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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清末民初的數學教育環境與《無比例線新解》的形成 

到了二十世紀初，廢科舉，興學校，中國傳統的數學的發展匯入世界近代數

學的洪流中去，與其他各國一樣，中學幾何課程開始採用《幾何原本》為藍本的

新教材。正如徐光啟曾說：「此書(《幾何原本》)為用至廣，在此時尤所急須」，

「欲公諸於人人，令當世亟習焉，而習者葢寡。竊意百年之後，必人人習之，即

又以為習之晚也」。1從「習者葢寡」到「人人習之」的過程拉長到了三百年之久，

的確是「習之晚也」，而且是晚太多了！在本章，筆者將探討在晚清，數學教育

逐漸普及化的時代，吳起潛寫《無比例線新解》的時代背景，從洋務學堂、書院

變革、教會學校到新式學堂的數學教育概況與當時的數學（算學）知識的傳播，

與作者吳起潛的教育關懷，進而猜想看看吳起潛寫《無比例線新解》的緣由（概

況）。 

3.1 同文館等洋務學堂的建立及其數學教育概況 

1861 至 1901 間，中國因為受到列強的侵略，以及本身的內亂，興起了「師

夷長技以制夷」，於同治元年（1862）創辦京師同文館，與數學教育有關的是同

治六年（1867 年 5 月 29 日）天文算學館的增設，李善蘭於同治七年（1868）應

召就任算學教習，上海廣方言館、廣東同文館於同治六年（1867）十一月，開始

咨送學生到京師同文館深造後，同文館的數學教學才逐漸步入正軌，應該可以這

麼說：「同文館是中國古代教育與近代教育發展的分界線」，其後上海廣方言館，

於同治二年（1863）開館，其中較為不同的是，廣方言館設立之始就明確開設數

學課程。廣同同文館也於同治三年（1864 年 5 月 29 日）開館。湖北自強學堂，

則較晚成立於光緒十九年（1893 年 10 月 22 日）設立於武昌。其它尚有新疆俄

文館（1887）、台灣西學館（1888）、琿春俄文書院（1889）、南京儲才學堂

（1896）、……等等。2 

以指標學堂，京師同文館而言，根據光緒五年（1879）《同文館名錄》所記

光緒二年公佈的八年課程表，「由洋文而及諸學共須八年」：3 

        首年：認字寫字。淺解辭句。講解淺書。 

        二年：講解淺書。練習句法。翻譯條子。 

        三年：講各國地圖。讀各國史略。翻譯選編。 

        四年：數理啟蒙。代數學。翻譯公文。 

        五年：講求格物。幾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練習譯書。 

        六年：講求機器。微積分。航海測算。練習譯書。 

                                                 
1 引自徐光啟，〈幾何原本雜議〉，頁 2a。 
2 參閱李兆華主編，《中國近代數學教育史稿》，頁 30-45。 
3 引自同上書，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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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年：講求化學。天文測算。萬國公法。練習譯書。 

        八年：天文測算。地理金石。富國策。練習譯書。 

以上，只是一個共同的課程安排，其中《幾何原本》應是以徐光啟的前六卷及李

善蘭後九卷的翻譯為主。一般而言，洋務學堂的數學教育內容比較豐富，既有中

國傳統數學，又有傳入的西方數學內容，比較之下，京師同文館數學內容較全面，

難度較深，既有中國傳統數學的天元術、四元術、不定方程、勾股術、《測圓海

鏡》中的勾股測圓等內容，又有西方傳入的平面幾何、平面三角、球面三角等知

識，並且已經涉及到微積分。地方上各學堂所設的幾何課程也多以《幾何原本》

為教材。 

1880 年，李善蘭所編，席淦（1845~1917）、貴榮（生平不詳）所編的《同

文館算學課藝》四卷，收錄了 52 個學生的課藝，總計 198 題。其內容約略如下： 

《同文館算學課藝》內容：4 

卷次 內容 題數 各卷題數 

天文 20 
一 

力學 30 
50 

平面三角 7 
平面幾何 16 
立體幾何 4 
方程術 1 
垛積術 7 
招差術 2 
四元術 1 
連比例 1 
冪級數 1 

大衍總數術 2 
百雞術 3 

二 

對數 1 

46 

三 勾股測圓術 42 42 
勾股和較術 25 
算術與代數 34 四 

組合 1 
60 

其中相當程度反映當時學習《幾何原本》的概況，5地方上各學堂所設的幾

                                                 
4 引自李兆華主編，《中國近代數學教育史稿》，頁 46。 
5 參閱梅榮照、王渝生、劉鈍，〈歐幾里得《原本》的傳入和對我國明清數學的影響〉，《明清數

學史論文集》，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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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課程也多以《幾何原本》為教材，比較其他學堂的課藝，《同文館算學課藝》

內容較豐富。既有中國傳統數學的成就，又有西方數學的知識。解題的方法比較

側重代數方法的運用，而必要的論證亦未忽略。而該書的部分內容具有較大的難

度，學生的解題技巧亦有較好的反映，堪稱當時洋務學堂算學課藝的代表。從內

容考察，不獨是中西數學的吸收，亦包括中西數學的比較。6 

講到了洋務學堂，不可不介紹其靈魂人物－李善蘭。「李善蘭（1811~1882），
號秋紉，別號壬叔」7浙江海寧縣硤石鎮人，他是著名的數學家、天文學家、翻

譯家和教育家，為中國近代科學的先驅者。李善蘭在文化史上的貢獻，概括而言，

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即著書、譯書、教書。8 

著書，是李善蘭的數學研究上的貢獻。《則古昔齋算學》13 種和《考數根法》

等論著，奠定了他一代數學大師地位。李善蘭的「尖錐術」在傳統數學的垛積術

和極限思維的基礎上，不僅創立了二次平方根的冪級數展開式，各種三角函數、

反三角函數和對數函數的冪級展開式，而且還具備了解析幾何和積分公式的雛

形，這對中國傳統數學是一個極大的突破。9李善蘭的「垛積術」是早期組合計

數的傑作，「素數論」體現在《考數根法》中，這是中國最早關於素數論最早的

一篇論文，其中提出「辨別 N 是否為素數的條件，李善蘭指出，如果 1da − 能被

N 整除，而 N 是一個素數，那麼 1N − 必能被 d 整除。但又指出，N 不是素數時，

也有可能有 1d N − 。這就證明了著名的費馬素數定理（P. Fermat, 1601~1665；

1640），並指出他的逆定理不真。」10為中國古代素數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11 

譯書，是李善蘭介紹引入西方近代科學上的貢獻。在墨海書館期間，李善蘭

與偉烈亞力、艾約瑟、威廉臣等翻譯了《幾何原本》後 9 卷、《代微積拾級》、《代

數學》、《談天》、《重學》、《植物學》、《奈端數理》，揭開了近代西學第二次東傳

的序幕。12微積分在中國數學中的出現毫無疑問是一個飛躍，它使變化和運動的

觀點被引入數學，由此開始了高等數學階段。從哥白尼到牛頓，西方近代科學在

確立 200 年之後，才經過李善蘭等人之手介紹到中國來，近代科學體系、觀點和

方法以及近代科技史上若干重要成果，才開始為中國科學界所逐漸熟悉。而他所

創建的科學名詞，有些沿用至今。13可以說李善蘭為西學陣營在科技思想上最傑

                                                 
6 參閱李兆華主編，《中國近代數學教育史稿》，頁 45-62。 
7 引自王渝生，〈李善蘭研究〉，《明清數學史論文集》，頁 334。 
8 參閱楊自強，《學貫中西－李善蘭傳》，頁 280。 
9 引自上書，頁 280。李善蘭此一成就表明：「即使沒有西方傳入微積分，中國也會通過自己特

殊的途徑，運用獨特的思想方式產生微積分」。 
10 引自王渝生，〈李善蘭研究〉，《明清數學史論文集》，頁 402。 
11 參閱楊自強，《學貫中西－李善蘭傳》，頁 280。 
12 參閱洪萬生，《孔子與數學》，頁 273。 
13 如《代微積拾級》中所提：代數、常數、變數、已知數、未知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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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代表，成為中國近代科學的先驅者。14 

