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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幾何原本》的形成與傳入中國 

明清時期中國所譯之《幾何原本》為十五卷，前十三卷是在西元前三百年左

右由歐幾里得（Euclid，約 360B.C.－280B.C.）編纂而成，第十四、十五卷則是

在西元前二世紀初年與西元六世紀初年，各為希普西克勒斯（Hypsicies，約公元

175 年）與大馬薩斯（Damascius）所撰。1《幾何原本》主宰西方數學直至非歐

數學興起，它在西方數學史的地位，應可與《九章算術》在中國數學史媲美，而

《幾何原本》在十六世紀以後便陸續被譯成歐洲各國文字流傳。 

近代西洋學術大規模傳進中國，大抵上分為兩個時期，前是明末清初，《幾

何原本》前六卷由耶穌會傳教士利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與徐光啟合

譯，並於一六 O 七年完成中譯刊行，為中國最早完成中譯的西方數學著作，2後

則為清末鴉片戰爭之後迄今，大量西學傳入中國，而《幾何原本》的後九卷由基

督新教傳教士偉烈亞力（Alexander Wylie, 1815－1887）與李善蘭合譯於一八五

七年刊行。後九卷與前六卷的刊行前後相差二百五十年，實為中國數學注入一股

新血，因中國傳統數學到了明代進入了衰退時期，3這股新血，有助於中國數學

的復興，筆者試著從《幾何原本》形成的時代背景，發展過程及如何傳入中國、

與前六卷的中譯、後九卷的中譯於本章以下各節討論。 

2.1《幾何原本》的形成的背景與發展 

古代希臘在地理疆城上，包括巴爾幹半島南部 、小亞細亞半島西部、意大

利半島南部、西西里島及愛琴海諸島等地區。這裡長期以來由許多大小奴隸制城

邦國組成，直到約公元前 325 年，亞歷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征服了希

臘和近東、埃及， 他在尼羅河口附近建立了亞歷山大里亞城（Alexandria）。亞

歷山大大帝死後（323B.C.），他創建的帝國分裂為三個獨立的王國，但仍聯合

在古希臘文化的約束下，史稱希臘化國家。統治了埃及的托勒密一世（Ptolemy the 
First）大力提倡學術，多方網羅人才，在亞歷山大里亞建立起一座空前宏偉的博

物館和圖書館，使這裡取代雅典，一躍而成為古代世界的學術文化中心，繁榮幾

達千年之久！ 

希臘人的思想毫無疑問地受到了埃及和巴比倫的影響，但是他們創立的數學

與前人的數學相比較，卻有著本質的區別，其發展可分為雅典時期和亞歷山大時

期（前、後）兩個階段。 

2.1.1 雅典時期（600B.C.－300B.C.）  

                                                 
1 參閱自凡異出版社編，《世界數學簡史》，頁 118。 
2 參閱自李儼、杜石然，《中國古代數學簡史》，頁 227。 
3 參閱自梅榮照編，《明清數學史論文集》，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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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時期始於泰勒斯（Thales，約 625B.C－約 547B.C.）為首的伊奧尼亞學

派（Ionians），其貢獻在於開創了命題的證明，為建立幾何的演繹體系邁出了第

一步。4從此數學從具體的、實驗的階段過渡到抽象的、理論的階段，逐漸形成

一門獨立的、演繹的科學。5 

稍後有畢達哥拉斯（Pythagoras，560B.C.－約 480B.C.）領導的學派，它存

在的時間達兩世紀之久，影響之大遠遠超過前一個學派，6這是一個帶有神秘色

彩的政治、宗教、哲學團體，以「萬物皆數」作為信條，7將數學理論從具體的

事物中抽象出來，予數學以特殊獨立的地位。亞里斯多德曾說：「畢氏學派認為

數是實體的最根本成分，數如果離開意念的實體就不能存在。」8不可公度量或

無理量的發現，或許是這個學派最大的貢獻，但卻與他們的信條抵觸。他們認為

萬物都可以用數來表示，所謂數，就是自然數與分數。除此之外，他們不認識也

不承認有別的數。無理量的發現表明有些量不能用數來表示。這對他們的信條是

一個致命的打擊。他們惶恐不安，妄圖用保密的辦法來掩蓋這一事實，9但實際

上只能是掩耳盜鈴。10 

公元前 480 年以後，雅典成為希臘的政治、文化 中心，各種學術思想在雅

典爭奇鬥艷，演說和辯論時有所見，在這種氣氛下，數學開始從個別學派閉塞的

圍牆裡跳出來，來到更廣闊的天地裡。 

第一個雅典的學派是詭(巧)辯學派。11在政治上，雅典實行民主政治，而民

主制度的精隨，是崇尚公開的精神，在公開的討論或辯論中，要獲得勝利，必須

要雄辯、修辭、哲學及數學等方面的知識，於是「巧辯學派」應運而生，巧辯學

派的學者經常出入群眾的集會場所，發表應時的演說。他們以教授學生雄辯術、

修辭學、文法、邏輯、數學、天文等科為職業。最著名的學者有普羅泰戈拉

（Protagros，約 481B.C.－約 411B.C.）、高爾吉亞（Gorgias，約 487B.C.－約

380B.C.）、希比阿（Hippias，公元前 400 前後）及安蒂豐（Antiphon，約 480B.C.
－411B.C.）等人，這個學派的數學研究中心是幾何三大問題：1.化圓為方；2.
三等分任意角；3.倍立方。12雖然十九世紀已陸續證明三大幾何作圖是不可能完

成的，13許多數學成果都是人們為解決三大幾何作圖的副產品（希臘人的興趣在

於從理論上去解決這些問題，是幾何學從實際應用向演繹體系靠攏的又一步。正

因為三大問題不能用尺規解出，往往使研究者闖入未知的領域中，作出新的發

                                                 
4 參閱自林炎全、洪萬生、楊康景松譯，《數學史-數學思想的發展》上冊，頁 33。 
5 引自梁宗巨，《世界數學通史》上冊，頁 224。 
6 引自梁宗巨，《世界數學通史》上冊，頁 226。 
7 參閱 Victor J.Katz 著，李文林等譯，《數學史通論》，頁 41。 
8 參閱自林炎全、洪萬生、楊康景松譯，《數學史-數學思想的發展》上冊，頁 33-34。 
9 林傑斌譯，《天才之旅-偉大定理的創立》，頁 11-12。提到畢達哥拉斯的門徒希伯塞斯（Hippasus）

發現正方形邊長與對角線不可公度，明顯推翻畢達哥拉斯學派認為所有線段皆可公度的看

法，畢達哥拉斯學派學者對希伯塞斯所造成的困擾感到非常生氣，甚至把他帶到遙遠的地中

海後，將它擲入海中將他淹死。如果這個傳說是正確的話，這顯示出即使在嚴謹的數學訓練

中，違反權威的自由仍是相當危險的。 
10 引自梁宗巨，《世界數學通史》上冊，頁 241。 
11 引自林炎全、洪萬生、楊康景松譯，《數學史-數學思想的發展》上冊，頁 41。 
12 參閱梁宗巨，《世界數學通史》上冊，頁 250-252。 
13 參閱李文林主編，《數學珍寶》，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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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圓錐曲線就是最典型的例子；「化圓為方」問題亦導致了圓周率和窮竭法的

探討，及許多三四次曲線和某些超越曲線等）。14 

畢氏學派發現不可公度量，使得希臘人面對一個新的難題－連續和不連續的

關係。關於連續和不連續的關係由埃利亞學派的芝諾（Zeno，約 490B.C.－約

430B.C.）之闡揚而喧騰一時。15流傳下來的悖論中，其中四個為運動學著名的悖

論（二分說、追龜說、飛箭靜止說、運動場問題）16，迫使哲學家和數學家深入

思考無窮的問題。 

原子論學派的創始人是勒希普斯（Leucippus），曾是芝諾的學生，後來學

派的代表人物是德謨克利特（Democritus，約 460B.C.－約 370B.C.），因此有些

參考資料將之列入埃利亞學派。17德謨克利特一生專心向學，死時甚為貧困，寫

了 60 多種的著作，幾乎遍及當時的學術部門，包括哲學、邏輯、數學（幾何、

數論、透視學）18、物理、心理、倫理、教育、藝術等。原子論的基本觀點是認

為萬物的本源是「原子」（atom），希臘文是不可分割的意思。德謨克利特將原

子的觀點引申到數學中，認為線、面積和立體也是由不可在分割的原子構成的。

計算體積就等於將這些原子集合起來。這種看法已孕育著近代積分論的萌芽。19 

哲學家柏拉圖（Plato，427B.C.－347B.C.）在雅典創辦著名的柏拉圖學園

（Academia），20柏拉圖專心致志地教學、著述和培養數學家，21幾乎所有西元

前第四世紀重要的數學成就，都是柏拉圖的朋友或學生的傑作，22柏拉圖學園成

為早期畢氏學派和後來長期活躍的亞歷山大學派之間聯繫的紐帶。歐多克索斯

（Eudoxus，約 408B.C.－355B.C.）是該學園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創立了同時

