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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期 
  本期通訊共有二篇專論，分別為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

沈建東的〈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玉器工藝同心圓與角度的運用──以

安徽省含山縣凌家灘玉器的工藝構圖為例〉，及臺北市和平高中數

學教師黃俊瑋的〈江戶時期的和算家與士人如何看待數學〉。這二

篇文章分具特色，第一篇文章考察了長江中下游、安徽巢湖地區、

太湖流域、江浙等史前遺址出土的玉器。透過構圖法發現，以同

心圓及圓周串圓分角度的技術，是當時玉璜構圖的基本方法。並

特選以運用同心圓及角度定位之玉器，使讀者能更了解同心圓在

構圖運用上的承續關係。第二篇文章則是由江戶時期的士人及和算家對數學與數學家的看法

出發，探討當時數學家的社會地位。讓讀者瞭解江戶時期的社會經濟環境與高升的數學學術

地位，為當時日本的數學發展提供了相當正向的助力。二篇文章分別點出了工藝技術和社會

風氣對科學技術發展的影響，呈現出科史研究中不同的面相。 

  而在學術劄記欄目中，劉廣定委員於〈《續武經總要》萬曆本的一些補正──科學史研究

之意外收穫〉中透過比對不同「嘉靖本」與「萬曆本」《續武經總要》的內容，察覺各版本

的疏漏差異，並點出這種意外的收穫由關鍵辭查資料庫難以得到，提醒研究者傳統的查找資

料方法仍有高度價值。劉昭民委員則遍查古籍，於〈我國古代先民之環保觀念和環保措施〉

中加以彙整，指出我國由秦漢至明清以來保育山林、厚植土木觀念的演進。張之傑委員則於

〈中文打字機摭談〉中，以臺灣商務印書館成立七十週年紀念酒會中，一件展出的中文打字

機為引，為本期讀者簡介了中文打字機源自和文打字機的過程，以及近七十餘年來的發展歷

程。最後則是本人撰寫的〈上海格致書院展示之科學儀器〉，透過《格致彙編》中的描述，

追溯其英文底本，確定了每一種儀器的現代名稱與功能，兼論當時刊登展示的可能原因與歷

史意義。 

  另外，今年我們還舉行了兩次專題演講。任職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院處的翁宇雯小姐帶

領我們從形與釉看中國陶瓷技術的演進；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的黃俊夫先生則由古至今，橫

跨晚清、日據到二十一世紀，蒐羅了臺灣過去二三十年來印刷產業的各類影片、相片、口述

訪談與其他檔案，為聽者構建了一幅完整的臺灣印刷史。之後，我們為各位介紹海內外新出

版的科史典籍與會議訊息，希望能促進科史研究和教育普及的推廣。 

  最後預告本會明年 5 月 3 日至 4 日，將與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合辦「科學典籍、圖

像與文物學術研討會」，相關資訊請見本期內容。特別感謝毛傳慧所長的努力奔走，屆時其

豐富的內容也會與各位讀者共享。 

2018 年於高雄 

 



 

 

學術論著  1 

Articles 

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玉器工藝同心圓與角度的運用 

――以安徽省含山縣凌家灘玉器的工藝構圖為例 

沈建東* 

摘要 

  透過玉璜工藝構圖的研究，發現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在長江中下游、安徽巢湖地區、太

湖流域、江浙等史前遺址出土的玉器，存在著前後兩段不同的量度系統及其度量透過交流使

用的情況，量度系統發生變革的時間，當在崧澤文化晚期進入良渚文化之時。又透過構圖法

發現，以同心圓及圓周串圓分角度的技術，是為玉璜構圖的基本方法，在量度系統改變之後，

這些技術仍然繼續運用無礙。安徽含山凌家灘文化正跨於兩種量度系統變革的過程，如以出

土長條璜為主的墓，經構圖分析，是屬於較早 5.5mm 量度系統，出土不見長條璜而見緣齒

狀璜的墓，經構圖分析，皆是較後的 3mm 量度系統。本文就以凌家灘文化出土玉璜以 5.5mm
及 3mm 量度系統的不同，舉例解釋，並以進入 3mm 量度系統的良渚文化玉璜構圖，加以

說明比較，所舉之例，特選以運用同心圓及角度定位之玉器，期能更了解同心圓在構圖運用

上的承續關係。 

 

關鍵詞：凌家灘文化、玉璜、同心圓 

  

                                                       

*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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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玉璜、玉玦是很早出現的玉器，在長江中游大溪文化及太湖地區馬家濱文化就已經使用，

安徽含山凌家灘及薛家崗文化則同於崧澤而早於良渚文化。依考古報告，凌家灘遺址距今約

5300 年，大致與崧澤、北陰陽營文化相當1。凌家灘出土許多精美的玉石器，「……凌家灘玉

器群中，除玦、珠、管、小玉璧外，璜也很流行，不僅有崧澤文化常見的玉璜形式，而且還

有半璧形齒紋邊璜、複合璜，以及鳥首形和獸首形璜等，後者種類顯得更豐富多樣，精緻美

觀。2」筆者在研究玉璜工藝構圖的過程發現，早期的條形、折角、橋形璜等是以 5.5mm 圓

為測繪單位，至良渚文化已無這類形的璜，而以半璧式的扇形璜來呈現，此時是以 3mm 圓

為測繪單位，古度似乎經過了這兩種的變革，時間大至發生在崧澤文化晚期進入良渚文化之

時，而凌家灘文化則提供了這古度轉變的線索，因為凌家灘文化出土墓葬並存有這兩個量度

系統，可將出土墓葬分為前後期的時間序列，如出土多件條形、折角璜的墓 M15 皆為 5.5mm
的量測系統，此墓還出土玉冠形器。而相臨隔壁的 M9 出土的玉龍鳳首璜，亦為 5.5mm 的

系統。墓 M11 出現半璧形齒緣璜及頂邊有突飾的、多孔的玉璜，及 M8 的雙虎首璜，皆為

3mm 系統。所以 M15 與 M11 出土玉器，可分屬於不同時期的工藝作品。 

  璜的工藝構圖是古人製作玉璜前的設計圖案，藉由玉料的大小，製作的用途，來決定玉

璜形狀及構圖的方式。在構圖的技巧上，由一初始圓開始衍生圖形的結構，不論是同心圓、

接圓的方式，甚至改變圓心繼續產生不同的圓，利用其交點及不同等徑的弧段，組成璜的內

外緣，因為內外緣的弧度，有時是以三個圓（兩側同、中異）以局部而組成整個外緣的，這

些繪製的過程，筆者已有文本敘述，本文將以構圖中同心圓的利用，加以闡述，以利進一步

窺探凌家灘玉器工藝構圖上，古人可能的思維及作圖的巧妙。 

二、運用同心圓與基本角度的原始法式 

  雖然前後期的度量單位不同，但繪圖技術及繪圖內容是相承的，如初始圓以同心圓作擴

張的方式是類似的，又利用與當今 5 度角作角度變化加以選擇定點，古人不是以今日角度的

概念擇角，而是根據圓周上串圓所分生相同的弧面，兩類量度系統顯示所等分的弧度都等同

於今 5 度的效果，即圓周可串 18、36 等分的圓，進而七十二等分圓周（見圖 1 上），所以在

構圖時選擇角度是以 5 度或其倍數遞增的角度來進行選擇的。早期璜的構圖如橋形璜、折角

璜、扇形璜，都以同心圓及選擇分角的方式進行構圖，以後 3mm 系統如帶齒璜、良渚扇形

璜等，同樣也是在這樣的方法上進行構圖的3。 

                                                       
1 張忠培以為：「凌家灘墓地的年代，和薛家崗墓地與遺址，以及北陰陽營及龍渣虬庄墓地與遺址中偏晚階段

的遺存的年代大致相同，基本落在崧澤文化時期前後或稍晚。」〈窺探凌家灘墓地〉，收入《凌家灘玉器》（北

京：文物出版社，2000），頁 151。 
2 參見楊立新〈安徽地區史前玉器的發現與研究〉，載《文物研究》，第 12 輯(1999.12)，頁 22。又楊以為以年

代關係，依次為薛家崗文化→凌家灘類型→淮北大汶口文化→含良渚式玉器的文化。而就玉器風格論，凌家

灘與薛家崗文化的年代相近，關係較密切。同上，頁 19。 
3 串圓方式以符合角度 5 度為基準，參考沈建東，〈圓的運用與變化――揭櫫良渚製玉工藝的幾何構圖〉、《第

十屆科學史研討彙刊》（臺北：中央研究院科學史委員會，2015），三、分角線與夾角的定義，頁 22-23。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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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可以推測，不論在構圖或玉器製作的過程中，應該有一個工作平臺或平面，提供同

心圓及七十二等分圓周的圖案刻畫，或者足以提供上述功能的量規工具，使玉料的構圖及製

作可以順著這些刻畫來進行4。這也是古代工藝法式的濫觴，也是原始思維的共同基礎，也

不因度量的變革而有大不同的改變。 

  從馬家濱文化（代表長江下游太湖區域）、大溪文化（長江中游）、北陰陽營型（代表南

京及江北地區）、崧澤文化（太湖及江南早期）以及薛家崗、凌家灘文化（江淮及巢湖）所

出土的條形璜，都是以 5.5mm 為量測單位的，代表早期工藝技術傳接與交流有密切相關的

時期（見圖 1）。凌家灘部分墓的齒緣璜、扇形璜，江淮以至於良渚文化（錢塘江及太湖地

區），皆以 3mm 為量測單位，代表較晚期度量變革後的工藝技術（見圖 1，以虛線分別兩種

量度系統的不同）。凌家灘文化的玉器正好跨越於兩種量度系統，因此玉器的構圖研究，格

外顯得有重要的意義。 

 

圖 1 凌家灘文化與其他新石器時代中晚期文化的時間序列示意圖。虛線為區分兩種量度系統，凌家灘正位於

量度系統的變革過程。 

                                                                                                                                                                                 
中又以（一）對稱性玉器是由構圖所產生。（二）工匠則完整保留構圖的圓徑度數於作品之中。（三）構圖由

一中心初始圓開始。（四）特定的角度定義。四點為認識古代玉器製作的切入點。 
4 參見沈建東，〈最早的量規？試析金壇三星村馬家濱文化遺址出土的一組板狀刻紋骨器〉，《科學史通訊》，第

41 期(2017.12)，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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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凌家灘文化 5.5mm 系統構圖利用同心圓之舉例 

  如前所述，以 5.5mm 為測繪單位的玉器構圖，是屬於較早階段的量度系統，凌家灘文

化出土墓葬中，以墓 M15 最具代表，幾件條形璜都出自於此。 

 
圖 2 璜內外緣弧段的圓心點可在同心圓上，以角度選取而定點。（作者繪製） 

  如編號 50 的橋形璜，兩端有蕈狀頭飾，璜內緣符合直徑圓 110mm。璜的外圓由兩側對

稱圓及中間外緣三部分組成，從圓心 0 作直徑 66mm 圓以 30 度角向下交此圓於點 1、2，以

此二點為圓心作 220mm 直徑圓，即完成璜外圓的兩側弧面。又以圓心 0 作 154mm 直徑圓，

則完成璜外緣中間部分的弧面。此件璜利用同心圓方式以 66-110-154mm 來作圓，並利用角

度線與圓的交點繼續作圓，以處理外緣兩側弧面。另蕈狀飾以符合直徑 22mm 的圓弧，其圓

心在平軸與同心直徑圓 137.5mm(132+5.5mm)的交點上（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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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條形璜 5.5mm 倍數關係的構圖法。（作者繪製） 

  這樣的橋形璜的工藝構圖可同樣發現在其他出土的，如安徽望江縣新橋黃家堰

-D-153(1597)、安徽太湖縣徐橋墩上-C7(1107)，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玉 3253 等的橋形

璜上5。 

  M15出土編號93的一件條形璜的構圖，符合同心圓上選取不同角度定點來作圓的連結，

如圖三，以圓心 0 為初始圓，作 55、60.5mm 直徑(55+5.5mm)兩同心圓，以向下 40 度角畫

線交 55mm 直徑圓於 1、2 兩點，以這兩點為圓心，作直徑 121mm 圓則符合璜內緣兩側弧

面。從圓 0 向下 55 度角畫線交 60.5mm 直徑圓於 3、4 兩點，以這兩點為圓心，作直徑圓 165mm
圓則符合璜外緣兩側弧面。璜內外緣中間段部分的圓弧符合運用 363、451mm 之直徑圓，其

圓心落在點 6、7 兩點，這兩點可以直徑 55mm，以點 5 為圓心作接圓而得到，或以圓 0 為

圓心，再作 275、330mm 直徑的同心圓而得到相同的兩點。 

                                                       
5  參考沈建東，〈長江流域史前玉璜製作工藝初探〉，《故宮文物月刊》，第 269 期(2005)，頁 6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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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玉冠形器利用同心圓及角度來定點。（作者繪製） 

  凌家灘 M15 出土一件玉冠形飾（圖 4），是屬於較早的 5.5mm 量度系統，這件冠形飾的

初始圓在人字形的頂端點 0 上，整個冠形器的各部定點皆函蓋在以 0 為圓心的系列同心圓上，

以 49.5、55、71.5 及 88mm 作同心圓（5.5mm 為 1Unt，以倍數關係進行），同 0 點水平線上

交直徑圓 49.5mm 各於左右點 1、2，各以為圓心，作 55mm 直徑圓，則滿足人字的兩下緣。

從人字頂端 0 點向下 30 度角交同心直徑 55mm 圓於 3、4，以 16.5mm 作圓以處理人字旁捲

曲的圓，附近接連的圓弧亦可在這同心圓上找到相應的圓心。從人頂 0 點往下作 65 度角交

同心 71.5mm 直徑圓於 5、6 兩點，即為冠狀器底座打孔位置。又人字頂的斜面正好為 50 度

角交同心圓 88mm 直徑圓於 7、8 兩點，以此二點作圓心做 11mm 小直徑圓以處理冠狀器底

座的兩側弧邊。 

四、玉龍鳳首璜的截割構圖 

  在璜的構圖法中，由初始圓作一系列的同心圓，再由改變圓心的位置，通常在圓底，另

作一系列的同心圓組，由新的同心圓組的圓心，選取適當的角度交同心圓組，做為新的定點，

提供其他部分構圖之圓心的使用，這種「複式同心圓組」的運用，在凌家灘出土龍鳳首璜上

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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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對接的玉龍鳳首璜。（作者繪製） 