教書，是李善蘭在教育思想和方法上的貢獻。進入京師同文館後，李善蘭被

聘為天文、算學科教習，在同文館的所有專業教習中，僅李善蘭一人是中國人，

從這個意義上而言李善蘭時是中國歷史上第一位真正意義上的教授。15在京師同

文館期間，李善蘭的譯著和著作成為同文館的重要教材，他審定了同文館《算學

課藝》等數學教材，培養了大批數學人才，「先後約百餘人，十餘年如一日。諸

生以學有成效，或官外省，或使重洋」，「知名者有席淦、貴榮、熊方柏、陳壽田、

胡玉麟、李逢春等，晚年，獲得意門生江槐庭、蔡錫勇二人」16這些人在傳播近

代數學知識上都起過重要作用。17李善蘭所創立的「合中西為一法」的教學模式，

創造性地將傳統中算與近代西方科學融合起來，對提高同文館教學質量起了很大

的作用，也對中國近代教育產生深遠的影響，中國近代教育從傳統過渡到現在，

李善蘭是至為關鍵的一個人物。而李善蘭所提出的「教育強國」的理論，充份強

調普及教育的重要性，為教育史上一個重要觀點，是一個超越時代的真知灼見。
18李善蘭在中年時尚以為「算學明則制器精，制器精則國家強」，以為只要船堅

炮利便可強國富民。「教育強國」的提出，可看出其對中國文化和西方科學的正

確掌握和融會貫通，及教育觀念的改變。19 

李善蘭一生在多個領域作出重大成就，稱他為數學家、天文學家、教育家和

翻譯家都當之無愧，甚至稱之為植物學家、物理學家也無不可，但李善蘭為同時

代學者最不可企及之處，在於他對中西學術思想的融會貫通。論數學上的成就，

項名達、戴煦、徐有壬、夏鸞翔、華蘅芳等人各有過人之處。論翻譯西書的成就，

華蘅芳、徐壽也可與李善蘭比肩。但論一個學者同時橫跨中西學術，在中國傳統

數學及西方現代數學、近代天文學、植物學、物理學等方面都有重大建樹的，在

晚清甚至整個中國古代都不一定找得出這樣的一個人，既使在資訊發達，中西學

術交流頻繁的當代，這樣的「全能學者」也寥寥無幾。比起同時代的學者，李善

蘭的高明之處，在於他充分理解和掌握西方近代科學的學術思想和治學的方法，

並將之與中國傳統學術思想「會通」起來。20 

當李善蘭以近代科學的眼光在來檢視中國學術時，很容易看出一些獨到的見

解。他認為中國的李冶的天元術－「立天元一」，即代數學中建立方程式的「設

未知數 x 」，這也許不算稀奇。21但在學習了西方的近代科學後，能清楚地發現自

                                                 
14 參閱楊自強，《學貫中西－李善蘭傳》，頁 281。 
15 參閱同上書，頁 241。 
16 引自王渝生，〈李善蘭研究〉，《明清數學史論文集》，頁 342。 
17 參閱同上書，頁 341-342。 
18 參閱楊自強，《學貫中西－李善蘭傳》，頁 272-273。 
19 參閱同上書，頁 283。 
20 參閱同上書，頁 282-283。 
21 參閱王渝生，〈李善蘭研究〉，《明清數學史論文集》，頁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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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當年服膺的「西學東源」說的荒謬，並在自己的著作中加以刪除，這樣的眼光

與勇氣就不是一般學者所能具有的了。22所以如果用「貫」之一詞，可以包含著

熟習、貫穿、會通和融合這樣的涵義的話，那麼以「學貫中西」來定義李善蘭，

就應該蠻恰當的。23更如同洪萬生教授所言「中國數學，在李善蘭身上，由傳統

過渡到現代；就銜接傳統與現代來說，他的地位是不朽的」。24 

3.2 書院的數學教育（概況） 

書院始於唐末，代有興衰，至清初又呈興盛景象。就其活動而言，大致可分

成四類：25 
    第一類：講求理學為主。如關中書院等。 

    第二類：注重制藝考課。此類書院為數較多。 

    第三類：重視經濟之學。如漳南書院等。 

    第四類：博習經史考據。如詁經精舍等。 

根據歐士福的研究，這些多未涉及數學課程，乃至乾嘉時期之後，民間數學有了

顯著的發展，開辦了一些具有數學課程的書院，如紫陽書院、友教書院及上述的

詁經精舍。26其間書院的發展也造成了不少的弊端，清代後期，中國社會處於巨

大的變革之中，而書院進行改革是興學育才的一條途徑，因此改革書院便成了適

應社會需求的認知與主張。從甲午戰爭以後至戊戌變法以前的這段時間內，全國

各地書院改革的具體做法大致可分為兩種：一是創設兼課中西實學的書院，一是

就原有書院變更章程，進行整頓，而後者最為普遍。直到戊戌變法，書院改學堂

成為書院改革的唯一形式。之後更成為書院改革的主流與方向。27 

隨著書院制度的改革與發展，很多書院陸續都添設數學課程，將清代流傳的

算學課藝書目整理如下：28 
    石鯨書院元草  二卷  光緒五年（1879）活字本 
    同文館算學課藝  四卷  光緒六年（1880）同文館活字本 
    辦志文會課藝初集·算學  一卷  光緒七年（1881）刊本 
    代數通藝錄  十六卷  光緒十六年（1890）成文堂刊本 
    廣方言館算學課藝  一卷  光緒二十二年（1896）著易堂活字本 
    求志書院算學課藝  一卷  光緒二十二年石印本 
    集賢講舍算稿  二卷附三種  光緒二十三年（1897）泰興刊本 
    學一齋算學稿  四卷  光緒二十三年桂林刊本 

                                                 
22 參閱楊自強，《學貫中西－李善蘭傳》，頁 283。 
23 參閱同上書，頁 283。 
24 引自洪萬生，《孔子與數學》，頁 263。 
25 引自李兆華主編，《中國近代數學教育史稿》，頁 83。 
26 參閱歐士福，《從算學試題看晚清自強運動期間數學教育與數學傳播》，頁 17-18。 
27 參閱李兆華主編，《中國近代數學教育史稿》，頁 83-95。 
28 引自同上書，頁 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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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經時務齋稿叢鈔·算術  五卷  光緒二十三年味經書院刊本 
    兩湖書院算學課程  二卷附一卷表一卷  光緒二十四年（1898）兩湖書院刊 
    本 
    佛山書院算課草  十一卷  光緒二十四年成文堂刊本 
    游藝課草初集  一卷  光緒二十四年刊本 
    簡易庵算稿  四卷  光緒二十六年（1900）製造局刊本 
    萍課演算  一卷  光緒二十六年石印本 
    游藝齋算學課藝初集  一卷  光緒二十七年（1901）刊本 
    上虞算學堂課藝  二卷  光緒二十七年經正書院刊本 
    龍城書院算學課藝  一卷  光緒二十八年（1902）或稍後活字本 
    知新算舍課藝初集  一卷  光緒二十九年（1903）知新算舍石印本 
    求一得齋算學  十一卷  光緒三十年（1904）嵇文墨齋刊本 
    寧省師範學堂算學課藝初編  一卷  光緒三十年江寧師範學堂刊本 
    江西武備學堂中西算學課程  三卷  光緒三十一年（1905）刊本 
    （鄒尊顯）算學課藝  一卷  光緒三十二年（1906）刊本 
    江南高等學堂算學課藝  一卷  光緒三十二年刊本 
    廣東高等學堂預科幾何課本（幾何贅說）  六卷  光緒三十二年刊本 
    廣東高等學堂預科幾何課本（算術駕說）  十一卷  光緒三十三年（1907） 
    刊本 
    經心書院算學課程  五卷  疑為湖北經心書院刊本 
    江蘇存古學堂算學講義  一卷  光緒間活字本 
    算一鈔存  三卷  算餘  一卷  光緒間紅印本 
除了這些專門的算學課藝外，一些書院的課藝和文集中也有零星的內容，整體而