適用於可公度量及不可公度量的比例理論。23從泰勒斯（Thales，約 625B.C－約

547B.C.）以來，每個學派對數學的演繹法的介紹都做過某些貢獻，但無疑地，

在顯明公設基礎上建立起演繹體系的正是歐多克索斯，需要了解和操作無理數是

                                                 
14 參閱李文林主編，《數學珍寶》，頁 124。林炎全、洪萬生、楊康景松譯《數學史-數學思想的

發展》上冊，頁 42。 
15 參閱林炎全、洪萬生、楊康景松譯，《數學史-數學思想的發展》上冊，頁 38-39。 
16 參閱梁宗巨，《世界數學通史》上冊，頁 266-267。他的悖論記載在亞里斯多德的《物理學》

（Physics）中，亞里斯多德是為了批判才記下芝諾的論點的，現在反倒成為了解芝諾悖論的

主要依據。於 2.2 節詳述。 
17 見林炎全、洪萬生、楊康景松譯，《數學史-數學思想的發展》上冊，頁 41。即列入埃利亞學

派的看法。 
18 見同上書，頁 41。提出「許多關於幾何學，數論，及連續線和連續體的著作；在幾何學方面

的創作很可能是歐式《幾何原本》的先河。」 
19 參閱梁宗巨，《世界數學通史》上冊，頁 270-271。 
20 見梁宗巨，《世界數學通史》上冊，頁 273。提出：這所學園一直存在到 529 年拜占庭皇帝查

士丁尼（Justinian）下令關閉所有的希臘學校為止，前後延續九百多年，時間之長在歷史上也

是罕見的。以學園為中心，自然形成一個相當強大的學派。 
21 參閱 M.克萊茵著、張祖貴譯，《西方文化中的數學》，頁 31。 
22 參閱林炎全、洪萬生、楊康景松譯，《數學史-數學思想的發展》上冊，頁 47。柏拉圖本身對

於這些作品的潤飾下了許多工夫。 
23 參閱梁宗巨，《世界數學通史》上冊，頁 277-279。根據亞里斯多德的記述和後來許多評注家

的分析，歐幾里得《幾何原本》的卷 V 和卷 XII 主要取材於歐多克索斯的工作。當然有的工

作還散見於卷 VI，X 和 XIII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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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個工程一向不可置疑的理由。24柏拉圖的學生亞里士多德（Aristotle，384B.C.
－322B.C.）從 18 歲開始一直在雅典的柏拉圖學園從事研究，直到公元前 347 年

柏拉圖去世，離開學園。公元前 343 年，亞里士多德應馬其頓國王菲利普二世

（Philip II）的邀請，去當菲利普兒子亞歷山大（Alexander）的老師，亞歷山大

在公元前 335 年繼承王位後，成功地征服了地中海國家，同時亞里士多德返回雅

典建立自己的學派－呂園學派（the Lycem,），25亞里士多德是形式主義的奠基

者，也處理了數學的基本原理，他區分了公理與設準之間的不同。公理對所有的

科學都是真的，設準則是各個科學之可接受的第一個原理。他也將邏輯原理加入

公理之中，例如矛盾律、26排中律、27這些是數學中的間接證法 (indirect proof)
之依據，及等量加等量或等量減等量結果相等。設準不一定是自明的，但它們可

被它們自己所導出來的結果加以驗證；公理、設準應盡可能地減少，只求它們能

幫助我們證明所需要的結果，28其邏輯思想為日後將幾何學整理在嚴密的邏輯體

系之中開闢了道路。 

2.1.2 亞歷山大時期（300B.C.-641A.D.） 

這一階段以公元前 30 年羅馬帝國吞并希臘為分界，分為前後兩期。 

2.1.2.1 亞歷山大前期（300B.C.－30B.C.） 

亞歷山大前期出現了希臘數學的黃金時期，代表人物是名垂千古的三大幾何

學家：歐幾里得（Euclid，約 360B.C.－約 280B.C.）、阿基米德（Archimedes，
287B.C.－212B.C.）及阿波羅尼斯（Appollonius，約 262B.C.－約 190B.C.）。 

歐幾里得總結古典希臘數學，用公理方法整理幾何學，寫成 13 卷《幾何原

本》（Elements），這部劃時代歷史巨著的意義在於它樹立了用公理法建立起演

繹數學體系的最早典範。於 2.2 節再來詳述。 

亞歷山大前期第二個大數學家是阿基米德，29力學家和機械師。他將實驗的

經驗研究方法和幾何學的演繹推理方法有效地結合起來，使力學科學化，既有定

性分析，又有定量計算。他首次證明槓桿原理，應利用這一原理找到物體和圖形

的重心；同時他還首次證明了流體靜力學原理，30阿基米德在純數學領域涉及的

範圍也很廣，其中一項重大貢獻是建立多種平面圖形面積。公元前 225 年左右，

阿基米德完成一篇題為《論圓的測量》（Measurement of a Circle）的短文，利用

「雙重歸謬證法」（double reductio ad absurdum），證出命題一：圓的面積等於

                                                 
24 參閱林炎全、洪萬生、楊康景松譯，《數學史-數學思想的發展》上冊，頁 55。 
25 參閱 Victor J.Katz 著，李文林等譯，《數學史通論》，頁 45。 
26 矛盾律 (the law of contradiction)：即一個命題不可能同時真與假。 
27 排中律 (the law of excluded middle)：即一個命題只有真或假。 
28 參閱林炎全、洪萬生、楊康景松譯，《數學史-數學思想的發展》上冊，頁 57-59。 
29 參閱梁宗巨，《世界數學通史》上冊，頁 326。數學家貝爾（Eric Temple Bell，1883－1960）

說：任何一張列出有史以來三個最偉大的數學家的名單中，必定包括阿基米德，另兩位通常

是牛頓和高斯。尤以阿基米德的影響更深邃久遠。 
30 參閱 Victor J.Katz 著，李文林等譯，《數學史通論》，頁 82-85。利用槓桿原理不僅可以得到幾

何的結果，還可以得到物理結果。王冠與洗澡的偶然事件把阿基米德引入一個全新的研究領

域－流體靜力學。 



第 2 章《幾何原本》的形成與傳入中 

 9

一個以圓半徑為高、圓周長為底的直角三角形的面積。31在他所有著作中，最偉

大的傑作是一部名叫《論球體與圓柱體》（On the Sphere and the Cylinder）的兩

大冊著作，阿基米德引用了歐幾里得《幾何原本》XII，2 的證法（窮竭法）建

立命題 6：只要邊數足夠多，圓外切正多邊形的面積 C 與圓內接正多邊形 I 的差

可以任意小。32還探討了螺旋線、錐體與球體幾何，而且他還運用一個無窮幾何

級數之和去求拋物線下的面積。而後者－求曲線下面積－屬於微積分的範圍，由

此可見阿基米德早已遠超過他所處時代應有的成就。33 

亞歷山大圖書館館長埃拉托塞尼（Eratosthenes，約 276B.C.－約 195B.C.）
是這一時期有名望的學者，也是阿基米德的好友，一生大多數的時間在亞歷山大

渡過，阿基米德對他的評價很高。雖然學術成就比不上阿基米德，但他有 Beta
的綽號，意指「名列第二」，曾著有《地理學》（Geographica），《地球的測量》

（On the measurement of the earth），《倍立方問題》（On the duplication of the 
cube），《柏拉圖》（Platonicus）等書，可惜很少流傳下來。埃拉托塞尼另一個

膾炙人口的發明是尋找素數（質數）的方法。它記載於尼科馬霍斯（Nicomachus，
約 100A.D.前後）的《算術入門》（Introduction to Arithmetic）第 13 章，其方法