 
圖 6 玉龍鳳首璜以不同兩組同心圓處理首眼的定位點與曲度。（作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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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家灘文化出土的玉龍鳳首璜(87M9：18、17)，此組件由玉龍首璜及玉鳳首璜對接組合，

尾端各對鉆一孔兩孔間距鑿以暗槽線，可加以穿結固定，而構成整組配件。此組璜對接之外

徑為 16.5 釐米，內徑 13.6 釐米，寬 0.9 至 1.5 釐米，厚 0.5 釐米（見圖 5）。而兩組尺寸大小

曲度，經測繪後，發現是不同曲度而非對稱構圖。 

  這一組兩件的半玉璜，並不是整器因斷裂而加以穿結的，他們的曲度實際上是不同的，

原本是不同的兩件（龍首 A 曲度較大，鳳首 B 曲度較小）。他們的色澤及次生結構斑點，基

本上看起來是相似的，這樣可以推斷是同一片玉料上所製作出來的，又可了解，受限於玉料

的大小，所以在省料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玉料來製作兩件接合的半玉璜。 

  那麼如何充分利用玉料呢？如示意圖，將鳳首翻面，以兩端較平整的切面對齊，則不難

看出，這兩半環應是同側而由玉料中旋截而分開的（見圖 6）。整個構圖的初始圓為圓心 0，

位於平整接面的垂直線上，於圓 0 作一系列的同心圓，11、22、33、44、55mm（5.5mm 為

1Unt，以倍數關係進行），鳳首璜內緣符合同心圓 126.5mm 的圓周，若將圓心右移至點 1
（11mm 邊），作以直徑圓 143mm 則符合鳳首璜的外緣。再將圓心右移至點 2（22mm 邊），

以直徑 165mm 作圓，則符合龍首璜的外緣，又知在 143-148.5mm 的區間是截割處理的範圍。 

  而龍首與鳳首部份可能也以套圓即大小圓相互接續，來完成頭部的構圖，這三套圓在同

一斜線上，剛好在 55mm 下交點 3 作 30 度的斜線上，龍、鳳眼的開孔處正符合於初始圓 0
作 20 度角斜線上。這些點亦由點 3 為圓心，作 143、165、181.5、203.5 及 220mm 直徑圓（5.5mm
為 1Unt，以倍數關係進行）與斜線所交得的位置。初步了解構圖的過程，可進一步推測古

人利用玉料的方法，以精巧省料的前題下，設計出龍鳳首玉璜。又套圓是構圖常見的方法，

以大小兩組圓相接，亦可多等分圓周，特別是處理奇數等分及等分圖案間的空隔，可參考良

渚文化 3mm 系統如蚩尤環、鐲式琮、圓牌等的套圓構圖用以使圖案等分的方法6。套圓串接

的運用，在此似乎可見其端倪了。 

五、凌家灘文化 3mm 系統構圖同心圓的利用 

  如前所述，以 3mm 為測繪單位的玉器構圖，是屬於較晚階段的量度系統，凌家灘文化

出土墓葬中，以墓 M11 最具代表，所出土的帶有齒緣或附屬飾件的扇形璜，都是屬於這個

量度系統，墓中已無前述之條形璜，所以可以很清晰的分辨為不同時期的改變，在工藝構圖

上，與崧澤後期及良渚文化是有時間上、地緣上相互影響及傳承發展的關係。 

                                                       
6 參考沈建東，〈圓的運用與變化――揭櫫良渚製玉工藝的幾何構圖〉，《第十屆科學史研討彙刊》（臺北：中央

研究院科學史委員會，2015），五、良渚玉器工藝如何多等分一個圓，頁 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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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頂菇狀玉璜穿孔與角度的關連。（作者繪製） 

  凌家灘 M10、11 出土的玉璜已無前述的條形或折角璜，是屬於較晚期，以 3mm 量度系

統的扇形璜，或璜外緣有齒狀或其他凸出裝飾的璜。以圖七為例，中心點圓心 0 在璜底水平

線的中央，璜的內緣正好符合以圓 0 為圓心作直徑 60mm 的圓上，璜上兩穿孔及左上兩圓孔

的位置，恰好符合以圓 0 為圓心作直徑 84mm 的圓上，取個角度所交於圓周上的位置。兩穿

孔為水平向上 10 度，左面二圓孔，則依次再提高各 25 度角。藉於菇狀與外緣的截割空隙約

為 117-120mm 兩同心圓的範圍，它的圓心 1 落在以圓心 0 作直徑 18mm 圓的下端。菇形飾

也由大小不同二切圓所圍成，圓心亦在 36mm 及 84mm 直徑圓上依角度取點 2,3 為圓心分別

作圓所得。 

 

圖 8 半璧形齒緣璜已進入 3mm 量測系統，屬於較晚時期的工藝度量。（作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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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家灘 M11:7 外齒狀扇形玉璜（圖 8），璜的中孔為過半圓式，所以中孔的內緣兩側是

由一對較大的圓所夾成對稱的彎面所組成的。符合這對曲面的圓是如何產生的？以圓 0 作

15mm 直徑圓並向下 30 度角相交於 1、2 兩點，此兩點為圓心，作直徑 36mm 圓即圍成中孔

的兩側邊。中孔的上半緣即圓心 0 作 21mm 同心直徑圓所滿足。另在 15mm 圓下端點 3 為

圓心，以 105—114mm 兩同心圓，所夾部份函蓋齒狀的區間，齒狀厚約 4.5mm，皆為 3mm
的倍數關係。璜面上開二孔位置在以圓心 0 作同心圓，界於 60 至 66mm 直徑圓範圍內。 

 

圖 9 營盤山 M30 出土齒緣璜構圖與凌家灘齒緣璜構圖相當。（作者繪製） 

  南京浦口營盤山出土一件齒緣璜（圖 9）7，外緣齒廓較淺，但其構圖幾與上述凌家灘

M11 齒緣璜一致，過半圓孔的兩側圓心也是用同心圓與夾角來定位（1、2 兩點），外緣也是

改定點於同心圓 18mm 下端點（點 3）作圓，值得注意的是璜上開二孔的位置亦如同凌家灘

M11 齒緣璜的構圖工法一樣，在同心圓直徑圓 60 至 66mm 範圍內，與圓心 0 水平線上的交

點。南京浦口三河鄉營盤山遺址距今約 5000 多年前，是屬於崧澤文化時期，這件以 3mm 為

測繪單位的齒緣璜當是時間較晚，近於良渚型的墓葬品，因為崧澤文化前期的玉璜仍是折角

璜及條形璜、魚形璜，是以 5.5mm 做為測繪單位。 

                                                       
7  參考《中國玉器全集 1：原始社會》，圖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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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以 3mm 為量度系統的齒緣璜。（作者繪製） 

  凌家灘 M14 墓也出土一件齒緣璜（圖 10），經測繪也符合 3mm 量度系統，以圓心 0 為

初始圓作直徑 27、81mm 的同心圓，璜面上的兩穿孔便在 81mm 同心圓上，角度為向上 5
度。又於 27mm 同心圓底取點 1 為新圓心，作直徑 120、126mm 的同心圓，則璜齒及外緣

剛好符合這一範圍。 

 

圖 11 利用同心圓及分角概念所製作的齒緣璜。（作者繪製） 

  凌家灘 M10 墓出土頂上四齒的璜（見圖 11），以初始圓心 0 點作 18、36、42、87mm
系列的同心圓，頂上四齒分段分別為 10 度角，水平底線至內緣為 42mm 圓之半徑高。兩穿

孔在 87mm 直徑同心圓向上十度的交點上（圖左）。又璜內外緣的圓心點的定點方式，由圓

0 作向下 45 度線交同心圓 18mm 直徑圓於 1、2 兩點，以此二新圓心作 54mm 直徑圓，則可

符合內緣的兩側弧面。由圓 0 作向下 15 度角線交 36mm 直徑同心圓於 3、4 兩點，以此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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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心作 87mm 直徑圓，則符合外緣兩側弧面。兩 87mm 直徑圓的下交點 5，恰可作 126mm
直徑圓為內緣的中間圓弧段，以接圓方式，於兩 54mm 直徑圓往下作兩個 54mm 直徑圓，

第二接圓底端為點 6，作一 360mm 直徑圓，上端劃過的中間弧面則符合齒底面的、即外緣

中段的弧面（圖右）。 

 
圖 12 M8:26 玉雙虎首璜外徑長 11.9 釐米，內徑長 7.1 釐米，寬 1.9 犛米，璜的兩端雕有虎首，耳端、背、眼

孔及嘴及腳端皆可在同心圓上依次符合，可做為解釋 3mm 量測系統之同心圓運用的範例。（作者繪製） 

  凌家灘 M8 出土一件雙虎首玉璜為例（見圖 12），這件璜的中心初始圓在兩虎首上方水

平線中央，以此點作一系列的同心圓，如直徑 12、72、75、96、114、120、129mm 的同心

圓，則可清楚看到背內緣弧剛好符合 75mm 直徑圓的曲度，耳後尖則在 72mm 範圍內，又

兩眼孔在 96mm 直徑圓與 12mm 圓下端點的平行線交點上，腹外緣則符合直徑 114mm 的曲

度，最後嘴及腳的分布範圍在直徑 120mm 的圓周內，虎頸部分弧部近於 18mm 直徑圓之局

部，其兩圓心 1、2 在直徑圓 129mm 與向下 20 度交角的交點上。所以整件玉璜是以不同直

徑的同心圓去構圖，可做為 3mm 系統，利用同心圓及角度交點作圖的經典範例。 

六、良渚文化玉器構圖運用同心圓的狀況 

  良渚時期是玉璜工藝構圖皆已進入3mm度量單位的時代，其特色在鏤孔及微雕與神祖、

獸紋浮雕，使玉器更具有莊嚴及祭祀的神秘色彩。同心圓構圖更運用在鏤孔處及雕紋位置的

定點，使圖案、器型的對稱性更高而精緻。 

  以一件浙江餘杭瑤山遺址出土的扇形刻紋璜為例（見圖 13），先定一初始圓於點 0，此

件璜所運用的為一系列的同心圓，以 24、42、63、93、150mm 直徑為圓，則璜的外緣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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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mm 直徑圓的圓周弧度，這件玉璜不是「半璧為璜」，徑長為 143mm，半璧要滿直徑

150mm。 

  璜中孔為兩個鏤空孔所夾成尖狀，它們的曲度符合 18mm 的兩直徑圓弧相接，其圓心點

為 1、2，這兩點可由點 0 作同心圓 42mm 直徑圓與向上 65 度角線相交的交點得到。作同心

93mm 直徑圓與向上 30 度角線相交於 3、4 兩點，則成為璜面兩側穿孔的位置。作同心 63mm
直徑圓與向上 50 度角線相交於 5、6 兩點，成為刻文圖案的鏤孔，若以此兩點作 12mm 直徑

圓，所刻畫出的圓周與刻紋圓圖形若相契合。 

  從這件刻紋玉璜的構圖顯示整個圖是在一個同心圓上構圖而成的，即使刻紋圖案的位置，

也以對稱安排分佈於各同心圓上，如中央三角錐紋的頂端即在 93mm 直徑圓的正中上端處。

另瑤山 M1 出土玉璜也是以同心圓及角度定位，加以處理璜的外緣兩側及外緣中段8。 

 
圖 13 良渚瑤山遺址出土扇形刻紋玉璜，以同心圓及角度來定位構圖。（作者繪製）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一件良渚系的雕鏤玉璜，有如祥雲夾拱日頭，共有三組，初始

圓心是在璜的底下圓 0，作一系列同心圓，取 60、63、81、105、120mm 直徑圓，則璜外緣

兩側符合 60mm 直徑圓的圓心 1、2，可由 60-63mm 直徑圓與 65 度角交點而得到。81mm 直

徑圓上與向上 50 度角線交點 3、4，即為左右兩「日」的鏤孔圓心所在，所夾的「雲」呈開

岔狀，中間有鑽孔（見圖 14 左下附圖），範圍在 15-18mm 直徑圓上。外圓中段弧面則以 120mm
同心圓可以契合。中央的「日頭」則以 105mm 同心圓決定它的高度。這件玉璜讓我們得知，

除了浮刻圖形外，鏤雕也需要以構圖來定位鏤孔。這件雕鏤玉璜與餘杭反山出土三孔玉璜的

工藝是相同的，也是以三組「雲拱日」的方式，開岔狀的雲中央亦有定位孔9。 

                                                       
8 參考沈建東，〈圓的運用與變化－揭櫫良渚製玉工藝的幾何構圖〉，收入《第十屆科學史研討彙刊》（臺北：

中央研究院科學史委員會，2015），二、玉璜的構圖及其思維，頁 19-21，圖三。 
9  參考李海編，《杭州古玉》（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彩圖 25，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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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國立故宮博物院臺購 08360 良渚鏤雕三孔扇形璜，左下為局部放大圖，可見中孔兩側鏤空處有定位鑽

孔。（作者繪製） 

 