言，書院改革之後的數學教育變成更活潑，以《龍城書院課藝》為例，每年選編

的算題每年數目不一、程度也不盡相同。數學內容主要有球面三角、平面幾何、

立體幾何、圓錐曲線、三角函數和不定方程等，程度在當時已屬不低。又《經心

書院算學課程》五卷的內容，其中卷一主要內容是多項式乘除法。卷二主要討論

一次方程。卷三的主要內容是劈生數法，及今之因數分解。卷四論「諸分式」。

卷五主要討論二次方程。29從這五卷的內容看來，《經心書院算學課程》是一本

初等代數的教材，30由此也可以看出，晚清對於書院課程的改革，的確發揮了普

及數學知識與科學知識的功效。 

3.3 教會學校的數學教育（概況） 

                                                 
29 其內容「給出一元二次方程式的求根公式和根與係數的關係，分析一元二次方程有實根、虛

根的條件，討論分式方程的增根、減根問題，並講帶根號之方程式（無理方程）、能用二次方

程解法之多項式（今之雙二次及可化為二次的方程）和二次同局方程（二元二次方程組）的

解法」，其中「二次方程解法之多項式（今之雙二次及可化為二次的方程）」可謂是吳起潛《無

比例線新解》解局《幾何原本》第十卷的主要方法。 
30 參閱李兆華主編，《中國近代數學教育史稿》，頁 92-101。 



第 3 章  清末民初的數學教育環境與《無比例線新解》的形成 

 33

鴉片戰爭後，教會學校的出現與發展，其本質是列強對中國的文化和教育的

侵略行徑，其教育行政各成系統。且興辦學校也因傳教士之間不同的主張而不

同，但其共同的目的還是「傳播教義」。光緒三十二年（1906）清學部行文各省，

外國人所設學堂，不論已設「無庸立案」，「所有學生，概不給與獎勵」，不承認

此類學校的合法性，而同時意放棄教育主權，對中國近代教育產生深刻的影響，

其發展大體經歷了三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鴉片戰爭爆發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為教會學校的創始時

期，此階段，沒有統一規範的教科書，數學教材多是由教會學校的教師根據學生

的程度自行編譯，程度較低。 

    第二個階段，從第二次鴉片戰爭到義和團運動為教會學校的發展時期，在這

個時期，教會學校逐漸走向「正規化」、「世俗化」、「貴族化」。31並依照西方的教

育模式，建立正規的教學制度，明確學制年限，確立基本完備的教學體系。 

    第三個階段，從義和團運動到清末為教會學校的成熟時期，此時的教會學

校，其教學內容主要以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為主，實行分科專業教學，其教師也

開始以專業教育工作者取代，而且教學水平和學術水平都有明顯的提高。32 

隨著教會學校的發展，其數學教育的程度有明顯的提高，而且教會學校的教

學制度、內容、方法以及教育思想，與中國當時的學校形成明顯的差異並產生深

刻的影響。關於教科書的編譯原則，其中最重要的有：一為教科書的編譯要滲透

宗教教義，將科學與宗教結合起來。二為教科書編譯必須是中文，教科書是編譯，

而不是譯作。關於數學教科書籍有兩類：33 
    一為耶穌教士（基督教士）編譯本： 
      《心算初學》六卷  登州哈師娘撰  天津官書局排印本 
      《心算啟蒙》一卷  美國那夏禮撰  1886 年上海美華書館鉛印本 
      《西學啟蒙》無卷數  1885 年譯印本 
      《數學啟蒙》二卷  英偉烈亞力撰  1853 年偉烈亞力序刻本 
      《筆算數學》三冊  美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鄒立 
       文（字憲章，平度人）同撰  1892 年狄考文序鉛印本 
      《代數備旨》十三卷  美狄考文撰，鄒立文、生福維（字范五，平度人） 
       同譯  1891 年美華書館鉛印本 
      《代數備旨》下卷十一章  美狄考文遺著，范震亞據遺稿校  1902 年會 
       文編輯社石印本 
      《形學備旨》十卷  美狄考文撰，鄒立文、劉永錫同譯  1885 年美華書 
       館鉛印本 

                                                 
31 盡可能的招收富紳子弟，林樂知（Y. J. Allen，1836－1907，美國監理會教士，1881 年設中西

書院，1901 年開辦東吳大學）認為「倘若讓富有的和聰明的中國人，先得到上帝之道，在猶

他們廣泛地宣傳富裕福音。……」從而加速基督教的傳播。 
32 參閱李兆華主編，《中國近代數學教育史稿》，頁 120-123。 
33 引自李儼，《中國數學大綱》，《李儼、錢寶琮科學史全集》，頁 6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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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線備旨》四卷  美羅密士（Elias Loomis，1811~1899）原著，美潘 
      慎文（Rev. Alvin. piorson. Parker，1850~1924）選譯，謝宏賚校錄  1893 
      年潘慎文序於蘇州博習書院，1894 年美華書館鉛印本 
      《代形合參》三卷附一卷  美羅密士原撰，美潘慎文選譯，謝宏賚校錄   
      1893 年美華書館鉛印本 
      《圓錐曲線》無卷數，美路密士撰，美求德生（J. H. Judson）選譯，劉維 
      師筆述  1893 年美華書館鉛印本 
      《格致須知》34初二集  英傅蘭雅輯 
    二為天主教士編譯本： 
      《課算指南》無卷數  天主教啟蒙學校用書  已絕版 
      《課算指南教授法》無卷數  同上用書  已絕版 
      《數學問答》無卷數  餘賓王（P. F. Scherer，S. J.）撰  1901 年匯塾課本， 
      上海土山灣書館鉛印本 
      《量法問答》無卷數  餘賓王撰  同上書館鉛印本 
      《代數問答》無卷數  餘賓王撰  1903 年同上書館鉛印本 
      《代數學》無卷數  Carlo Bourlet 撰，陸翔譯  1928 年同上書館，二次 
       印本 
      《幾何學》平面，無卷數  Carlo Bourlet 撰，戴連江譯  1913 年同上書 
       館鉛印本 
以上著作中，《筆算數學》、《代數備旨》、《形學備旨》、

《八線備旨》、《代形合參》等重印多次，採用最廣，流

傳之廣、影響之大。其中狄考文編譯教材的方法有獨特

之處，35他一般不使用自己的講稿直接編印課本，而將

學生的筆記加以歸納、整理再編印成書。以現今的角度

來看，融入了更多的教學關懷，也更能被當時的中國學

生理解與掌握，也無怪乎《筆算數學》、《代數備旨》、《形

學備旨》如此暢銷的原因之一，其後，文會館的一些學

生也自己動手編寫教材，如張松溪《勾股題鏡》、王錫

恩（1872~1932）《勾股演代》《圖解三角》等。36 

「教會學校編譯的教科書，內容以西方數學知識為主，涉及算術、幾何、代

數、解析幾何等。編排體例大致以定義、性質、定理、例題為序。比較注意數學

                                                 
34 內容：《算法須知》華蘅芳撰（1887 印本），《量法須知》英傅蘭雅撰（1887 印本），《代數須

知》英傅蘭雅撰（1887 印本），《三角須知》英傅蘭雅撰（1888 印本）《微積須知》英傅蘭雅

撰（1888 印本），《曲線須知》英傅蘭雅撰（1888 印本）。 
35 狄考文，同治元年（1863）來華，是美國北長老會 19 世紀末來華的一位傳教士，長期在山東

登州傳教，同治三年（1864）在登州創辦蒙養學堂，後改為登州文會館，他在主持益智書會

期間所做的一項工作是統一中文科學術語，所編《術語辭匯》收詞條 12000 多條，於光緒三

十年（1904）出版。 
36 參閱李兆華主編，《中國近代數學教育史稿》，頁 129-130。 

圖一：筆算數學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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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的邏輯與數學教學的要求，術語及符號亦較規範。」37其中以《代數備旨》