為將所有的奇數列寫出來，在分別刪去 3 的倍數、5 的倍數、……未被刪去的數

即為素數（質數）。34 

圓錐曲線理論的起源甚為模糊，但它一定與被立方體問題有關，早在公元前

5 世紀，希波克拉底（Hippocrates）已經將倍立方體歸結為二次比的問題，及對

一個稜長為 a 的立方體，在 a 與 2a 之間確定 x 和 y，使得 : : : 2a x x y y a= = ，用現

在的術語來講，即為 2x ay= ， 2 2y ax= ， 22xy a= ，前兩個是拋物方程，第三個是

雙曲線方程。梅內赫莫斯（Menaechmus，公元前 4 世紀）是研究滿足上述代數

性質的第一人，公元前 4 世紀末，已有兩本涉及圓錐曲線的著作，分別為由阿里

斯托斯（Aristaeus，公元前 4 世紀）和歐幾里得所著，這兩本著作均已失傳，但

從阿基米德關於圓錐曲線基本定理的廣泛參考文獻中可以了解它們的內容，《幾

何原本》卷六更把圓錐定義為已知直角三角形一直角邊為軸

旋轉所得的立體，然後按圓錐頂角大小分為直角、鈍角和銳

角圓錐，用垂直於母線（已知直角三角形的斜邊）的平面截

這個圓錐，分別得到拋物線、雙曲線和橢圓（如圖一）。35阿

波羅尼斯的《圓錐曲線論》（Conic Sections）把前輩所得到

的圓錐曲線知識，予以嚴格的系統化，並做出新的貢獻，提

出： 

從與圓不在同一平面上的一點做與圓周相交的直線，如

果該點固定，把所做直線沿圓周旋轉，……，那麼生成

                                                 
31 參閱林傑斌譯，《天才之旅-偉大定理的創立》，頁 101-112。 
32 參閱梁宗巨，《世界數學通史》上冊，頁 347。 
33 參閱林傑斌譯，《天才之旅-偉大定理的創立》，頁 113-120。 
34 參閱梁宗巨，《世界數學通史》上冊，頁 369-374。依照尼科馬霍斯的分類，2 並不包括在素數

之中。 
35 參閱 Victor J.Katz 著，李文林等譯，《數學史通論》，頁 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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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圓錐曲線的截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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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曲面是一個圓錐面，固定點是頂點，頂點到圓心的直線是軸，圓稱做圓錐

的底。36 

阿波羅尼斯所做的圓錐面即現在的對頂斜圓錐，一般而言，對頂斜圓錐的軸

線與底圓並不垂直，與軸和底圓垂直者並無不同，阿波羅尼斯先用過軸線的平面

來定義三種曲線，當此平面與底圓的交線 BC 是底圓的直徑時，則稱三角形 ABC
為軸線三角形。與底圓相交於 ST，且 ST 垂直 BC 或 BC 的延長線的平面截圓錐

後所得的曲線分別定義了拋物線、橢圓和雙曲線（ //EG AC 、 EG 與軸線三角形

交兩邊和 EG 與軸線三角形的一邊及另一邊 CA 的延長線相交），更分別得到了

如現今方程般的比例線段， 2y px= 、 2 ( )
2
py x p x
a

= + 和 2 ( )
2
py x p x
a

= − ，阿波

羅尼斯的《圓錐曲線論》8 大卷，將圓錐曲線的性質網羅殆盡，幾乎使後人無插

手的餘地。直至 17 世紀的巴斯卡（B. Pascal）、笛卡兒，利用解析幾何的方法，
37才有實質性的推進。38 

2.1.2.2 亞歷山大後期（30B.C.－641A.D.） 

亞歷山大後期是在羅馬人統治下的時期，幸好希臘的文化傳統未被破壞，學

者還可繼續研究，然而已沒有前期那種磅礡的氣勢。這時期出色的數學家有海龍

（Heron）、門納勞斯（Menelaus，孟氏）、尼科馬霍斯（Nicomachus，約 100A.D.
前後）、托勒密（Plolemy，約 100A.D.－178A.D.）、丟番圖（Diophantus）和帕

波斯（Pappus）等。茲簡介如下： 

海龍（Heron）約公元 62 年前後活躍於亞歷山大，39有關他的著作有《度量

論》（Metrica）、《測量儀器》（On the Diotra）、《氣體力學》（Pneumatica）、

《自動機建造技術》（On the art of constructing automata 或《自動舞台》（The 
automaton-theatre））、《武器製造法》（Beloptïca）及幾何學方面的著作有《定

義》（Definitiones）、《幾何》（Geometria）、《測量》（Geodaesia）、《測

體績學》（Stereome-trica），他的特點是多才多藝，在著作中大量引入前人的成

果，如經常提到阿基米德、狄俄尼索多羅（Dionysodorus，約公元前 2－3 世紀）、

歐多克索斯（Eudoxus，約 408B.C.－355B.C.）、柏拉圖、埃拉托塞尼（Eratosthenes，
約 276B.C.－約 195B.C.）。在論證中並不十分講究傳統的嚴格性，而是大膽地

使用某些經驗性的近似公式，特別注重數學的實際應用，他發明各種精巧的器

械，比理論上的成就更為人們所推崇。40在《度量論》（Metrica）一書中提到的，

                                                 
36 引自 Victor J.Katz 著，李文林等譯，《數學史通論》，頁 93。該書引自阿波羅尼斯的《圓錐曲

線論》的前三卷，轉引自 R. Catesby Taliaferro 的譯本：Great Books. 
37 參閱 Victor J.Katz 著，李文林等譯，《數學史通論》，頁 92-101。 
38 參閱梁宗巨，《世界數學通史》上冊，頁 374-392。 
39 參閱同上書，頁 404-405。 
40 參閱同上書，頁 405-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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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所津津樂道的海龍（Heron）公式（三角形求面積之術），41關於海龍（Heron）
公式，中國的數學史上也有不少人有過著墨。42 

門納勞斯（Menelaus，孟氏）是三角學的奠基者。在托勒密（Plolemy，約

100A.D.－178A.D.）的《大成》（Almagest）中記載了門納勞斯的兩次天文觀測，

時間在公元 98 年，由此推斷門納勞斯應該在公元 100 年前後活動於亞歷山大及

羅馬，《球面學》（Sphaeruca）為門納勞斯的精心傑作，也因為此書，門納勞

斯被尊稱三角學的奠基者，其中最為人熟知的孟氏定理，43也被其使用至球面三

角。44 

尼科馬霍斯（Nicomachus，約 100A.D.前後）隸屬於畢氏學派，45在柏拉圖

所認定的數學四個支系－算術、幾何、音樂和天文－尼科馬霍斯認定算術為其他

四支系之母，在其著作《算術入門》（Introduction to Arithmetic）上卷第 4 章寫

道： 

四法中哪一種必須先學？顯然應該是最先存在的、最原始的和最根本的，它

是一切學術之母，這就是算術。這不僅僅是因為它在上帝心中先其他一切而

存在，被造物主奉為圭臬，依賴它使所創造的萬物井然有序達到應有的目

標；而且還因為它若不存在，其他科學就不會存在，但反過來，其他科學即

使被取消，算術仍能存在。正像「動物」先行于「人」一樣，「動物」不存

在，「人」自然不會存在，而「人」不存在，不足以使「動物」不存在。46 

《算術入門》（Introduction to Arithmetic）有系統、有次序、清楚地把正整

數及其比值的運算表達出來，而且還能擺脫幾何學的束縛，這些觀念雖非此書的

創見，但它卻是很有用的編撰。他被沿用為算術教本，大約有千年之久，自此，

算術便取代幾何學而成為學習的主流。47 

托勒密（Plolemy，約 100A.D.－178A.D.）是古代西方天文學集大成之學者。

他的重要著作《大成》（Almagest）在 15 世紀哥白尼之前一直被奉為權威。48《大

成》（Almagest）共分成 13 卷，在第 1 卷便附有一張弦表，49而弦表的完成除大

量的計算員的幫助之外，托勒密定理推出來的和角與差角公式的幫助也是不言可

                                                 
41 

2
a b cs + +

= ， ( )( )( )s s a s b s cΔ = − − −  

42 參閱《HPM 台北通訊》9(4)（2006）。海龍公式專輯。 
43 應該是門納勞斯（Menelaus，孟氏）之前的產物，但收列使用於其《球面學》（Sphaeruca）中。

也因此以他的名字命名。 
44 參閱梁宗巨，《世界數學通史》上冊，頁 418-423。 
45 參閱林炎全、洪萬生、楊康景松譯《數學史-數學思想的發展》上冊，頁 146。 
46 引自梁宗巨，《世界數學通史》上冊，頁 427。 
47 參閱林炎全、洪萬生、楊康景松譯，《數學史-數學思想的發展》上冊，頁 147-148。 
48 地心說 V.S.日心說。地心說：天求每天繞地球一周，有兩種可能解釋，一為地球不動，天球旋

轉；另一整是天球不動，地球旋轉。假定是地球旋轉，那麼空氣是否跟著轉呢？如果空氣不

轉，那我們必定看到狂風大作；如果說空氣附在地面上，也跟著轉，但輕飄飄的浮雲，並不

附在地面上，有時反而向東而不是向西飛去呢。 
49 世界上最早的三角函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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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的，50 有了弦表後，托勒密就能夠解決平面三角與球面三角等各種屬於三角

