Def.II-2中。31 

3. 對角線 

IV-8：凡平行線方形，若于兩對角作一直
線，其直線為對角線，又于兩邊縱橫，

各作一平行線，其兩平行線，與對角

線，交羅相遇，即此形分為四平行線方

形，其兩形有對角線者，為角線方形，

其兩形無對角線者，為餘方形。如甲乙

丙丁方形，于丙、乙兩角作一線，為對

角線，又依乙丁平行，作戊己線，依甲

乙平行，作庚辛線，其對角線，與戊己、

庚辛兩線，交羅相遇于壬，即作大小四

平行線方形矣！則庚壬己丙、及戊壬辛

乙，謂之角線方形，而甲庚壬戊、及壬

己丁辛謂，之餘方形。 

1-36：凡平行線方形，若于兩對角作一
直線，其直線為對角線，又于兩邊縱

橫各作一平行線，其兩平行線與對角

線交羅相遇，即此形分為四平行線方

形，其兩形有對角線者，為角線方形，

其兩形無對角線者，為餘方形。甲乙

丁丙方形，於丙、乙兩角作一線，為

對角線。又依乙丁平行，作戊己線，

依甲乙平行，作庚辛線，其對角線與

戊己、庚辛兩線，交羅相遇於壬，即

作大小四平行線方形矣！則庚壬己丙

及戊壬辛乙兩方形，謂之角線方形，

而甲庚壬戊及壬己丁辛，謂之餘方形。

《要法》界說 IV-8與《原本》界說 1-36相同，其中的「角線方形」和「餘方形」
是等積變換作圖的絕佳利器。而從《要法》界說 IV-1 與 IV-8 的敘述中，亦再次驗證

                                                 
28 長方形、菱形與「長斜方形」未曾出現在《原本》的命題中，《要法》亦未用。王添法誤將「長斜方形」
解讀成「鳶形」，參見其碩士論文《明清時代所譯的《幾何原本》》，頁 48（1992）。 

29 正方形相關作圖參見《要法》章 IV-3、IV-4、IV-7、IV-10、IV-12、IV-13、推用一法；平行四邊形相關
作圖參見《要法》章 IV-5、IV-6、IV-8、IV-9、IV-11。 

30《原本》題 1-31的「用法」中，亦以「有法四邊形」稱呼「平行方形」，參見章 I-10的分析。 
31 Heath 標準版（v.1, p.370）的 Def.II-2 與徐、利版《原本》的界說 2-2 相同，但 Def.II-1 卻與界說 2-1
大異其趣，Def.II-1強調平行四邊形的指稱，而界說 2-1卻介紹定義矩形大小之度（面積）的「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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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橫」一詞是廣義的泛指兩個不同的方向，而非嚴格對應到垂直和水平。32 Heath
的標準版（v.1, p.185）未見此一定義，但在 Def.II-2出現相關的引用，另指出「對角
線」原與圓的直徑「diameter」是同一字義，其後才演變成 Heron所使用的「diagonal」
一詞。 

（五）、界說小結 

《要法》全書合計介紹 46 則界說，其內容可與《原本》第一、三、四、五、十
一卷的界說相對應，其中，《原本》卷一「論三角形」，有 36則界說，《要法》收其 33
則；33《原本》卷三「論圜」，有 10則界說，《要法》僅摘錄其界說 3-2和界說 3-3，
其中，《要法》章 II-4、II-9、II-11等三處皆有使用到《原本》界說 3-5介紹的「圜分」，
但《要法》未特別另立界說介紹；《原本》卷四「論圜內外形」，有 7則界說，《要法》
全取；《原本》卷五「論比例」，有 19則界說，《要法》僅摘錄其 5-1和 5-3、5-4、5-5
等 4則；34《原本》卷十一「論體」，有 29則界說，35《要法》僅摘錄其 11-1和 11-2。
至於卷二「論線」的 2 則界說，以及卷六「論線、面之比例」的 6 則界說，《要法》
皆未取。 

二、直線對照 

《要法》第一卷的主題是直線，從章 I-6到章 I-17，36共分成 12題介紹引線、垂
線、平行線、等分線，以及眾線成比例的相關作圖。 

（一）引線 

章 I-6：有一短直線，求平引長之。 
法曰：如有甲乙線，欲平引長之。先以甲為心，以乙

為界，畫小半圜。以乙為心，任取一度，于小半圜

上下，各作規界線，為丙、為丁。次以丙、丁為心，

任取一度，向前作短界線，相交為戊。末引甲乙線

至戊，則得所求。若欲更引長，仍依此法。 

求作 2： 
一有界直線，求從彼界直行

引長之。如甲乙線，從乙

引至丙、或引至丁，俱一

直行。 

關於「兩點決定一線段」的認知，《原本》放在「第一求」，《要法》其實也有充

足的認知，如在章 I-2「尺以畫線」、章 I-3「線界於尺」、章 I-9「從己至丙，以尺畫線」

                                                 
32「縱橫」一詞的嚴格與模糊之用，亦見於《要法》界說 III-1與 III-2。 
33《原本》第一卷未收的 3則界說分別是界說 1-14「形」、界說 1-18「半圜」、界說 1-22「多邊形」。 
34 徐、利版《原本》界說 3-1介紹「等圓」、界說 5-2介紹「倍」。 
35《原本》第十一卷的界說數參見李、偉版，Heath的標準版只有 28個定義，較李、偉版少了「正四面體」
的定義。Heath標準版前六卷的界說數分別為 23、2、11、7、18、4。 

36《要法》章 I-2至章 I-4的「備器、審尺、畫線」內容，未見於《原本》，詳見本論文第肆章第一節的「法
器篇」，至於章 I-5的「審平面」內容，參見前述第一節「面」的界說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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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實也已有充足的認知，特別是在章 II-3平分一圓的過程中，其「用尺任以圜一
處為界，正過心畫一直線」的描述，即已宣告如何延長一線段。37今《要法》章 I-6
的題型與《原本》卷一之首的「第二求」相同，但《要法》卻特地將此一設準列為命

題來處理，且擺在全書的第一個尺規作圖，而非如「求作」般，以圖說帶過如何「直

行」，其象徵意義或與《原本》題 1-2「一直線，線或内或外有一點，求以點為界，作

直線，與元線等」相同。 

（二）等分線 

1.「平分直線」（二法） 

章 I-7：有有界之線，求兩平分之。
第一法：如有甲乙線，求兩平分。

先以甲為心，任用一度，但須

長於甲乙線之半，愈長愈凖，

向上向下，各作一短界線。次

用元度，以乙為心，亦如之，

兩界線交處，即丙、丁。末用

尺作丙丁直線，即甲乙有界之

線，兩平分於戊矣！ 

題 1-10：一有界線，求兩平分之。 
法曰：甲乙線，求兩平分。先以甲乙為底，作甲

乙丙兩邊等三角形（本篇一）。次以甲丙乙角兩

平分之（本篇九），得丙丁直線，即分甲乙于丁。

（論曰：略） 
 

用法：以甲為心，任用一度，但須長于甲乙線之

半，向上向下各作一短界線。次用元度，以乙

為心，亦如之，兩界線交處即丙、丁。末作丙

丁直線，即分甲乙于戊。（無論曰） 

《要法》章 I-7 有兩法，第一法與《原本》題 1-10 的「用法」內容一致，Heath
（v.1, pp.267-268）指 Apollonius曾對本題創一新法，該法恰為此處「用法」的特例，
乃將「任用一度」作等腰三角形的步驟，改成「以甲乙為度」作正三角形。第二法則

是考量在實際操作時，若面臨「無地可作短界線」的情況，而提出的變通作法，38此

法未見於《原本》，但與第一法皆出現在「丁本」Pro.I-10的「Praxis」中。39有趣的是，

《要法》中有數處提到「愈長愈凖」之類的描述。40 

2.  n等分。（四法） 

章 I-11：求分一直線，任為若干平分。 
第一法：如甲乙線，求五平分。先從甲，

任作甲丙線，為丙甲乙角。次從甲向

丙，任作五平度，為甲丁、丁戊、戊己、

己庚、庚辛。次作辛乙直線。 

題 6-10：略。（詳見章 I-13之對照） 
用法：平分一直線為若干分。如甲乙線，

求五平分。即從甲任作甲丙線，為丙

甲乙角。次從甲向丙，任作五平分，

為甲丁、丁戊、戊己、己庚、庚辛。

                                                 
37 徐、利版《原本》的求作第三則「畫圓」更為精簡，只有圖而無說，直到李善蘭續成大業時，才以「案」
補充說明。查 Heath的標準版（v.1, p.199），其所收 Postulate 3的內容又恰好相反，只有說而無圖。 

38 類似因受限而處理的變通作法，亦見於《要法》章 1-8 的第三、四法；章 1-9 的第三、四法；章 3-6
等，而在《原本》中，則只見於題 1-11增（vs.章 1-8的第四法）與題 1-12「又用法」的註記。 

39《要法》章 1-7第二法的完整內容，詳見本論文第肆章第一節的「直線篇」。 
40 類似的經驗型描述，亦見於《要法》章 1-7第二法的「規度愈相遠，畫線愈凖」、章 1-8第一法的「愈
遠愈凖」、章 1-10第三個「註曰」的「愈遠愈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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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用平行線法，作丁壬、戊癸、己子、

庚丑四線，皆與辛乙平行，即壬、癸、

子、丑與甲乙，為五平分。 
 

第二法：如甲乙線，求五平分。即從乙，

任作乙丙線，為丙乙甲角。次于乙丙，

任取一點為丁，作丁戊線與甲乙平行。

次從丁向戊任作五平分，為丁己、己

庚、庚辛、辛壬、壬癸，而丁癸線令小

于甲乙。次從甲過癸，作甲子線，遇乙

丙於子。末從子作子壬、子辛、子庚、

子己四線，各引長之，而分甲乙于丑、

于寅、于卯、于辰，為五平分。 
 

第三法：如甲乙線，求五平分。即從甲、

從乙，作甲丁、乙丙兩平行線。次從乙

任作戊、己、庚、辛四平分。次用元度，

從甲作壬、癸、子、丑四平分。末作戊

丑、己子、庚癸、辛壬，四線相聯，即

分甲乙于己、于辰、于卯、于寅，為五

平分。 
 

第四法：此法極簡、極神，可分百千不等

之線，與百千不等之分。先作一器，如

丙丁、戊己為平行線，任平分為若干

格，器愈大，格愈密，其用愈廣。格每

分作平行線相聮。今欲分甲乙為五平

分，即規取甲乙之度，以一規髀任抵戊

丙線上，一規髀抵第五庚辛線上，如不

在庚辛者，即漸移之至線界而止，既至

壬，即戊壬之分，為甲乙之分。 

次作辛乙直線相聮。末作丁壬、戊癸、

己子、庚丑四線，皆與辛乙平行，即

壬、癸、子、丑分甲乙為五平分，其

理依前論推顯。 
 

簡法：如甲乙線，求五平分。即從丙任

作丙乙線，為丙乙甲角。次于乙丙任

取一點為丁，作丁戊線，與甲乙平行。

次從丁向戊，任作五平分，為丁己、

己庚、庚辛、辛壬、壬癸，而丁癸線，

令小于甲乙。次從甲過癸，作甲子線，

遇乙丙于子。末從子作子壬、子辛、

子庚、子己四線，各引長之，而分甲

乙于丑、于寅、于卯、于辰為五平分。

（論曰：略） 
 

又一簡法：如甲乙線，求五平分。即從

甲、從乙作甲丁、乙丙兩平行線。次

從乙任作戊、己、庚、辛四平分。次

用元度從甲作壬、癸、子、丑四平分。

末作戊丑、己子、庚癸、辛壬四線相

聮，即分甲乙于己、于辰、于卯、于

寅為五平分。（論曰：略） 
 

又用法：先作一器，丙丁、戊己為平行

線，任平分為若干格，每分作平行線

相聮。今欲分甲乙為五平分，即規取

甲乙之度，以一角抵戊丙線，而一角

抵庚辛線，如不在庚辛者，即漸移之

令至也！既至壬，即戊壬之分，為甲

乙之分。（論曰：略） 

《要法》章 I-11有四法，可依序與《原本》題 6-10所衍生的「用法」、「簡法」、
「又一簡法」、「又用法」相對照。41題目雖言「求分一直線，任為若干平分。」但前

三法皆以「五平分」的尺規作圖為例，僅第四法可「極簡、極神」地推廣至 n等分。
其中，第一法所指的「平行線法」已於章 I-10介紹；第二法則將「簡法」中任作丙乙
甲角的敘述稍作修正，以合習慣；第三法的思維模式較特別，可為啟發式教學之參考；

至於利用一刻畫好平行線的「分線器」來 n等分的第四法，其「器愈大，格愈密，其
用愈廣」似為呼應「又用法」在「論曰」中所補充的「若所欲分之線極小，則製器宜

密，令相稱焉！」不過，第四法的內容仍較「又用法」多出十七平分的說明，以及所

分之物較「分線器」為大時的處理技巧。 

3. m分之 n。（二法） 

                                                 
41《原本》題 6-10的兩個「簡法」原皆作「又一簡法」，今依結構將前者修改為「簡法」。《要法》章 I-11
第一法的刻圖明顯有誤，恰似第三法刻圖的水平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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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I-12：一直線，求截所取之分。
第一法：如有甲乙直線，求截取