為例，該書於第一章開端第四、五、六款中提到「第四款：以字代幾何而用之，

為代數幾何，共分二種，一係已知之幾何、一係未知之幾何。」「第五款：已知

其幾何之多少，為已知之幾何，恆以天干地支等字代之。」「第六款：未知而欲

求知之幾何，為未知之幾何，恆以天地人物，及五行等字代之，用代未知之幾何者，莫

多於天地人物四字，因欲使地物省筆，故去其土牛二旁，寫為也勿，但念時仍宜念為地物O 若數代數幾何之相

對而用者，可以甲代其一，以 ′甲 宜念次甲代其二，以 ′′甲 宜念二次甲代其三，於可類推。

若祇有兩幾何對用，亦有以呷宜念口甲代其相對者。」38狄考文在《代

數備旨》序中指出他譯此書的目的和此書的特點，指出代數「法

全而理精，及其用尤廣也。」「凡形學、曲線、八線、微分積分

諸學，無不因代數以廣其用，即推天文、火器、航海、光學、力

學、電學等事，亦無不以代數馭之。故代數之為代數，成為無不

通之數學也。至今著作叢出，其法已廣傳於萬國矣。於咸豐年間，

偉烈亞力先生，有一譯本名代數學，近年傅蘭雅先生有一譯本名

代數術。此二書雖甚工雅，然而學者仍難就緒。……況此二書皆

無習問，學者無所推演，欲憑此以習代數，不亦難乎。……」39不

難看出他的教育關懷。從《代數備旨》作為當時中學代數課本，

不僅翻印次數多，而且注釋性的著作也多，由此可看出其影響是

非常顯著的。相信吳起潛在寫《無比例線新解》時，應有受到其

相關的影響。40 

傳教士在中國開辦學校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重要事件，為了

適應教會學校數學教育的需要編譯的數學教科書，以《筆算數學》、

《代數備旨》、《形學備旨》、《八線備旨》、《代形合參》最為流行。

這些教科書的內容適當地反映了教會學校數學教育的內容與水

平，對客觀評價教會學校在中國數學教育近代化過程中有一定的價

值。41到清朝結束的兩百年，中國各類的教會學校在校學生有 20
萬名左右，在四億多的人口中，這原本是很小的數字，但是論及近

代科學知識的傳播，卻不容忽視和低估，這麼多的教會學校，散落

在沿海、沿江和內地，日復一日、年復一年地講授許許多多在西人

看起來已屬平常、今人看起來淺顯，在當時人看起來則十分新穎奇

妙的知識，它對西方科學技術傳入中國，起了潛移默化的作用。42 

                                                 
37 引自李兆華主編，《中國近代數學教育史稿》，頁 130。 
38 引自狄考文撰、鄒立文、生福維同譯，《代數備旨》，頁 1a-1b。 
39 引自同上書序。 
40 見第 4、5 章的論述內容。 
41 參閱李兆華主編，《中國近代數學教育史稿》，頁 156。 
42 參閱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頁 295-297。 

圖二：四書之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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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新式學堂的數學教育（概況） 

新式學堂的學習年限、課程設置、班級專業以及教材等方面已經具有現代學

校的意義。戊戌變法之前，新式學堂已經出現。據歐士福的研究，「19 世紀的最

後 5 年間，士林學術風氣逐漸趨於西化，再加上戊戌變法的推動，新式學堂有了

明顯的發展。1895~1899 年，全中國興辦約 150 所學堂，其中 1895 年有 3 所，

1896 年有 14 所，1897 年有 14 所，1897 年 17 所，1898 年 5 月以前 14 所，戊戌

變法期間有 106 所之多。」43既使變法失敗後，曾下詔廢除各省學校，然學習西

學的趨勢已然底定，1899 年仍設了 7 所官辦公立學堂，至此之後，中國教育制

度逐漸西化，算學課程的開設亦成為常態。而比較務實的的發展則在光緒二十七

年（1901）八月興學詔書之後。詔謂「除京師已設大學堂應切實整頓外，著各省

所有書院，於省城均設大學堂，各府及直隸州均改設中學堂，各州縣均改設小學

堂。」44此後於光緒二十八年（1902）十一月頒布《欽定學堂章程》、光緒二十

九年（1903）十一月頒行《奏定學堂章程》，光緒三十一年（1905）學部成立。

至此，數學教育逐漸制度化。45《壬寅學制》與《癸卯學制》頒布之後，46明定

算學為各大中小蒙學堂的必備課程，中國的數學教育從此獲得廣大的普及，1905
年廢科舉，數學教育也步入規範化的階段。47數學教師的需求也因此而變多了。 

特別的是，清末初興的數學教育使得數學家可以獲得經濟上的獨立，咸豐十

年（1860）至光緒三十一年（1905）之間，約有 40 幾位數學家曾擔任過數學教

師，能夠完全憑藉其數學教學謀生，數學家教師群體的逐漸形成，構成數學家的

職業化的開端，甲午之後，新式學堂陸續興辦，書院增設數學課程亦趨普遍，數

學教師成為一時急需人才，其社會地位進一步得到鞏固。參見下表： 
                    清末數學教師及其任教情況表：48 

姓名 字 籍貫 生卒年 出身 任教處 任教時間 備註 

… … … … … … … … 

華世芳 若溪 無錫 1854~1905 貢生

龍城書院 

南菁書院 

馬洲書院 

上海南洋公學 

商部高等實業學

堂 

1896-1904 

1897-1904 

1897-1904 

1904 

1904-1905 

求志書院、

南菁書院學

生 

支寶枬 雯甫 嵊縣 1854~1912 貢生 兩湖書院 ？-1897 … 

                                                 
43 引自歐士福，《從算學試題看晚清自強運動期間數學教育與數學傳播》，頁 17。 
44 轉引自李兆華主編，《中國近代數學教育史稿》，頁 155。 
45 參閱同上書，頁 155。 
46 癸卯學制除蒙養院到通儒院的直系普通教育外，還有師範教育和實業教育兩個旁系。 
47 參閱吳文俊主編，《中國數學史大系》第八卷，頁 258。 
48 引自李兆華主編，《中國近代數學教育史稿》，頁 177-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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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高等學堂 

上虞算學堂 

1898 

1899-1901 

盧靖 木齋 沔陽 1856~1948 舉人
湖北算學書院 

天津武備學堂 

1883 

1886-1887 
自學數學 

… … … … … … … … 

丁福保 仲祐 無錫 1874~1952 不詳
京師大學堂譯學

館 

1903-？ 南菁書院、竢

實學堂學生

無論是自學而成的算學家，亦或同文館及廣方言館甚至書院、學堂的畢業

生，都可能因為數學教學而得到生活上的實質助益，而清末的數學教師大致可分

成三類：49「第一類，博通經史且兼及數學。期所重視的仍是研治經史，教學多

不以數學為主。這類學者以張文虎、陳澧為代表。」「第二類：志在經世而致力

數學。雖對數學有興趣，但其學習數學的主要目的是經世圖強。劉光蕡、盧靖等

可為這一類型的代表。」「第三類：不重科名而以數學為業。這一類型包括李善

蘭、鄒伯奇、華蘅芳、劉彝程、方愷、席淦、支寶枬、崔朝慶、沈善蒸等人，清

末數學家多屬此類。」隨著數學教育的迅速發展，受過專業教育的人才逐漸成為

教師的主體，進而數學教師成為當時職業數學家的主體，並且承擔了國內大部分

的數學教學任務，既使在大批留學生歸國之後，其中很多人仍然活耀在初、中級

學校的數學教育之中，為數學的普及做出歷史的貢獻，50而他們使用的教材（教

科書）便有討論的價值。 

隨著各類學校的劇增，教科書的編譯與審查成為緊迫的問

題，在清末興學之始，初未顧及教科用書的問題，故其初期採用

舊有的《算經十書》、《幾何原本》、《數理精蘊》，和李、華并西

教士譯著各書《筆算數學》、《代數備旨》、《形學備旨》、《八線備

旨》、《代形合參》、《代微積拾級》應用最廣。51光緒二十五年

（1899）迄光緒二十九年（1903）學校採用的教科書，「據光緒

二十五年出版之《東西學書錄》，前有蔡元培序（1897），其中算

學十二，列舉下各書： 
    《心算啟蒙》一卷，美那夏禮撰，美華書館印本（1886 年）。 
                      …… 
    《數學啟蒙》二卷，英偉烈亞力譯，（1853 年）。 
                      …… 
    《幾何原本》舊譯六卷，新譯九卷，共十五卷，金陵書局印本（1878 年）。 
                      …… 
    《算式集要》四卷，英哈司書撰，英傅蘭雅譯，製造局印本（1877 年）。」

                                                 
49 引自李兆華主編，《中國近代數學教育史稿》，頁 181。 
50 參閱同上書，頁 181。 
51 參閱李儼，《中國數學大綱》，《李儼、錢寶琮科學史全集》，頁 622-623。 

圖三：《代微積

拾級》之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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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大致說明了癸卯學制前數學教材採用的情形。癸卯學制後，則以國人自行編譯