圖 15 良渚玉璜外緣的弧度形狀受同心圓大小及角度的選取而影響（作者繪製） 

  一件杭州歷史博物館藏素面沁色玉璜（見圖 15）10，其構圖以正下方圓心 0 為初始點，

作同心 24、48、63mm 直徑圓，則 48mm 直徑圓與向上 60 度角線交於 1、2 兩點，各以此

二點為圓心作 60mm 直徑圓，則符合璜外緣的兩側。以 63mm 直徑圓與向上 30 度角線交於

3、4 兩點，則為璜的兩穿孔處。再作同心圓 108mm 直徑圓，則符合璜外緣的中段弧面。整

件璜是在同心圓上完成構圖，璜底距初始圓心 0 的距離，恰選在 24mm 直徑圓的半徑上。 

  從瑤山、反山及其他良渚系的玉璜構圖來看，皆是以同心圓為扇形璜構圖的基礎，以

3mm 做為量度系統，以選取角度交點來處理璜兩側的弧度，或因選取的側圓較小，及曲度

在玉料面上呈現兩側較圓的緣故，故使扇形璜常見肥曲有趣的造形。 

 

                                                       
10 《杭州古玉》（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彩圖 28，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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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語 

  距今六千年左右，在長江中下游及太湖地區的史前聚落曾使用相同的量度系統，這時期

的度量與圓的大小及串接來計數有關，以運用在玉器的製作與構圖上，採用了 5.5mm 為基

準圓，甚至還以 1.1mm 來細分，這種構圖用法的相似，基本度量的雷同，顯示玉器工藝技

術及度量規範早已經過傳播及流通，遍及安徽西南部及巢湖地區，環太湖與寧浙等早期文化

遺址，遠至長江中游的四川巫山、湖南華容等地。同心圓的利用此時已經成熟，然推估最早

同心圓也可能來自自然界的啟發，比如樹木的年輪、眼瞳、日暈及水面漣漪等。待同心圓的

系統建立後，以串圓方式，七十二等分圓周，以為定向之用，每個區間恰為今 5 度的角度，

這樣猶如經緯般的方位盤奠定了這時期的工藝造作所需的構圖座標。 

  距今五千年左右，量測單位改變以 3mm 為基本圓的系統，大致來說，圓是變小了，測

量也隨之細緻化，最小單位也可能比前期來的更細。同心圓與角度的定位，卻也不因度量的

改變而不同，構圖的方法仍承續使用。此時出現透雕浮雕細紋的玉璜，璜緣上也增加附屬物

及齒狀緣。如前述所舉諸例外，特別以凌家灘出土雙虎首璜的工藝來看，古人已刻意區分虎

背、虎耳尖、虎眼、虎腹、虎嘴及腳，甚至是虎頸部，這些部位都紮實的在一圈圈同心圓上

建構而成，這類玉器的製作，除了是超水準的作品外，更使人不能不正視這種工藝構圖方法

及運用度量單位的現象。不同的度量的轉變，或許是代表社會與文化發生了改變，凌家灘文

化跨越兩種量度系統，正可提供更多的出土材料，讓我們進一步理解當時可能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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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s of Concentric Circles and Angles in the Mid- to 
Late-Neolithic Jade Craftsmanship: Taking the Composition of Jade 

ware Unearthed at Lingjiatan, Hanshan County, Anhui Province, 
China as an Example 

SHEN Chientung* 

Abstract 

  Our study of the design of jade "huang" specimens lead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wo length 
unit systems were used in mid- to late-Neolithic China by prehistoric communities located in mid- 
to downstream Yangtze River, Chaohu, Anhui area, Lake Tai water system,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s. One system was earlier than the other. Through cultural exchanges, the newer system 
replaced the older one at roughly the end of the Songze culture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Liangzhu 
culture. By the study of the composition of the jade ware, we learned the "huangs" were created by 
drawing concentric circles and then divide a full circle into several angles. After the change of the 
units, this method was still used. The Lingjiatan culture at Hanshan, Anhui was formed during the 
two systems' transitional period. The graves where long "huangs" were found to use the earlier 
5.5mm unit system while the graves where teethed "huangs" were found to use the newer 3mm 
unit system. Here we present evidence that both 5.5mm and 3mm unit systems were found in the 
Lingjiatan sites illustrated by the excavated "huangs". We then use the composition of the jade 
"huangs" of Liangzhu culture where the 3mm culture was used to provide more detailed 
explanation. We are using selected jade ware having concentric circles and angles as the examples 
to show the continual use of the concentric circle method in the composition. 
 

Keywords: Lingjiatan Culture, Jade Huang, Concentric Circles

                                                       
* Assistant Curator, Department of Registration and Conservation, National Palace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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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戶時期的和算家與士人如何看待數學 

黃俊瑋* 

摘要 

  本文考察關流重要數學著作與序中所提及的數學觀與想法，闡述江戶時期的士人及和算

家對數學與數學家的看法。他們眼中的數學，除了具日常實用價值之外，亦是為官經世治國

之要務。同時，也提出了處處有數學的論述，認為這門學問值得執政者與庶民學習。特別是

有馬賴徸，在他的管轄地大力倡導學習數學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建立學習數學與數學發展的

良好環境。如此，數學並非雜藝，而是具實用價值且有功於世的學問，其重要性與學術地位

自然得以提升，學習數學的正當性亦隨之提升。 

  再者，這些作序者與和算家，展現出對於精通數學者的讚嘆與崇敬之意，代表和算家們

體認到自身從事算學知識活動的重要價值與意義。數學與精通數學者也與「聖人」、「天賦」、

「神」等敬詞連結，說明數學是一門高尚且具專業性的學問。精於數學的人，得以因此學問

獲得崇高的地位與他人的尊敬。再從數學贊助與經濟支持的角度來看，達算者能藉由數學才

能取得與會計、天文曆算相關工作機會，或是受聘擔任算學師範，甚至開設算學道場，使得

教授數學成為家族事業。數學非業餘雅好，而是謀生求職，提升社會地位的學問與工具。江

戶時期的社會經濟環境與高升的數學學術地位，的確為當時的數學發展，提供了正向助力。 

 

關鍵詞：和算、贊助、數學社會史、數學專業化、數學學術地位 
  

                                                       
* 臺北市立和平高中數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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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知識份子，特別是特定學術社群的成員，如何看待一門學問，如何評價這門學問的研究

成果與參與者，往往代表著這門學問的學術地位，也容易反應出學術參與者的社會地位。在

中國，數學被列為六藝之一，而洪萬生撰寫〈重視證明的時代：魏晉南北朝的科技〉時，曾

引述顏之推的一段文字，用以佐證數學知識的學術地位： 

算術亦是六藝要事，自古儒士論天道、定律曆者，皆學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專

業。江南此學殊少，唯范陽祖暅精之，位至南康太守，河北都曉此術。1 

這段文字出自顏之推《顏氏家訓》卷七〈雜藝〉篇，是他對子孫的諄諄告誡之一。洪

萬生的〈士族門弟如何看待數學〉一文中，透過對〈雜藝〉篇的考察，探討中國南北

朝時期儒士對待六藝的態度，文中談到：  

從士族門第的「家訓」這種文類，我們可以看到數學乃至於其他雜藝在儒士心目中的

地位。其實，即使對祖暅來說，數學也是游藝的對象，儘管他與乃父的數學成就極高。

這或許也解釋了《大明曆》的施行與否對他們父子的意義，似乎遠大於數學研究。無

怪乎顏之推告誡子孫可以兼明數學，但不可專業。儒士生當亂世，雖然精通數學不見

得像擁有書法、繪畫和音樂等深厚涵養一樣，容易受到勳貴役使，然而，鑽研數學畢

竟不務正業，千萬不可當真。2 

以此來看，數學在中國傳統士人心中的地位，當然不比其他有助高昇或榮耀家族的「正業」，

在此學術環境之下，學習數學的正當性自然無從提升。 

  另一方面，相較於中算而言，和算是日本江戶時期所發展出的本土數學文化與數學知識

活動，3而 17 世紀初期的和算發展，主要受《算法統宗》、《算學啟蒙》、《楊輝算法》等中算

書影響。例如吉田光由(Yoshida Mitsuyoshi, 1598-1673)以《算法統宗》為藍本所寫的《塵劫

記》，便成為當時最風行、最受歡迎的數學教科書，深受商人、武士乃至職人的歡迎。4然而，

江戶時期日本數學家在吸納了中算數學知識後，並不局限於此，更進一步發揚光大，發展出

在地化的數學文化與具在地特色的數學知識活動。517 世紀末期，許多和算流派成立，其中，

又以和算家關孝和(Seki Takakazu, ?-1708)所建立的數學流派─關流─尤其活躍，代代相傳，

孕育相當多著名的和算家。到了 19 世紀初期，和算家與奉納算額的版圖，6可說近乎遍佈全

                                                       
1 引顔之推，〈雜藝〉，《顏氏家訓》，頁 426-427。 
2 洪萬生，〈士族門第如何看待數學？〉，《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15 期(2010.12)，頁 20‐26。 
3 通常以和算家指稱當時的日本數學家。 
4 參考徐澤林，《和算選粹》，頁 18。 
5 例如十七世紀始於吉田光由遺題版《新編塵劫記》所發展出的遺題繼承風氣即是。作著於書末列出數學問題，

向當時的習算者徵解，而當時的和算家著書解答這些問題後，又設計新問題，並置於書末徵解，如此，引發

許多對算學有興趣的人，投入解題、著書解答並設計新問題等數學知識活動，引發學習與研究數學的風氣，

並促進了數學知識的發展。 
6 算額奉納是江戶時期日本特有的數學文化，學習數學的人，會將自己設計的數學問題與答案，繪製在木製的

扁額上，並懸掛於神社、寺廟中，一方面展現自己或流派的數學研究成果，同時，也是向神佛表達感謝、崇

敬之意。也由於算額的奉納，促進了數學知識的交流與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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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這樣的數學學習盛況，並非偶然，筆者考察、探討江戶時期多本重要著作中的序文或

作者自序，7從當時士人以及數學家眼中，對數學這個學門的看法，以及他們對數學家的評

價，說明數學在江戶時期日本的學術地位，以及學習數學對時人的重要性。依此，有助我們

理解江戶時期數學得以如此蓬勃發展的社會環境與重要因素。 

二、和算家眼中的數學 

  關孝和死後，由門人整理編著出版的《括要算法》一書，是關孝和最重要且具代表性的

著作之一，其中，門人大高由昌(Ohtaka Yoshimasa)為此書作序時提到： 

夫為數之道，其源出于聖人，而其來遠矣。故理甚上，而非未得為得之淺識也。數也，

大則該天地而總陰陽，測鬼神而知變化，以開道學，萬世之淵源也。……細則定律度

量衡之分寸，量賦稅錢谷之出入，以成國家日用之急也。……聖人已列六藝，則學者

所宜講明者也。8 

從此序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將數學這門學問的來由與聖人連結，認為數學出於聖人，且被

聖人列為六藝之一的論述，無疑提高了數學這學門的重要性與知識地位，數學除了關乎國家

大事，在實用方面也與日常生活中的度量衡、金錢計算有關，因此，數學對當時的庶民、職

人與武士而言是必要的知識。 

  再者，身為一藩之主的和算家有馬賴徸(Arima Yoriyuki, 1714-1783)，9在他刊刻出版的

《拾璣算法》自序中現身說法，說明「算數之用」與數學的重要性，為學習數學的正當性與

必要性，提供了一套理由與說詞： 

筭數之有用於天下也大矣哉。上而暦象日月星辰，以授人時；下而畫井原濕田野，以

與民食；中而制度飲饌衣服，以教士禮。無事而不律，靡物而弗襲，固日用之急務，

不可不知，不可不學。10 

從這裡可發現，他認為上至天文曆象，下至社會日用，皆與數學有所關聯，並在此序文裡呼

籲大眾應學習數學這門「不可不知，不可不學」的學問。此外，在序中，他提到數學早期曾

經為日本科舉考試的科目之一，並且進一步批判了江戶前期的戰亂時代裡，士人以數學為賤

役的情況： 

若乃我邦之昔，亦以四科取士，而數在其一。中葉戰亂，武弁誇閥閲，以爲賤役。而

委吏廚人之業，非士君子所當學。嗚呼不亦大左乎，昇平百半，奎運循環，六藝盛興，

而上繇公侯，下洎士鹿，嗜此技探頤者亦不鮮矣。11 

                                                       
7 本文所考察的文本主要包含了關孝和《括要算法》序、建部賢弘《綴術算經》序及其自注，以及時人為《圓

理發起》、《拾璣算法》、《精要算法》與《算法新書》等著作所寫的序與作者自序。 
8 引關孝和，《括要算法》，大高由昌序。 
9 有馬賴徸於 1729 年，十六歲時，繼承其父有馬則維的家業，成為久留米二十一萬石藩主，在位五十餘年，

留下許多令人稱道的政績。同時，他拜入關流門下，習於和算家山路主住，並以熱愛算學聞名。 
10 引有馬賴徸，《拾璣算法》自序。 
11 引有馬賴徸，《拾璣算法》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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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住意的是，有馬賴徸身居一藩之主的高位，鍾愛算學、推廣數學，並作為當時和算發展