三分之一。先從甲，任作一甲

丙線，為丙甲乙角。次從甲向

丙，任作所命三分之平度，如

甲丁、丁戊、戊己為三分也！

次作乙己直線。末作丁庚線，

與己乙平行，即甲庚為甲乙三

分之一也！ 
 

第二法：如甲乙直線，求截取七

分之三。先以前章法，分甲乙

線為七分，後取其三于庚，則

得所求。如欲截取十分之七、

十四分之九等不均之數，亦如

之。 

題 6-9：一直線，求截所取之分。 
法曰：甲乙直線，求截取三分之一。先從甲任作

一甲丙線，為丙甲乙角。次從甲向丙，任作所

命分之平度，如甲丁、丁戊、戊己，為三分也！

次作己乙直線。末作丁庚線，與己乙平行，即

甲庚為甲乙三分之一。（論曰：略） 
 

注曰：甲乙線，欲截取十一分之四，先作甲丙線

為丙甲乙角，從甲向丙，任平分十一分至丁。

次作丁乙線。末從甲取四分得戊，作戊己線，

與丁乙平行，即甲己為十一分甲乙之四。何

者？依上論，丁甲與戊甲之比例，若乙甲與己

甲也！反之，甲戊與甲丁，若甲己與甲乙也！

（五卷四）甲戊為甲丁十一分之四，則甲己亦十

一分甲乙之四矣！依此可推不盡分之數，盖四

不為十一之盡分故。 

《要法》章 I-12有兩法，第一法與《原本》題 6-9「法曰」的內容一致，第二法
與題 6-9「注曰」的內容皆為論述截取 m分之 n 的一般性通則，42以拉回原題，但兩

者所舉之例卻全然不同，《要法》有「七分之三」、「十分之七」與「十四分之九」三

例，《原本》與「丁本」皆是「十一分之四」一例。若再仔細分析，將發現兩者的系

統亦不相同，前者的作法與第一法相異，「以前章法」是將線段 m等分之後，才取其
第 n分；後者的作法則與「法曰」一致，先另作 m等分，取其第 n分之後，才作平行
線。此一差異或許是章 I-12特別明言「法有二」的依據。43Heath標準本（v.2, p.212）
所收僅題 6-9「法曰」中三分之一的特例，另介紹 Simson為此題所補充的一般性作法
與證明。44  

（三）垂線 

1.「作垂線」（四法） 

章 I-8：有一直線，任於一點上，求作垂線。
第一法：甲乙直線，任指一點於丙，求丙上

作垂線。先于丙點左右，任用一度，愈遠

愈凖，各截一界，為丁、為戊。次以丁為

心，任用一度，但須長於丙丁線，向丙上

方，作短界線。次用元度，以戊為心，亦

如之，兩界線交處為己，從己至丙，以尺

畫線，則得所求。 

題 1-11：一直線，任于一點上求作垂
線。 
法曰：甲乙直線，任指一點于丙，求

丙上作垂線。先于丙左右，任用一

度，各截一界，為丁、為戊（本篇二）。

次以丁戊為底，作兩邊等角形（本篇

一），為丁己戊。末自己至丙作直線，

即己丙為甲乙之垂線。（論曰：略）

 

                                                 
42「注曰」以「何者？」之問帶出論證內容，未另立「論曰」，此舉亦見於《原本》題 4-1與題 1-45增題，
可分別參見《要法》章 2-13與章 4-11的分析。 

43 章 1-12的圖框中，亦另註記「此圖與十一章第二法同」等字。 
44 Simson的方法與《原本》題 6-10雷同，乃因題 6-9可視為題 6-10之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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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法：於丙左右，如上法，截取丁

與戊，即任用一度，以丁為心，于

丙上下方，各作短界線。次用元

度，以戊為心，亦如之，則上交為

己，下交為庚。末作己庚直線，視

直線交於丙點，即得所求。若丙點

在甲乙端上，則當暗引長甲乙線，

後如前作，亦得。 
 

第三法：若直線，甲端上求立垂線，

又甲點外無地可暗引線，則先以甲

乙原線上方，任取一點為丙，以丙

為心，甲為界，作大半圜，圜界與

甲乙線相遇為丁。次自丁至丙，依

前法作直線，引長之至戊，為戊丁

線，戊丁與圜界相遇為己。末自己

至甲，作直線，即所求。 
 

第四法：若甲乙線所欲立垂線之點，

乃在線末甲界上，甲外無餘線可

截，則于甲乙線上，任取一點為

丙，如前一、二法，于丙上立丁丙

垂線。次以甲丙丁角兩平分之（分

法在後三卷第六章），45為己丙線。次

以甲丙為度，于丁丙垂線上截戊丙

線。又用元度，以戊為心，向己作

短界線為庚。末自庚至甲，作直

線，得所求。 

用法：于丙點左右，如上截取丁與戊，即以丁

為心，任用一度，但須長于丙丁線，向丙上

方作短界線。次用元度，以戊為心，亦如之，

兩界線交處即己。（無論曰） 
 

又用法：于丙左右，如上截取丁與戊，即任用

一度，46以丁為心，于丙上下方各作短界

線。次用元度，以戊為心，亦如之，則上交

為己，下交為庚。末作己庚直線，視直線交

于丙點即得。是用法，又為嘗巧之法。 
（無論曰） 

 

増：若甲乙線所欲立垂線之點，乃在線末甲界

上，甲外無餘線可截，則于甲乙線上任取一

點為丙，如前法，于丙上立丁丙垂線。次以

甲丙丁角兩平分之（本篇九），為己丙線。次

以甲丙為度，于丁丙垂線上截戊丙線（本篇

三）。次于戊上如前法立垂線，與己丙線相

遇為庚。末自庚至甲作直線如所求。 
（論曰：略） 

 

用法：甲點上欲立垂線。先以甲為心，向元線

上方，任抵一界作丙點。次用元度，以丙為

心，作大半圜，圜界與甲乙線相遇為丁。次

自丁至丙作直線，引長之至戊為戊丁線，戊

丁與圜界相遇為己。末自己至甲作直線，即

所求。（此法今未能論，論見第三卷第三十一題。）

《要法》章 I-8有四法，第一法所呈現的作圖過程，是將《原本》題 1-11的「用
法」套用在「法曰」的結構中，但其「愈遠愈凖」的描述，則屬畫蛇添足。第二、三、

四法的內容可分別對照於題 1-11 的「又用法」、「增題用法」與「增題」之法。第二
法與第一法略有差異，由其「視直線交於丙點」之描述，或可推知《原本》特別稱之

為「嘗巧之法」的原因。47第三、四法皆為第一法的變通處理，考量到實際操作時，

可能面臨的特殊限制。48第三法需利用題 3-31「負半圜角必直角」的知識，此被《要
法》視為已知來應用，49反倒是《原本》較為牽強，雖然「此法今未能論」，但仍將之

提前編入「用法」。Heath標準版（v.1, p.269）所收同「法曰」，並指出 Heron曾研究
因題目受限，而巧妙利用等腰直角三角形的作圖來拼湊直角，該法恰與第四法相同。 

2.「立垂線」（四法） 

                                                 
45《要法》註記誤作「分法在後三卷第四章」，查章 III-4為等腰三角形作圖，章 III-6才是平分一角的作圖，
詳見本單元第五節的分析。「集成本」及「四庫本」迻錄之誤相同而未查。 

46「任用一度」在此仍須滿足「長于丙丁線」的條件，《原本》、《要法》應是以「如上」交代而略過。 
47 此法的主體實為《原本》題 1-10的「用法」內容，參見與《要法》章 I-7的對照分析。 
48 類似因受限而處理的變通作法，亦見於《要法》章 I-7 的第二法；章 I-9 的第三、四法；章 III-6 等，
而在《原本》中，則只見於題 1-11增（vs.章 I-8第四法）與題 1-12「又用法」的註記。 

49 另參見章 IV-2「審矩」的第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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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I-9：有無界直線，線外有一點，
求自彼點作垂線，至直線上。 

第一法：如有甲乙無界直線，直線

外有丙點，求自丙點作垂線至甲

乙線。先以丙為心，向直線兩

處，各作小半圜，或兩短界線為

甲、為乙。次仍用一度，以甲為

心，向丙點相望處，作短界線。

又以乙為心，亦如之，兩線相交

處為丁。末自丙至丁作直線截甲

乙線于戊，則丙戊為垂線。 
 

第二法：于甲乙線上，近甲、或乙，

任取一點為心，以丙為界，作一

圜界於丙點，及相望處，各稍引

長之。次于甲乙線上視前心，或

相望如前圖，或進或退如後圖，

任移一點為心，以丙為界，作一

圜界，與前圜交處得丁。末自丙

至丁作直線，得丙戊垂線。 

題 1-12：有無界直線，線外有一點，求于點上
作垂線，至直線上。 

法曰：甲乙線外有丙點，求從丙作垂線至甲乙。

先以丙為心，作一圜，令兩交于甲乙線，為

丁、為戊。次從丁、戊各作直線至丙。次兩

平分丁戊于己。（本篇十）末自丙至己作直線，

即丙己為甲乙之垂線。（論曰：略） 
 

用法：以丙為心，向直線兩處各作短界線，為

甲、為乙。次用元度，以甲為心，向丙點相

望處作短界線。乙為心亦如之，兩界線交處

為丁。末自丙至丁作直線，則丙戊為垂線。50

 

又用法：于甲乙線上，近甲、近乙，任取一點

為心，以丙為界，作一圜界，于丙點及相望

處，各稍引長之。次于甲乙線上，視前心，

或相望如前圖，或進、或退如後圖，任移一

點為心，以丙為界，作一圜界，至與前圜交

處得丁。末自丙至丁作直線得戊。（若近界作

垂線，無可截取，亦用此法。）（無論曰） 

《要法》章 I-9有四法，第一法先作菱形，其過程是將《原本》題 1-12的「用法」
套用在「法曰」的結構中；第二法先作鳶形，51可對照於題 1-12 的「又用法」。第三
法與第四法為變通作法，分別因應「不能于丙點左右畫圜」與「下面無地可措規」的

特殊限制，52此二法未見於《原本》，但與一、二法皆收在「丁本」Pro. I-12的「Praxis」
中。53 

（四）平行線（三法） 

章 I-10：一點，求作直線與原設直線平
行。 
第一法：于甲點求作直線，與乙丙線平

行。先任作甲丁線，與乙丙斜交。次

以丁為心，任作戊己圜界。次用元度，

以甲為心，作庚辛圜界，稍長于戊己。

次取戊己圜線為度，于庚辛圜界，截

取庚辛。末自甲至辛，作直線，即所

求。 

題 1-31：一點上，求作直線與所設直線平
行。 
法曰：甲點上求作直線，與乙丙平行。先

從甲點向乙丙線，任指一處作直線為甲

丁，即乙丙線上成甲丁乙角。次于甲點

上作一角，與甲丁乙等，（本篇廿三）為

戊甲丁，從戊甲線引之至己，即己戊與

乙丙平行。（論曰：略、增題用法：略）

 
 

                                                 
50 此處戊點為直線丙丁與直線甲乙之交點，《原本》只依圖，而漏載其文字敘述，《要法》無此缺。 
51 此處鳶形可為「凸的鳶形」與「凹的鳶形（各有兩線相等的凹的四邊形）」兩種。 
52 類似因受限而處理的變通作法，亦見於《要法》章 1-7的第二法；章 1-8的第三、四法；章 3-6等，而
在《原本》中，則只見於題 1-11增（vs.章 1-8第四法）與題 1-12「又用法」的註記。 

53《要法》章 1-9第三、四法的完整內容，詳見本論文第肆章第一節的「直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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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法：先以甲點為心，于乙丙線近乙

處，任指一點作短界線為丁。次任用

一度，以丁為心，向丙截取一分，作

短界線為戊。又用丁戊元度，以甲為

心，對甲平行，作短界線為己。次用

甲丁元度，以戊為心，對甲平行，作

短界線于己。末自甲至己作直線，即

所求。 
 

註曰：凡有不等度，須一度用一規，始

元度不爽。如一規而數易其度，則元

度永不復矣！此丁先生祕法。 
 

註曰：以上二法，以甲點定遠近，若無

甲點，任指所欲遠近為界，可當甲點。

本題用法：于甲點求作直線，與乙丙平

行。先作甲丁線。次以丁為心，任作戊

己圜界。次用元度，以甲為心，作庚辛

圜界，稍長于戊己。次取戊己圜界為

度，于庚辛圜界截取庚辛。末自甲至辛

作直線，各引長之即所求。（無論曰）
 

又用法：以甲點為心，于乙丙線近乙處，

任指一點作短界線為丁。次用元度，以

丁為心，于乙丙上，向丙截取一分作短

界線為戊。次用元度，以戊為心，向上

與甲平處作短界線。又用元度，以甲為

心，向甲平處作短界線，後兩界線交處

為己。自甲至己作直線，各引長之即所

求。（無論曰） 

《要法》章 I-10 有三法，第一法作內錯角相等，與《原本》題 1-31 的「用法」
相同；第二法與「又用法」雷同，但前者作平行四邊形，而後者作菱形，54且兩者後