教科書為主，其中底本取自日本原著或日譯西書為主。53其實教科書的審查制度

可分為審定制和國定制兩種。審定制為允許民間自由編及教科書，通過官方審查

後才能由學校採用，而國定制，則由國家頒發統一的教科書，以利統一國民的思

想和全國的教育。54由於當時學堂課程繁多，所需教材種類不一、數量較大，部

可能在短期內由官方完全包辦，因而採用審定制。55光緒三十二年（1906）六月

二十日，學部示諭教科書審定辦法後。56學部陸續審定了初等小學堂、高等小學

堂、中學堂、初等師範學堂的教科用書。舉例來看：57 

克濟新撰平面三角法教科書 
本書為美人克濟（Casey）著，顧澄譯，光緒三十三

年（1907）上海商務印書局出版，今把中譯「序」

錄於下： 
    此書原著者美國 John Casey. 經日本翻譯，以不

只一家，如佐之井愿，如東野十治郎，其所譯之初

等平面三角法，皆即此書。蓋三角法之書，行世者

雖不少，然或圖學者之易解，而不免失於冗長，或

文義高尚，力求簡約，學者受之，又生困難之感。

惟此書體制完善，詳略適宜，於學校教科，最為合

用。宜其自西徂東，紙貴一時也。無錫顧澄君，現

譯日本最善之本，多為重譯，於我國教者學者，其裨益正非淺鮮、用亟受而

印行，已饗當世之先睹為快者。 
                              光緒三十三年仲冬商務印書館編譯所志 

在這個時期裡，數學教材的問題已獲得解決，惟翻譯的多，自編的少是美中

不足之處，但可看得出已從英美傳教士的書，轉變到英日的翻譯書。從質量與內

容來看，譯者的書優於自編者的書，可見潛力還未發揮出來。在數學教科書編排

方面，已採用了各國通用的符號，從左而右橫向編排。且就教學效果而言，成績

還是令人滿意的。58 

3.5《無比例線新解》的作者 

  3.5.1 吳起潛＝吳在淵？ 
                                                 
52 引自李儼，《中國數學大綱》，《李儼、錢寶琮科學史全集》，頁 623-625。 
53 小學教科書，中國自編者多，中學數學教科書或參考書，翻譯或編譯者較多，自編者少。高

等教育的教科書翻譯的很少，自編的更寥寥無幾。 
54 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也是採用審定制，1902 年（明治 35 年）轉而實行國定制。 
55 參閱李兆華主編，《中國近代數學教育史稿》，頁 186-187。 
56 參閱魏庚人主編，《中國中學數學教育史》，頁 45。 
57 引自同上書，頁 82。 
58 參閱同上書，頁 98-100。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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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比例線新解》的作者，當然是吳起潛，至於吳起潛是誰？據筆者多日來

的明察暗訪，因手邊資料不多，也因為「吳起潛」這個名字，在清末不是一個大

數學家，只能從《無比例線新解》的序中，知道其為陽湖人（江蘇武進）尋找蛛

絲馬跡：59 

吾自束髮來好學算，常走問人，多密不肯示。乃取李氏華氏所譯著書自研究，
60輒有得，固局於一隅，知其善而未知其非也。自至吾師  周彣甫夫子門牆，

乃得放覽東西諸算，登泰山矣，返觀舊所學，恒茫然自失，乃肆力於新者焉，

今日有所知，由吾師賜也。世之如吾求學者多矣，不能得者比比也，得矣而

不信，或且少有所得而倒戈於師門焉，此其愚而不足道也。吾之學譾露甚矣，

顧嘗與仝人議，欲編完全教科書，自算術以自最小二乘法，以餉後學，以今

之編譯算書者，決擇多不精，桀誤時有見也，既與吾師及仝學顧養吾君，61

共成代數學一書、解析幾何一書，以衣食奔走故，他書猶未遑及，時溫故，

撮昔所知者記之，乃成是書，初不欲以問世，  師友多囑付梓者，乃繕而付

印之，夫是書不若教科書為當務之所急，顧學者囿於舊學久矣，不有以破除

而擴清之，或且以膠執固蔽而新學莫由入，是雖微渺，尚非勦襲餖飣者，以

破陳說而發新機，亦未必無小補也，丙午閏月十日吳起潛序」 

從上述的序中可看出幾個訊息： 
(1) 「吾自束髮來好學算，常走問人，多密不肯示。乃取李氏華氏所譯著書自研

究，輒有得，固局於一隅，知其善而未知其非也。」可看出其算學多為自修所得。 
(2) 「自至吾師  周彣甫夫子門牆，乃得放覽東西諸算，登泰山矣，返觀舊所學，

恒茫然自失，乃肆力於新者焉，今日有所知，由吾師賜也。」對於他的算學知識

的提升，是遇到他的老師周彣甫先生，並且開始研究「東西諸算」。 

(3) 「吾之學譾露甚矣，顧嘗與仝人議，欲編完全教科書，自算術以自最小二乘

法，以餉後學，以今之編譯算書者，決擇多不精，桀誤時有見也，既與吾師及仝

學顧養吾君，共成代數學一書、解析幾何一書」吳起潛先生想編教科書，並且與

老師及同學顧養吾先生編了兩本教科書。一為「代數學」、一為「解析幾何」 
經過查詢後，這兩本書應為以下兩本：62 

題名 普通教育代數教科書 / 顧澄著; 周道章校閱; 吳起潛參校  

著者 顧 澄 著  

出版項 1906 

 上海 : 科學書局, 1906 年  

面數高廣 326, 91 面 ; 大 19 公分 
                                                 
59 引自吳啟潛，《無比例線新解》序。 
60 李氏應為李善蘭；華氏應華蘅芳。 
61 顧養吾即顧澄。 
62 引自國家圖書館之典藏紀錄（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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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清末中小學教材 -- 中學 -- 數學 -- 代數  

其他著者 吳 起潛 參校  

 周 道章 校閱  

題名 普通教育幾何教科書平面之部 / 阪進英一著; 顧澄編譯; 吳起

潛, 胡復校訂; 周道章校閱  

著者 阪進 英一 著  

版本項 初版 

出版項 1907 

 上海 : 普及書局, 1907 年  

面數高廣 206, 51 面 : 圖 ; 19 公分 

標題 清末中小學教材 -- 中學 -- 數學 -- 幾何  

其他著者 吳 起潛 校訂  

只可惜，台灣都只剩書名，書都已經不見了。 
(4) 「以衣食奔走故，他書猶未遑及，時溫故，撮昔所知者記之，乃成是書，初

不欲以問世，  師友多囑付梓者，乃繕而付印之」，《無比例線新解》應為其讀書

心得，且經由師友的鼓勵才送印成書。 
(5) 由「顧學者囿於舊學久矣，不有以破除而擴清之，或且以膠執固蔽而新學莫

由入，是雖微渺，尚非勦襲餖飣者，以破陳說而發新機，亦未必無小補也」，可

推得吳起潛由自修東算到西方數學的接觸，看得出來西化得相當嚴重，而從《無

比例線新解》看來，也確實嗅得到利用新學來解決舊學的困難。 

以上五點看來，雖然找不到吳起潛的直接資料，但由高希堯教授發表於《中

國現代數學家傳》第一卷〈吳在淵〉此篇文章中，提到了幾件事：
63
「吳在淵 1884

年(清光緒十年)誕生於“儒風蔚然，為東南之冠”的常州(武進)」也是江蘇武進人、

「吳在淵便一頭鑽進從表兄處偷借來的古文典籍和數理書刊之中，日夜攻讀，還

用蠅頭小字密密麻麻抄錄一遍。抄寫頗費功夫，然抄一遍也便記住了十之八九。」

也是自修而得、「19 歲時，吳在淵自思：斷梗飄蓬，寄人籬下，終非良策。便隻

身赴南京，謀求職業。遇數學教師周彣甫先生。經介紹入某書院做錄寫工作，月

薪五元．工餘之暇，便借閱周先生之數學書籍，尋繹其旨。周之藏書多系日文原

版，對從來與日文無緣又無人教授的吳在淵來說，無疑處處是難關。然吳在淵求

知心切，硬靠半部日漢辭典，日夕鑽研，披舊絮，秉孤燈，竟夜不寐，終於無師

自通。讀完了代數、幾何，直讀到微積分。」也是遇到周彣甫師，進而研究西算。

「1911 年吳在淵和在北平的 11 位學者發起創建了一個旨在興辦教育事業的學術

                                                 
63 引自程民德主編，《中國現代數學家傳》，1991，江蘇教育出版社。高希堯，1940 年 10 月生於

河北越縣。1962 年陜西師大數學系畢業。現為西安聯合大學師範學院教授、科技史研究室主

任，陜西省數學會理事，西安數學會副理事長。主要致力於數學史（數學教育史）和數學教

育學的教學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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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立達社，64公舉胡敦複為社長。該社成立不久，發生了武昌起義，全國局