的重要「贊助者」角色，提供了工作機會，使得和算家有機會擔任數學教職，得以謀生、提

升社會地位。 

  他先是於 1768 年招聘了藤田貞資入其藩成為家臣，作為該藩的算學師範，12藤田貞資

也因此成為當時享譽盛名的和算教師。而後，在有馬賴徸資助下，藤田貞資於 1781 年出版

了《精要算法》一書，促進了和算的普及，亦使藤田貞資成為當時關流最重要數學家之一。

此外，包含其師山路主住等和算家，也都曾接受過有馬賴徸庇護。後來山路主住參與了幕府

改曆工程時，有馬賴徸又招募了另一位和算家入江修敬入藩任職，這也說明當時的和算家，

的確可因自身的算學能力而謀得工作機會，提升社會與經濟地位。13 

  也由於有馬賴徸的身份與崇高的社會地位，以及他對關流和算家的庇護與學術贊助，得

以和關流當時掌門人山路主住建立良好關，進而整理了關流著作，刊刻《拾璣算法》一書，

公開原本關流內密傳的數學知識。同時在他登高一呼之下，為「數學」這門學問的重要性與

學術地位背書，並且為一般人學習數學的「正當」性，提供有力證據與理由。刊刻《拾璣算

法》之後，漸漸使得關流內較高深的數學知識走向普及之路，同時，他聘任了關流重要數學

家藤田貞資作為算學教師，廣收慕名而至的習算者，最終也使得藤田貞資的門人遍佈各地，

並在各地神社寺院奉納算額，大大遠播了關流的名聲，也推廣並普及了算學這門學問。因此，

就整個 18 世紀中葉之後和算的普及化而言，有馬賴徸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4 

三、士人對數學的看法 

  除了前述數學知識社群中的和算家，曾經提出對數學的看法外，我們也可以從當時士人

為重要算書所作之序，了解時人對數學這門學問的看法。例如，川口尹當、近藤政隆與清原

信定等人，皆曾為有馬賴徸所著的《拾璣算法》作序與跋，從這些撰序與跋文的字句中，可

以看出他們對於數學這個學科的看法。特別是有馬賴徸熱愛算學並親力親為的推廣之下，可

見該藩人民對於數學這門學問的重視。15 

  首先，從川口尹當為《拾璣算法》作序所提到：「來米人豊田光文景氏，以 

數學鳴其國，従遊如雲，一旦慨然發其奧筆諸書目，曰：拾璣算法。16」以及近藤政隆所言：

「吾君公、天質明敏、而蚤知此技、政務之暇嗜之、深窮其奧秘、誰能出乎其右者哉、因茲

藩中鳴數學者不爲少矣。17」來看，久留米藩這樣一個「以數學鳴其國」的環境裡，在愛好

                                                       
12 有馬賴徸原本打算招募另一位重要關流和算家松永良弼入藩，不過，因松永被另一個同為藩主，且愛好數

學的和算家內藤政樹捷足先登而作罷。 
13 參考、引自黃俊瑋，〈數學學術地位的提升與和算之公開化〉，《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0 期(2015.12)，

頁 16-23。 
14 參考、引自黃俊瑋，〈數學學術地位的提升與和算之公開化〉，《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0 期(2015.12)，

頁 16-23。 
15 參考、引自黃俊瑋，〈數學學術地位的提升與和算之公開化〉，《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0 期(2015.12)，

頁 16-23。 
16 引有馬賴徸，《拾璣算法》，川口尹當序。 
17 引有馬賴徸，《拾璣算法》，近藤政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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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的藩主帶頭學習、研究之下，數學這門學問的重要性與地位自然得以提升，也使得藩中

培養出許多精通此學的和算家。川口尹當也提到他對數學這門學問的看法： 

夫數者，大也、廣也、高也、精也。其於世教亦尚矣哉！天地之大、江海之廣、日月

之高、度量之精、山川藪澤、艸木人民、禽獣魚鼈、宮室舟車之雜，且區禮之節、而

和楽之暢、而合射之正、而直禦之良、而齊書之繁、而文弗待於此莫致其至。雖有土

地風氣之殊，華夏蠻貊之異，無不依焉。則數也者其萬物之藏乎。18 

由此可見，他認為數學除了作為傳統六藝「禮、樂、射、禦、書、數」之外，也強調數學這

一學問具備了「大、廣、高、精」等特性，同時也將數學與大自然中的天地、江海、日月、

山川、草木、禽獸等作連結，而「數也者其萬物之藏乎」這種處處有數學的論述，也為數學

的重要性與學習數學的正當性，提供不同的反思。19 

  此外，近藤政隆在序文中談到他對數學的看法： 

夫天地之間有自然之數，君子因自然之數而施當然之用……葢不由算術何以能施其用

於天下耶。是隷首之所以創算數而傳萬世也，自是以降以數學鳴世者，不遑枚擧焉，

所著之書亦不鮮矣。思惟其術也，日用當行之急務，而不可一日闕者也、若夫井田經

界之法、律度量衡之率、以制賦稅、以営宮室、列陣結行之道、其捨此而何以哉、數

學之有功於世如此。20 

他所提到的「天地之間、有自然之數、君子因自然之數、而施當然之用」、「日用當行之急務，

而不可一日闕者也」以及「井田經界之法、律度量衡之率、以制賦稅、以営宮室、列陣結行

之道、其捨此而何以哉」等論述，足可顯示出數學在當時國家社會之實用性與重要性。他一

方面認為數學作為日常生活所必需，同時亦為處事為官之要務，這也為一般人（無論是庶民

或武士）學習數學知識的目的與動機，提供了最好的理由與說詞。21 

  接著，關流重要和算家藤田貞資出版的《精要算法》一書，同樣包含了時人對數學的看

法。例如，田中一貫夫所寫的序言中，提到了他了數學這門學問的用處： 

先王教民以六藝、而數有九章之法也、上自天地陰陽日月星辰造化之工、下至井田經

界律度量衡賦稅之制、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華夏蠻貊、無不

依焉、而似鼻似口似耳似枡似圏似臼、似窪者似汚者、長者短者廣者狹者、無不由此

以明也、實是經世治國之用、不可一日無者也。22 

由此序敘文的內容，可以看出數學這門學問與六藝之間的連結，並且無論「上自天地、陰陽、

日月、星辰、造化之工」或者下至「井田、經界、律度、量衡、賦稅之制」等，皆與數學有

關。同樣說明了數學所用之廣，並說明了時人對於數學的重視與需求，以及數學知識在當時

                                                       
18 引有馬賴徸，《拾璣算法》，川口尹當序。 
19 這恰與西方畢氏學派「萬物皆數」的看法相呼應。 
20 引有馬賴徸，《拾璣算法》，近藤政隆序。 
21 參考、引自黃俊瑋，〈數學學術地位的提升與和算之公開化〉，《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0 期(2015.12)，

頁 16-23。 
22 引藤田貞資，《精要算法》，田中一貫夫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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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上的重要地位。最後，他也提出數學作為「經世治國之用」的說法，換言之，數學不僅

只是小技藝，而且關乎管理國家之大事。這樣的看法以及對數學知識的相關評價，可說大大

提升了數學知識地位與重要性，這對於數學作為一門專業化的學科，以及學習數學的正當性

而言，不啻是最大的助力。23 

  最後，我們再以 19 世紀千葉胤秀(Chiba Tanehide, 1775-1849)所著的重要和算教科書《算

法新書》為例，考察時人對於數學的看法。書中，由秋田太義所寫的序提到數學的重要性： 

自昔隷首作數，而天地之所立，萬物之所生。凡三才妙數無所逃其情，豈特謂民生、

日用、出納、乗除之間哉，仰亦經世要務莫此為功故聖人列六藝立之學宮。上自天子

元子，下至凡民子弟，皆無不以是為教。24 

當中除了提到「民生、日用、出納、乘除」等實用價值之外，數學亦作為經世之要務，「上

自天子元子，下至凡民子弟，皆無不以是為教」正突顯了數學這門學問的重要性。又如另一

位作序者山口和所提到：「地之廣，萬物之多無一非數也，則其為術豈小哉。聖人列諸六藝，

而為経世之用宜哉」25。可以看出「萬物皆有數」這種的論述。並且，數學作為六藝之一，

堪作為經世之用的重要工具。26另外，千葉的門人菊池成裕在序言中提到： 

夫數之為術，備天地之妙數，究萬物之功用而所以運用之者蓋存於人，若非其人法何

得其要，故古之明君必選其人而謹其職，葢數之於世用，關係最大，豈可一日缺哉。

吾千葉先生以數學久鳴於世，領主為賜月棒就之士列嗚呼！可謂得其人矣！27 

亦可見他將數學與天地萬物連結，也說明數學是明君經世治國的重要知識，彰顯了數學這門

學問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門人伊東頼亮在序言中提到：「夫道術之於天地間，不因人而存

不因人而亡」，28這樣的論述，與柏拉圖數學知識獨立地存在於理想世界的論點頗能相呼應。 

  透過這些作序者的觀點，我們了解當時士人對數學這門學問的看法，主要可看出數學在

當時的社會上，具有相當廣泛的實用價值，並作為經世治國之重要知識，反應出數學這門學

問在當日本社會裡的重要性，以及學習的正當性。 

四、和算家與士人眼中的和算家 

  除了和算家與當時的士人對數學這門學問的看法外，我們接著考察和算家與士人們對於

數學家的看法。首先，建部賢弘師從關孝和，從他的《綴術算經》自注中，可看出他對關孝

和與其兄建部賢明之推崇之意，書中他多處表達、流露出對其師與其兄之敬佩，並且謙稱自

己資質與能力駑鈍。例如，建部在書中提到：「關氏孝和，吾師矣，曾據立元法，更設真假，

                                                       
23 參考、引自黃俊瑋，〈和算家藤田貞資與其《精要算法》對和算普及化的影響〉，《HPM 通訊》，19 卷 12 期

(2016)，頁 5-9。 
24 引千葉胤秀，《算法新書》，秋田太義序。 
25 引千葉胤秀，《算法新書》，山口和序。 
26 參考、引自黃俊瑋，〈數學學術地位的提升與和算之公開化〉，《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0 期(2015.12)，

頁 16-23。 
27 引千葉胤秀，《算法新書》，菊池成裕序。 
28 引千葉胤秀，《算法新書》，伊東頼亮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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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解伏題之法則也，是已可謂神也。29」可看出他對關孝和數學研究上的成就感到敬嘆。此

外，建部賢弘也對關孝和用來求球表面體積方法提出評論： 

關氏曰：理會萬法，以視形立道條為原要。此乃不為，自首會真術之奧旨也。乃後之

術，觀球之形，以中心為極，為錐形，即視形立道條而不探，直理會真術也。故以初

始之術為下等矣。30 

建部賢弘對比自己與關氏的方法之後，可看出他對關孝和的方法之精妙甚感讚嘆，而關孝和

主要是利用圖說的直觀方式，找到球表面積與球體積之間的關係，進而求解得球表面積公式。

其後又云：「仔細想來，關氏為生知而冠於世矣‥‥以是省思，吾生得之本質，比諸孝和落

後，為其十分之一者。31」同樣表達出自己的謙遜，以及他對關孝和之崇敬之意。另外，書

中亦可看出他對其兄建部賢明的天資的推崇： 

算脫術，兄賢明所探會也。賢明生知亞於關孝和，因其稟受之氣情最怯弱而常病日多，

曾欲作五斜括術，而甚繁雜，雖言及萬位，日造替百位，徐而百日而畢，結果月餘而

悉得成矣。32 

想必是他們一起學習研究算學的過程中，感受到其兄天資過人之處，特別是具有優秀而精人

的計算能力，因而讚美他擁有亞於關孝和之能。33 

  除了建部對其師與其兄深感敬佩之外，建部賢弘的弟子中根元圭(Nakane Genkei, 
1662-1733)為蜂屋定章所著《圓理發起》一書作序時，一方面提到其師建部賢弘的重要成就

與貢獻，同時，也展現他出對建部賢弘的敬嘆之意： 

數之難明圓為首……建部賢弘君潛心於數數十季，殆忘寢食方寅春豁然有得，了其真

數者以示諸學者，則愕然謂神邪，傳人得如披云霧觀青天者嗚呼。君也，實千載一人

也。……淡山先生旁窺其祕乃著其說……先生攜其稿來徵一語，餘不亦喜圓數之大明

於世也，不敢辭。34 
這裡可看出中根元圭對淡山先生（即蜂屋定章）的研究成果感到高興，並且展現出他對建部

賢弘的推崇。而蜂屋定章自序之中，則呼應了前述序文： 

蓋此圓理者，古人未發之真術，而為萬世不易之定法也。……惟建部賢弘悟了和漢未

發之真術也，嗚呼奇哉妙也矣，真可謂算術之神人也，余遊關子之高弟久留重孫之門

下，棲心於圓中爰有年焉，竊推考賢弘之意於是作為此書，欲令好算學之士明悟。35 

                                                       
29 引建部賢弘，《綴術算經》，出自徐澤林，《和算選粹》，頁 268。 
30 引建部賢弘，《綴術算經》，出自徐澤林，《和算選粹》，頁 274。 
31 生知即指生而知之，亦即天賦、天性聰明，與生俱來地通明道義。 
32 引建部賢弘，《綴術算經》，2722。出自徐澤林，《和算選粹》，頁 273。 
33 參考、引自林美杏、黃俊瑋，〈承先啟後的和算家建部賢弘〉，《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0 期(2015)，頁

24-33。 
34 引蜂屋定章，《圓理發起》，中根元圭序。 
35 引蜂屋定章，《圓理發起》自序。這裡所謂的「真術」指的是求弧背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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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兩段序文，可以看出此時期的關流和算家，對於建部賢弘在圓理方面的研究成果