半的作圖順序稍有出入，但不影響結果。55此處的「註曰」格式為全書所僅有，而由

「此丁先生祕法」的稱呼來看，第一個「註曰」的註記者應是瞿式穀。第三法「即西

本《幾何》亦未載」，而其所附「作沿邊直線之垂線」的「註曰」內容，未見於《原

本》，但與一、二法皆收在「丁本」Pro. I-31的「Praxis」中。56 

（五）比例 

1. a：b（一法）57 

章 I-14：有直線，求兩分之，而兩分之
比例，若所設兩線之比例。 
法曰：如甲乙線，求兩分之，而兩分之

比例，若所設丙與丁。先從甲任作甲

庚線，為庚甲乙角。次截取甲己與丙

等、己庚與丁等。次作庚乙線聯之。

末作己辛線與庚乙平行，即分甲乙于

辛，而甲辛與辛己之比例，若丙與丁。

題 6-10 増：有直線，求兩分之，而兩分

之比例，若所設兩線之比例。 
法曰：甲乙線，求兩分之，而兩分之比例，

若所設丙與丁。先從甲任作甲戊線而為

甲角。次截取甲己與丙等、己庚與丁

等。次作庚乙線聮之。末作己辛線，與

庚乙平行，即分甲乙于辛，而甲辛與辛

乙之比例，若丙與丁。說見本篇二。 

《要法》章 I-14 的「法曰」內容與《原本》題 6-10 増題的「法曰」相同，由於

題 6-2已給出正反命題的證明，故該增題未再設「論曰」，僅以「說見本篇二」帶過。 

                                                 
54「丁本」Pro. I-31的「Praxis」共列有五法，第○1法＝《要法》的第一法＝《原本》的「用法」；第○2法
＝《原本》的「又用法」；第○3法≒《要法》的第二法（「丁本」的 E點是用「指」出來的，《要法》的
戊點是用圓心、半徑「作」出來的）；第○4法＝《要法》的第三註曰；第○5法《要法》未收。 

55《原本》在「法曰」之後尚「從此題生一用法：設一角、兩線，求作有法四邊形，有角與所設角等，兩

兩邊線與所設線等。」似為其後「本題用法」的出現，提供恰當的脈絡，「丁本」無此題，《要法》章

I-10亦無，在四邊形為主的第四卷亦未見該增題。此處將平行四邊形歸為「有法四邊形」。 
56《要法》章 I-10的第三法及其所附「註曰」的完整內容，詳見本論文第肆章第一節的「直線篇」。 
57《要法》對於一章一法的命題多未註記，僅章 I-13、I-14，章 II-3至章 II-15有加註「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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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b：c（一法） 

章 I-13：有一直線，求截各分，如所設之
分。 
法曰：甲乙線，求截各分，如所設甲丙，

任分之丁、戊者，謂甲乙所分各分之

比例，若甲丁、丁戊、戊丙也！先以

甲乙、甲丙兩線，相聯于甲，任作丙

甲乙角。次作丙乙線相聮。末從丁、

從戊，作丁己、戊庚兩線，皆與丙乙

平行，即分甲乙線于己、于庚，若甲

丙分于丁、戊焉！ 

題 6-10：一直線，求截各分，如所設之截
分。 
法曰：甲乙線，求截各分，如所設甲丙任

分之丁、戊者，謂甲乙所分各分之比

例，若甲丁、丁戊、戊丙也！先以甲乙、

甲丙兩線相聮于甲，任作丙甲乙角。次

作丙乙線相聮。末從丁、從戊作丁己、

戊庚兩線，皆與丙乙平行，即分甲乙線

于己、于庚，若甲丙之分于丁、于戊。

（論曰：略） 

《要法》章 I-13的「法曰」內容與《原本》題 6-10「法曰」相同，該題之後尚有
增題、用法、又用法、簡法與又簡法等諸多延伸，《要法》將之分別拆解在章 I-11 與
章 I-14介紹。Heath標準版（v.2, pp.213-214）所收僅「法曰」。 

3. a：b＝b：x（二法） 

章 I-15：有兩直線，求別作一線，相與
為連比例。 
第一法：有甲乙、甲丙兩線，求別作一

線，相與為連比例者，任合兩甲乙、

甲丙為甲角，而甲乙與甲丙之比例，

若甲丙與所求他線也！先于甲乙引長

之，為乙丁，與甲丙等。次作乙丙線

相聮。次從丁作丁戊線，與丙乙平行。

末于甲丙引長之，遇于戊，即丙戊為

所求線。（若以甲丙為前率，倣此。） 
 

第二法：以甲乙、乙丙兩線，聯作甲乙

丙直角。次以甲丙線聯之，而甲乙引

長之。末從丙作丙丁，為甲丙之垂線，

遇引長線于丁，即乙丁為所求線。 

題 6-11：兩直線，求別作一線，相與為連
比例。（論曰：略） 
法曰：甲乙、甲丙兩線，求别作一線，相

與為連比例者，合兩線，任作甲角，而

甲乙與甲丙之比例，若甲丙與他線也！

先于甲乙引長之為乙丁，與甲丙等。次

作丙乙線相聮。次從丁作丁戊線，與丙

乙平行。末于甲丙引長之遇于戊，即丙

戊為所求線。（如以甲丙為前率，倣此。）
 

注曰：别有一法，以甲乙、乙丙兩線，列

作甲乙丙直角。次以甲丙線聮之，而甲

乙引長之。末從丙作丙丁，為甲丙之垂

線，遇引長線于丁，即乙丁為所求線。

（論曰：略） 

《要法》章 I-15 有兩法，其內容分別與《原本》題 6-11 的「法曰」和「註曰」
相同，此題為題 6-12的特例，而「註曰」的方法實為題 6-13等比中項作圖的應用，
此在題 6-13的「註曰」亦可驗證，詳列如下： 

注曰：依此題（6-13），可推「凡半圜内之垂線，皆為兩分徑線之中率線。」

如甲乙丙半圜，其乙丁為甲丁、丁丙之中率，己戊為甲戊、戊丙之中率，

辛庚為甲庚、庚丙之中率也！何者？半圜之内，從垂線作角，皆為直角，

（三卷卅一）故依前論推顯，各為中率也！ 

4. a：b ＝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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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I-16：三直線，求別作一線，相與為
斷比例。 
法曰：甲乙、乙丙、甲丁三直線，求別

作一線，相與為斷比例者，謂甲丁與

他線之比例，若甲乙與乙丙也！先以

甲乙、乙丙作直線，為甲丙。次以甲

丁線合甲丙，任作甲角。次作丁乙線

相聯。次從丙作丙戊線，與丁乙平行。

末自甲丁引長之，遇丙戊于戊，即丁

戊為所求線。 

題 6-12：三直線，求別作一線，相與為斷
比例。 
法曰：甲乙、乙丙、甲丁三直線，求别作

一線，相與為斷比例者，謂甲丁與他線

之比例，若甲乙與乙丙也！先以甲乙、

乙丙作直線，為甲丙。次以甲丁線合甲

丙，任作甲角。次作丁乙線相聮。次從

丙作丙戊線，與丁乙平行。末自甲丁引

長之，遇丙戊于戊，即丁戊為所求線。

（論曰：略） 

《要法》章 I-16、I-17的內容分別與《原本》題 6-12、6-13的「法曰」相同，Heath
標準版（v.2, pp.215-216）所收亦同。當 c＝b時，a：b＝b：x即為題 6-11所探討的題
型。題 6-13末尚有「註曰」，未見於章 I-17，詳見章 I-15的分析。 

5. 等比中項（a：x＝x：b） 

章 I-17：兩直線，求別作一線，為連比
例之中率。 
法曰：甲乙、乙丙兩直線，求別作一線，

為中率者，謂甲乙與他線之比例，若

他線與乙丙也！先以兩線作一直線為

甲丙。次以甲丙兩平分於戊。次以戊

為心，甲丙為界，作甲丁丙半圜。末

從乙至圜界，作乙丁垂線，即乙丁為

甲乙、乙丙之中率。 

題 6-13：兩直線，求別作一線，為連比例
之中率。 
法曰：甲乙、乙丙兩直線，求别作一線為

中率者，謂甲乙與他線之比例，若他線

與乙丙也！先以兩線作一直線，為甲

丙。次以甲丙兩平分于戊。次以戊為

心，甲丙為界，作甲丁丙半圜。末從乙

至圜界作乙丁垂線，即乙丁為甲乙、乙

丙之中率。（論曰：略） 

（六）直線小結 

《要法》卷一的作圖題包含 12章 26法，其題型可相應於《原本》的求作 2、題
1-10、題 1-11、題 1-11增、題 1-12、題 1-31、題 6-9、題 6-10、題 6-10增、題 6-11、
題 6-12、題 6-13等，內容多截取其「法曰」或「用法」或「簡法」，而略去「論曰」，
其中，有 5 法未見於《原本》，但除了艾儒略師伯所授的「平行線法」未載於「西本
《幾何》」之外，其餘 4法皆見於「丁本」。58 

三、圓形對照 

《要法》第二卷的主題是圓形，從章 II-3 到章 II-29，59共分成 27 題介紹等分圓
（弧）、圓、正多邊形與圓的相接與相切等的相關作圖。 

                                                 
58 一是《要法》章 I-7「平分線段」作圖的第二法「下面無地可作短界線」；二、三是《要法》章 I-9「線
外一點作垂線」的第三法「不能于丙點左右畫圜」與第四法「下面無地可措規」；四是《要法》章 I-10
的第三註曰「作沿邊直線之垂線」。 

59《要法》章 II-2的「造規」內容未見於《原本》，詳見本論文第肆章第一節的「法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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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分圓（弧） 

1. 平分弧（一法）60 

章 II-4：有圜之分，求兩平分之。 
如有甲乙丙圜分，求兩平分之。先于圜分

兩界作甲乙線。次兩平分之于丁。從丁

作丙丁為甲乙之垂線（一卷第八章），即

丙丁分甲乙圜分，為兩平分。若有圜不

露其心，又求兩平分之，亦如此法。 

題 3-30：有圜之分，求兩平分之。 
法曰：甲乙丙圜分，求兩平分。先于分

之兩界作甲丙線。次兩平分于丁，從

丁作乙丁，為甲丙之垂線，即乙丁分

甲乙丙圜分為兩平分。（論曰：略）

《要法》章 II-4 的方法與《原本》題 3-30 的「法曰」相同，僅點的命名不同，
此法亦見於「丁本」的「Pro.III-30」中。關於「圜分」一詞，《原本》在界說 3-5「凡
直線割圜之形，為圜分」已有介紹，而《要法》未特別立界說介紹，但在章 II-4、章
II-9、章 2-11等三處皆有使用。《原本》當時對於「圜分」的定義，與現今的「弓形」
大同而小異，詳見界說 II-12的分析。本章的加註一反常態，《原本》無註題 1-11，而
《要法》註章 I-8，Heath標準版（v.2, p.61）所收亦無註。 

2. 等分圓 

（1）章 II-3：有圜，求兩平分之。（一法） 

（2）章 II-5：有圜，求四平分之。（一法） 

（3）章 II-6：有圜，求六平分之。（一法） 

（4）章 II-7：有圜，求十二平分之、二十四平分之。（二法）61 

（5）章 II-8：有圜，求三百六十平分之。（一法） 

（※）章 II-9：有圜之分，任截幾度。（一法） 

《原本》全書無「等分圓」的命題，但除了正三角形之外，在其他正多邊形的作

圖時，或多或少都提到類似的概念，詳見本論文第肆章第一節的「圜篇」介紹。 

（二）圓之元素 

1. 圓心（一法） 

                                                 
60 對於「一章一法」的題型，《要法》第二卷內自章 II-3至章 II-15皆加註「一法」，此在他章及他卷皆無。 
61 本章原註「一法」，且原題僅只「有圜，求十二平分之。」但內容另述及「二十四平分之」，且系統也
不同，故今將之呈現在題述中，並改計本章為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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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II-10：有圜，求尋其心。 
如有甲乙丙丁圜，欲求其心。先於圜

之兩界任作一戊己直線。次以平分

線法作丙丁垂線，兩平分之于庚，

則庚為圜心。 

題 3-1：有圜，求尋其心。 
法曰：甲乙丙丁圜，求尋其心。先于圜之

兩界，任作一甲丙直線。次兩平分之于

戊。（一卷十）次于戊上作乙丁垂線，兩

平分之于己，即己為圜心。（論曰：略）

《要法》章 II-10 的作法與《原本》題 3-1 的「法曰」相同，僅點的命名不同，
亦見於「丁本」Pro.III-1中，但《要法》的附圖較《原本》或「丁本」明確。過程中，
需引用題 1-10的「平分線段」作法，由於該法在章 I-7已有介紹，故此處僅以「平分
線法」交代，不過，卻因為描述太過簡略，在語意上，反造成「以平分線法作丙丁垂

線」的明顯錯誤。 

2. 全圓（一法） 

章 II-11：有圜之分，求成圜。 
如有甲乙丙圜分，求成圜。先于圜分任取三

點于甲、于乙、于丙，從甲至丙、丙至乙，

各作一直線，各兩平分于丁、于戊。次于

丁、戊上各作垂線，相交處為己。末以己

為心，以圜為界，旋轉，即得所求。 

題 3-25 増：求圜分之心。（論曰：略）

一簡法：于甲乙丙圜分，任取三點于

甲、于乙、于丙，以兩直線聯之，

各兩平分于丁、于戊，從丁、從戊

作甲乙、乙丙之各垂線，為己丁、

為己戊，而相遇于己，即已為圜心。

《要法》章 II-11的題述雖與《原本》題 3-25相同，但作法卻對照於增題「求圜
分之心」的簡法，此亦見於「丁本」Pro.III-25的「Scholivm」。題 3-25雖依優弧、劣
弧等情況給出三種作法，但其過程皆只點到圓心為止，未畫龍點睛地將最後作圓的程