勢驟變．立達社諸友相繼出京南遷至滬．立達社在上海創辦了大同學院。」應與

顧養吾先生是朋友或同學關係。綜上所述竟與吳起潛先生有四點的相同，再加上

高希堯教授又提出「吳在淵還寫過不少著作和論文。主要有《數論初步》(商務，

1931)、《高等教育代數學》(此書刊于民國成立以前，似用“吳起潛”之名發表)、《初

等幾何軌跡探討法》、《初等幾何作圖題探討法》、《聯立一次方程式解法及討論》、

《初等三角法及三角函數》(以上四篇發表于學生雜誌)，《整數之一性質》、《代

數基本定理》、《幾何叢存》(以上三篇發表於中等算學月刊)、《初等幾何學軌跡》、

《幾何圓錐曲線法》(以上二書大同學院刊，1917)等。」因文獻之難得，台灣猶

難於大陸，高希堯教授的論述，更加深了筆者的大膽臆測「吳在淵與吳起潛應為

同一人」，故下文便簡介吳在淵的一些生平事蹟。 

3.5.2 吳在淵的簡介 

吳在淵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位自學成才的數學家、數學

教育家，對於中國數學教育事業的發展有過傑出的貢獻。吳

在淵 1884 年(清光緒十年)誕生於「儒風蔚然，為東南之冠」

的常州(武進)。他從小身體矯健，練就一身好武術，崇尚遊

俠，善計謀，又有俠義心腸，喜抱打不平。吳在淵小小年紀

便已顯露出過人的數學才華。9 歲時，鄰人請來一位算學教

師。由於出不起修金，吳在淵不能就學。有一天，他聽說先

生出了一道數學題，無人能解。題目是「一加二加三……一

直加到十，求和」，65卻不許實加。吳在淵聽後好奇心大動，便獨自到後院去想。

他將石子排成十排，第一排一粒，第二排二粒……一直到第十排十粒。看了一會，

忽然發現：第一排加十粒，第二排加九粒……直至第十排加一粒，則此堆石子仍

是十排，然每排粒數都是十一，故總共一百一十粒。因現在石子總數是原數的兩

倍，故原數是五十五。66此題解後，先生得知大驚，特別破例准許他旁聽。可惜

這位算學先生不久便辭教走了。吳在淵也便失去了唯一一次從師學習數學的機

會。 

由於家境貧寒，因而失去了就學的機會，但也造就了其立志自強和鍥而不捨

的毅力。15 歲後吳在淵居親戚某氏家。該家藏書甚富，吳想借閱，但「諸親好

友概不借閱」八個大字赫然貼在書房門上，67無法開口。所幸表兄很友善，常將

書籍偷借給他。從此，吳在淵便一頭鑽進從表兄處偷借來的古文典籍和數理書刊

之中，日夜攻讀。吳在淵富有數學天才，又勤學，長進很快．不少同齡人常來請

                                                 
64 此十一位學者，為「胡敦復、朱香晚、華倌言、顧養吾、吳在淵、顧珊臣、周潤初、張季源、

平海瀾、趙師曾、郁少華等 11 人」。 
65 引自程民德主編，《中國現代數學家傳》第一卷，頁 2。 
66 此與高斯的故事有些雷同。 
67 引自程民德主編，《中國現代數學家傳》第一卷，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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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解答數學題。有次縣試，其中有兩道數學題無人會解，命題人十分得意，竟以

此懸賞正解。吳在淵想試試自己的能力，便將題目拿來。題目中有些名詞術語自

己不懂，便借來所有能夠借到的數學書，從定義看起，窮二日之力，豁然解出。

一時之間吳在淵疇人之名大噪於親友間。68 

19 歲時，吳在淵自思：斷梗飄蓬，寄人籬下，終非良策。便隻身赴南京，

謀求職業。遇數學教師周彣甫先生。69經介紹入某書院做錄寫工作，月薪五元。

工餘之暇，便借閱周先生之數學書籍，尋繹其旨。周之藏書多系日文原版，對從

來與日文無緣又無人教授的吳在淵來說，無疑處處是難關。然吳在淵求知心切，

硬靠半部日漢辭典，日夕鑽研，終於無師自通。讀完了代數、幾何，直讀到微積

分。數學素養大有長進。有時學生來問數學問題，周先生不在家，吳在淵即為代

答，清澈異常，學生驚服。吳在淵的名字便也逐漸傳於校中。周先生亦有所聞，

對他說：「屈你做抄寫，是大才小用，對不起你，以後一有機會，當為你盡力。」
70下半年果然為吳在淵另覓教職，吳在淵開始走上了終生從事的教學生涯。71 

大約在 1904 年，吳在淵北上就任北平高等農業學校教師。後又歷任北平高

等實業學校、八旗學校、清華學校教職。教學深受學生歡迎，教名日盛，收入漸

豐，家眷亦入京。事業上的成功，生活上的安適，使吳在淵在人生路上步入了短

暫的坦途。琉璃廠的新書幾乎無一不買，無一不讀。安定的教書生活，倏忽數年，

情況發生了急劇變化。1911 年吳在淵和在北平的 11 位學者發起創建了一個旨在

興辦教育事業的學術團體—立達學社，72公舉胡敦復為社長。該社成立不久，發

生了武昌起義，全國局勢驟變。立達學社諸友相繼出京南遷至滬。立達學社在上

海創辦了大同學院。這是一所「為其同人講學勵志之所，以研究學術明體達用為

宗旨，而以先聖大同理想為依歸」的大學，其校銘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

新民，在止於至善」。於 1922 年改制為大同大學。73 

大同大學的創建和發展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是值得一書。一群知識份子，艱

辛地為國培養著大批人才。立達學社同仁們在大同學院開創時，相約人人為大同

出力，一年內即凍餒亦不可離，教員不請外人，薪金全數捐給學校。在以後的幾

年裡，有時也僅能支薪金四成，甚至僅發三十來元生活費。這對要養八口之家的

吳在淵而言，吃飯都成問題了。然而艱苦和困難並沒有難倒這位堅強的學者。儘

管家徒四壁，卻甘之如飴。他對大同抱有無限熱情，非但任勞任怨，即使赴湯蹈

火，在所不惜。吳在淵將畢生精力獻給了大同大學。自大同創建到他去世，長期

                                                 
68 參閱程民德主編，《中國現代數學家傳》第一卷，頁 2。 
69 吳起潛、顧澄（養吾）的老師。 
70 引自程民德主編，《中國現代數學家傳》第一卷，頁 3。 
71 參閱同上書，頁 2-3。 
72 「立達」二字取之於《論語》中“己欲立而立人，己欲達而達人，近取諸身，遠譬諸人＂句，

以伸“教育救國＂之志。 
73 參閱程民德主編，《中國現代數學家傳》第一卷，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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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數學系主任。他的教學深受學生歡迎，平日公正慈祥，剛直不阿，逐漸成為

全國知名的數學教授。吳在淵身體魁梧奇偉，又長期堅持練習武術，可謂身強力

壯。但自入大同二十餘年間，終日伏案，體質漸衰．1918 至 1919 年間，曾大病

幾死。年甫五旬便已躬腰曲背，老態龍鍾。年方 52 歲，就喀血逝世。一代師表，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74 