評價極高。同時，這也顯示出精於數學者，在當時數學學術圈所擁有的聲望與崇高地位。36 

再就經筵講官林信有在《精要算法》的序言來看，37他同樣給予和算家藤田貞資極高的評價： 

藤田定資，字子證者，性頴悟而好數學，精絶久留米羽林侯之臣也屬者，著算法一書

焉！侯雅好數學，38覧所著書，稱歎之，賜名精要算法。請序於餘，聞子證受業於山

路子，以此出仕於矦焉。山路氏之子廷美，嘗與餘交善，廷美沒而不復聞其餘論也久

矣。子證所著一出，而人皆知山路子之門有人哉！餘雖不知數學也，侯之精絶於數世，

倶所知而侯家選衆而擢子證於山路子之門，子證以高第優仕得其君，今之所著書「觀

之則其術之精可知已。但其書之爲精，其道者自有論定焉，爾餘爲之序，亦有感於廷

美哉，若夫裨益於學者與爲世之有用，則未遑具論也。39 

上述文字中，流露出他對藤田貞資算學能力上的推崇，雖然藤田貞資並非關流掌門人，但他

推崇藤田之才能足可承繼關流算學之傳統。另外，田中一貫夫的序言中，同樣不免俗地提到

對藤田貞資的評論與推崇： 

藤田君定資、天質頴敏、以數鳴世、自其釋褐於我藩、麾諸生建旗鼓久矣、而其所著

之書三編、欲壽諸棗梓以施同志、謹請我公之名之、公嘉其志、40乃賜名曰精要算法

焉、蓋公亦好數、於其妙也、一世已稱歎之、則不啻恩眷之腆、又此書精而要不置喙

可知已、顧此書専欲便於學者、故近借商賈貨買之言以立術。41 

由此評價，可了解藤田貞資在當時關流和算社群中的重要地位與突出的算學才能。 

  綜合來看，無論是和算家或者當時為算書作序的士人，他們對於精通數學之人，提出了

高度的評價與讚賞。可見此一時期，數學知識活動的從事者，得因他們在這門學問上的出色

表現，獲得學術界的尊重，取得社會的認可與崇敬，這也為江戶時期數學學術地位的提升，

提供了佐證。 

五、學術贊助與經濟支持 

  如本文前述，「以數學鳴國」的有馬賴徸，在藩中大力推倡數學的重要性，他與當時關

流掌門人山路主住密切往來，關係良好，除了以山路主住為師外，並整理了山路所授關流傳

書，著述《拾璣算法》公開了關流密傳知識，並資助藤田貞資出版《精要算法》，促進整個

和算的普及與推廣。也由於居高位的藩主和算家對數學的興趣，使得數學的學術地位以及學

                                                       
36 參考、引自林美杏、黃俊瑋，〈承先啟後的和算家建部賢弘〉，《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0 期(2015)，頁

24-33。 
37 「經筵講官」為官名，掌為皇帝講論經史。中國的經筵官制始於宋代，蓋以天子與侍議侍讀等學官，講論

經史畢，天子賜宴，故謂經筵。參考《中華百科全書》線上版：

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7802 
38 「侯」即為久留米藩之藩主有馬賴徸。 
39 引藤田貞資，《精要算法》，林信有序。 
40 「公」即為久留米藩之藩主有馬賴徸。 
41 引藤田貞資，《精要算法》，田中一貫夫序。 



 

 

學術論著  25 

Articles 

習數學正當性提升，在他的贊助之下，見證了當時學習數學者，藉算學才能獲得謀生機會並

改變社會地位，並得以專注於數學專業研究。 

  除了有馬賴徸外，十八世紀和算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數學贊助者，還包含了德川吉宗

(1684-1751)將軍以及位居藩主身份的內藤政樹(Naitou Masaki, 1703-1766)。這些贊助者，無

論是基於國家繪製地圖或天文曆算之需求，或者本身對數學的愛好與重視，又或者本身即為

和算家社群的一份子，藉由贊助行為使得精於數學者－特別是關流中有名望和算家－有機會

取得教職或天文曆算相關工作機會，得以從平民晉升至武士階級，也附帶地提高了社會地位

與名望，並改善經濟與生活。 

  關流數學家建部賢弘，出生於德川幕府的文書世家，在武士世襲制度下，供職於幕府。

13 歲時與其兄師從關孝和學習算學，並於 1690 年被過繼給甲府藩主德川綱豐的家臣北條源

五右衛門做養子，而後受召於德川綱豐，從此也加深了建部賢弘與德川幕府的關係。1716
年，八代將軍德川吉宗繼位後，建部賢弘得到吉宗的信任，擔任幕府天文學的顧問。後來德

川吉宗也在建部推薦之下，聘任了建部賢弘的弟子中根元圭，且命其翻譯梅文鼎的《曆算全

書》。而後，1719 年奉吉宗之命測繪日本全國地圖，1723 年，完成全國地圖的測繪工作，並

於 1725 年因此受賞。42 

  由於改曆的需要，德川吉宗也在建部賢弘和其弟子中根元圭建議下頒佈緩禁令，允許西

方天文曆算及測繪方面的書的書籍輸入日本。43由上述例子，不難發現建部賢弘深受德川吉

宗之重用，以及他們彼此間密切的關係，且建部長期在幕府底下工作，主要都是任職於繪製

地圖以及天文曆法等，足以展現數學才能的要職。值得一提的是，1722 年建部賢弘著《綴

術算經》一書，並將這本集大成的重要著作，回饋贈獻給當時的掌權者德川吉宗將軍，至於

建部賢弘與德川吉宗之間是否存在「禮物交換」的關係，則不得而知。 

  繼德川吉宗之後，具藩主身份的和算家內藤政樹，為 18 世紀另一位重要的學術贊助者，

根據遠藤利貞《大日本數學史》描述，內藤政樹是内藤氏磐城平藩六代藩主（內藤氏最後一

任），十六歲就繼任藩主。除了好學且數學大致可通，而關流重要和算家松永良弼(Matsunaga 
Yoshisuke, 1692?-1744)本為筑後國久留米藩的浪人，便因數學才能得以受聘於內藤政樹的藩

中教授算學，從浪人身份晉升為武士。另外，同樣本為浪人身份的和算家久留島義太

(Kurushima Yoshihiro, ?-1757)，也因突出的數學才能，加上關流數學家中根元圭的推薦，得

以受聘於內藤政樹，並於藩中任教授算學。44 

  表 1 裡，筆者就目前可以及的資料，整理列舉了 18 世紀和算重要贊助者、受贊助者與

相關作為。自關孝和歿後，包含建部賢弘、中根元圭、松永良弼、久留島義太、山路主住、

藤田貞資與入江修敬等 18 世紀關流重要和算家，都曾因算學才能，而受聘擔任會計、天文

曆算或者擔任算學師範等工作。其中，松永良弼與久留島義太的身份原本都是庶民階層的浪

人，後來因算學才能受聘於磐城平藩擔任算學師範，除代表這時期的和算家可因算學才能謀

                                                       
42 建部賢弘的相關生平，主要參考徐澤林，《和算選粹》，頁 252-253。 
43 參考徐澤林，《和算選粹》，頁 252-253。 
44 參考徐澤林，《和算選粹》，頁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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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工作機會，改善生活環境，提升社會地位外，也彰顯出德川吉將軍以及內藤政樹與有馬賴

徸這兩位藩主身份的和算家，在這時期作為和算贊助者的重要角色，促進了和算發展。 

表 1 18 世紀和算重要贊助者、受贊助者與相關作為 
贊助者 身份 受贊助和算家 主要作為 

德川 

吉宗 

將軍 建部賢弘 

中根元圭 

．聘任建部賢弘為天文曆學顧問。 

．聘任中根元圭。 

．允許西方曆學與測繪書籍傳入日本 

．命建部賢弘翻譯梅文鼎《曆算全書》，後交由中

根元圭譯。 

內藤 

政樹 

藩主 

（磐城平藩） 

 

松永良弼 

久留島義太 

 

．關流和算家。 

．聘任久留島義太為算學師範。 

．聘任松永良弼太為算學師範。 

有馬 

賴徸 

藩主 

（久留米藩） 

 

山路主住 

藤田貞資 

入江修敬 

．關流和算家。 

．出版《拾璣算法》，公開關流密傳知識。 

．以數學鳴國。 

．聘任藤田貞資、山路主住、入江修敬等和算家

為算學教師。 

．資助藤田貞資出版《精要算法》。 

．促進關流數學之普及與推廣。 

  另一方面，師承松永良弼衣缽的山路主住，於 1724 年受聘於松前藩，1733 年為該藩支

配勘定，1739 年任職小普請，1748 年任天文方治川六藏、西川忠次郎的治曆助手，從事天

文測量的工作，並於 1764 年晉升為幕府的天文方，參與幕府改曆工程。從他歷任的工作來

看，皆與數學息息相關，換句話說，他因為數學上的才能得以從事會計、天文測量與制定曆

法等工作。特別地，和算的發展和「勘定方」（會計）非常密切，對「勘定方」有用的數學，

使得習算者謀得相關職業，無論是繼山路主住之後的和算家安島直圓(Ajima Naonobu, 
1732-1789)，又或者開創關流的關孝和等和算家，皆曾任職會計相關工作。 

  1767 年，具有藩主的身分的和算家有馬賴徸(Arima Yoriyuki, 1714-1783)刊刻《拾璣算

法》，公開了許多關流密傳的知識內容，輔以 1781 年藤田貞資(Fujita Sadasuke, 1734-1807)
《精要算法》問世，成為當時重要的數學教科書，並廣收門人，自此和算走向普及。45同時，

因寺子屋、藩校與私塾的設立，使得教育普及率高，研究和算者除了武士還有町人、農人等

各階層的人。再者，江戶後期以後商品經濟開始活絡，豪農階層漸成為了江戶時代社會不論

是經濟還是文化的核心。因此，他們所需的數學是以測量和比例分配為基礎，並且建造堤防

                                                       
45 引自黃俊瑋，〈江戶時期和算發展之分期〉，《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18 期(2013.12)，頁 30。這裡的江戶

後期大約是 1761 年後和算公開、普及至幕末這大約 100 年間，文中筆者稱之為地方普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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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作需要數學，因而培養許多人才，同時也建造了大量的和算塾。46例如關流和算家本多

利明（(Honda Rimei, 1743-1821)，他曾開設天算學私塾，傳授天文、地理與測量之學，弟子

眾多，被世人稱作音羽先生。而內田五觀(Uchida Itsumi, 1764-1839)除了算學外，精通天文

曆學、地理學、航海術、測量學等，並曾在幕末參與造炮、海岸測量等工作。47此外，最上

流的數學家會田安明(Aida Yasuaki,1747-1817)，也擔任過與水利工程有關的御普請的工作。 

  到了 19 世紀後，許多和算家廣設算學道場、廣收門徒，包含日下誠(Kusaka Makoto, 
1764-1839)、會田安明(Aida Yasuaki, 1747-1817)、藤田貞資父子、長谷川寬(Hasegawa Hiroshi, 
1782-1838)父子、千葉胤秀父子及內田五觀等，許多重要和算家，都曾經靠開塾教授算學謀

生，或者因開塾授徒而名聲遠播。有此一說，奧州一關藩（今天的岩手縣一關市）家老梶山

次俊(KajiyamaTsugutoshi, 1763-1804)所授弟子號稱三千，千葉胤秀的弟子也達千人之多，48一

方面代表數學成為當時的「顯學」，也顯示出當時數學教育的普及化。 

  特別地，諸如長谷川寬與千葉胤秀家族，因具備數學能力得以自力開設算學道場，廣收

學生、教授和算謀求生計，成為當代名師，得以依賴這樣一門「專業」的學問，改變原有的

社會經濟地位與名望，也使教授數學成為能讓整個家族興盛的家學與家業，見證了江戶時期

數學這門學問的專業化成果。49 

六、結語 

  對比顏之推《顏氏家訓》當中的〈雜藝〉篇，他對後代子孫可以兼明數學，但不可專業

的諄諄告誡，江戶時期的和算家以及為和算書作序的士人們，顯然提出對數學這門學問不一

樣的見解與論述。儘管，他們眼中的數學，同樣列為六藝之一，但除了具「民生、日用、出

納、乗除」等實用價值之外，亦作為為官經世治國之要務。同時，他們提出了萬物有數等，

處處皆有數學的論述，認為這門學問值得上自天子、下至凡民子弟學習。如此來看，數學並

非僅止於雜藝與士人雅好，而是具實用價值且能有功於世的學問，其重要性與地位得以提升，

學習數學的正當性亦隨之提升。輔以和算各個和算流派的建立，一方面代表算學與其它學問

或技藝分離，同時，也表示「算學」作為一種「專門之學」的學術地位。 

  再者，無論是這些作序者，或者和算社群中的和算家，皆展現出他們對於精通數學者的

讚嘆與崇敬之意，這也代表著江戶時期的和算家們，體認到自身從事算學知識活動的重要價

值與意義。數學這門學問與「聖人」作連結，同時，精通數學者也與「天資」、「天份」乃至

「神」、「神人」等敬詞連結，再再解釋了數學並非雜藝或小技，而是一門高尚且具專業性的

學問。精於數學的人，代表他具有超越凡人、得天獨厚的資質與能力，得以因此學問獲得崇

高的地位與他人的尊敬。 

                                                       
46 參考城地茂，〈論日本數學史研究方法――為日本數學家關孝和(1642?-1708)歿後 300 週年而作〉，《科學史

通訊》，第 33 期(2009)，頁 26-32。 
47 參考徐澤林，《和算選粹》，頁 38-41。 
48 參考徐澤林，《和算選粹》，頁 42-44。 
49 引黃俊瑋，〈江戶時期的數學教育一隅――算學道場與和算教科書《算法新書》〉，《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

第 21 期(2016.12)，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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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歷史上，數學的學術地位常常取決於該知識活動參預者的社會地位，50江戶時期，