序交代完成，Heath標準版（v.2, pp.54-56）所收則有明確交代。 

3. 弦（一法） 

章 II-13：有圜，求作合圜線，與所設線
等，此設線不大于圜之徑線。 

如有甲乙丙圜，求作合線，與所設丁線

等，其丁線不大于圜之徑線，徑為圜

內之最大線，更大不可合。先作甲乙

圜徑為乙丙，若乙丙與丁等者，即是

合線。若丁小于徑者，即于乙丙上，

截取乙戊與丁等。次以乙為心，戊為

界，作甲戊圜，交甲乙丙圜于甲。末

作甲乙合線，即與丁等。何者？甲乙

與乙戊等，則與丁等。 

題 4-1：有圜，求作合圜線，與所設線等，
此設線，不大于圜之徑線。 
法曰：甲乙丙圜，求作合線，與所設丁線

等，其丁線不大于圜之徑線（徑為圜内之

最大線，更大不可合，見三卷十五）。先作甲

乙圜徑為乙丙，若乙丙與丁等者，即是

合線。若丁小于徑者，即于乙丙上截取

乙戊，與丁等。次以乙為心，戊為界，

作甲戊圜，交甲乙丙圜于甲。末作甲乙

合線，即與丁等。何者？甲乙與乙戊

等，則與丁等。 

《要法》章 II-13的作法與《原本》題 4-1的「法曰兼論曰」相同，此亦見於「丁
本」Pro.IV-1。應注意的是，章 II-13不僅仿題 4-1夾敘夾議，甚至將以「何者」之問
帶過的「論曰」內容照單全收。此處的「合線」為「合圜線」的簡稱，其定義即同今

日的「弦」，而略異於當時《原本》界說 3-5「割圜之直線為弦」的定義，詳見《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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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說 II-12的分析。 

（三）圓與三角形 

1. 三點圓（二法） 

章 II-12：任設三點不在一直線，求作一過三點之
圜。 
第一法：如有甲、乙、丙三點，求作一圜貫之。先

以甲為心，任取一度，向乙上下各作小圜分。又

以乙為心，向甲，仍用元度，上下各作小圜分，

相交處為丁、為戊。次又以甲為心，向丙上下作

小圜分如前。次以丙為心，亦如之，相交處為己、

為庚。次從丁至戊、從己至庚，各作直線，相交

處為辛。末以辛為心，任取一點為界，旋規成圜，

即得所求。 
 

第二法：先以三點作三直線相聮，成甲乙丙三角

形。次平分兩線于丁、于戊。次于丁、戊上各作

垂線，令相遇于己。末以己為心，甲為界，作圜，

即得所求。 

題 4-5 増：任設三點，不在一

直線，可作一過三點之圜。

其法：先以三點作三直線相聯

，成三角形。次依前作。 
 

其用法：甲乙丙三點，先以甲、

乙兩點各自為心，相向各任

作圜分，令兩圜分相交于

丁、于戊。次甲、丙兩點，

亦如之。令兩圜分相交于

己、于庚。末作丁戊、己庚

兩線，各引長之，令相交于

辛，即辛為圜之心。論見三

卷二十五增。 

《要法》章 II-12的兩法可分別對照於《原本》題 4-5增題的「用法」與「法」，
此亦見於「丁本」Pro. IV-5的「Scholivm」，因為是增題，故《原本》的過程描述較為
精簡，不如「第一法」來得詳明，至於「第二法」，其敘述與章 II-14相同，皆節錄自
題 4-5的「法曰兼論曰」，而後者亦見於「丁本」Pro. IV-5。值得留意的是，彼此圖數
的差異，《要法》章 II-14只見銳角三角形之圖，未附《原本》或「丁本」的直角與鈍
角兩圖，而章 II-12又較《原本》或「丁本」多一圖。Heath標準版（v.2, pp.88-90）
亦三圖，但無增題。 

2. 外接圓（一法） 

章 II-14：三角形，求作
形外切圜。 
甲乙丙角形，求作形外

切圜。先平分兩邊于

丁、于戊。次于丁、

于上，各作垂線，為

己丁、己戊，而相遇

于己。末以己為心，

甲為界，作圜，必切

甲乙丙，而為三角形

之形外切圜。 

題 4-5：三角形，求作形外切圜。 
法曰：甲乙丙角形，求作形外切圜。先平分兩邉，（若形是

直角、鈍角，則分直角、鈍角之兩旁邉）于丁、于戊。次于丁、

戊上各作垂線，為己丁、己戊，而相遇于己。（若自丁、
至戊作直線，即己丁戊角形之己丁戊、己戊丁兩角小于兩直角，

故丁己、戊己兩線必相遇），其己點或在形内、或在形外，

俱作己甲、己乙、己丙三線，或在乙丙邉上止作己甲線，

其甲丁己角形之甲丁，與乙丁己角形之乙丁兩腰等，丁

己同腰，而丁之兩旁角俱直角，即甲己、己乙兩底必等，

（一卷四）依顯，甲己戊、丙己戊兩形之甲己、己丙兩

底亦等，則己甲、己乙、己丙三線俱等，末作圜，以己

為心，甲為界，必切丙乙，而為角形之形外切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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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內切圓（一法） 

章 II-15：三角形，求作形內切
圜。 
甲乙丙角形，求作形內切圜。

先以甲乙丙角、甲丙乙角，

各兩平分之，作乙丁、丙丁

兩直線相遇于丁。次自丁至

角形之三邊，各作垂線，為

丁己、丁庚、丁戊。末以丁

為心，戊為界，作圜，即過

庚、己，為戊庚己圜，而切

角形之甲乙、乙丙、丙甲三

邊于戊、于己、于庚，此為

形內切圜。 

題 4-4：三角形，求作形内切圜。 
法曰：甲乙丙角形，求作形内切圜。先以甲乙丙角、

甲丙乙角各兩平分之，（一卷九）作乙丁、丙丁兩

直線，相遇于丁。次自丁至角形之三邉，各作垂

線為丁己、丁庚、丁戊。其戊丁乙角形之丁戊乙、

丁乙戊兩角，與乙丁己角形之丁己乙、丁乙己兩

角，各等。乙丁同邉，即丁戊、丁己兩邉亦等。

（一卷廿六）依顯，丁丙己角形與丁庚丙角形之丁

己、丁庚兩邉亦等，即丁戊、丁己、丁庚三線俱

等。末作圜，以丁為心，戊為界，即過庚己，為

戊庚己圜，而切角形之甲乙、乙丙、丙甲三邉于

戊、于己、于庚，（三卷十六之系）此為形内切圜。

《要法》章 II-15的作法節錄自《原本》題 4-4的「法曰兼論曰」，此亦見於「丁
本」Pro. IV-4。有趣的是，或為顧及證明的論述，故在作法中，需作三次垂足，以求
得內切圓與三角形三邊相切的三個半徑，Heath標準版（v.2, pp.85-88）所收亦同。 

4. 圓內接三角形。 

章 II-16：有圜，求作圜內三角切形，與
所設三角形等角。 

甲乙丙圜，求作圜內三角切形，其三角

與所設丁戊己形之三角各等。先作庚

辛線切圜于甲。次作庚甲乙角，與設

形之己角等。次作辛甲丙角，與設形

之戊角等。末作乙丙線，即圜內三角

切形，與所設丁戊己形等角。 

題 4-2：有圜，求作圜内三角切形，與所

設三角形等角。（論曰：略） 
法曰：甲乙丙圜，求作圜内三角切形，其

三角與所設丁戊己形之三角各等。先作

庚辛線，切圜于甲（三卷十七）。次作庚

甲乙角，與設形之己角等。次作辛甲丙

角，與設形之戊角等。末作乙丙線，即

圜内三角切形，與所設丁戊己形等角。

5. 圓外切三角形 

章 II-17：有圜，求作圜外三角切形，與所
設三角形等角。 

甲乙丙圜，求作圜外三角切形，其三角

與所設丁戊己形之三角各等。先于戊

己邊，各引長之為庚辛。次于圜界抵

心，作甲壬線。次作甲壬乙角，與丁

戊庚等。次作乙壬丙角，與丁己辛等。

末于甲乙丙上，作癸子、子丑、丑癸

三垂線，此三線各切圜于甲、于乙、

于丙，而相遇于子、于丑、于癸。 

題 4-3：有圜，求作圜外三角切形，與所
設三角形等角。 
法曰：甲乙丙圜，求作圜外三角切形，其

三角與所設丁戊己形之三角各等。先于

戊己一邉引長之為庚辛。次于圜界抵

心，作甲壬線。次作甲壬乙角，與丁戊

庚等。次作乙壬丙角，與丁己辛等。末

于甲乙丙上作癸子、子丑、丑癸三垂

線，此三線，各切圜于甲、于乙、于丙

（三卷十六之系），而相遇于子、于丑、于

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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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作甲丙線，即癸甲丙、癸丙甲兩角，小于

兩直角，而子癸、丑癸，兩線必相遇，餘倣此）

此癸、子、丑三角，與所設丁、戊、

己三角各等。 

（若作甲丙線，即癸甲丙、癸丙甲兩角小于兩

直角，而子癸、丑癸兩線必相遇，餘二倣此），

此癸、子、丑三角，與所設丁、戊、己

三角，各等。（論曰：略） 

《要法》章 II-16、II-17的作法分別與《原本》題 4-2、4-3的「法曰」相同，此
亦見於「丁本」Pro. IV-2、Pro. IV-3。意外的是，《原本》題 4-2與「丁本」的註記「a 
17.primi」有錯，因題 3-17 為「圓外一點作切線」，如此無法確定所作切線必切於甲
點，而 Heath標準版（v.2, pp.81-83）所註「III.16, Por.」亦不恰當，因該題所指為切
線性質，並非作圖題，本註或宜修改為題 1-11「一直線，任于一點上，求作垂線」之
增題「在線界立垂線」。 

（四）圓與四邊形 

1. 圓內接正方形 

章 II-18：有圜，求作內切圜直角方形。
有甲乙丙丁圜，求作內切圜直角方形。

先作甲丙、乙丁兩徑線，以直角相交

于戊。次作甲乙、乙丙、丙丁、丁甲

四線，即甲乙丙丁為內切圜直角方形。

題 4-6：有圜，求作内切圜直角方形。 
法曰：甲乙丙丁圜，其心戊，求作内切圜

直角方形。先作甲丙、乙丁兩徑線，以

直角相交于戊。次作甲乙、乙丙、丙丁、

丁甲四線，即甲乙丙丁為内切圜直角方

形。（論曰：略） 

2. 圓外切正方形（二法） 

章 II-19：有圜，求作外切圜直角方形。 
第一法：甲乙丙丁圜，其心戊，求外切圜直角方

形。先作甲丙、乙丁兩徑線，以直角相交於戊。

次於甲、乙、丙、丁作庚己、己辛、辛壬、壬

庚四線，為兩徑末界之垂線，而相遇於己、於

辛、於壬、於庚，即己庚壬辛為外形。 
 

第二法：以戊甲為度，依平行線法，作己庚、辛

壬上下兩線，與乙丁平行。次用元度，作己辛、

庚壬左右兩線，與甲丙平行，即得所求，同前

圖。 

題 4-7：有圜，求作外切圜直角
方形。（論曰：略） 
法曰：甲乙丙丁圜，其心戊，求

作外切圜直角方形。先作甲

丙、乙丁兩徑線，以直角相交

于戊。次于甲、乙、丙、丁作

庚己、己辛、辛壬、壬庚四線，

為兩徑之垂線，而相遇于己、

于辛、于壬、于庚，即己庚壬

辛為外切圜直角方形。 

《要法》章 II-18 的作法與《原本》題 4-6 的「法曰」相同，此亦見於「丁本」
Pro. IV-6。章 2-19有兩法，第一法與題 4-7的「法曰」相同，此亦見於「丁本」Pro. IV-7，
至於第二法強調以平行線的方法處理，此在《原本》、「丁本」皆未見。 

3. 內切圓 



 - 58 -

章 II-20：有直角方形，求
作形內切圜。 
甲乙丙丁直角方形，求作

形內切圜。先以四邊各

兩平分于戊、于己、于

庚、于辛，而作辛己、

戊庚兩線，相交於壬。

末以壬為心， 62戊為

界，作圜，必過戊、己、

庚、辛，而切甲丁、丁

丙、丙乙、乙甲四邊，

是為形內切圜。 

題 4-8：直角方形，求作形内切圜。 
法曰：甲乙丙丁直角方形，求作形内切圜。先以四邉各

兩平分于戊、于己、于庚、于辛，而作辛己、戊庚兩

線，交于壬，其甲丁與乙丙既平行相等，即半減線之

甲辛、乙己，亦平行相等，而甲乙與辛己，亦平行相

等（一卷卅三），依顯，丁丙與辛己，亦平行相等，甲

丁、乙丙、戊庚俱平行相等，而甲壬、乙壬、丙壬、

丁壬四俱直角形，壬戊、壬己、壬庚、壬辛四線，與

甲辛、戊乙、丁辛、甲戊四線，各等。夫甲辛、戊乙、

丁辛、甲戊，各為等線之半，即與之等者，壬戊、壬

己、壬庚、壬辛亦自相等。次作圜，以壬為心，戊為

界，必過己、庚、辛，而切甲丁、丁丙、丙乙、乙甲

四邉，（三卷十六）是為形内切圜。 

4. 外接圓 

章 2-21：有直角方形，求
作形外切圜。 
甲乙丙丁直角方形，求作

外切圜。先作對角兩

線，為甲丙、乙丁，而

交于戊。末以戊為心，

甲為界，作圜，必過乙、

丙、丁、甲，而為形外

切圜。 

題 4-9：直角方形，求作形外切圜。 
法曰：甲乙丙丁直角方形，求作外切圜。先作對角兩線，

為甲丙、乙丁，而交于戊，其甲乙丁角形之甲乙、甲

丁兩腰等，即甲乙丁、甲丁乙兩角亦等（一卷五），而

乙甲丁為直角，即甲乙丁、甲丁乙俱半直角（一卷卅

二），依顯，丙乙丁、丙丁乙亦俱半直角，而四角俱等。

又戊甲丁、戊丁甲兩角等，即戊甲、戊丁兩邉亦等（一

卷六），依顯，戊甲、戊乙兩邉亦等，而戊乙丙兩邉，

戊丙、戊丁兩邉，各等。次作圜，以戊為心，甲為界，

必過乙、丙、丁，而為形外切圜。 

《要法》章 II-20、章 II-21的方法分別節錄自《原本》題 4-8、題 4-9的「法曰兼
論曰」，此亦見於「丁本」Pro. IV-8、IV-9，至於「丁本」此題所附的「Sholivm」，《要
法》與《原本》皆未收。 