吳在淵所處時代，中國教育事業正處於一個大變革時期。75他提出了『中國

學術，要求自立』76的主張。「自立之道奈何？第一宜講演，第二宜翻譯，第三

宜編纂，第四宜著述。77」他自己在這四方面身體力行，為中國的教育事業和學

術研究工作做出了出色的貢獻。下面我們將分述吳在淵在這四方面的業績。 

3.5.2.1 講演（教學法） 

當吳在淵步入教育界的時候，中國近代教育還處於初創時期。78舊時中國封

建教育的影響雖還很深，但根基已動搖；西方科學技術和教育思想傳入中國，影

響越來越大。中國效仿歐美而建立的教學制度和教學方法還很不完善。而吳在

淵，這位自學成才的學者，既不對傳統教育抱殘守缺，也不對西方教育一味仿效，

而是通過實踐，摸索自己的教育道路。他說：「我國興辦教育已二十餘年，全國

鴻儒於此根本之端(指教育宗旨)未嘗少一商榷。一時心醉於東，則群譯東籍；一

時目迷於美，則又競販美書。不求心得而俯仰隨人，以此而言教育，其效恐無幾

矣。」79他十分重視基礎知識和基本訓練的教學，也十分注意實踐能力的培養。

他主張：「做教員者不但要把知識給學生講清楚，並當以豐富的教材供給學生，

養成學生自己處理難題的能力。以此為鵠，然後腳踏實地，一步步做去，漸入高

深。」80為此，教學內容必須根據培養目標嚴格選取，做到內容豐富而不寵雜，

脈絡清晰而不空講理論。因而吳在淵在教學中，教本採用外文原版書時，他便邊

講邊譯，更不時彙集添購材料；教本不適用時，便自編講義，絕不照本宣科。吳

在淵為此編寫了很多大學數學講義，先後達數十種。主要有《微分積分學綱要》、

《微積分學及題解》、《微積分應用問題》、《代數學講義》、《高等代數學》、《順列

論》、《不等式》、《不定解析論》、《級數論》(不全)、《幾何學講義》、《平面立體

幾何學》、《初等解析幾何學》、《高等幾何學》(未完)、《微分幾何學初步》(未完)、
《射影幾何學》(不全)、《平面三角法》、《球面三角法》(不全)等。81 

                                                 
74 參閱程民德主編，《中國現代數學家傳》第一卷，頁 4。 
75 吳在淵在『求學階段』經歷過教會學校所翻譯的數學書，又經過書院的洗禮，又當過清末實

業學堂的教師，民國之後又擔任大學的教授。此段經歷的變革可由 3.1~3.4 看出。 
76 引自程民德主編，《中國現代數學家傳》第一卷，頁 4。 
77 引自魏庚人主編，《中國中學數學教育史》，頁 320。 
78 1904 年正是光緒二十九年（1903）十一月頒行《奏定學堂章程》（《癸卯學制》）的隔一年。 
79 引自程民德主編，《中國現代數學家傳》第一卷，頁 5。 
80 引自同上書，頁 5。 
81 參閱程民德主編，《中國現代數學家傳》第一卷，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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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初年後，吳在淵對教學方法的改進方面下過不少功夫。他反對經院式、

填鴨式教學方法，提倡啟發式。他認為講授平面幾何，應「先從觀察、實量、作

圖入手，逐漸培養學生研究量之興趣。使學生對於幾何之概念，如深霄觀火，表

裏洞澈。對幾何之圖形，如宜僚弄丸，高下鹹宜。於是引入理論，自有水到渠成

之樂。」82吳在淵在數學教學中，十分注意數學理論的系統講授，講清來龍去脈，

又能提綱挈領，突出重點，啟迪學習的思維。且在數學教學中亦很注意教學語言

的科學性和趣味性。教學語言精采生動，詼諧有趣，富有啟發性。他能把抽象枯

燥的數學講得有聲有色。有一次學生在代數作業中出現「a2＋a2=a4」這樣的錯誤，

他並沒有直接指責學生，而是十分詼諧地問：「一牛頭上有兩角。二牛在一起，

是共有二牛，每牛頭上仍有二角呢？還是變了一牛，此牛頭上有四角呢？」83學

生笑而不答，然後教師才指出學生錯誤所在。 

在數學教學中，吳在淵還很重視傳授治學思想、治學方法。他曾多次告誡青

年要防止學業上的「三病」。84他常言學者有三病：觀念不清，一病。怕繁，二

病。怕難，三病。三病去而無天才，無毅力，亦不能大成。他又說：「解除困難

之道，在授課者固宜悉心研求，而為學者則宜勉力自克，且難中有趣，趣生則感

難之心自減，且將樂此而不疲……」85他自己又身體力行，內方正而外和詳，循

循善誘，誨人不倦，同時又要求極嚴，學生偶有過失，則嚴斥不稍貸，學生對其

愛而敬之。86 

3.5.2.2 翻譯 

中華民國初年，各類學校理科教本多採用原文版英語教科書。教師在課堂上

講課時不得不逐句先講解英文，學生不得不花很大精力用於外語，因而影響了正

常的理科教學。吳在淵認為，若長此下去，不通外語者沒有讀科技書籍的條件，

社會上大多數人將感到科學的饑荒；已進學並且有志獻身於科學事業者，由於外

語而影響對科學知識的學習，亦有不便。況且一離英文中國便無科技書籍，我國

學術安能獨立？他主張要獨立，可先翻譯一些外國著作，以為借鑒。有人認為翻

譯並非急需，有程度者看原文書即可。吳在淵反駁道：「學科學者重質不重文，

即有西文原本，然譯本取價廉而閱讀便，能讀原本者，亦何必固執必用原本？況

且傳播科學，是先進者的義務，能讀西文原本者固多，不能讀原本而有志科學者

亦不在少數。對於如此的人，先進者應當盡心為他們設法呢？還是高舉西書，對

他們說：『外國人早已著好了書，供給你們研究，只怪你們自己沒有能力』呢？」
87吳在淵決心開始編譯外國數學書籍。他說：「既然外國歸來的鴻儒博士無暇編

                                                 
82 引自同上書，頁 6。 
83 引自同上書，頁 7。 
84 至今仍為當今學生之「三病」。 
85 引自程民德主編，《中國現代數學家傳》第一卷，頁 8。 
86 參閱同上書，頁 7-8。 
87 引自程民德主編，《中國現代數學家傳》第一卷，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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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無暇翻譯，而中國學術饑荒如此其甚，那麼只能讓我蹩腳人負起這個責任了。

我雖不能有所發明，然而傳播科學的能力，自信有的。發明家固然重要，傳播者

也未必不重要，尤其在科學落後的中國。」88吳在淵從未能正式上學受教育，日

語、英語當然未能受正規訓練。89卻在繁忙的教學工作之餘，大量翻譯外國數學

書籍和文章。主要譯作有迪克森(Dickson)的《代數方程式論入門》、希爾(Hill)的
《比例論》、歐幾里得的《幾何原本》(不全)、戈德弗雷(Godfrey)和 Siddons 的《近

世幾何學》、彼得森(Peterson)的《幾何作圖題解法及原理》、《微分積分學》、科恩

(Cohen)的《微分方程式》、默里(Murray)的《微分方程式》、Besant 的《滑線滾線

論》等。90 

中國古代數學研究歷史悠久，形成獨特的理論體系，有一套相當完整的數學

名詞術語。16 世紀西方數學開始傳入中國，引進了一些國外數學名詞的譯名。

20 世紀初，外國數學名詞更大量引入。由於譯名缺乏統一的規定，對數學學習

和研究帶來相當的不便。數學名詞術語譯名極需統一。中國科學社委託數學家胡

明複、姜立夫負責擬訂「算學名詞」。吳在淵等以特請專家的身份參與了這一工

作。1923 年完成了《科學名詞審查會算學名詞審查組第一次審查本》，書中每一

名詞後列有英文名、法文名、德文名、日文名、舊譯名和定名。1938 年《算學

名詞彙編》正式出版，為中國數學事業做了一件重要的基礎工作。而吳在淵通過

自己的不懈努力，完成了自己為『中國學術，要求自立』而奮鬥的第二個任務—
翻譯。 

3.5.2.3 編纂 

吳在淵在完成『中國學術，要求自立』的第三個任務—編纂教

科書方面，成就尤為突出。清末興辦學堂時期，沒有系統的學制，

數學教科書多用外國傳教士編譯的教本。如《代數備旨》、《形學備

旨》、《八線備旨》、《代形合參》等。1902 年始，清政府頒佈欽定學

堂章程，中國始有統一學制。1902 至 1910 年這一時期，中學數學

教科書以翻譯本居多，亦出現中國自編的一些教本，但質量較差。

1911 年中華民國成立，不久便頒佈新學制。中學為四年制，配有統

一的課程標準。中國自編的數學教科書開始有計劃有系統地出版。主要有《共和

國教科書》、《民國新教科書》等。主要編纂人有秦沅、秦汾、壽孝天、駱師曾、

黃元、吳在淵等人。91 

吳在淵是中國早期中學數學教科書重要編纂人之一。為了傳播數學知識，培

                                                 
88 引自同上書，頁 8-9。 
89 參閱同上書，頁 9。據其女兒回憶，他只學習了三個月英語，拼音是不行的，看數學書卻有驚

人的能力。 
90 參閱同上書，頁 8-9。 
91 參閱程民德主編，《中國現代數學家傳》第一卷，頁 10。 

圖六：共和國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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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下一代，為中國學術自立創造條件，他積極從事中國數學教科書的編纂工作。