學範圍的問題了。 

公元 3 世紀，亞歷山大的數學出現了第二個發展的高潮，其影響之大，僅次

於公元前 3 世紀的「黃金時代」，因此被史家稱為「白銀時代」，代表人物是丟

番圖（Diophantus）和帕波斯（Pappus）。51丟番圖的代數學在希臘數學中獨樹

一幟；帕波斯的工作是前期學者研究成果的總結和補充。之後，希臘數學處於停

滯狀態。 

丟番圖（Diophantus）活耀的年代約為公元 250 年前後，52關於他的生平我

們知之甚少，在一本《希臘詩文選》（The Greek Anthology 約公元 500 年前後）

收錄了丟番圖奇特的墓誌銘： 

這塊墓地裡躺著丟番圖， 

多令人驚訝阿， 

它忠實地紀錄了所經歷過的道路。 

上帝給予的童年佔六分之一， 

又過十二分之一，兩頰長鬍， 

在過七分之一，點燃起結婚的蠟燭。 

五年之後天賜貴子， 

可憐晚道的寧馨兒， 

壽僅及其父之半，便進入冰冷的墓。 

悲傷只能用數論的研究去彌補。 

又過了四年，他也走完人生的旅途。53 

這相當於方程
1 1 1 15 4 84
6 12 7 2

x x x x x x+ + + + + = ⇒ =  

由此可知他享年 84 歲。 

他的影響通過他的主要著作《算術》而綿及現代，《算術》共分成十三卷，

只有六卷在希臘保存下來，另外有四卷最近發現其阿拉伯文的版本，但似乎不是

丟番圖原著的譯本。他引進了符號，埃及人和巴比倫人是用文字來表述方程，而

丟番圖則使用縮寫符號來表示方程式中的各項。54丟番圖的《算術》也是講數論

的，它討論了一次、二次及個別的三次方程，還有大量的不定方程。55因其在《算

術》中大量使用縮寫符號，而被後人尊稱為「代數學之父」。56 

                                                 
50 參閱 Victor J.Katz 著，李文林等譯，《數學史通論》，頁 116-117。托勒密定理：給定一個圓內

接四邊形，它的對角線的乘積等於它的兩對邊乘積之和。 
51 參閱梁宗巨，《世界數學通史》上冊，頁 441。 
52 參閱同上書，頁 441。 
53 引自同上書，頁 441-442。 
54 參閱 Victor J.Katz 著，李文林等譯，《數學史通論》，頁 137-138。 
55引自李文林主編，《數學珍寶》，頁 181。今日數論與代數中將只求整數解的整係數不定方程稱

為「丟番圖方程」。17 世紀費馬等人的數論研究，顯然受到《算術》的影響。 
56 參閱梁宗巨，《世界數學通史》上冊，頁 447。 

E
A C

B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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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波斯（Pappus）的生卒年月不詳，據考約活動在約公元 300－350 年間，

帕波斯的《數學匯編》（Mathematical Collection）57為一本薈萃總結前人成果的

典型著作。58《數學匯編》不是希臘數學的百科全書，它更像一本手冊，必須和

原著一起研讀。但由於許多原著已經散失，《數學匯編》便成為了解這些著作的

的唯一源泉。59而《數學匯編》中的卷 7，〈論《分析薈萃》〉，其中包含了對

從希臘時代以來的分析方法（及希臘人解決問題的方法論）的清晰的討論。60 

新柏拉圖學派的領袖希帕蒂婭（Hypatia），為歷史上第一個有記載的女數

家、哲學家，約公元 370 年生於亞歷山大，415 年卒於同地，受教於自己的父親

賽翁（Theon），61在科學與宗教的衝突中，遭到基督徒的野蠻殺害。62她的死標

誌著希臘文明的衰弱，亞歷山大里亞大學有創造力的日子也隨之一去不復返了。 

普羅克洛斯（Proclus）是希臘晚期的代表，公元 410 生於拜占庭（Byzantium，
即今伊斯坦堡），485 年卒於雅典。為「新柏拉圖主義」（Neoplatonism）哲學

運動最後的代表人物，他所著的《普羅克洛斯概要》（Proclus’s summary）從遠

古的尼羅河氾濫開始，寫到歐幾里得《幾何原本》，篇幅雖不大，但以包括千餘

年來幾何學的發展概況，其中重要的幾何學家大多都有論述，它是最早的數學史

書，具有一定的參考價值。63 

公元 529 年，東羅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 ）下令關閉雅典的學校，

嚴禁研究和傳播數學，數學 發展再次受到致命的打擊。  

公元 641 年，阿拉伯人攻佔亞歷山大里亞城，圖書館再度被焚（第一次是在

公元前 48 年），希臘數學悠久燦爛的歷史，至此終結。 

總括而言，希臘數學的成就是輝煌的，它為人類創造了巨大的精神財富，不

論從數量還是從質量來衡量，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比希臘數學家取得具體成

果更重要的是：希臘數學產生了數學精神，即數學證明的演繹推理方法。數學的

抽象化以及自然界依數學方式設計的信念，為數學乃至科學的發展起了至關重要

的作用。而由這一精神所產生的理性、確定性、永恆的不可抗拒的規律性等一系

列思想，則在人類文化發展史上佔據了重要的地位。 

2.2 歐幾里得（Euclid）《幾何原本》的延革 
                                                 
57 參閱梁宗巨，《世界數學通史》上冊，頁 466-476。《數學匯編》內容簡介：卷 3，將幾何明確

的分成三類（平面問題、立體問題、線性問題）；卷 5，講的是等周問題（isoperimetry，論蜂

巢的幾何）；卷 7，是全書最重要的一卷，除了保存大量以失傳的著作外，更難能可貴的富有

啟發性思想，對後來數學的發展有深刻的影響。他收集了 12 種書，視為幾何學的精華，構成

他的《分析薈萃》。並認為通過《幾何原本》的學習之後，要登堂入室，達到更高的境界，就

要掌握這些知識。 
58 參閱李文林主編，《數學珍寶》，頁 190。 
59 參閱梁宗巨，《世界數學通史》上冊，頁 467。 
60 參閱 Victor J.Katz 著，李文林等譯，《數學史通論》頁 146-147。 
61 參閱梁宗巨，《世界數學通史》上冊，頁 476-479。注釋大量古代數學與天文學的經典，其中

包含注釋了托勒密的《大成》（Almagest）、歐幾里得的《幾何原本》，是位大師及的人物。 
62 參閱 Victor J.Katz 著，李文林等譯，《數學史通論》頁 149-150。 
63 參閱梁宗巨，《世界數學通史》上冊，頁 479-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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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歐幾里得畫像 

亞歷山大前期第一個大數學家是歐幾里得（Euclid），關於

歐幾里得的生平我們所知甚少，根據有限的記載推斷，他早年

就學於雅典，公元前 300 年前後應托勒密一世（Ptolemy I）之

邀到亞歷山大，成為亞歷山大學派的奠基人。歐幾里得寫過不

少數學、天文、光學和音樂方面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

《幾何原本》（Elements）。歐幾里得用公理法對當時的數學知

是做系統化、理論化的總結。《幾何原本》全書共 13 卷，卷 I
提出 5 條公理、5 條公設做為基本出發點。便用五種邏輯用法 
，從五個公理推演出 465 個定理，內容涵蓋我們熟知的平面幾 
何，此外還討論了幾何式代數、比例論、數論及立體幾何。後人呈現數學大多師

法這種公理化的方法，構成歷史上第一個數學公理體系。64 

2.2.1 存在由於需要 

歐氏幾何的創立，是數學史也是人類文明史上破天荒的大事。古埃及與巴比

倫的直觀、個案的經驗幾何知識，傳到古希臘，一般而言，一門學問的發展都是

先從累積直觀的、實用的、經驗的知識開始，儲存豐富了之後，才進一步地組織

成比較嚴謹的知識系統。這是因為經驗知識難免會有錯誤、含混、甚至矛盾，所

以需要加以整理，去蕪存菁。德國哲學家康德（I. Kant, 1724～1804）說的好： 

所有的人類知識起源於直觀經驗 (intuitions)，再發展出概念(concepts)，最

後止於理念 (ideas)。65 

2.2.2 泰勒斯（Thales）的貢獻 

泰勒斯（Thales）首先嘗試用「邏輯」加以組織，普羅克洛斯（Proclus，410A.C.
～485A.C.）是雅典柏拉圖學園的晚期的導師，450A.C.左右，給歐幾里得《幾何