（五）圓與正五邊形 

1. 圓內接正五邊形 

章 II-22：有圜，求作圜內五邊切形，其形
等邊等角。 

如有甲乙丙丁戊圜，求作五邊內切圜形，等

邊等角。先作己庚辛兩邊等角形，而庚、

辛兩角，各倍大于己角。次于圜內作甲丙

丁角形，與己庚辛角形各等角。次以甲丙

丁、甲丁丙兩角，各兩平分，作丙戊、丁

乙兩線。 

題 4-11：有圜，求作圜内五邉切形，

其形等邉等角。（論曰：略） 
法曰：甲乙丙丁戊圜，求作五邉内切

圜形，等邉等角。先作己庚辛兩邉

等角形，而庚、辛兩角，各倍大于

己角（本篇十）。次于圜内作甲丙丁角

形，與己庚辛角形各等角（本篇二）。

 

                                                 
62 《要法》第二卷葉 14b行 9原誤刻作「未」，《集成》與《四庫》迆錄時，皆已改正為「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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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作甲乙、乙丙、丙丁、丁戊、戊甲，五

線相聯，即甲乙丙丁戊為五邊內切圜形，

而五邊五角，俱自相等。 
 

章 II-23：有一圜，求作內切圜五邊，及十邊
形。 

次以甲丙丁、甲丁丙兩角，各兩平分

（一卷九），作丙戊、丁乙兩線。末作

甲乙、乙丙、丙丁、丁戊、戊甲五

線相聮，即甲乙丙丁戊為五邉内切

圜形，而五邉五角俱自相等。 

《要法》章 II-22的作法與《原本》題 4-11的「法曰」相同，此亦見於「丁本」
的 Pro. IV-11。63過程中，需引用《原本》題 1-9「有直線角，求兩平分之」、題 4-2「有

圜，求作圜内三角切形，與所設三角形等角」與題 4-10「求作兩邉等三角形，而底上

兩角各倍大于腰間角」的相關知識，《要法》將之分在章 III-6 與章 II-16 作介紹，唯

缺題 4-10 的「黃金三角形」。章 II-23與章 II-22稍有重疊，其法未見於《原本》，但

收在「丁本」Pro. IV-16眾多「Scholivm」之末。64 

2. 圓外切正五邊形 

章 II-24：有圜，求作圜外五邊切形，
其形等邊等角。 
甲乙丙丁戊圜，求作五邊外切圜形，

等邊等角。先依前章法，作圜內甲

乙丙丁戊五邊等邊、等角切形。次

乃從己心，作己甲、己乙、己丙、

己丁、己戊五線。次從此五線作庚

辛、辛壬、壬癸、癸子、子庚五垂

線，相遇于庚、于辛、于壬、于癸、

于子，五垂線既切圜，即成外切圜

五邊形，而等邊等角。 

題 4-12：有圜，求作圜外五邉切形，其形

等邉等角。（論曰：略） 
法曰：甲乙丙丁戊圜，求作五邉外切圜形，

等邉等角。先作圜内甲乙丙丁戊五邉等邉

等角切形（本篇十一）。次從己心，作己甲、

己乙、己丙、己丁、己戊五線。次從此五

線作庚辛、辛壬、壬癸、癸子、子庚五垂

線，相遇于庚、于辛、于壬、于癸、于子，
（庚戊甲、庚甲戊兩角，小于兩直角，故甲庚、

戊庚線必相遇，餘四倣此）五垂線既切圜，（三

卷十六）即成外切圜五邉形，而等邉等角。

3. 內切圓 

章 II-25：五邊等邊等
角形，求作形內切

圜。 
甲乙丙丁戊五邊等邊

等角形，求作內切

圜。 

題 4-13：五邉等邉等角形，求作形内切圜。 
法曰：甲乙丙丁戊五邉等邉等角形，求作内切圜。先分乙

甲戊、甲乙丙兩角，各兩平分（一卷九），其線為己甲、己

乙，而相遇于己（己甲乙、己乙甲兩角，小于兩直角，故己甲、

己乙兩線必相遇）。 

                                                 
63 梅榮照、王渝生、劉鈍合撰之〈歐幾里得《原本》的傳入和對我國明清數學的影響〉誤將《要法》章

II-22列為「《原本》六卷以後的內容（卷十三的命題10）」，查李、偉版《原本》的題 13-10為「圓內容
五等邊形，其一邊之正方，等於本圓所容六等邊形、十等邊形各一邊之正方和。」再查梅榮照等據以

比較的「《大測‧宗率五》：圈內五邊等切形，求邊數。」其內容首言「《幾何》十三卷第十題，言圈內

五邊等切形，其一邊上方形，與六邊等形、十邊等形之各一邊上方形并等。」經三方比對之後發現：

章 II-22與宗率五、題 13-10的題旨原就大異其趣，故知「《原本》六卷以後」之說為斷章取義之誤。 
64《要法》章 II-23的內容詳見本論文第肆章第一節的「圜篇」。 



 - 60 -

先分乙甲戊、甲乙丙

兩角，各兩平分，其

線為己甲、己乙，而

相遇于己，自己作己

丙、己丁、己戊三

線。次從己向各邊作

己庚、己辛、己壬、

己癸、己子五垂線。

末作圜，以己為心，

庚為界，必過辛、

壬、癸、子、庚，而

為甲乙丙丁戊五邊

形之內切圜。 

自己作己丙、己丁、己戊三線，其甲己乙角形之甲乙腰，

與乙己丙角形之乙丙腰等，乙己同腰，而兩腰間之甲乙

己、丙乙己兩角等，即甲己、己丙兩底亦等，乙甲己、

乙丙己兩角亦等（一卷四）。又乙甲戊與乙丙丁兩角等，而

乙甲己為乙甲戊之半，即乙丙己亦乙丙丁之半，則乙丙

丁角，亦兩平分于己丙線矣！依顯，丙丁戊、丁戊甲兩

角，亦兩平分于己丁、己戊兩線矣！次從己向各邉作己

庚、己辛、己壬、己癸、己子五垂線，其甲己庚角形之

己甲庚、己庚甲兩角，與甲己子角形之己甲子、己子甲

兩角，各等，甲己同邉，即兩形必等（一卷廿六），己子與

己庚兩線亦等，依顯，己辛、己壬、己癸三垂線，與己

庚、己子兩垂線俱等。末作圜，以己為心，庚為界，必

過辛、壬、癸、子，而為甲乙丙丁戊五邉形之内切圜（三

卷十六）。 

《要法》章 II-24的作法與《原本》題 4-12的「法曰」相同，此亦見於「丁本」
Pro. IV-12。而章 II-25、II-26的作法皆節錄自題 4-13、4-14 的「法曰兼論曰」，此亦
見於「丁本」Pro. IV-13、IV-14。Heath（v.2, pp.104）指 De Morgan曾註記題 4-12至
4-14，為正多邊形與圓各種內外相切與相接的處理模式，《原本》在題 4-15與 4-16的
一系皆有述及，並將此通則安置在題 4-16的系 3，詳如後。 

4. 外接圓 

章 II-26：五邊等邊等角形，
求作形外切圜。 
甲乙丙丁戊五（邊等）邊等角

形，求作外切圜。先分乙甲

戊、甲乙丙兩角，各兩平

分，其線為己甲、己乙，而

相遇于己。次從己作己丙、

己丁、己戊三線，與己甲、

己乙俱等。末以己為心，甲

為界，作圜，必過乙、丙、

丁、戊、甲，即得所求。 

題 4-14：五邉等邉等角形，求作形外切圜。 
法曰：甲乙丙丁戊五邉等邉、等角形，求作外切圜。

先分乙甲戊、甲乙丙兩角，各兩平分，其線為己

甲、己乙，而相遇于己，說見前。次從己作己丙、

己丁、己戊三線，依前題論，推顯，乙丙丁、丙

丁戊、丁戊甲三角各兩平分于己丙、己丁、己戊

三線，夫五角既等，即其半減之角亦等，而甲乙

己角形之己甲乙、己乙甲兩角等，即甲己與己乙

兩線亦等（一卷六），依顯，己丙、己丁、己戊三線

與己甲、己乙俱等。末作圜，以己為心，甲為界，

必過乙、丙、丁、戊，而為甲乙丙丁戊五邉形之

外切圜。 

（六）圓與正 n邊形（六、十五、2n） 

1. 圓內接正六邊形 

章 II-27：求作圜內六邊切形，其形等
邊等角。 
如有甲乙丙丁戊己圜，其心庚，求作

六邊內切圜形，等邊等角。 

題 4-15：有圜，求作圜内六邉切形，其形

等邉等角。 
法曰：甲乙丙丁戊己圜，其心庚，求作六

邊内切圜形，等邊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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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作甲丁徑線。次以丁為心，庚為

界，作圜，兩圜交于丙、于戊。次

從庚心作丙庚、戊庚兩線，各引長

之為丙己、戊乙。末作甲乙、乙丙、

丙丁、丁戊、戊己，己甲六線相聯，

即得所求。 

先作甲丁徑線。次以丁為心，庚為界，

作圜，兩圜相交于丙、于戊。次從庚心

作丙庚、戊庚兩線，各引長之為丙己、

戊乙。末作甲乙、乙丙、丙丁、丁戊、

戊己、己甲六線相聯，即成甲乙丙丁戊

己内切圜六邉形，而等邉等角。 
（論曰：略） 

《要法》章 II-27的作法與《原本》題 4-15的「法曰」相同，此亦見於「丁本」
Pro. IV-15。而題 4-15末另給出兩個系理，一系是「凡圜之半徑，為六分圜之一之分
弦。」此一概念已在章 II-6「有圜，求六平分之」介紹；二系「依前十二、十三、十
四題，可作六邉等邉等角形，在圜之外；又六邉等邉等角形内，可作切圜；又六邉等

邉等角形外，可作切圜。」點出圓與正六邊形的其它相接、相切的作圖變化，此二系

的內容亦附於 Heath標準版（v.2, pp.107-109）的「Porism」，65但「丁本」的「Corollarivm」
僅見一系的內容。 

2. 圓內接正十五邊形 

章 II-28：求作圜內十五邊切
形，其形等邊等角。 
如有甲乙丙圜，求作十五邊內

切圜形，等邊等角。先作甲

乙丙內切圜平邊三角形，即

各邊當圜十五分之五。次從

甲作甲戊己庚辛內切圜五

邊形等角，各邊當圜十五分

之三，而戊乙得十五分之

二。次以戊乙圜分，取乙己

度，兩平分于壬，則壬乙得

十五分之一。次作壬乙線，

依壬乙，共作十五合圜線，

即得所求。（以此為例，推用
遞分，可作無量數形。） 

題 4-16：有圜，求作圜内十五邉切形，其形等邉等

角。 
法曰：甲乙丙圜，求作十五邉内切圜形，等邉等角。

先作甲乙丙内切圜平邉三角形，與丁等角（本篇

二），即三邉等，而甲乙、乙丙、丙甲三圜分亦

等（三卷廿八）。夫甲乙丙圜，十五分之，則甲乙

三分圜之一，當為十五分之五。次從甲作甲戊己

庚辛内切圜五邉形，等角（本篇十一），即甲戊、

戊己、己庚、庚辛、辛甲，五圜分等（三卷廿八），

夫甲乙丙圜，十五分之，則甲戊五分圜之一，當

為十五分之三，而戊乙得十五分之二。次以戊乙

圜分兩平分于壬（三卷卅），則壬乙得十五分之

一。次作壬乙線，依壬乙共作十五合圜線（本篇

一），則成十五邉等邉形，而十五角所乘之圜分

等，即各角亦等（三卷廿七）。 

《要法》章 II-28的作法節錄自《原本》題 4-16的「法曰兼論曰」，66此亦見於「丁

本」Pro. IV-16。其概念是利用圓內接正多邊形，分別將圓三等分與五等分之後，再將
其差二等分，即可將圓 15 等分，不過，本題最後「二等分」的步驟還可省略，因為

                                                 
65 「Porism」是曾被 Euclid 討論的一類數學命題，被認定是求某個問題為不定或具有無數解條件的可能
性，中文譯作「不定命題定理」，參見《數學辭典》，頁 564（台北：貓頭鷹出版社，1999）。Proclus
將「Porism」釋作二義，其一同「corollary」，另一是「The term porism is used of certain problems, like the 
Porisms written by Euclid.」Heath（v.1, p.13）另補充「Porism is the name given to things which are sought, 
but need some finding and are neither pure bringing into existence nor simple theoretic argument.」 