且宜從中學之教科書入手，層累而上，以至高深之學。材料不妨淺近而說理務宜

精詳，結構不必宏大而見地須有獨到。他曾說：「宜有教科書出，使學者知求學

宜達至若何之程度，非可以淺嘗止而飣餖得也，必有實力以赴之；非可以鋪糟始

而啜醨終也，必得實學而守之；而教者亦可含英咀華，知所從事．夫改革之事固

非一端，而有良善之教科書實為最先。」92所編之《近世初等代數學》和《近世

初等幾何學》是中國早期自編的中學數學教科書之一，影響較大．自 1922 年和

1925 年分別初版後，曾多次再版。 

《近世初等代數學》主要內容為代數式，一、二次方程，無理數及虛數，冪

及冪根，比及比例，級數，錯列及配合，二項式定理，對數等。這些內容現已成

為中國中學代數傳統教學的主要內容。該書在編排體系上仍借鑒霍爾(Hall)和奈

特(Knight)二氏之《初等代數學》，但「與以前編輯的各教科書不同，既融會代數

學全體，又認定初等代數學範圍．下接算術之階梯，上奠解析之基礎。最足引起

初學自動之研究，而非僅為機械的演習者也。」93本書有許多內容的處理上頗具

匠心。例如，方程部分的編排，正如編輯大意所云：「方程式為代數學之主體，

學者欲得代數學之驪珠，必當於是三致意焉。故本書於方程式，陳述再四，進之

以漸；于普通解法之外，少加理論，著立法之源；略附探討，養推理之力；舉偏

曲以窺其全；窮變化以明其體；時分類以助記憶；多舉例以資會通；欲學者漸入

解析之門，備學高深之用也。」94而《近世初等幾何學》(上、下冊)主要內容為

緒論，直線圖，圓，面積，比例，正多角形及圓。該書以理論為經，實用為緯，

力避艱深之理論，使初學者易於瞭解。由於歐氏幾何早已構成一個完整的體，歷

來幾何教科書內容和編排方式變化不大，吳在淵並沒因此而簡單的仿效他書，而

是處處細加斟酌。95 

1922 年 11 月中國進行學制改革，實行六三三學制。新學制課程標準起草委

員會擬定了初中算學，高中代數、幾何、三角及解析幾何大意課程綱要。該綱要

中有一顯著改進，初中數學課程採用混合法講授。在這一時期，吳在淵還參與中

華書局『新中學教科書』的編寫。先後有算術、初級幾何學、高級幾何學等。這

些教科書在編寫中仍是吸取歐美之經驗，但已不是單純仿效。正如吳在淵在《新

中學教科書 高級幾何學》編輯大意中所說：「我國舊有之幾何學教科書，先屬英

派，後為美派。本書參酌英美加以法派之教材。講比例則避去插合論之沉悶；導

計算則先明量數間之關係。時加應用，而以不背嚴格之理論為歸。」96 

1928 年中國開始制訂中學課程標準。先公佈了暫行標準，經廣徵意見修訂

                                                 
92 引自同上書，頁 10。 
93 引自同上書，頁 11。 
94 引自同上。 
95 參閱同上。 
96 引自程民德主編，《中國現代數學家傳》第一卷，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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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1933 年前後公佈中小學正式課程標準，使中國中學教育逐步走上較正規的

道路。根據課程標準，吳在淵編寫了《高級中學幾何學教科書》(上、下冊)。1932
年起吳在淵根據新課程標準還編寫了一套「中國初中教科書」，包括《初中算術》

(一冊)、《初中代數》(上、下)、《初中幾何學》(上、中、下)、《初中三角》(一冊)，
由上海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出版。吳在淵身為一位著名學者，如此熱心於中學

數學教材的編纂和改革，是難能可貴的。也因此在中國中學數學教育史上的地位

和作用便無須贅言了。97 

3.5.2.4 著述  

吳在淵還寫過不少著作和論文。主要有「《數論初步》(商務，1931)、98《高

等教育代數學》(此書刊于民國成立以前，似用『吳起潛』之名發表)、《初等幾

何軌跡探討法》、《初等幾何作圖題探討法》、《聯立一次方程式解法及討論》、《初

等三角法及三角函數》(以上四篇發表于學生雜誌)，《整數之一性質》、《代數基

本定理》、《幾何叢存》(以上三篇發表於中等算學月刊)、《初等幾何學軌跡》、《幾

何圓錐曲線法》(以上二書大同學院刊，1917)等。」99《數論初步》序中道出其

著作的心情：「間常聞言：方今我國青年求知之慾甚於飢渴；私心竊喜，以為學

殖進步之速當可操卷待矣。起視出版界，乃不經爽然，小說出品，斗糧車載；科

學書籍，寥若晨星，其高深者尤難一二覯，適合也？商家本為貨殖，供自應乎所

求，陽春之和難求，資本時虞虛擲，即有名作，未敢發行，而能載筆著述者又多

寒士，腹笥雖富，僅足資生，知音之難，千古同慨，抱璞途泣，是其恆情，斯所

以科學高深之作，絕跡於市也；然則奈何？曰：欲人多能知樂，必先使能操絃；

欲人多能調羹，必先使能識味，青年求知之慾固在，必有以善導而養之，庶能充

其量於正軌乎。」100由此也看得出，吳在淵身為教育家著述的心志。而吳在淵的

數學科普性文章對於普及數學知識，引導青年學習和鑽研數學科學起過有益的作

用。如《代數基本定理》一文，概括介紹了代數基本定理之研究歷史，論述了該

定理普通證法和歐拉(Euler)證法之缺陷，介紹了高斯(Guass)的四種證法，特別是

第一、三兩種證法。這是一篇至今仍有參考價值的數學科普論文。101 

吳在淵生前常說：「我的成績不算什麼．我希望後來居上，一代勝如一代，

社會才有進步．我現在不過是地下的基石，泥中的種子，我希望將來有摩天的高

屋造起來，參天的大樹長起來。」102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吳在淵堅守在教育戰

線上，進行著教學與科研，並取得顯著的成就，更成為大同大學知名的教授。但

貧困交加，積勞成疾，久病不愈，五十二歲便不幸早逝。吳在淵的一生是舊中國

                                                 
97 參閱同上書，頁 12-13。 
98 本書於台灣有出版，是屬於大學叢書。 
99 引自程民德主編，《中國現代數學家傳》第一卷，頁 13。 
100 引自吳在淵，《數論初步》序。 
101 參閱程民德主編，《中國現代數學家傳》第一卷，頁 13。 
102 引自程民德主編，《中國現代數學家傳》第一卷，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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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知識分子的一個縮影。103 

3.6 小結 

《中國數學的西化歷程》一書中提到：104自禁教之時起，中國與西方的交流

幾近斷絕。此後的百餘年間，少有新的西方數學知識傳入中國（大清帝國）。中

國的中算家在復原傳統數學及深入理解和繼續發展西方數學做了一些工作。如果

說清代初期中國傳統數學還在算法領域有某些領先西方的方法，但到了 19 世紀

中期，中國數學幾乎在所有領域都無法再與西方數學抗衡。也在此時，無論願意

或不願意，西方數學再次大規模地傳入。由於東西方兩種數學完全不同在一個水

準之上，中國數學甚至連交流的餘地都沒有了，到了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中國

傳統數學終於被西方數學取代，中國數學家大多表現出客觀的態度，承認西方方

法的優勢，同時在教學和研究中傳播和應用這些方法，105中國數學的西化亦基本

完成。106 

若吳起潛真的是吳在淵的話，這也比較能解釋：「《無比例線新解》的內容安

排，頗有教育的意涵在。」107經過了清末數學教育的逐漸重視，中國數學家的職

業化的進程中，身在時代的轉折點，本身透過自修先行得到數學啟蒙、再經書院

的洗禮，輔以教會學校編譯之數學書籍的薰陶，打開自己東西數學的視野，再到

新式學堂的實業學校的磨練，民國之後再經過中學、大學的教學環境的奉獻，畢

生為數學教育，鞠躬盡瘁，死而後已，留下了大批的論述，也將中國的數學教育

向上提升了不少，吳在淵（吳起潛）當然也認同西方數學的內容、方法和思維方

式，但他選擇以更積極的面對（除了翻譯，也自行編撰），為中國的數學教育歷

程中，一位不可或缺教育實踐家，也因此在教育界，相信吳在淵（吳起潛）找到

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 

正因如此，吳在淵（吳起潛）年輕時的舊著《無比例線新解》便有一探的價

值，以下筆者將用 4、5 兩章來分析它。 

                                                 
103 參閱魏庚人主編，《中國中學數學教育史》，頁 321。 
104 參閱田淼，《中國數學西化的歷程》。封面內頁：田淼，理學博士，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

究所副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數學史和力學史的研究。曾於德國柏林工業大學、馬克思－普

郎克科學史研究所、巴黎第七大學、愛爾蘭根大學、李約瑟研究所等學術機構從事合作研究

和講學。 
105 參閱同上書，頁 375。 
106 參閱同上書，頁 182。 
107 於下一章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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