數學學術地位提升的過程中，具藩主身份的和算家有馬賴徸實為重要推手，他憑藉自身在政

治與社會的地位與影響力，在其治理的久留米藩裡，營造一個「以數學鳴其國」的環境，除

了大力推廣數學之用與利，他並刊刻《拾璣算法》一書，公開原是關流密傳的重要數學知識。

此外，有馬賴徸亦擔任了和算重要贊助者的角色，聘任多位具有數學才能的和算家，有機會

入藩擔任教職，改變習算者的社會與經濟地位，這也得當時整個大環境對於數學與數學家的

重視程度不斷提升。過程中，他資助藤田貞資出版《精要算法》，也間接促進了 18 世紀後期

的和算普及化。 

  再者，數學的學術位階的提升攸關專業社群的自主(Autonomy)，而這種自主性，也必須

以數學家的社會經濟條件的獨立為前提。51數學家能仰賴數學知識活動的參與來謀生，便能

自主地從事數學知識活動，並吸引更多人才的投入。當時，精於數學者得以謀得會計、天文

曆算相關工作，或者受聘於藩中擔任算學師範，又或者開設算學道場招生授徒等，顯示數學

是一門可用以謀生的學問。除了有馬賴徸之外，德川吉宗將軍與同樣位居藩主身份的內藤政

樹，同為 18 世紀重要數學贊助者，他們基於國家繪製地圖或天文曆算之需求，或者本身對

數學的愛好與重視，又或者本身即為和算家社群的一份子，藉由贊助行為使得關流中有名望

和算家，有機會取得教職或天文曆算等工作機會，得以從浪人晉升至武士階級，也附帶地提

高了社會地位與名望，並改善經濟與生活。 

  綜合江戶時期和算家與士人們的看法，不難想見 18 世紀的江戶時期，數學這門學問的

學術地位，以及社會環境對於數學知識發展與從事數學學習的支持。學術社群與社會資源的

投入，支持數學作為一種專門之學，在此有利的環境下，自然吸引更多人才加入數學知識活

動的行列，終也使得和算得以在 19 世紀的民間大量普及，並不斷發展出創新的數學問題與

在地化的數學研究成果。 

  

                                                       
50 參考洪萬生，〈士族門第如何看待數學？〉，《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15 期(2010.12)，頁 25。 
51 參考洪萬生，〈數學與民國一百年〉，《科學發展》，第 457 期(2011.01)，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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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he wasan mathematicians 
and scholars perceived mathematics in the Edo period 

HUANG Jyunwei*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viewpoints and notions about mathematics 
written in the forewords of important wasan texts, and the prefaces and the self-commentaries 
written by the authors of those texts, and to explain how the scholars and wasan mathematicians 
perceived mathematics and mathematicians in the Edo period. They regarded mathematics as a 
discipline that provided daily practical utilities, and also as a tool for dealing with important affairs 
of state. Furthermore, they brought up the idea that mathematics existed everywhere, and thought 
it was worthy to learn for those who ruled the country and for common people. In particular, 
Arima Yoriyuki advocated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learning mathematics in his feudal 
domain and established an environment that benefitted for learning and researching mathematics. 
As a result, mathematics was not seen a mere skill, but a scholarship that provided practical values 
and useful applications for the world. Whenever the importance and the academic status of 
mathematics were elevated, so was the legitimacy of learning mathematics. 
  Moreover, wasan mathematicians and people who wrote the forewords showed their high 
praises and admiration for people who mastered mathematics. This represented that the wasan 
mathematicians realized the important values and meaning of engaging in mathematical research. 
Mathematics was connected with sage and so it was a noble scholarship. People who mastered 
mathematics were connected with talent and deities and they could obtain noble social status and 
others’ respect. From the aspects of patronage and economic support for mathematical research, 
people who mastered mathematics earned a living by their ability and talent about mathematics, 
and obtained jobs in accountings, calendrical astronomy, and were recruited for teaching 
mathematics. Some even went so far as to found wasan schools and taught mathematics as a kind 
of family business. Thus, mathematics was not an amateur hobby but a professional instrument for 
earning a living and elevating social status.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the 
elevation of the academic status of mathematics in the Edo period indeed provided positive 
suppor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s. 
 

Keywords: Wasan, Patronage, Social History of Mathematics, Professionalization of 
Mathematics, the Academic Status of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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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武經總要》萬曆本的一些補正 

――科學史研究之意外收穫 

劉廣定* 

一、前言 

  北宋曾公亮與丁度等奉敕編撰的《武經總要》成書於仁宗慶曆四年(1044）。內容廣泛，

全書分前後兩集，各二十卷。有歷史上最早的火藥配方之記載，包括「火毬火藥方」，「蒺藜

火毬火藥方」與「毒藥煙毬火藥方」三種，為化學史、軍事史上重要紀錄。唯其重點在以火

攻，用毒制伏敵人，而不在爆炸力量。筆者於民國七十年代開始業餘從事科學史研究，其中

一項即是與「火藥」相關的問題。當時資料難覓，曾在國立中央圖書館閱讀《續武經總要》，

《神器譜》，《兵錄》等多種微捲。原以為《續武經總要》如《武經總要》一般，也是包羅

萬象。因發覺其中只含陣法、營法、劍法等，與科學史無關，當時未再細讀。民國八十年代

起兩岸交通方便，眾多典籍也陸續影印問世。筆者赴北京探親時曾購得遼瀋書社與解放軍出

版社共同出版的《中國兵書集成》（1994 年，連總目錄共五十一冊）數冊，其中第十七冊為

明代作品《火龍神器陣法》與《續武經總要》。前者列有多種火藥配方，惜如《武經總要》

的三種火藥方一樣，加雜多種藥物，仍以火攻放毒為主。表示自北宋到明初三百多年，火藥

的科技進展很少。 

  《中國兵書集成》本之《續武經總要》共八卷，乃據明神宗萬曆四十二年(1614)郭尚智

刻本所印。原本為北京大學所藏，有「萬曆甲寅春王正月東魯吳允中」與「嘉靖丁巳仲秋朔

成都方湖王詢」前後兩序，目錄及各卷之卷首卷末均題名為「重刊續武經總要」，又第八卷

之後有「嘉靖三十六年夏四月望日俞大猷」和「嘉靖丁巳仲秋三日西蜀雲麓宋繼祖」前後兩

篇「後跋」，唯其第四卷缺第二頁，且第一頁下第三行之「騎」誤刻成「綺」。上海古籍出

版社 1995 年出版的「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兵家類」也有《續武經總要》，說明係「據

明萬曆刻本影印」。經筆者比對，知其所據與《中國兵書集成》相同，也是北京大學庋藏的

郭尚智刻本，故第四卷第二頁亦缺，第一頁下第三行有相同的誤字，如(圖一)。約在二十年

前筆者重赴國家圖書館(原國立中央圖書館)查閱，知有三種《續武經總要》。一是「嘉靖本」

《新刊續武經總要》，八卷完整；一是「萬曆本」《重刊續武經總要》，八卷中第四卷缺第

二頁；另一手抄節本。原件現均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 

  去年(2017)九月，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點校本《續武經總要》，為《泉州文庫》之一。

也是依據缺少第四卷第二頁及第一頁下有錯字的萬曆四十二年重刻本。由此可以推測，北京

大學的萬曆本《續武經總要》可能是在中國大陸唯一的八卷本。故筆者撿出當年所見的微捲

                                                       

*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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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簡述臺灣所藏《續武經總要》之「嘉靖本」與「萬曆本」於後。並就「嘉靖本」對「萬

曆本」做些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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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嘉靖本」《續武經總要》 

  據原國立中央圖書館的紀錄，「嘉靖本」乃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1557)晉江俞氏所刊，

八卷四冊。內容依序為： 

續武經總要序，嘉靖丁巳仲秋朔成都方湖王詢譔 

新刊續武經總要序，嘉靖三十六年丁巳四月望日泉晉江雙陽居士養呆薛 

惟可謹書于虛江俞君大猷讀易軒 

新刊續武經總要目錄 

新刊續武經總要卷一 

…… 

新刊續武經總要卷八 

跋續武經總要，俞大猷頓首謹跋 

跋續武經總要後，嘉靖丁巳仲秋三日西蜀雲麓宋繼祖書 

續武經總要後序，嘉靖丁巳秋九月三日賜進士出身南京刑部貴州清吏司 

郎中晉江友人薛天華撰 

  據俞大猷跋，此書為「嘉靖三十六年夏四月望日刻成」，其中卷四第二頁不缺，第一頁

下亦無錯字如（圖 2）。現列原文於下： 

新刊續武經總要卷四 

泉晉江後學虛舟趙本學編輯 

同郡門人虛江俞大猷校刊 

四門斗底陣記 

四門斗底之陣，唐衛公李靖開國之所作也。隋大業中征遼東，制每軍一萬二千八百人爲隊，

騎兵四十隊，步兵八十隊，各分爲四團。將發，步兵第一團出營東門，東向陣；第二圑出營

南門，南向陣；第三團出營西門，西向陣；第四團出營北門，北向陣；輜重隊乃出。第一團

輜重出，收東面陣，分爲兩道夾以行；第二團輜重出，收南面陣，夾以行；第三團輜重出，

收西面陣，夾以行。第四團輜重出，收北面陣，夾以行。至營，第一團騎兵陣於東，第二團

騎兵陣於南，第三團騎兵陣於西，第四團騎兵陣於北，合爲方陣，四面外向， 護以車乘，

亦如之步兵。名以其輜重，入於陣内，以次安營，此蓋隋高祖楊堅之成法也。李靖六花七軍

之陣，消息其法，一軍三萬人，五十人爲隊，騎兵八十隊，步兵四百隊，輜重兵一百二十隊，

亦各分爲四，分引行止舍，一以爲則焉。斯陣也，取其簡便易成，變化不滯而已。李靖六*

花用之善矣。茍制陣無奇正分合之勢，徒方陣以當敵。則騎兵見蹙於前者，有妨於退；步兵

欲救於後者，不便於進。出入相蹂，行列難行。雖將如列錡，尚無疊陣之善策，況其他乎。 

 

李靖六花陣行軍次第圖 

（圖略） 

*以下黑體字「萬曆本」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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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嘉靖本《續武經總要》卷四第一頁及第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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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萬曆本」《續武經總要》 

  「萬曆本」據原國立中央圖書館紀錄，乃「明萬曆四十一年汪道亨刻本」。也是八卷四

冊。內容依序為: 

重刻續武經總要序，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孟秋穀旦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都察院右副都御

史奉勑巡撫宣府地方前應天府尹懷寧汪道亨書於上谷之鎮朔堂 

續武經總要序，萬曆甲寅春王正月欽差閱視宣大邊務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東魯吳允中書 

續武經總要序，嘉靖丁巳仲秋朔成都方湖王詢譔 

重刊續武經總要目錄 

  重刊續武經總要卷一 

  …… 

  重刊續武經總要卷八 

續武經總要後跋，俞大猷頓首謹跋 

  續武經總要後跋，嘉靖丁巳仲秋三日西蜀雲麓宋繼祖書 

唯此本除多一汪道亨序外，其餘和「中國兵書集成」本或「續修四庫全書」本完全相同，且

有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吳允中序，故不可能是「萬曆四十一年刻本」。 

  實際上，此「萬曆本」也是萬曆四十二年的郭尚智刻本。吳允中序言第一頁版心有「吉

水郭尚智刻」（圖 3）可以為證。故國立中央圖書館早期之判斷紀錄有誤，應予更正。 

 

圖 3 「萬曆本」序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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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嘉靖本」與「萬曆本」八卷都是每半頁十行，行十九字。可知後者係據前者重刻。

現「萬曆本」的北京大學藏本和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第四卷之第一頁下皆有錯字，也都缺第

二頁，表示校對與裝訂之不負責。對軍事用書之忽視說明當時朝政敗壞，此所以三十年後有

甲申之變也。 

  至於「萬曆本」是否還有其他誤刻，因未校核，不得而知。 

結語 

  二十幾年前研究火藥史時，因讀古籍而接觸到與火器、火藥無關的明代兵書《續武經總

要》，意外發現大陸出版的「中國兵書集成」與「續修四庫全書」中此書均採用北京大學庋

藏之萬曆四十二年刻本，其中第四卷缺第二頁，而第一頁下第三行之「騎」誤為「綺」。當

時覆核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的兩種《續武經總要》，得知： 

（一）嘉靖三十六年的刻本第四卷不缺第二頁，第一頁也無錯字。 

（二）此「嘉靖本」有薛惟可的〈新刊續武經總要序〉與薛天華的〈續武經總要後序〉，為

北京大學「萬曆本」之所無。 

（三）國家圖書館的「萬曆本」除比北京大學的「萬曆本」多一汪道亨的〈重刻續武經總要

序〉外，其餘完全一致。 

（四）國家圖書館所紀「明萬曆四十一年汪道亨刻本」有誤，應是「明萬曆四十二年的郭尚

智刻本」，與北京大學藏本相同。 

  這種意外的收穫恐由關鍵辭查資料庫難以得到，故傳統的查尋資料方法實有存在的價

值。 

  再者，大陸 1990 年代出版的「中國兵書集成」與「續修四庫全書」之《續武經總要》，

以及 2017 年出版的《泉州文庫》之《續武經總要》點校本，將來應參考臺北國家圖書館所

藏的「嘉靖本」與「萬曆本」，補其缺誤，方為完善。臺北國家圖書館如以鄙說可信，亦應

更正「萬曆本」之紀錄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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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古代先民之環保觀念和環保措施 

劉昭民* 

提要 

  近數十年來，隨著工業化政策的推展以及人類活動之增加，給環境帶來嚴重的污染，尤

其改革開放至今 40 年，西北部每年冬半年的沙塵暴，給中國東半部地區帶來嚴重的空氣污

染，連韓國也脫離不了霾害的影響。在華東地區，由於棉紡織、絲綢紡織之發展，造成太湖

流域之嚴重污染，十多年前乃動員專家們進行整治。政府也非常重視整治污染問題，動員全

員減少使用石油、天然氣，推行全民使用太陽能，使用電動車等政策。（圖 1） 

  其實我國先民很早就已經有環境保護的觀念了，早在先秦時代，孔子、孟子、荀子、管

子等，早就已經有教民實施環境保護的辦法，政府也有一系列的環境保護法令和措施，茲分

上古（先秦和漢代）時代、中古時代、近代三個不同時期分別說明。 

 