66 梅榮照、王渝生、劉鈍合撰之〈歐幾里得《原本》的傳入和對我國明清數學的影響〉誤將《要法》章
II-28指為「《原本》六卷以後的內容（卷十四的命題 16）」，但查李、偉版的《原本》，其所收第十四卷
全卷只有七題，再查梅榮照等同據比較的「《大測‧宗率六》：圈內十五邊等切形，求邊數。」該條內

容一開始即明指「《幾何》四卷十六題言」，故知此錯明顯源自登錄資料時的筆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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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程中，五分之二圓弧與三分之一圓弧的差，恰為 15分之一。67章 II-28末所提「作
無量數形」的想法，應與題 4-16「一系」之後「注曰」的想法相同。另《原本》在題
4-16的增題前後，共有四個系理，詳如下，Heath標準版（v.2, pp.110-111）僅附系一。 

注曰：依此法，可設一法，作無量數形。如本題圖，甲乙圜分，為三分圜

之一，即命三；甲戊圜分，為五分圜之一，即命五。三與五相乘，

得十五，即知此兩分法，可作十五邉形。又如甲乙命三，甲戊命五，

三與五較得二，即知戊乙得十五分之二，因分戊乙為兩平分，得壬

乙線為十五分之一，可作内切圜十五邊形也！以此法爲例，作後題。 

增題：若圜内，從一點，設切圜兩不等等邊等角形之各一邊，此兩邊，一

爲若干分圜之一，一爲若干分圜之一，此兩若干分相乘之數，即後

作形之邊數，此兩若干分之較數，卽兩邊相距之圜分，所得後作形

邊數内之分數。 

法曰：甲乙丙丁戊圜内，從甲點作數形之各一邊，如甲乙爲六邊形之一邊、

甲丙爲五邊形之一邊、甲丁爲四邊形之一邊、甲戊爲三邊形之一邊。

甲乙命六、甲丙命五，較數一，即乙丙圜分爲所作三十邊等邊等角

形之一邊。何者？五六相乘爲三十，故當作三十邊也！較數一，故

當爲一邊也！ 

一系：依前十二、十三、十四題，可作外切圜十五邉形；又十五邊形内，

可作切圜；又十五邉形外，可作切圜。 

二系：凡作形于圜之内，等邉則等角。 

三系：凡等邉形，既可作在圜内，即依圜内形，可作在圜外，即形内，可

作圜，即形外，亦可作圜，皆依本篇十二、十三、十四題。 

四系：凡圜内有一形，欲作他形，其形邉倍于此形邉，即分此形一邉所合

之圜分為兩平分，而每分各作一合線，即三邉可作六邉，四邉可作

八邉，倣此，以至無窮。 

《原本》題 4-16 增題的「法曰」，以正五邉形與正六邊形推作正 30 邊形為例解
說，之後的「論曰」則「依顯」指出可由正六邉形與正方形推作正 24 邉形、正六邉

形與正三角形推作正 18 邉形、正五邉形與正方形推作正 20 邉形、正五邉形與正三角

形推作正 15 邉形、正方形與正三角形推作正 12 邉形之法。然而，此法須在兩個正多

邊形的邊數互質，且邊數之差為 2n時有效，故其中推作正 18 邉形之法是錯的，因為

還需將 30o角三等分，而此處正 12 邉形之法與章 II-7又不同，另從正六邉形與正方形

亦可推論出正 12 邉形，但「丁本」Pro.IV-16 的「Scholivm」中，卻見正方形與正 7
邊形推作正 28 邉形之圖，而其正方形與正五邉形推作正 20 邉形之圖示，亦迥異於增

題的系統，巧妙利用正五邉形內角 108o與 90o之差來作正 20 邉形（圖 3-1）。 

                                                 
67《大測‧宗率六》內所呈現的概念即為此捷法，「《幾何》四卷十六題，言圈內從一點作一三邊等形，又

作一五邊等形，同以此點為其一角，從此角求兩形相近之第一差弧，即十五邊形之一邊。」雖皆源自

《原本》題 4-16，但《大測‧宗率六》所引的內容，卻略異於徐、利版《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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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丁本」中另類作圖正 28邊形與正 20邊形 

3. 同心圓間之內接正 2n邊形 

章 II-29：圜內有同心圜，求作一多
邊形，切大圜，不至小圜，其多

邊為偶數而等。 
如有甲乙丙、丁戊兩圜，同以己為

心，求于甲乙丙大圜內，作多邊

切形，不至戊丁小圜，其多邊為

偶數而等。先從己心作甲丙徑

線，截丁戊圜于戊也！次從戊作

庚辛，為甲戊之垂線，即庚辛線

切丁戊圜于戊也！次以甲丙兩

平分于乙，乙丙兩平分于壬，以

壬丙兩平分于癸，則丙癸圜分必

小于丙庚，而作丙癸合圜線，即

丙癸為所求切圜形之一邊也！

次以癸丙為度，遞分一圜，各作

合圜線，得所求形。 

題 4-16又補題：圜内有同心圜，求作一多邉形，

切大圜，不至小圜，其多邉為偶數而等。 
法曰：甲乙丙、丁戊兩圜，同以己為心，求于

甲乙丙大圜内作多邉切形，不至丁戊小圜，

其多邉為偶數而等。先從己心作甲丙徑線，

截丁戊圜于戊。次從戊作庚辛，為甲戊之垂

線，即庚辛線切丁戊圜于戊也！（三卷十六之

系）夫甲庚丙圜分，雖大于丙庚，若于甲庚

丙减其半甲乙，存乙丙，又减其半乙壬，存

壬丙，又减其半壬癸，如是遞减，至其减餘

丙癸，必小于丙庚，（如下補論）既得丙癸圜

分，小于丙庚，而作丙癸合圜線，即丙癸為

所求切圜形之一邉也！次分乙壬圜分，其分

數與丙壬之分數等。次分甲乙，與乙丙分數

等，分丙甲，與甲乙丙分數等，則得所求形，

（三卷廿九）而不至丁戊小圜。（論曰：略）

《要法》章 II-29的作法較《原本》題 4-16又補題的「法曰」簡明，該補題原係
《原本》「十二卷第十六題，因六卷今増題宜藉此論，故先類附于此。」另「法曰」

中所指「補論」，原「係十卷第一題，借用于此，以足上論。」查李、偉版《原本》

的題 10-1與題 12-16皆與徐、利版《原本》同題而異譯，後者題 10-1的「又論曰」
僅摘取結論，而前者的題 12-16則缺「論曰」。68 

（七）圓形小結 

                                                 
68 李、偉版《原本》的題 10-1、題 12-16皆與徐、利版《原本》同題而異譯，後者題 10-1的「又論曰」
僅摘取結論，而前者的題 12-16反缺「論曰」，筆者手邊無「丁本」第十二卷的圖文，故僅依論曰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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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法》第二卷的作圖題包含 27章 30法，其題型可相應於《原本》的界說 1-17、

題 3-1、題 3-25 増、題 3-30、題 4-1、題 4-2、題 4-3、題 4-4、題 4-5、題 4-5 増、題

4-6、題 4-7、題 4-8、題 4-9、題 4-10、題 4-11、題 4-12、題 4-13、題 4-14、題 4-15、

題 4-15系 1、題 4-16、題 4-16系 4、題 4-16補題（原題 12-16）等，內容多截取其「法
曰」或「用法」，而略去「論曰」。其中，除了等分圓的系列 6題 7法之外，僅 2法未
見於《原本》，而「丁本」有其一。69 

四、三角形對照 

《要法》第三卷的主題是三角形，從章 III-3到章 III-14，70共分成 12題介紹三角
形、等分角、平分三角形等的相關作圖，以及畢氏三角形邊長的算法說明。 

（一）三角形作圖 

1. 正三角形 

章 III-3：於有界直線上，求立
等邊三角形。 
如甲乙直線上，求立等邊三角

形。先以甲為心，乙為界，

或上或下，作一短界線。次

以乙為心，甲為界，亦如

之。兩短界線交處為丙。末

自甲至丙、丙至乙，各作直

線，即所求。 

題 1-1：于有界直線上，求立平邊三角形。（論曰：略）
法曰：甲乙直線上，求立平邊三角形。先以甲為心，

乙為界，作丙乙丁圜。次以乙為心，甲為界，作

丙甲丁圜。兩圜相交于丙、于丁。末自甲至丙、

丙至乙，各作直線，即甲乙丙為平邊三角形。 
 

其用法：不必作兩圜，但以甲為心，乙為界，作近

丙一短界線。乙為心，甲為界，亦如之。兩短界

線交處，即得丙。諸三角形，俱推前用法作之。（詳

本篇卄二）（無論曰） 

2. 等腰三角形   章 III-4：於有界直線上，求立一不等三角形。 

3.「三不等」三角形   章 III-5：於有界直線上，求立三不等角形。 

正三角形作圖是《原本》全書的第一個命題，《要法》則將之安排在第三卷三角

形系列的第一個作圖。《要法》章 III-3的作法是將《原本》題 1-1的「用法」概念套
用在「法曰」的結構中。章 III-4與章 III-5的作圖皆未見於《原本》，但與題 1-1 的
「用法」，皆出現在「丁本」Pro.I-1的「Praxis」中。71 

                                                 
69「丁本」無《要法》章 II-19「圓外切正方形」作圖的第二法「依平行線法」；有章 II-23 的「圓內接正
五邊形、正十邊形」作圖。 

70《要法》章 III-2的「三髀規」內容未見於《原本》，詳見本論文第肆章第一節的「法器篇」。 
71《要法》章 III-4與章 III-5的內容，詳見本論文第肆章第一節的「三角形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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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SS作圖 

章 III-9：有三直線，求作三角
形，其三邊如所設三直線

等。 
如甲、乙、丙三線，每兩線并，

大于一線。任以一線為底，

以底之甲（乙）為心，第二

（三）線為度，向上作短界

線，兩界線交處為丙。次向

下作丙甲、丙乙兩腰，即所

求。 
 

章 III-10：設一三角形，求別
作一形與之等。 
以所設三角形之三邊當甲、

乙、丙三線，以前法作之，

即所求。或又用前所備三髀

規，以規形所設三角形度，

移于別處，即所求。 

題 1-22：三直線，求作三角形，其每兩線并，大于
一線也！ 

 

法曰：甲、乙、丙三線，其第一、第二線并，大于

第三線，（若兩線比第三線，或等、或小，即不能作三角

形，見本篇二十。）求作三角形。先任作丁戊線，長

于三線并。次以甲為度，從丁，截取丁己線。（本

篇三）以乙為度，從己，截取己庚線。以丙為度，

從庚，截取庚辛線。次以己為心，丁為界，作丁

壬癸圜。以庚為心，辛為界，作辛壬癸圜。其兩

圜相遇，下為壬，上為癸。末以庚己為底，作癸

庚、癸己兩直線，即得己癸庚三角形。（用壬亦可作。
若丁壬癸圜不到子，辛壬癸圜不到丑，即是兩線或等、或小

于第三線，不成三角形矣！）（論曰：略） 
 

用法：任以一線為底，以底之一界為心，第二線為

度，向上作短界線。次以又一界為心，第三線為

度，向上作短界線，兩界線交處，向下作兩腰，

如所求。（無論曰） 
 

若設一三角形，求别作一形，與之等，亦用此法。

《要法》章 III-9 的作法與《原本》題 1-22 的「用法」相同，但將該題源自題
1-20的條件，移於作法中。72不過，在書面資料的呈現上，《要法》還想更精簡，欲

將例行且一致的作法，以「註記」的格式「省文」，也就是欲將原步驟「以底之甲為

心，第二線為度，向上作短界線」之後，緊接著又「以底之乙為心，第三線為度，

向上作短界線」改成「以底之（甲、乙）為心，第（二、三）線為度」的樣子，無奈刻

工漏掉乙，錯刻成「以底之甲為心，第（二、三）線為度」。73題 1-22末另交代一變化
題，此與「用法」分別出現在「丁本」Pro.I-22的「Praxis」與「Scholivm」中，《要
法》將之安排在章 III-10介紹，該章雖交代「以前法作之」，但將重點放在新式法器
「三髀規」的展現。 

5. 作角 

                                                 
72《原本》題 1-20為三角形邊長關係的不等式證明：凡三角形之兩邊，并之必大于一邊。 
73「四庫本」所抄同原刻，「集成本」則將小字轉大，明顯錯成「以底之甲為心，第二、三線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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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III-11：一直線，任于一點上，求作
一角，如所設角等。 

如甲乙線上，有丙點，求作一角，如

所設丁戊己角等。先於戊丁線，任

取一點為庚，於戊己線，任取一點

為辛，自庚至辛作直線。次以前法，

於甲乙線上作丙壬癸角形，與戊庚

辛角等，即所求。 

題 1-23：一直線，任于一點上，求作一角，
與所設角等。 
法曰：甲乙線，于丙點求作一角，與丁戊己

角等。先于戊丁線，任取一點，為庚，于

戊己線，任取一點，為辛。自庚至辛，作

直線。次依甲乙線作丙壬癸角形，與戊庚

辛角形等，（本篇卄二）即丙壬、丙癸兩腰

與戊庚、戊辛兩腰等，壬癸底，與庚辛底

又等，則丙角，與戊角必等。（本篇八） 

《要法》章 III-11的作法節錄自《原本》題 1-23的「法曰兼論曰」，末以「即所
求」劃上句點，題 1-23將「論曰」附在「法曰」末一併說明，此一呈現手法與「丁
本」和 Heath標準版（v.1, pp.294-296）的型態一致。此題作法甚為巧妙，利用「三
角形 SSS 全等作圖」之法，即可併得對應角相等的結果，74無怪乎《要法》將之安