原本》卷 I 作評注，寫了一篇 〈幾何學發展概要〉通常叫做《普羅克洛斯概要》

（Proclus’s summary）中寫道： 

泰勒斯是到埃及去將這種學問（幾何學）帶回希臘的

第一人。他自己發現許多命題，又將好些別的重要原

理透露給他的追隨者。它的方法有些具有普遍意義

的，也有些只是經驗之談。66 

普羅克洛斯指出泰勒斯發現下數命題： 
（1）圓的直徑將圓平分。（《幾何原本》卷 I 第 17 個定義） 

                                                 
64 參閱李文林主編，《數學珍寶》，頁 135。 
65 參閱蔡聰明，〈從畢氏學派到歐氏幾何的誕生〉，《科學月刊》26(2)(1995)：116。 
66 引自梁宗巨，《世界數學通史》上冊，頁 222-223。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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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等腰三角形的兩底角相等。（《幾何原本》卷 I 命題 5，有名的驢橋定理）67 
（3）兩直線相交，對頂角相等。（《幾何原本》卷 I 命題 15） 
（4）有兩角夾一邊分別相等的兩個三角形全等。（《幾何原本》卷 I 命題 26） 
（5）對半圓的圓周角是直角。68 

2.2.3 畢氏學派的發現 

接著是畢氏學派，根據普羅克拉斯（Proclus, 410～485）的說法，畢氏學派

已經知道，用同樣大小且同一種的正多邊形舖地板時，只能用正三角形、正方形

與正六邊形，得到三種圖案（見圖四～圖六）。然而，古埃及人習慣用這三種正

多邊形來舖地板，並且從長期的生活經驗中，觀察而發現「畢氏定理」與三角形

三內角和定理。69  

    

圖四                               圖五 

 
圖六 

進一步來說，畢氏學派中「數的理論」的深刻表現，也適當地在歐幾里得的

《幾何原本》中反映出來，VII，VIII，IX 這三卷講的是數論，畢達哥拉斯的理

論有許多在此得到了反映，不過完全摒棄了神秘的色彩，所有的論斷都給出了嚴

格的證明。70而畢氏定理，71這是關於直角三角形三邊規律的定理：對於「任意」

的直角三角形都有 c2 =a2+b2（見圖七）。這也是歐幾里得的《幾何原本》卷 I 第

47 個命題。（注意：這裡講的純粹是幾何圖形之間的關係，完全不牽涉到數的問

題，所謂相等是指拼補相等，即將兩個正方形剖分為若干塊，可拼湊成斜邊上的

                                                 
67 意指「笨蛋的難關」 
68 參閱梁宗巨，《世界數學通史》上冊，頁 223-224。 
69 參閱蔡聰明，〈從畢氏學派到歐氏幾何的誕生〉，《科學月刊》26(2)(1995)：117-119。 
70 參閱梁宗巨，《世界數學通史》上冊，頁 229-234。把整個學習課程分為四大部分：1.數的絕對

理論－算術；2.數的應用－音樂；靜止的量－幾何；運動的量－天文。合起來叫做「四道」

（quadrivium，四條道路，或「四藝」）這個名稱一直沿用到中世紀。 
71 「畢氏定理」一般歸功於畢達哥拉斯本人。 



從《幾何原本》第十卷到《無比例線新解》 

 16

大正方形） 

 
圖七：畢氏定理 

 
這些線索好像是礦苗，人們很快就發現了畢氏定理之「金礦」。這只需用剪

刀勞作（夠直觀經驗吧！）72就可以看出來。在圖八中，以邊長 a+b 作兩個正方

形；左圖剪掉四個直角三角形，剩下兩個小正方形，面積之和為 a2+b2；右圖從

四個角剪掉四個直角三角形，剩下一個小正方形之面積為 c2；等量減去等量，其

差相等。因此 a2+b2=c2。73從 HPM 的角度看，若畢氏定理在中學的引入，可以

加入這一段（從拼補勞作到理論概念的連結）的話，相信學生在學習上可獲得的

幫助應該會更大。 

  
圖八：拼補與畢氏定理 

根據數學史家希斯（Heath, 1861～1940）

的看法，畢氏學派可能已知這五種正多面體

（如右圖）。數學家魏爾（H. Weyl, 1885～

1955）認為正多面體的發現，在數學史上是

獨一無二的精品，是最令人驚奇的事物之

一。柏拉圖拿它們來建構他的宇宙論，從正

四面體到正二十面體分別代表火 (fire)、土 
(earth)、氣 (air)、宇宙 (universe) 與水 
(water)。74 

由於畢氏定理及正五邊形的發現，造就了不可公度線段的發現，其意義非

凡，但有危機也有轉機。75 

                                                 
72 這似乎也是當今國中數學課本介紹商高定理的主流方法。 
73 參閱蔡聰明，〈從畢氏學派到歐氏幾何的誕生〉，《科學月刊》26(2)(1995)：118。 
74 參閱同上書，頁 120。 
75 畢氏學派只承認自然數與有理數（分數）。 

圖九：宇宙論的五個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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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危機：震垮了畢氏學派的幾何學研究綱領。「無窮步驟」與「無理數」

撲面而來，躲都躲不掉。他們恐懼，堅持天機不可洩漏。這就是數學史上所

謂的「數學的第一次危機」或「希臘人對無窮的恐懼」(the Greek horror of the 
infinite) 或「希臘天空中的暴風雨」(the storms in Greek Heavens)。有一位門

徒 Hippasus 因為洩漏天機而被謀殺於海上，這就是所謂的「邏輯醜聞」(the 
logical scandal) 事件。 

(二)轉機：希臘人首次發現到幾何線段不是離散的，而是連續的，線段是由

不具有長度的點所組成的。他們真實地面對「無窮」與「連續」(continuum)
這兩個深奧無比的寶藏。一代一代的數學家都曾受到它們的困惑，但是又都

從中挖掘到珍珠，開拓出數學的新天地。76 

畢氏學派建立在「可公度」上面的比例論、長方形面積公式、相似三角形基

本定理、「萬有皆整數」都受到了空前的挑戰，也可以說是對整個希臘文明的挑

戰。希臘人費了九牛二虎之力，才成功地回應這個挑戰──歐多克索斯（Eudoxus, 
西元前 408～355）創立比例論（解決不可公度的情形，《幾何原本》第 V 卷的主

要內容）以及歐幾里得（Euclid, 西元前 300）建立公理化的歐氏幾何。前者是修

補漏洞；後者是另起爐灶，重建幾何學。（《幾何原本》第 X 卷將不可公度量整

個討論完畢）77 

2.2.4 芝諾（Zeno）的悖論(paradox)的貢獻 

畢氏學派嘗試為幾何建立基礎，但由於不可公度線段的出現而告失敗。這對

於希臘文明來說，好像經歷了一場大地震，而且餘震一波接著一波。古希臘人如

何回應這個挑戰呢？由於「無窮可分」（infinitely divisible，連續派）存在有不

易克服的難題，而畢氏學派較直觀經驗的「有窮可分」（finitely divisible，離散

派）也導致矛盾。這真是一個進退維谷的困境。在這種風雨飄搖的局面下，哲學

家芝諾（Zeno，約 490B.C.－約 430B.C.）進一步提出四個悖論(paradox)，78用來

論證運動的不可能性。他巧妙地運用「無窮」（無窮大、無窮小與連續性）來造

悖論，以彰顯不論是連續派或離散派都具有矛盾性。 

芝諾造這些悖論的目的何在，歷來有許多爭論。從畢氏學派失敗的背景來觀

察，芝諾是對於離散性、連續性、無窮大、無窮小等詭譎概念作詰疑。無論如何，

他將數學中的重大矛盾以悖論的形式揭露出來，迫使人們深入去思考，對數學的

發展的促進作用是不言而喻的。後來歐多克索斯（Eudoxus, 西元前 408～355）

建立適合於一切量（可公度量及不可公度量）的比例論，迴避了無理量和無窮小

                                                 
76 引自蔡聰明，〈從畢氏學派到歐氏幾何的誕生〉，《科學月刊》26(4)(1995)：287。 
77 參閱梁宗巨，《世界數學通史》上冊，頁 241-245。 
78 見附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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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難，不能說跟芝諾無關。79所以，芝諾（Zeno）的悖論(paradox)千古以來可

以說是切中數學的核心。羅素稱讚道： 

幾乎所有從芝諾時代到今日所建構出的有關時間、空間與無窮的理論，都可

以在芝諾的論證裡找到背景基礎。80 

2.2.5 柏拉圖的影響 

柏拉圖深知畢氏學派發現不可公度線段的重要性，他說： 

「不知道正方形的邊與對角線是不可公度的人，實在枉費生而為

人。 (He is unworthy of the name of man who does not know that the 
diagonal of a square incommensurable with its side.)」81 