關鍵詞：環保概念、環保措施、空氣汙染、水汙染 

一、前言 

  環境保護和生態保護是近幾十年來，全人類所面臨的重大問題，二十多年前，本文作者

曾撰文《我國古代對環境保護的認識》一文，對我國古代先民之環保的觀念和措施做了初步

的介紹1。本文則增加了中古時期和近代兩個不同時代的資料，。使我國古代有關環境保護

和生態保護問題更加全面涵蓋到。茲分上古（先秦和漢代）時代、中古時代、近代三個不同

時期分別說明。 

二、上古（先秦和漢代）時代中國先民的環保觀念和環保措施 

  先秦時代是中國百家爭鳴的時代，孔子、孟子以及四書五經等儒家思想以及忠恕之道主

宰中國人的環保觀念和環保措施垂兩千多年。茲就水土保持，對植物資源的保護、對動物資

源的保護、推行造林和綠化環境政策、環境保護法令的制定和推行等分別說明。 
（一）水土保持 
  水土保持是現代山中林地、平地上之農田和果園、河谷地帶等地區非常重視的一項工作。

我國先民早在先秦時代就已經非常重視水土保持工作。《周禮》卷四〈地官司徒〉下篇有以

下之記載：「載師，掌任土之灋（法之古字），以物地衣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2 

                                                       
* 本會委員 
1 劉昭民，〈我國古代對環境保護的認識〉，收於何丙郁主編，《中國科技史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95），頁 107-126。 
2 《周禮》，上海商務印書館印宋刊本，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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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代鄭玄註曰： 

「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賦也。物，物色之，以知其其所宜之事，而授農牧衡

衡使職之。」 

  按這是規劃土地任土之法，內容是說，必須按不同地形和自然資源，加以全面開展水土

保持工作。先秦時代的《尚書》卷十二〈呂刑第二十九〉也記有：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3 

  按前文之意思是說，大禹治平水土後，為山川取了名字，以治理水土保持工作為前提。 

（二）對植物資源的保護 

  我國古代自西周以後，對植物資源的保護十分重視，《周禮•地官篇》說：「山虞，仲冬

斬陽木，仲夏斬陰木。」4《管子》卷五〈法禁篇〉也記有：「工尹伐材用，無於三時，群材

乃植」。（卷五法禁篇）。《管子》卷五〈八觀篇〉也記載說：「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伐必

有時」。《管子》卷一〈立政篇〉也有以下之記載：「山澤救於火，草木殖成，國之富也。修

火憲（制定禁止辭燒山林的法令），敬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5可見

先秦時代我國先民對山林草木之認識和保護，相當深切而積極。 

  《孟子》卷一〈梁惠王〉中也說：「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6說明要按照

季節砍伐山林，不可濫伐，如此林木才用不完，如果濫伐，則終將有林窮材盡的一天。 

  《荀子》卷五〈王制篇〉中對植物資源之保護措施討論得更多，而且更詳細。它說： 

山林澤梁，以時禁發。殺生時，則草木殖。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

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修火憲，

故山林藪澤草木魚鱉百索，以時禁發，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7 

荀況詳細地把亂砍亂捕的害處和有計劃地開發生物資源的好處都說明了，為當時的保護生物

資源的政策和方法，作了理論上的說明，並說明當時政府還設有虞師（掌管山澤苑囿之官）

負責其事。 

  戰國末期的《呂氏春秋》也對保護植物資源政策也詳細地說明，例如 

制四時之禁，山（非時）不敢伐材下木。（卷二十六上農篇）  
正月禁止伐木（孟春紀）  
二月無焚山林（孟夏紀）  
五月令民無刈蘭以染，無燒炭。（卷五〈仲夏紀〉）  
六月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行木，無或斬伐，不可以興土功。（卷六〈季夏紀〉）  

                                                       
3 《呂氏春秋》，上海商務印書館印宋刊本，頁 5-65。 
4 《尚書》，上海商務印書館印宋刊本，第一冊，頁 84。 
5 《管子》，上海商務印書館印宋刊本，第二十冊。 
6 《孟子》，上海商務印書館印宋刊本，第六冊。 
7 《荀子》，上海商務印書館印宋刊本，王制篇在頁 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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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草木黃落，乃茷薪為炭。（卷九〈季秋紀〉）十一月日短至，則伐林木取竹箭。（卷

十一〈仲冬紀〉）8 

  按《呂氏春秋》中所記載的當時政策，不僅規定一年之中，何時可以砍伐，何時不可以

砍伐，而且規定不可以燒山，不可以在樹木正在生長的時候興土功，還要派負責管理山澤苑

囿之人員巡視等。 

  西漢時代《禮記•月令》也按照呂氏春秋之觀點，它說： 

「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木中不伐。孟春之月，禁止伐木，仲春之月，無焚山林。

季春之月，命野虞無伐桑拓，孟夏之月，毋伐大樹。季夏之月，樹木方盛，仍命虞人

（環保人員）入山行木，毋有斬伐。季秋之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仲冬之月，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9 

（三）對動物資源的保護 

  我國先民很早就認識到處亂獵、捕殺動物，會造成對動物資源的破壞，要保護動物資源，

並訂有政策推行。《荀子•王制篇》載：「山林澤梁，以時禁發。魚鱉鰍藫鱣孕之時，網罟毒

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污地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
10前文說明當時規定，山林沼澤不可以隨便濫砍濫伐，各種魚類在繁殖階段時，禁止使用細

網和毒藥捕魚，這樣魚類才能保持一定數量，百姓才有餘用。 

  《呂氏春秋•孟春紀》也記載：「是月也，無覆巢，無殺孩蟲、胎犬、飛鳥、無麛（鹿

子）、無卵。」前文是說，初春一月，不可翻鳥窩，不要補殺小動物以及即將產子的母狗，

不可捕捉飛鳥，也不可取鳥蛋吃。《孟子•梁惠王》亦載：「數罟不可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 
  《大戴禮記•易本命篇》也說：「故帝王好壞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焉。好竭水捕魚，則

蛟龍不出焉。好刳胎殺夭，則麒麟不來焉……五穀不滋，六畜不蕃息。」 

（四）推行造林和綠化環境政策 

  樹林對人體健康、環境保護、空氣污染防治等益處甚大，所以現在規定要造林，綠化環

境，所以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後，廣開馳道於天下，並在馳道兩旁植樹。《漢書•賈山傳》有

載：「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

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 

  其他像《管子》卷十八〈度地篇〉也記載在河堤上種樹造林，可以防止洪水氾濫。 

「堤上樹以荊棘，以固其地，雜以柏、楊，以備決水。」11 

  

                                                       
8 《呂氏春秋》，上海商務印書館印宋刊本，《四部叢刊初編》在第 24 冊。 
9 《禮記》，上海商務印書館印宋刊本，《四部叢刊初篇》第二冊，頁 46-57。 
10 同註 6。 
11 同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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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環保法令之制定和推行 

  我國古代先民對環境保護工作十分重視，並放在天地人觀和陰陽五行說裡面，先秦時代

的古書裡面也記載當時嚴刑峻法之重。1975 年，我國湖北省雲夢縣睡地虎 11 號墓曾出土大

量秦簡，其中《秦律十八種•田律》中有完備的環境保護法令，全文如下所述：「春二月，

毋敢伐材山林及雍（壅）隄水。不夏月，毋敢夜草為灰，取生荔（甲，種皮）……到七月而

縱之……其追獸及捕獸者，殺之」。12 

三、中古時代中國先民之環保觀念和環保措施 

  晉代自八王之亂後，原在關外的胡人乘機南下入侵中原，造成歷史上「五胡亂華」時代，

而關內的漢民族，仍然保存並執行環保措施。南北朝時代，南朝之宋、齊、梁、陳，皆為漢

人統治，歷朝皆沿襲自古以來之農業社會和環保觀念，並執行環保措施，隋唐時代為漢人統

治，政府之環保政策均沿襲先秦時代孔孟之儒家思想，吾人可從《大唐六典•尚書工部》所

載： 

虞部郎中、員外郎，掌天下虞衡山澤之事，辨其時禁。凡采捕畋獵，必以其時。冬春

之交，水蟲孕育，捕魚之器，不施川澤  ；春夏之交，陸禽孕育、餧獸之藥不入原野。

夏苗之盛，不得蹂籍，秋實之登，不得焚燎。凡京兆、河南二郡，其近為四郊，三百

里皆不得弋獵採捕。凡五岳及名山，能蘊靈產異，興雲致雨，有利於人者，皆禁其樵

採。  

就可以理解。此外，《舊唐書•玄宗本紀》有載：「開元三年(715)二月，禁斷天下採捕鯉魚」。

《新唐書•百官紀》有載：「虞部：凡郊祠神壇，五岳名山樵採，芻牧皆有禁……春夏不伐

木。京兆、河南府三百里內，正月、五月、九月禁弋獵。」。13 

  而胡人原先為畜牧射獵為業的遊牧民族，後來之遼、金、元亦是如此，所以歷朝皆採二

元體制，對於農耕民族，採用中國的郡縣制度，遊牧民族則仍然採用部族制度。茲將當時的

做法舉例說明： 

（一）遼聖宗時詔諸道勸民種樹 

（二）元曾設司農司管理農業，頒農桑之制 

  宋代皇帝仍十分重視環境保護措施，下令禁止濫伐林木，《宋史》卷四十四〈河渠志〉

有以下之記載：「真宗咸平三年……巡隄縣令佐迭巡隄防，轉運使勿委以他職，又申嚴盜伐

河上榆柳之禁」。14 

  

                                                       
12 睡地虎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頁 24-30。 
13 丁海斌、陳凡著，《中國科技檔案史》（瀋陽：東北大學出版社，2007）。 
14 《宋史》，百衲本二十四史第 25 冊，臺灣商務印書館印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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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代中國先民之環保觀念和措施 

  明代中國人還是沿襲古代先民的傳統—多種樹，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1394)，朝廷要求

百姓多種桑棗和柳樹。《天府廣記》卷二十一〈工部篇•樹植條〉有以下記載： 

洪武二十七年，令工部行文書教天下百姓，務要多植桑棗，每一里種二畝秧，每一百

戶內共出人力挑運柴草燒地，耕過再燒，耕燒三遍下種，待秧高三尺，然後分栽，每

五尺闊ㄧ壟。每一百戶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六百株。栽種過數目，造冊回

奏。違者全家發雲南金齒充軍……京城渠路及邊境地區宜多種柳樹，可以作薪，以備

易州山廠之缺。15 

  明末徐光啟在《農政全書》卷三十八中記載了當時種植烏桕之好處：「臨安郡中，每田

十數畝，田畔必種桕數株，其田主歲收桕子。……凡高山大道，溪邊宅畔，無不種之」。16可

見我國先民很重視造林工作以及環境綠化工作。 

  明末清初，太湖流域蘇州、無錫、杭州等地的絲綢紡織業、棉紡織日益發展，虎丘、染

坊的污水大量排放河流和太湖中，造成水污染，人們紛紛反映政府，政府乃頒布禁染坊，並

立碑於虎丘。今日仍存乾隆二年(1737)蘇州府永禁虎丘開設染坊污染河道碑，碑文如下所

述： 

江南蘇州府元和、長州、吳縣正堂張、沈、陳氏特調江南蘇州府正堂加□級紀錄  

□次黃，（中缺）等下，則清□□匝，高僧桂錫□供皆題再建聖祖仁皇帝行宮，萬年

御書龍案，必當肅□。……有狡獪，於皎□□□□□□□□□缸（中缺九字）染作□

□□□□□□（缺七字），蕩□布……（缺十五字）漸致糾壅河濱，流害匪淺，圜山

四□，□雨灌溉，定傷苗□。□□□姓之饔（音邑，熟食之意）餐等（中缺七字）且

白公堤衅，□□□□在生（中缺十五字）繫民生物命。緣塘花市，紅紫芬菲，□□相

承，滋生時□□虎丘□勝概，蕩（中缺六字）橋年代□之於水前（中缺六字）茲（中

缺八字）概且毒□腸胃。更有甚焉，傍山一帶，到處茶棚，較資（缺二十五字）味，

不堪飲啜，（中缺十六字）嗟嗟！亘千百餘年選佛名勝之場，一旦漸成湮（缺七字）

蒙（中缺）介（中缺七字）蒙准（中缺）作□飛不寒心。雍正二年（1724 年），曾有

異籍冀創漂（中缺十四字）奉批：虎丘（中缺二十二字）故敢□□□□，伏乞俯電與

情，即賜知縣查案。□詳（中缺）司□□□□作，仰長、元、吳三縣嚴行查禁，□議

詳報，曾□違□□新□鄉衣。緣虎丘田雖低瘠，幸賴河水清肥。恩□□□□□事（中

缺六字）顏料（中缺十三字）減（中缺），國課將何完辦？且閶門一帶，沿塘河不盡

□開張，河□□等□□□□禁□豐□業（中缺十二字）開在□□□□一轉（中缺十三

字）前業蒙示禁，有案可稽。今身等□屬仁洽鄉農，行將失業，萬人啼饑，疾痛□□。

又為（缺十二字）通詳（缺七字）等情。（中缺七字）各戶□□□前道唯等呈為新創

染坊，公欲吁憲禁事。內稱：□惟虎丘為天下名山，吳（中缺十四字）潮□□□□山

                                                       
15 《天府廣記》，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1394)，孫承澤，在《筆記小說大觀》第 33 篇第 10 冊，頁 289-290。 
16 徐光啟，《農致全書》，明思宗崇禎十二年(1639)，共十六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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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缺六字）第一大觀。前聖祖皇帝六次南巡，必由□□□□萬壽行宮，御書龍匾，