排在第三卷。至於以「角形」代稱「三角形」一案，《原本》在題 1-11 的「論曰」
末曾註記「此後三角形，多稱角形，省文也！」《要法》對此雖未特別聲明，但偶亦

為之。75 

（二）等分角 

1. 二等分。（二法） 

章 III-6：有直線角，求兩平分之。 
如乙甲丙角，求兩平分之。先於甲乙線

任截一分，為甲丁。次于甲丙線截甲

戊，與甲丁等。次或用元度、或任取

一度，以丁為心，向乙丙間作一短界

線。次以戊為心，亦如之，兩線交處

為己。從甲至己作直線，即所求。 
 

「第二法」：無地可作短界線，則宜仍以

丁、以戊為心，向甲上作短界線為己，

從己至甲作直線，即所求。（如上圖） 

題 1-9：有直線角，求兩平分之。 
法曰：乙甲丙角，求兩平分之。先于甲乙

線任截一分，為甲丁。（本篇三）次于甲

丙，亦截甲戊，與甲丁等。次自丁至戊

作直線。次以丁戊為底，立平邊三角

形，（本篇一）為丁戊己形。末自己至甲

作直線，即乙甲丙角為兩平分。（論曰：略）
 

用法：如上截取甲丁、甲戊，即以丁為心，

向乙、丙間，任作一短界線。次用元度，

以戊為心，亦如之。兩界線交處，得己。

（本篇一）（無論曰） 

《要法》章 III-6的作法是將《原本》題 1-9的「用法」概念融合在「法曰」結構
中。《要法》另舉一變通法，以應付在實作中，可能遇到「無地可作」的限制，76此法

未見於《原本》，但與「用法」皆出現在「丁本」Pro.I-9的「Praxis」中。若依前例，
此變通法當以「第二法」的格式來呈現，但卻因故缺漏，以致章 III-6 只記為一法，

                                                 
74 Heath指出 Apollonius曾給出利用「等圓→等弧→等圓心角」的作法，此亦出現在 Clavius拉丁本命題

I-23的「Praxis」中。 
75 參見《要法》章 III-7、IV-5、IV-9等。 
76 類似的考量亦見於《要法》的章 I-7、章 I-8、章 I-9等，或參見《原本》題 1-11增、題 1-12「又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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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一結果將與卷首聲稱的「要法十四」不合，故今將章 III-6改為「法有二」。 

2. 三等分 
章 III-7：有直角，求三平分之。 
如甲乙丙直角，求三平分之。先任于

一邊，立平邊角形，為甲乙丁。次

分對直角一邊，為兩平分于戊。77

從此邊對角作垂線至乙，即所求。

題 1-32三系増：從三系，可分一直角為三平

分。其法：任于一邊立平邊角形。次分對

直角一邊為兩平分，從此邊對角作垂線，

即所求。如上圖，甲乙丙直角，求三分之。

先于甲乙線上作甲乙丁平邊角形。（本篇一）

次平分甲丁于戊。（本篇九）末作乙戊直線。

3.  2n等分  章 III-8：有角，任分為若干分。 

「三等分任意角」是古希臘三大作圖難題之一，而《要法》章 III-7 的「三等分
直角」則屬例外之一，其法是將《原本》題 1-32三系的増題作法與圖說合而為一，78

此亦出現在「丁本」Pro.I-32「Corollarivm」之後的「Scholivm」。章 III-8的作圖未見
於《原本》，但出現在「丁本」Pro.I-9中。79 

（三）平分三角形 

1. 過頂點兩平分 

章 III-12：有三角形，求兩平分之。 
如有甲乙丙三角形，求兩平分之。任于一

邊，兩平分之于丁，向角作直線，即所求。

題 1-38 増 1：凡角形，任于一邊兩平
分之。向對角作直線，即分本形為

兩平分。（論曰：略） 

2. 過邊兩平分 

章 III-13：凡角形，任于一邊，任作一點，
求從點分兩形為兩平分。 
有甲乙丙角形，從丁點求兩平分之。先自

丁至相對甲角，作甲丁直線。次平分乙

丙線于戊。作戊己線，與甲丁平行。末

作己丁直線，即分本形為兩平分。 

題 1-38 増 2：凡角形，任于一邊任作一
點，求從點分本形為兩平分。 
法曰：甲乙丙角形，從丁點求兩平分。

先自丁至相對甲角作甲丁直線。次平

分乙丙線于戊。（本篇十）作戊己線，

與甲丁平行。（本篇卅一）末作己丁直

線，即分本形為兩平分。（論曰：略）

                                                 
77《要法》原誤作「兩平分丁戊」，今依前後文改成「于」，「集成本」與「四庫本」迻錄之誤相同而未查。 
78《原本》題 1-32有兩個增題，此將後者改為「題 1-32 三系増」，以示區別。該題「三系：平邊角形，

每角當直角三分之二。」而「四系：平邊角形，若從一角向對邊作垂線，分為兩角形，此分形各有一

直角在垂線之下兩旁，則垂線之上兩旁角，每當直角三分之一，其餘兩角，每當直角三分之二。」故

《原本》將此增題排在「四系」之後。 
79《要法》章 3-8的作圖內容詳見本論文第肆章第一節的「三角形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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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法》章 III-12的作法擴充自《原本》題 1-38 増 1的題述，80章 III-13的作法

則與題 1-38 増 2的「法曰」內容一致，分別出現在「丁本」Pro.I-38的「Scholivm」

與「Ex Peletario」中。題 1-38是「等底、等高的兩三角形面積相等」的證明題，而
章 III-12可視為其性質應用。至於章 III-13，未深入究析之前，極容易受三角形的中
線性質與重心概念所干擾，而乍以為只要將點與三角形的重心相連即得所求。此題可

視為題 6-33 増 13題的特例：「三角形，任于一邉，任取一點，從點求作一線，分本

形為兩形，其兩形之比例，若所設兩幾何之比例。」81 

（四）畢氏三角形 

章 III-14：有三邊直角形，以兩邊求第三
邊長短之數。 
如甲乙丙三角形，甲為直角，82先得甲

乙、甲丙兩邊長短之數，如甲乙六、

甲丙八，求乙丙邊長短之數。其甲乙、

甲丙上所作兩直角方形并，既與乙丙

上所作直角方形等（《原本》卷四十七），

則甲乙之羃（自乘之數曰羃）得三十六，

甲丙之羃得六十四，并之得百，而乙

丙之羃亦百，百開方得十，即乙丙數

十也！又設先得甲乙、乙丙，如甲乙

六、乙丙十，而求甲丙之數，其甲乙、

甲丙上兩直角方形并，既與乙丙上直

角方形等，則甲乙之羃得三十六，乙

丙之羃得百，百減三十六得甲丙之羃

六十四，六十四開方得八，即甲丙八

也！求甲乙倣此。 

題 1-47增 4：三邊直角形，以兩邊求第三
邊長短之數。 
法曰：甲乙丙角形，甲為直角，先得甲乙、

甲丙兩邊長短之數，如甲乙六、甲丙

八，求乙丙邊長短之數。其甲乙、甲丙

上所作兩直角方形并，既與乙丙上所作

直角方形等，（本題）則甲乙之羃，（自乘

之數曰羃）得三十六，甲丙之羃，得六十

四，并之，得百，而乙丙之羃，亦百，

百開方，得十，即乙丙數十也！又設先

得甲乙、乙丙，如甲乙六，乙丙十，而

求甲丙之數。其甲乙、甲丙上兩直角方

形并，既與乙丙上直角方形等，則甲乙

之羃，得三十六，乙丙之羃，得百，百

减三十六，得甲丙之羃六十四，六十四

開方，得八，即甲丙八也！求甲乙倣

此。  此以開方盡實者為例，其不盡實
者，自具筭家分法。（無論曰） 

《要法》章 III-14的算法與《原本》題 1-47四增題的「法曰」相同，此亦見於「丁
本」Pro.I-47的「Scholivm 8」。其內容舉（6 , 8 , x）與（6 , x , 10）兩例，圖說畢氏三
角形整數邊長的求算過程，本屬「開方盡實者」的算法，而非尺規作圖，但《要法》

仍刻意將之安插在第三卷三角形之末來介紹，箇中原因，除了因為畢氏定理不可或缺

的重要性之外，另一目的，有可能是為了章 IV-7與章 IV-10「開方不盡實」的一般性
作圖預作暖身。83  

（五）三角形小結 
                                                 
80 因《原本》題 1-38 増題已將作法融入題述中交代，故其後緊接「論曰」，而未再立「法曰」。 
81《要法》章 3-13的作法與《原本》題 6-33 増題 13相同。該增題包含先法曰、次法曰、論曰、後法曰、
論曰、系等。 

82《要法》原刻與《集成》、《四庫》迻錄皆作「甲邊直角」，頗為突兀，今依《原本》修改。 
83 《要法》章 IV-7與章 IV-10介紹正方形面積加減的作圖，源自題 I-47的其它增題，詳見下一節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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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法》卷三的作圖題包含 12章 13法，其題型可相應於《原本》的題 1-1、題
1-9、題 1-22、題 1-23、題 1-38增、題 1-38增 2、題 1-47增 4，內容皆截取其「用法」
或「法曰」，而略去「論曰」，其中，《原本》未載的有 4法，但皆見於「丁本」中。84 

五、四邊形對照 

《要法》第四卷的主題是四邊形，從章 IV-3 到章 IV-13 之「用法」，85共分成 12
題介紹正方形、多邊形、平行四邊形的面積變換和面積加減等相關作圖，以及 Clavius
「化方為圓」與「化圓為方」的神法。 

（一）正方形 

章 IV-3：一直線上，求立直角方形。
如甲乙線上，求立直角方形。先于

甲、乙兩界，各立垂線，為丁甲、

為丙乙，皆與甲乙線等。次作丁丙

線相聯，即得所求。 

題 1-46：一直線上，求立直角方形。 
法曰：甲乙線上，求立直角方形。先于甲、

乙兩界，各立垂線，為丁甲、為丙乙，皆

與甲乙線等。（本篇十一）次作丁丙線相聮，

即甲乙丙丁為直角方形。（論曰：略） 

題 1-46是《原本》眾多命題當中，第二個關於正多邊形的尺規作圖，86原是安排

在題 1-47 的畢氏定理之前，今《要法》改放在第四卷四邊形系列的第一個作圖。章
IV-3 的作法與題 1-46「法曰」的內容一致，亦見於「丁本」Pro.I-46。過程中需引用
《原本》題 1-11「線上一點作垂線」為先備知識，該題雖已在章 I-8有介紹，但《要
法》此處未加註記。有趣的是，本章的作圖程序與 Heath的標準版（v.1, pp.347-349）
不同，章 IV-3是在給定線段的兩端各作一垂線，先變成「ㄩ」字形，才作出正方形，
而標準版則是先作一垂線，再作一平行線，變成「ㄈ」字形之後，才完成正方形。 

（二）面積變換 

1. 化不規則四邊形為正方形 

                                                 
84 一是《要法》章 III-4的「等腰三角形」作圖；二是章 III-5的「三不等三角形」作圖；三是章 III-6的
「二等分角」作圖的第二法「無地可作」；四是章 III-8的「2n等分角」作圖。 

85《要法》章 IV-2的「審矩」內容未見於《原本》，詳見本論文第肆章第一節的「法器篇」。 
86《原本》第一個正多邊形作圖是題 1-1的正三角形，參見第四節章 III-3的分析，其後正式出現的分別為
題 IV-11、題 IV-15、題 IV-16的圓內接正五邊形、正六邊形、正十五邊形的尺規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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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IV-4：有直線形，求作直角方形與之
等。 
甲直線無法四邊形，求作直角方形與之

等。先作乙丁形，與甲等（本卷第五、

第六章），而直角。次任用一邊引長之，

如丁丙引之至己，而丙己與乙丙等。

次以丁己兩平分于庚，其庚點或在丙

點、或在丙點之外。若在丙，即乙丁

是直角方形，與甲等矣！若庚在丙

外，即以庚為心，丁己為界，作丁辛

己半圜。末從乙丙線引長之，遇圜界

于辛，即丙辛上直角方形與甲等。如

上圖丙辛壬癸。 

題 2-14：有直線形，求作直角方形與之等。
法曰：甲直線無法四邊形，求作直角方

形，與之等。先作乙丁形，與甲等，而

直角。（一卷四五）次任用一邊引長之，

如丁丙引之至己，而丙己與乙丙等。次

以丁己兩平分于庚，其庚點，或在丙

點、或在丙點之外，若在丙，即乙丁是

直角方形，與甲等矣！（盖丙己與乙丙等，

又與丙丁等，而餘邊俱相等，故乙丁為直角方

形，見一卷卅四。）若庚在丙外，即以庚

為心，丁己為界，作丁辛己半圜。末從

乙丙線引長之，遇圜界于辛，即丙辛上

直角方形，與甲等。（論曰：略） 

《要法》章 IV-4 的作法與《原本》題 2-14「法曰」的內容一致，此亦見於「丁
本」Pro.II-42。末有求作正方形等於已知長方形面積的作法，《原本》將此 x2＝ab 代
數式的幾何求作之法安排在題 6-13的「等比中項」。Heath（v.1, p.410）據 Heiberg（1854
∼1928）的研究，指稱 Aristotle原以比例法給出尺規作圖的證明，只是 Euclid特別依
循《原本》第一、二卷的邏輯系統，將之編排在題 2-14的位置。 