它還被柏拉圖改述成倍平方問題：「求作一個原正方形兩倍大的正方形。」

這蘇格拉底用來教導未受過教育的男童僕之範例。另外，柏拉圖也很看重幾何，

他說： 
    幾何很重要因為它研究的是永恆的、不變的對象，所以可以提升心靈到達真

正存有的境界。82 

所以在柏拉圖學園的門口掛著一個牌子說： 

不懂幾何的人不得進入此門。83 

柏拉圖學園對數學，提出了當時一個迫切的問題： 

如何修補畢氏學派的研究綱領或重建幾何學？84 

這一個問題由柏拉圖學院的兩位學生歐多克索斯（Eudoxus，408B.C.～
355B.C.）與歐幾里得解決。畢氏學派對幾何命題只證明了可公度的情形：對於

不可公度的情形，歐多克索斯建立適合於一切量（可公度量及不可公度量）的比

例論。 

在建立數學真理的過程中，通常是先有「發現」，接著才用「證明」加以鞏

固（其他領域的學問，往往缺少「證明」，故無法達到像數學這麼嚴謹的境界）。

                                                 
79 參閱梁宗巨，《世界數學通史》上冊，頁 266-269。 
80 Russell, B.: Our knowledge of the External World, London, 1952.，轉引自蔡聰明，〈從畢氏學派到

歐氏幾何的誕生〉，《科學月刊》26(4)(1995)：290。 
81 引自同上書，頁 290。 
82 引自同上。 
83 參閱梁宗巨，《世界數學通史》上冊，頁 275。 
84 不可公度量與自然數(分數)之間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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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作為一般的發現與證明方法柏拉圖提出了「分析」（the method of Analysis）（與

「綜合」法(the method of Synthesis)相對）。有的數學史家主張，這是柏拉圖首

創的方法。86而「分析與綜合」方法在數學中有許多層意思，以各種面貌來出現。

另外，還有種種引申出來的「意思」。 

(i) 哲學與邏輯學的分析與綜合：是指思維的一種基本過程與方法，分析（或

解析）是將事物分解成各個屬性、部分、方面；綜合是把事物的各個屬性、

部分、方面結合起來；這兩個程序是一體的兩面，必須配合著使用。例如，

將一個線段分割到至微的點，再由點併成線段；將物質分割到原子，再由原

子組成物質。 

(ii) 數學（幾何）中的分析與綜合：數學中的分析法是由結論推到前提的證

明方法，即先假設結論是真的，倒推回去，推出一已知為真的命題。只要推

理步驟都是可逆的，就等於已經證明了命題。87 

但數學中的命題都是由前提 P 得到結論 Q 之形式：P→Q。從前提到結論之

間的邏輯通路，如何看出來呢？所謂分析法就是假設結論 Q 已得到，然後由 Q
出發作逆溯推演，直到抵達前提 P 為止。我們不妨稱之為「倒因為果法」。這又

可分成下面兩種形式： 

(a) 為了得到 Q，只需得到 A；為了得到 A，只需 B，…逐步下去。如果最

後到達 P，那麼「綜合」回來由 P 到 Q 的邏輯通路就找到，從而命題「P→
Q」就得證了。 
(b) 由 Q 推導出 R，由 R 推導出 S，…。如果最後抵達 P 並且每一步皆可

逆，那麼「綜合」回來由 P 就可以推導出 Q。如果其中至少有一步不可逆，

那麼就無法從 P 推導出 Q。88 

當分析（上述(a)(b)）做完後，找到了邏輯通路，那麼沿著邏輯通路逆著分

析的方向，從前提走到結論，這就叫做綜合。先有分析才有綜合。分析法是探索

                                                 
85 參閱蔡聰明，〈從畢氏學派到歐氏幾何的誕生〉，《科學月刊》26(4)(1995)： 291。 
86 參閱林炎全、洪萬生、楊康景松譯，《數學史-數學思想的發展》上冊，頁 49。 
87 參閱梁宗巨，《世界數學通史》上冊，頁 275-276。 
88 引自蔡聰明，〈從畢氏學派到歐氏幾何的誕生〉，《科學月刊》26(4)(1995)：291-292。 

圖十：倒因為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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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投石問路、發現的，綜合法則是嚴密的推演、證明的。值得特別注意的是：

在(b)形式之分析法中，如果由 Q 推導出 R,S,…的過程，其中有一個出現了矛盾，

那麼 Q 就被否定了，這叫做歸謬法 (reduction ad absurdum)。因此，歸謬法是分

析法之下的一個副產品。普羅克洛斯（Proclus，410A.D.~485A.D.）將歸謬法歸

功於柏拉圖學派。89 

2.2.6 亞里斯多德的邏輯與演繹 

就目前為止大多數的認知：線段是連續的，由點所組成（原子論學派的觀

點），點的長度為 0。線段含有無窮多點，可作無窮步驟的分割。但是點的長度

與線段的長度之間的連結，仍然是一個困惑。一個線段切成五小段，那麼五小段

之長加起來就是原線段之長，這很容易了解。然而，由沒有長度的點累積成有長

度的線段，這種局部（微觀）與大域（宏觀）之間的鴻溝卻難於說清楚。因此，

亞里斯多德說： 

線段不是由點組成的。(A line is not made up of points.)90 

這意指線段之長，不是由點之長累積出來的。91 

亞里斯多德相信，邏輯論證應建立在三段論(syllogism)，「三段論是只由所

陳述的事情必定可得出另外的某些結論的論證過程」，及三段論是由某些被認為

是正確的命題和由此得出的另外必定也是正確的命題構成，92如： 

凡是人都會死， 
蘇格拉底是人， 
─────── 
所以蘇格拉底會死。93 

在亞里斯多德看來，按照他的方法，邏輯論證是獲得科學知識惟一確定的途

徑，雖然也可能有其他途徑。94他提倡演繹法，關切演繹系統之構成，A 為何成

立？因為 B；而 B 為何成立？因為 C；……這樣會無止境地回溯(regress)下去，

無法完成 A 的證明。因此，要講究證明就必須有個直出發點，叫做公理(axioms)
或第一原理。他認為公理是顯明的(obvious)，每個人都能接受而不必證明。要作

                                                 
89 參閱林炎全、洪萬生、楊康景松譯，《數學史-數學思想的發展》上冊，頁 49。 
90 引自蔡聰明，〈從畢氏學派到歐氏幾何的誕生〉，《科學月刊》26(4)(1995)：292。 
91 參閱 Victor J.Katz 著，李文林等譯，《數學史通論》，頁 47。數與量的比較一節。 
92 參閱同上書，頁 45。 
93 引自蔡聰明，〈從畢氏學派到歐氏幾何的誕生〉，《科學月刊》26(4)(1995)：292。 
94 參閱 Victor J.Katz 著，李文林等譯，《數學史通論》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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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理，除了公理之外，還需要一些定義(definitions)、假設(hypothesis) 以及設準

（postulates，或一般性公理，適用於所有科學，例如等量加法公理）。95 

柏拉圖與亞里斯多德雖然都不是數學家，他們都是「數學家的製造者」(the 
maker of mathematicians)。柏拉圖提供方法，亞里斯多德供演繹架構，還有許多

數學家累積了更多的幾何知識，歐氏幾何已呼之欲出。哲學家叔本華

（Schopenhauer, 1788～1860）說： 

一個人之所以成為哲學家，是因為他被某個深刻的問題所困擾，並

且又能夠找到一條解決的出路。96 

2.2.7「不可公度」引出的兩個難題 

古希臘人被「無窮」所困擾，最後找到了歐氏幾何的出路。面對大自然的森

羅萬象，古希臘哲學家提出「有窮」與「無窮」、「離散」與「連續」、「一」與「多」、

「變」與「不變」等「正、反」對立的主題；經過長期而熱烈的討論與爭辯，產

生了非常豐富的哲學思潮。在這個思潮之下，結晶出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柏

拉圖與亞里斯多德的哲學，以及歐幾里得的《幾何原本》。 

關於幾何學的研究，從畢氏學派「大膽地假設」：線段經過「有窮步驟」(finite 
processes)的分割開始，到達原子論學派「不可分割」(indivisible)的「點」(point)
止。點像小珠子一樣，具有一定的長度 d>0，線段是由點所組成的。因此，兩線

段皆可公度，且度量只會出現整數與有理數。據此，畢氏學派用「算術」（整數

及其比例的理論）相當成功地建立了幾何學的基礎。 

但後來畢氏學派發現了不可公度線段，使得幾何學從「有窮」與「離散」擺

蕩到「無窮」與「連續」這一邊。亞里斯多德學派提出「點的長度為零」，度量

因而必然出現無理數。因為古希臘人對於數的概念只及於整數與有理數，所以不

可公度線段出現後，接下來只剩有兩條路可走： 

(i) 接受無理數為數，擴大數的概念成為實數，以應付幾何學之所需； 
(ii) 拒絕承認「無理數」為數，但接受不可公度線段為實際的存在。97 

選擇 (i) 似乎必須建構實數系，直接面對「無窮步驟」(infinite processes)。
這對古希臘人應該太難了，因此他們選擇了 (ii) 畢氏學派堅持認為「數是萬物

之本」，但亞里斯多德拒絕接受這種觀點，雖然亞里斯多德把數與量放在統一的

範疇（數量，quantity）裡，但他又把這一範疇分成兩類，抽象的數和連續的量，

                                                 
95 引自蔡聰明，〈從畢氏學派到歐氏幾何的誕生〉，《科學月刊》26(4)(1995)：292。 
96 引自同上。 
97 引自蔡聰明，〈從畢氏學派到歐氏幾何的誕生〉，《科學月刊》26(5)(1995)：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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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這兩類概念的主要概念是「量可以被分成無限的可分的部分」，而「數的基

礎是不可再分的單元」，量只能由可分的元素組成，而數必然是由不可分元素組

成。99這也迫使數與形開始分家。這對於數學的發展產生了不利的影響，除了「因

為數缺少了形就少了直覺，形缺少了數也難入微」外，100也將數學家侷限為幾何

學家，使幾何學幾乎成為所有嚴密數學達兩百年之久，至今我們仍稱「 2x 為 x 的

平方， 3x 為 x 的立方，而不稱 x 的二次方、三次方」可見一斑。101 

在「接受不可公度線段為實際的存在」情況下，引出下面兩個難題： 

(1) 如何補救畢氏學派的缺失？ 
事實上，畢氏學派以來的幾何研究綱領並沒有完全失敗。對於長方形面

積公式及相似三角形基本定理，畢氏學派以來所證明的可公度情形並沒

有錯，只需再補上不可公度情形的證明就好了。 
(2) 局部與大域之間如何連結？ 

動點成線，動線成面，動面成體。換言之，線、面、體分別由點、線、

面組成。但是，點沒有長度，如何累積出有長度的線段？同理，線段只

有長度，沒有寬度，即線段沒有面積，如何累積出有面積的平面領域？

面有長度與寬度，但沒有厚度，即面沒有體積，如何累積出有體積的空

間領域？這些問題更深刻難纏，直到微分法與測度論(measure theory)出
現才完全解決。102 

上述兩個難題分別就是幾何學與早期「積分」所面臨的困局。歐多克索斯

（Eudoxus，約 408B.C.－355B.C.）提出比例論 (theory of proportion)解決了(1)，
例子詳見附錄二。又提出窮竭法 (method of exhaustion) 初步克服了(2)，例子詳

見附錄三。這是他對數學的兩個偉大貢獻。 

2.2.8 歐幾里得的《幾何原本》 

    在歐幾里得之前，古希臘的數學已經累積得相當豐富，103也有人將它們整理

成冊，例如希波克拉底（Hippocrates, 約紀元前 460 年）也曾編輯過《幾何原本》

(the Elements)。而歐幾里得總結了古希臘時期的所有數學成果，承先啟後地編輯

成 13 卷的歐氏《幾何原本》。此書最重要的特色是邏輯演繹系統的結構：由少數

幾條公理 (axioms) 出發，推導出所有的幾何定理。公理是「直觀自明」的真理，

是數學的源頭，無法證明，也不必證明。經得起歷史風霜考驗的，只有歐氏的《幾

                                                 
98 連續的量的例子有：線、面、體和時間。 
99 參閱 Victor J.Katz 著，李文林等人譯，《數學史通論》，頁 47。 
100 蔡聰明，〈從畢氏學派到歐氏幾何的誕生〉，《科學月刊》26(5)(1995)：387。 
101 參閱林炎全、洪萬生、楊康景松譯，《數學史-數學思想的發展》上冊，頁 54。 
102 蔡聰明，〈從畢氏學派到歐氏幾何的誕生〉，《科學月刊》26(5)：387-388。 
103 承 2.2.1~2.2.7 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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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原本》而已，在漫長的歲月裡，它歷盡滄桑而沒有被淘汰，表明它有頑強的生

命力。104古希臘人對於經驗幾何知識的錘練，首由泰利斯發端，接著是畢氏學派

的貢獻，後來，終因不可公度線段的發現而破產。這讓古希臘哲學家堅決地走向

「知識必須再經過邏輯論證」的道路。不可公度線段的發現，是促使希臘幾何走

上演繹形式的關鍵，其中歸謬法扮演著催生的作用，終於導致歐氏幾何的誕生。
105 

2.3《幾何原本》的版本與傳入中國 

2.3.1《幾何原本》的版本 

    歐幾里得的《幾何原本》手稿早已失傳，現在看到的各種版本，都是加了許

多評註而後重寫的校訂本，其中有海龍（Heron，約 62B.C.）、波菲力奧斯

（Porphyry，233B.C.-304B.C.）、帕波斯（Pappus）、辛普利休斯（Simplicius，6
世紀前半期）等人皆注釋過。其中最重要的是塞翁（Theon of  Alexandria，約

390）的修訂本，對原文作了校勘和補充，這個版本是後來所有流行的希臘文本

及譯本的基礎。至於塞翁忠於原著的程度，在十九世紀以前是不清楚的。106 

十九世紀初，拿破崙稱雄歐洲，1808 年在梵蒂岡（Vaticano）圖書館找到ㄧ

些希臘文的手稿，帶回巴黎去。其中有兩種歐幾里得著作的手抄本，以後為佩拉

爾（F. Peyrard，1760－1822）所得。而此希臘手稿，是較塞翁的校訂本更早，因

此包含歷史學家海堡（J.L.Heiberg）和希斯（Thomas L. Heath）等人的研究均以

此為依據，並將它與其他版本做比較。相信是較貼近歐幾里得的原著的版本。107 

  2.3.2《幾何原本》的流傳 

《幾何原本》在西元前三百年左右由歐幾里得撰寫而成時，只有十三卷，其

後之數學家加了兩卷，《幾何原本》最初當然以希臘文流傳，九世紀以後，大量

的希臘著作被譯成阿拉伯文。《幾何原本》的阿拉伯文譯本主要有三種：(1) 赫

賈季（al－Hajjāj ibn Yūsuf，九世紀）譯；(2) 伊沙格（Is hāq ibn Hunain，？－

910B.C）譯，後來為塔比 i伊本 i庫拉（Thābit ibn Qurra，約 826－901）所修訂，

一般稱為伊沙格－塔比本；(3) 納希爾丁（Nasir ad-Din al-Tusi，1201－1274）譯。
108 

現存最早的拉丁文本，是 1120 年左右由阿德拉德（Adelard of Bath，1120
左右）以阿拉伯文翻譯過來。後來杰拉德（Gerard of Cremona，約 1114－1187）

                                                 
104 參閱梁宗巨，《世界數學通史》上冊，頁 293。 
105 參閱蔡聰明，〈從畢氏學派到歐氏幾何的誕生〉，《科學月刊》26(7)：545。 
106 參閱梁宗巨，《世界數學通史》上冊，頁 294。 
107 參閱林炎全、洪萬生、楊康景松譯，《數學史-數學思想的發展》上冊，頁 62。 
108 參閱梁宗巨，《世界數學通史》上冊，頁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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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從伊沙格－塔比本譯出。1255 年左右，坎帕努斯（Campanus of Novara，？－

1296）參考數種阿拉伯文本及早期拉丁文本重新將《幾何原本》譯成拉丁文。兩

百多年後（1482 年）以印刷本的形式在威尼斯出版，這是《幾何原本》於西方

最早的印刷書。109在這之後，《幾何原本》的印刷本便用各種文字出了一千版以

上。從來沒有一本科學書籍像《幾何原本》那樣長期成為廣大學子傳誦的讀物。

它流傳之廣，僅次於基督教的《聖經》。110 

15 世紀後，贊貝蒂（Bartolomeo Zamberti，約生於 1473）第一次從賽翁的

希臘文本譯成拉丁文，1505 年在威尼斯出版。目前權威的版本是海柏格（John 
Ludwig Heiberg，1854－1928，丹麥人）、門格（H. Menge）校訂注釋的 Eucliidis 
operaomnia （《歐幾里得全集》，1883－1916 出版），是希臘文與拉丁文對照本。

而現在最流行的標準英譯本是希斯（Thomas Little Heath，1861－1940，英國人）

譯注的 The Thirteen Books of Euclid Elements （《歐幾里得幾何原本 13 卷》，1908
初版，1925 再版，1956 新版），此書譯自上述的海柏格本，附有一篇長達 150 多