2. 化三角形為平行四邊形（上） 

章 IV-5：有三角形，求作平行方形與
之等，而方形角又與所設角等。 

設甲乙丙角形、丁角，求作平行方形，

與甲乙丙角形等，而有丁角。先分

一邊為兩平分，如乙丙邊平分于

戊。次作丙戊己角，與丁角等。次

自甲作直線，與乙丙平行，而與戊

己線相遇于己。末自丙作直線，與

戊己平行，為丙庚，而與甲己線遇

于庚，則得己戊丙庚平行方形，與

甲乙丙角形等，而有丁角。 

題 1-42：有三角形，求作平行方形與之等，
而方形角有與所設角等。 
法曰：設甲乙丙角形、丁角，求作平行方形，

與甲乙丙角形等，而有丁角。先分一邊為

兩平分，如乙丙邊，平分于戊。（本篇十）

次作丙戊己角，與丁角等。（本篇廿三）次

自甲作直線，與乙丙平行，（本篇卅一）而

與戊己線遇于己。末自丙作直線，與戊己

平行，為丙庚，（本篇卅一）而與甲己線遇

于庚，則得己戊丙庚平行方形，與甲乙丙

角形等。（論曰：略） 

3. 化平行四邊形為三角形 

章 IV-8：有平行方形，求作三角形與之等，而三角形一角如所設角等。87 

《要法》章 IV-5 的作法與《原本》題 1-42「法曰」的內容一致，此亦見於「丁
本」Pro.I-42。其過程需引用《原本》題 1-10、題 1-23、題 1-31 為先備知識，88這些

雖在《要法》章 I-7、章 III-11、章 I-10已陸續介紹，但《要法》無任何註記。理論上，

                                                 
87 據《要法》第四卷目錄可知：章 IV-8內文原題敘述中的「一」字空而未見，「四庫本」亦缺「一」字，
但直接合為「三角形角如所設角等」，而「集成本」則無此缺字。 

88 Heath的標準版（p.1-339）未將題 I.1 0納入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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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IV-5 的作圖結果不唯一，此處介紹的方法是彼此「等高」的特殊情況。章 IV-8 的
作法未見載於《原本》，但「丁本」Pro.I-44有，詳見本論文第肆章第一節的「四邊形
篇」。 

4. 化三角形為平行四邊形（下） 

章 IV-9：一直線上，求作平行方形，與所設
三角形等，而方形角又與所設角等。 

設甲線、乙角形、丙角，求于甲線上作平行

方形，與乙角形等，而有丙角。先依本卷

第五章法，作丁戊己庚平行方形，與乙角

形等，而戊己庚角，與丙角等。次于庚己

線引長之，作己辛線。次作辛壬線，與戊

己平行。次于丁戊引長之，與辛壬線遇于

壬。次自壬至己，作對角線，引出之，又

自丁庚引長之，與對角線遇于癸。次自癸

作直線，與庚辛平行。又于壬辛引長之，

與癸線遇于子。末于戊己引長之，至癸子

線得丑，即己丑子辛平行方形，如所求。

如欲即于甲線立形，則先依本章法，作己

辛子丑方形。 

題 1-44：一直線上，求作平行方形，
與所設三角形等，而方形角有與所

設角等。 
法曰：設甲線、乙角形、丙角，求于

甲線上，作平行方形，與乙角形

等，而有丙角。先作丁戊己庚平行

方形，與乙角形等，而戊己庚角與

丙角等。（本篇四二）次于庚己線引

長之，作己辛線與甲等。次作辛壬

線與戊己平行。（本篇三一）次于丁

戊引長之，與辛壬線遇于壬。次自

壬至己作對角線，引出之，又自丁

庚引長之，與對線角遇于癸。次自

癸作直線與庚辛平行，又于壬辛引

長之，與癸線遇于子。 
 

次于甲線一界作寅角，如辛己丑角等。次

取寅卯，如己丑等。末成平行方形，即得

所求。 

末于戊己引長之至癸子線，得丑，

即己丑子辛平行方形如所求。（論

曰：略） 

《要法》章 IV-9 的作法與《原本》題 1-44「法曰」的內容一致，此亦見於「丁
本」Pro.I-44。其過程需引用《原本》題 1-42 和題 1-31 為先備知識，這些在章 IV-5
和章 I-10已有介紹，《要法》此處雖也仿效《原本》，但僅在前者加註「依本卷第五章
法」等字，後者則是隻字未提。而從章 IV-9 末另補充所謂「于甲線立形」之法，才
驚覺原來《原本》題 1-44從頭到尾並未依「法曰」所指的作圖條件：「于甲線上作平
行方形」，反倒是作成「平行方形之一邊與甲線等」的情況，此在「丁本」亦同，Heath
的標準版（v.1, pp.341-345）是直接在指定的線段上作圖，無此落差。理論上，章 IV-9
的作圖結果可有無限多種，此處所介紹的方法為兩形「等高」的特殊情況。 

5. 化正五邊形為平行四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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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IV-6：有多邊直線形，求作一平行方
形與之等，而方形角又與所設角等。 
設甲乙丙五邊形、丁角，求作平行方形，

與五邊形等，而有丁角。先分五邊形

為甲、乙、丙三三角形。89次依前章

法，作戊己庚辛平行方形與甲等，而

有丁角。次于戊辛、己庚兩平行線引

長之，作庚辛壬癸平行方形與乙等，

而有丁角。末復引前線，作壬癸子丑

平行方形與丙等，而有丁角。即此三

形，并為一平行方形，與甲、乙、丙

併形等，而有丁角。自五邊以上，可

至無窮，俱倣此法。 

題 1-45：有多邊直線形，求作一平行方形
與之等，而方形角有與所設角等。 
法曰：設甲乙丙五邊形、丁角，求作平行

方形與五邊形等，而有丁角。先分五邊

形為甲、乙、丙三三角形。次作戊己庚

辛平行方形，與甲等而有丁角。（本篇四

二）次于戊辛、己庚兩平行線引長之，

作庚辛壬癸平行方形，與乙等而有丁

角。（本篇四四）末復引前線，作壬癸子

丑平行方形，與丙等而有丁角。（本篇四

四）即此三形并為一平行方形，與甲、

乙、丙并形等而有丁角。自五以上，可

至無窮，俱倣此法。（論曰：略） 

《要法》章 IV-6 的作法與《原本》題 1-45「法曰」的內容一致，此亦見於「丁
本」Pro.I-45。雖以五邊形為例解說，但最後不忘點出 n 邊形（n≧5）的處理手法，
以符合題意。其過程需引用《原本》題 1-42、題 1-44 為先備知識，這些在《要法》
章 IV-5、章 IV-9各有介紹，而章 IV-6恰出現在兩者之間，卻僅有註記「依前章法」
等字。理論上，章 IV4-6的作圖結果亦不唯一，此處介紹的方法承自章 IV-5和章 IV-9，
亦為「等高」的情況。 

（三）面積加減 

1. 化多正方形為單正方形 

章 IV-7：有多直角方形，求并作一直角
方形，與之等。 
如五直角方形，以甲、乙、丙、丁、戊

為邊，任等、不等，求作一直角方形

與五形等。先作己庚辛直角，而己庚

線與甲等、庚辛線與乙等。次作己辛

線，旋作己辛壬直角，而辛壬與丙等。

次作己壬線，旋作己壬癸直角，而壬

癸與丁等。次作己癸線，旋作己癸子

直角，而癸子與戊等。末作己子線，

而己子線上所作直角方形，即所求。 

題 1-47增 3：多直角方形，求并作一直角
方形，與之等。 
法曰：如五直角方形，以甲、乙、丙、丁、

戊為邊，任等、不等，求作一直角方形

與五形并等。先作己庚辛直角，而己庚

線與甲等，庚辛線與乙等。次作己辛線，

旋作己辛壬直角，而辛壬與丙等。次作

己壬線，旋作己壬癸直角，而壬癸與丁

等。次作己癸線，旋作己癸子直角，而

癸子與戊等。末作己子線。題言己子線

上所作直角方形即所求。（論曰：略） 

《要法》章 IV-7的作法與《原本》題 1-47三增題「法曰」的內容一致，此亦見
於「丁本」Pro.I-47的「Scholivm 6」中。《原本》「論曰」的證明僅舉前兩則作圖論說，
其餘便以「餘倣此推顯，可至無窮」來依此類推。此增題未見於標準版，但 Heath曾
點出此一推廣變化。 

                                                 
89《要法》之「三角」二字原以註記的方式呈現，可能是原誤刻成「甲乙丙三角形」，後經發現而作的權

宜修正，《四庫》所抄仍是「甲、乙、丙三（三角）形」，《集成》所見則已改為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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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化兩正方形為雙正方形 

章 IV-10：設不等兩直角方形，如一以甲
為邊，一以乙為邊，求別作兩直角方

形自相等，而并之又與元設兩形并等。

先作丙戊線，與甲等。次作戊丙丁直角，

而丙丁線與乙等。次作戊丁線相聮。

末于丙丁戊角、丙戊丁角各作一角，

皆半于直角，己戊、己丁兩腰，相遇

于己而等，即己戊、己丁兩線上所作

兩直角方形自相等，而并之又與丙

戊、丙丁上所作兩直角方形等。 

題 1-47增 2：設不等兩直角方形，如一以
甲為邊，一以乙為邊，求别作兩直角方

形，自相等而并之又與元設兩形并等。

法曰：先作丙戊線，與甲等。次作戊丙丁

直角，而丙丁線與乙等。次作戊丁線相

聮。末于丙丁戊角、丙戊丁角各作一

角，皆半于直角。己戊、己丁兩腰遇于

己（公論十一）而等，（本篇六）即己戊、

己丁兩線上所作兩直角方形，自相等，

而并之又與丙戊、丙丁上所作兩直角方

形并等。（論曰：略） 

《要法》章 IV-10的作法與《原本》題 1-47二增題「法曰」的內容一致，此亦見
於「丁本」Pro.I-47的「Scholivm 4」中。其過程所套用的公論 11即為現行的平行設
準：「有二横直線，或正或偏，任加一縱線，若三線之間，同方兩角小於兩直角，則

此二横直線，愈長愈相近，必至相遇。」而《原本》題 1-6「三角形，若底線兩端之
兩角等，則兩腰亦等。」則是等腰三角形的幾何性質。題 1-47 的 4 個增題皆未見於
Heath的標準版，但其一般性求作斜邊的命題，可分別可見於第十卷、第十一卷：「有
兩不等線，求等於兩線正方較積之正方，⋯，又有兩線，求等於兩線正方和積之正方」、

「求取未點，令未天之正方，等于甲乙、丑天之二正方較積。」90 

3. 化兩多邊形之差為平行四邊形 

章 IV-11：兩直線形不等，求相减

之較幾何。91 
甲與乙兩直線形，甲大于乙，以乙

减甲，求較幾何？先任作丁丙己

戊平行方形，與甲等。次于丙丁

線上，依丁角，作丁丙辛庚平行

方形，與乙等，即得辛庚戊己為

相减之較矣！ 

題 1-45增：兩直線形不等，求相减之較幾何？

法曰：甲與乙兩直線形，甲大于乙，以乙减甲，

求較幾何？先任作丁丙己戊平行方形，與甲

等。次于丙丁線上，依丁角作丁丙辛庚平行

方形，與乙等，（本題）即得辛庚戊己為相减

之較矣！何者？丁丙己戊之大于丁丙辛

庚，較餘一辛庚戊己也！則甲大于乙，亦辛

庚戊己也！ 

《要法》章 IV-11的作法與《原本》題 1-45增題「法曰」的內容一致，此亦見於
「丁本」Pro.I-45的「Scholivm」中。過程中需引用《原本》題 1-45為先備知識，此
雖在章 IV-6已有介紹，但《要法》未加註記。理論上，章 IV-6的作圖結果並無限制，
只是在完全不介紹任何面積公式的《原本》中，習慣以平行四邊形來呈現彼此間的面

積加減關係。 

                                                 
90 引自李、偉版題 10-14之「例」（葉 14b~15a）與題 11-23之「附」（葉 26b），Heath的標準版則分別安
排在題 X-13、XI-23（v.3, p.36、p.318）之引理（Lemma），但題 X-13的引理僅見「較積」之內容。 

91《要法》原刻誤作「求相『等』之較」，《集成》及《四庫》迻錄之誤相同而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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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圓變換 

1. 化圓為方  章 IV-12：有圜，求作一直角方形與之等。 

2. 化方為圓  章 IV-13：有直角方形，求作一圜與之等。 

3. 化多邊形為圓、化圓為多邊形 

推用一法：依兩章方圓、圓方之法，可推任有直線形，可作一圜與之等。

又任設一圜，可作直線形與之等。92 

「化方為圓、化圓為方」是古希臘三大作圖難題之一，章 IV-12、IV-13與「推用
二法」皆未見載於《原本》，艾儒略描述道：「方圓、圓方之法，自古名賢究析而未凖，

吾師丁先生《幾何》六卷之末設此神法。」詳見本論文第肆章第一節的「方形篇」。 

（五）四邊形小結 

《要法》第四卷的作圖題共有 11章 13法，其題型可相應於《原本》的題 1-42、
題 1-44、題 1-45、題 1-45增、題 1-46、題 1-47增 2、題 1-47增 3、題 2-14，內容皆
截取其「法曰」，而略去「論曰」，其中有 5法未見於《原本》，但皆收在「丁本」中，
而這 5法之中，有 4法即是 Clavius方圓互換的神法。93 

 
 

                                                 
92 此「推用一法」實包含兩種題型，今依《要法》前卷的計算習慣，將之計為二法。 
93 第五法是《要法》章 IV-8 的「化平行四邊形為三角形」作圖，但該題未安排在《要法》「論三角形」
的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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