頁的導言，實際是歐幾里得研究的歷史總結，又對每章每節都作詳細的注釋。可

位當今《幾何原本》的權威。111 

  2.3.3《幾何原本》傳入中國 

有跡象表明，阿拉伯文的十五卷《幾何原本》很可能早在十三世紀就已傳入

中國，112而中國最早的漢譯本是 1607 年（明萬曆 36 年丁未）義大利傳教士利瑪

竇（Matteo Ricci，1552－1610）和徐光啟（1562－1633）合譯出版的。他所根

據的版本，便是利瑪竇的老師克拉維斯（Christopher Clavius，1537－1612）的十

五卷拉丁文評注本《幾何原本》，1605 年秋，利瑪竇與徐光啟在北京合作翻譯此

書，利口授，徐筆受，「反覆展轉，求合本書之意；以中夏之文，重複訂正，凡

三易稿」，1131607 年春，「其最要者前六卷獲卒業」。114這是中國近代翻譯西方數

學書籍的開始，從此打開了中西學術交流的大門，也給明末清初的數學界乃至學

術界打開了一個嶄新的視野。除了徐光啟本人不遺餘力的推崇和鼓吹「《幾何原

本》者，度數之宗」，115「能令學理者袪其浮氣，練其精心；學事者資其定法，

發其巧思」，「此書有四不必：不必疑，不必揣，不必試，不必改。有四不可得；

欲脫之不可得，欲駁之不可得，欲減之不可得，欲前後更置之不可得。有三至三

能：似至晦，實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實至簡，故能以其簡

簡他物之至繁；似至難，實至易，故能以其易易他物之至難。易生於簡，簡生於

                                                 
109 第一本印刷數學書，應為《翠维索》。 
110 參閱 Victor J.Katz 著，李文林等譯，《數學史通論》頁 48。 
111 參閱梁宗巨，《世界數學通史》上冊，頁 298。 
112 參閱王渝生，〈《幾何原本》提要〉，《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數學卷附錄，頁 5-1147。 
113 引自譯〈《幾何原本》徐光啟序〉，《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數學卷附錄。 
114 同上。 
11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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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綜其妙在明而已」，116《幾何原本》前六卷譯完後，徐光啟「意方銳，欲竟

之」，117利瑪竇說：「止，請先傳此使同志者習之，果以為用也，而後徐計其餘」，
118就利瑪竇認為有這六卷也就夠了，因為他是為傳教而來。119《幾何原本》沒能

全部譯完，在徐光啟看來，是十分遺憾的，他在譯《幾何原本》徐光啟跋中提到

「續成大業，未知何日？未知何人？書以俟焉。」 

整整 250 年之後，到了 1857 年，後九卷才由英國人偉烈亞力（Alexander 
Wylie，1815－1887）和李善蘭（1811－1882）共同譯出《幾何原本》後九卷。

所根據的底本，已經不是克拉維斯的拉丁文本而是另一種英文版本。偉烈亞力在

序中只提到底本是從希臘文譯成英文的本子，所根據的版本為何，數學史界尚未

有定論，120根據徐義保教授考據，有可能是根據 Billingsly 的版本，121當然中國

大多數的學者會認為是流傳性較廣的巴羅（Isaac Barrow，1630－1677，牛頓的

老師）的 15 卷英譯本。122偉烈亞力口授，李善蘭筆受時，「刪蕪正訛，反復詳審，

使其無有疵病，則(李)君之力居多」。123「偉烈君言，異日西土欲求是書善本，

當反訪諸中國矣」。124李善蘭的翻譯稟承徐光啟的體例，以求前後一貫。徐光啟

在前六卷的翻譯中，有若干處加上了自己的解說，而李善蘭翻譯的後九卷，加按

語的地方竟有一、二十處之多。有些按語是對命題的說明，有些則是他自己的發

揮。例如在卷十第一百一十七題「凡正方形之邊，與對角角線無等」下，李善蘭

按曰：「凡求得無等之二線，如甲乙，必得其外無等諸面，如以丙線為甲乙連比

例中率，則甲與乙比，若甲丙線上二相似等勢形比。形無論或方、或矩形、或以

二線為徑而作圓，凡二圓相比，如徑上二正方相比。故求無等二線，必可得無等

諸面。」125 
      設 a 與b 是二無公度二線， c 為 , a b 之比例中項， 
      則以 a 或b 組成的平面和 c 組成的相似平面，仍為無公度的平面。 
      例如組成的平面為圓或正方形， 
      則  2 2 2 2 2: : : :a c a c a ab a bπ π = = =  
      或  2 2 2 2 2: : : :c b c b ab b a bπ π = = =  
      因 a 與b 是無公度，故 2aπ 與 2cπ ， 2cπ 與 2bπ  

      2a 與 2c ， 2c 與 2b 亦無公度。 

這樣李善蘭就把不可公度線段推廣到不可公度的面積。同理，亦可推廣到不可公

                                                 
116 引自徐光啟，〈《幾何原本》雜議〉。 
117 引自〈《幾何原本》徐光啟序〉，《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數學卷附錄。 
118 同上。 
119 參閱陳衛平、李春勇，《徐光啟評傳》，頁 181。 
120 參閱洪萬生，《此零非彼 0》，頁 293。 
121 參閱 Yibao Xu（徐義保），“The first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nine books of Euclid’s and Elements 

and its source”，Historia Mathematica Vol.32(1)：4-32。 
122 參閱梁宗巨，《世界數學通史》上冊，頁 300。 
123 引自李善蘭、偉烈亞力譯，《幾何原本》偉烈亞力序。 
124 引自李善蘭、偉烈亞力譯，《幾何原本》李善蘭序。 
125 引自李善蘭譯，《幾何原本》第一百一十七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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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的兩體積。他在按語中說：「有二面，准前例，即知其相與有等無等。設有二

體，預知其相與或有等或無等，於甲乙二線上，做相似等高諸體，或為平行棱體，

或為錐體，則其相與之比，如底面之比。其底面相與有等，則其體亦有等；若無

等，則其體亦無等。」這是中國數學史上，首次討論了不可公度，及無理數的問

題。126這也是本研究的重心所在，於第 4、5 章以後討論。 

在李善蘭之後，對《幾何原本》進行研究的還有顧觀光的《幾何原本六和六

較線解》（1883），吳慶澄的《幾何釋義》、《幾何淺釋》（1896），潘應祺的《幾何

贅說》（1906），吳起潛的《無比例線新解》（1906），周達的《幾何求作》、《幾何

原點論》，宗森保的《幾何原本例題》等。127其中吳起潛的《無比例線新解》（1906）

即為本研究之主角，於第 3~5 章討論。 

2.4 小結 

在研究吳起潛的《無比例線新解》（1906）前，先將《幾何原本》的形成與

發展探討一番後，從歷史背景中體會到，人類在遇到問題時的不放棄，在「萬物

皆數」的信條下，遇上了不可公度量時，「拒絕承認「無理數」為數，但接受不

可公度線段為實際的存在。」將數形分開，128雖然造成不利的影響，但也確實的

往解決問題的方向前進，直到歐多克索斯（Eudoxus，約 408B.C.－355B.C.）提

出比例論 (theory of proportion)解決了「畢氏學派的缺失」，129又提出窮竭法 
(method of exhaustion) 初步克服了「局部與大域之間的連結」。130可謂是本研究

對象最大的功臣。當然羅馬不是一天造成的，《幾何原本》的形成，絕非歐幾里

得一人之功。 

當然沒有徐光啟與利瑪竇《幾何原本》的前六卷的翻譯，中國數學的再出發，

可能還要再等一下，而加上李善蘭的接棒，將《幾何原本》後九卷完成，中國的

《幾何原本》才算正式在中國全貌引入，雖然兩個版本所翻譯的對象版本不同，

但對中國經過明代數學的積弱不振，確實有提振的效果，也刺激中國數學開始重

視邏輯演繹體系，其中徐光啟撰《測量法異》便為模仿《幾何原本》體例之作，

其他還有孫元化（？~1632）的《幾何要法》（1608）、李篤培（1575~1631）的《中

西數學圖說》（1631）、陳藎謨的《度算解》（1640）、《度側》……等書稿，這對

中國數學多只重視「應用」，不可不謂刺激進步的起點。 

                                                 
126 參閱王渝生，〈《幾何原本》提要〉，收錄於《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數學卷附錄，頁 5-1149。 
127 同上。 
128 引自蔡聰明，〈從畢氏學派到歐氏幾何的誕生〉，《科學月刊》26(5)：387。 
129 見附錄二。 
130 見附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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