遍供於中，□□□□本（中缺六字）因□□情□□□□□處（中缺七字）必致碱□□

祠□□散布，滿河青紅黑紫，四處溢洋，各圖居民無不抱憤興嗟，家喻戶曉。環叩憲

（中缺十字）行宮左右，莫敢坐觀。為此聯名公叩，恩賜給□□□永禁，毋□故智復

萌，（中缺十字）下縣。奉此。案查本年八月初一（中缺十八字）虎丘系元邑地方，

當經元和縣出示禁止，並取許□□□□禁□，故染店（中缺十字）元和縣張，長洲縣

沈、吳縣陳會看得虎丘河道（中缺十八字）賴。雍正二年(1724)，因有射利之徒，妄

希開設染坊，業經前任長邑薛，據□□□□等（中缺八字）茲復有人煽故□虎丘山前，

開作（中缺十五字）縣出示嚴禁，並飭將置備染作器物，遷移他處開張，取具遵依在

案。茲□□□□議查□□小民□□□□□河流（缺六字）本府正堂黃批開：仰即如詳

勒石永禁，取具碑摹報查。繳。等因，奉此。合行（中缺十四字）差役號（中缺十七

字）如敢違，定行提究。凜之慎之！須至碑者。乾隆二年九月吉日，虎丘九都六、七、

八、十二、十三圖士民……（名單略）。  

五、小結 

  由本文所述，可見自古以來，我國先民就尊崇儒家孔子、孟子……深受四書五經之影響，

非常講究山川園林之美，對自然生態環境之保護非常重視，建立環保機構，設置環保官員，

制訂環保法令，明文規定環境保護措施，我們面臨著環境污染，豈可漠視我們的祖先所留給

我們的美好自然環境受到危害。 
 
 
致謝：作者曾承蒙中國地質大學退休教授王根元陪同拜訪虎丘山風景名勝區管理處武佳先生

協助研究乾隆二年(1737)蘇州府永禁虎丘開設染坊河道碑並勘察太湖水域，僅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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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09 年 5 月 24 日亞洲周刊第 31 頁（參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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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打字機摭談 

張之傑* 

  臺灣商務印書館成立 70 週年，去年 2 月 9 日假臺北書展舉行紀念酒會，我應邀出席，

看到一件展出的中文打字機。其實中文打字機一直使用到 1990 年代初，當時公家機構和稍

微大型的私人機構都有打字員。我於 1988 年辭去科教館副研究員，當時館裡就有一名編制

內的打字員。 

  公私機構用中文打字機打文件，出版社用來打文稿。我於 1974 年到科月擔任副總編輯，

當時科月雇有一名打字員。我主持環華出版公司編務時，編輯部有四名打字員。標題等大型

字或特殊字型的字，交給電腦打字行，用亮光紙印出。打字文稿和電腦打字行打的標題等，

由美編裁剪，貼在編稿紙上。當時鉛字排版（鉛排）仍在使用，但我服務過的出版單位，從

沒發過鉛排。 

 
圖 1 臺灣商務印書館慶祝成立 70 週年時所展出的中文打字機，右側字盤置罕用字和特殊符號。 

  環華 1984 年結束營業，翌年我到科教館當副研究員，三年後，即 1988 年辭去公職，到

錦繡出版公司服務，這時所有的字都交給電腦打字公司。很快的，連一般文字書也交給電腦

打字公司打字。1990 年代初，我在漢光、慧炬出版過幾本文字書，都是電腦打字公司打的。

不過這時美編仍為手工。錦繡大約要到 1994 年才開始電腦編輯。至於公私機關用中文打字

機繕打文件，要到噴墨列印機普遍後才被電腦取代。 

  中文打字機源自日本杉本京太(1882-1972)1915 年發明的「和文打字機」。1985 年，杉本

京太獲選日本十大發明家之一。國人雖然也獨立發明過幾款中文打字機，包括 1915 年留美

                                                       
* 本會委員，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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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祁暄發明中文打字機，1916 年周厚坤和舒昌愈發明「唐字打字機」，1946 年林語堂發明

「明快打字機」，這三款打字機皆未商業化。因此當年各種品牌的中文打字機，其機械結構

無不因襲和文打字機，只是字盤等略加變異而已。 

  商務保存的那臺，是堀井公司製的，這是當時常見的一個品牌。滾筒左側印著「電腦中

文打字機」字樣，「電腦」二字大概是個形容詞。堀井，是臺灣的一家公司，不知是否和日

本堀井家族有關？堀井新治郎父子是油印印刷的發明人，1910 年獲得專利。 

2016 年 9 月 5 日《大紀元》有一則報導： 

《洛杉磯時報》2016 年 9 月 3 日報導，研究中文打字機的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穆蘭

尼(Thomas S. Mullaney)指出，外界每每認為它效率低，其實是個誤解，恰恰相反，

中文打字機是揭開智慧手機時代的先鋒。  

  中文打字機的操作方法，大致上是將鉛字敲擊色帶，進而印在紙上。字盤上排放約 2500
個鉛字，常用字按照部首筆劃排列，罕用字置於一側。極少用的罕用字或特殊符號另有字盤，

打這些字或符號時，檢出置於字盤上的預留空位即可。 

  字盤上的每個鉛字均為倒置、反寫，如此打出的字才會是正的。操作時打字員首先要在

字盤上找到所需要的鉛字，手握打字機操作桿往下壓，將鉛字鉗住夾起，再按下壓桿，小鉗

就會舉起鉛字，隔著色帶打印在紙上。 

  打字員需眼明手快，還得記性好，這樣才能從字盤中迅速找出所需的鉛字。打字員通常

根據需要自行排列字盤，舉例來說，打科幻小說《我是機器人》這本書時，會將經常出現的

「機」、「器」、「人」等字放在易於操作的位置，這樣可以縮短移動的距離，增加打字速

度。 

  穆蘭尼教授認為，這種功能和智慧型手機類似，在手機上

輸入某個字詞，會自動跳出相關字詞，例如在手機上輸入「臺

灣大學」四字時，先打「臺」字，會出現「灣」字，選取「灣」

字，接著出現「大學」，省了很多手續和時間。 

  穆蘭尼教授的專著 The Chinese Typewriter: A History（《中

文打字機》）於 2017 年 8 月間出版。穆蘭尼認為，中文打字機

是信息時代史的一環。 

 

 
穆 蘭 尼 著 The Chinese 

Typewriter: A History 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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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格致書院展示之科學儀器 

張澔* 

介紹 

  1876 年 6 月 22 日成立的上海格致書院，是十九世紀中國人學習西方科學最重要的一所

學校之一，院的宗旨就是讓中國人更有效率吸收西方科學與科技，為此便在閱讀室內擺設各

類西方科學翻譯書籍，並聘請老師來講解。除此之外，為了讓中國人更容易理解西方科學理

論，院內還展示各類科學儀器。格致書院究竟展示了那些科學儀器就是本文探討的重點。 

  若單單只有科學儀器展示，而無文稿輔助說明，參觀者將無法知道其用途與功能，所以

《格致彙編》編譯了一份科學儀器解說。雖然文中對這些儀器的功能、大小、結構、材質與

使用有不錯的說明，但由於過去儀器名詞與現今有所不同，又無英文名詞對照，且無插圖，

其中只有一件儀器，如酒精燈，可以確定知道是何種儀器外，至於其他如「熱水箱」、「倒焰

爐」、「熱氣筩」、「火泥罐」、「熱氣箱」、「熱氣筒」、「熔金爐」、「新法熱氣箱」與「大熱爐」

等儀器，我們實在無法確實辨識這些儀器的現今名稱。 

  經過考證不同科學儀器目錄與書籍之後，我們發現所展示的儀器就是由 John Joseph 
Griffin(1802-1877)公司所生產，在《格致彙編》所介紹的內容，其實就是來自於 J. J. Griffin and 
Sons 科學儀器公司在 1866 年所出版的“Chemical Handicraft”。這裡解釋一下，為何能夠在茫

茫書海中找到這個底本，最重要的線索就是來自於《化學器具說》，它的底本就是 J. J. Griffin
在 1877 年所出版的“Chemical Handicraft”。 

  J. J. Griffin 出生在倫敦，是英國化學家及書商，也是十九世紀英國主要的化學儀器製造

與供應商，他們公司所設計的化學儀器曾在 1851 年及 1862 世界博覽會獲獎，在昂貴的化學

儀器設備中，他們的產品以物美價廉聞名。 

展示儀器 

  首先，我們就《格致彙編》所說的其中一款儀器，來證明西文底本就是 Griffin 在 1866
年所出版的“Chemical Handicraft”，這裡我們所要考證的儀器就是「新法熱氣箱」： 

此箱能加熱至五百度為止，箱以紅銅為之，長十二寸，高九寸，寬八寸。紅銅之外，

以鐵皮箱為套，長十四寸，高十二寸，寬十一寸，可見內外兩層之間有空處約一寸。

下用煤氣燈加熱，則兩箱間之空氣收其熱，而傳至銅箱之內，上面有寒暑表，指出其

熱度，又有風門與帽與管等件，能任意加減其熱。  

                                                       
* 本會委員，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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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與溫度、大小以及結構的比較，我們發現這款儀器就是編號 1281 的 Griffin's Hot-Air Bath，

其在“Chemical Handicraft”的內容如下： 

1281. Griffin's Hot-Air Bath, for drying substances in a rapid current of hot air, kept 
within a few degrees of any desired temperature up to 500° Fahr. Form of Fig. 1281. 

Price, without Thermometer and Gas Burner, £3. 

This apparatus consists of a Copper Chamber, measuring 12 inches from left to right, 9 
inches from top to bottom, and 8 inches from front to back. This Chamber is enclosed in a 
Case made of stout sheet iron, which measures 14 inches from left to right, 12 inches 
from top to bottom, and 11 inches from front to back. There is, consequently, a clear 
space of at least an inch all round between the copper chamber and the iron case. Hot-air 
rising from a rose gas burner is made to pass continuously through this space, while a 
rapid current of heated atmospheric air is made to pass through the copper chamber 
containing the objects that are to be dried. 

《格致彙編》之所以稱之為「新」，並非來表示“Griffin”，而是在此之前，已經介紹了另外

一款熱氣箱。在中文內容中，除了沒有提到這款烤箱可以快速加熱外，有關溫度（華氏），

內外箱的長寬高，材質都全符合。另外，至於如何來控制箱內的溫度，西文內容中並沒有談

到有溫度計，但插圖卻有，如圖 1。 

 
圖 1 新法熱氣箱(Griffin's Hot-Air Bath) 

 

  接下來，我們就按《格致彙編》中的順序來介紹所展示的儀器。在文中首先被介紹的就

是酒精燈，在 Griffin 書中有四大款式，從編號 851 到 901，格致書院所展示的「酒燈以玻璃

為之，有罩能葢其熄其火。」這種有蓋的酒精燈，就是編號 851 及 854 的產品，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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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酒燈(Spirit lamp) 

除此之外，書中還提到一種「以脫」燈，這就是編號 901 的 Mitscherlich's Ether Lamp，「名

曰以脫(乙醚)，比酒之火，其熱更大。」此燈由德國化學家 Alexander Mitscherlich(1794-1863)
所發明。乙醚為易燃化合物，容易產生爆炸，溫度可以融化金屬鉑及石英，其構造如圖 3。 

                   
圖 3 以脫燈(Mitscherlich's Ether Lamp)；圖 4 風力表(Ure's Syphon Eudiometer) 

  風力表是接下來被介紹的儀器，也就是 Eudiometer，書中寫到，「有雙彎玻璃管連於木

架上，其彎之中有水銀若干」，這就是編號 2340 的 Ure's Syphon Eudiometer，如圖 4。 

  接下來，被稱為「熱水箱」儀器，作為乾燥或濃縮藥品之用，因溫度控制在攝氏 100

度左右，所以使用水當作熱源： 

此箱長二十寸，寬十六寸，深五寸，有四鐵足，高十寸能容水，約三十至四十斤，下

用煤氣燈加熱，足令其全水發沸。一角下有圓錐形之孔，自上通下以接漏斗，凡欲乘

物沸時濾之質，不可受冷者，置於此器上，濾之最便。  

這就是編號 1254 的 Water Bath，這項產品又有兩種材質，款式 a 材質是錫，價格較低，為 2
英磅；至於款式 b 則是拋光銅片，價格為 4 英磅 10 先令，如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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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熱水箱(Water Bath)；圖 6 倒焰爐(French Fireclay Reverberatory Furnaces) 

  接下來被介紹的儀器就是倒焰爐，這種法式火爐主要功能就是冶金，共有三層，外鑲鐵

圈，內灶則是火泥材質，內爐最小的直徑是 4 1/2 吋，最大則是 17 1/2 吋，有 13 種大小規格。

這項產品就是編號 818 的 French Fireclay Reverberatory Furnaces，可用木炭或焦煤作為燃料，

如圖 6，《格致彙編》介紹如下： 

法國造一種倒焰爐，以火泥為之，爐分三層，上下配合，外以鐵箍為之，能燒枯煤或

木炭。凡欲鎔金類或金礦等事，此三層疊而用之。  

  接下來被介紹的熱氣筩，就是編號 1278 的 Rammelsberg's Hot-Air Bath： 

化學工內有數事，必令質速乾，而不收空氣之水氣，則用熱氣筒法。此筒以紅銅為之，

內有架，能托所欲烘乾之物，其蓋內有寒暑表，能指出筒內之熱度。  

這款儀器，從英文名稱顧名思義，就是由德國著名的礦物學家 Karl Friedrich August 
Rammelsberg(1813-1899)所設計。這款儀器特色就是能夠快速乾燥，且不吸收空氣中水分，

因在頸部玻璃管中放入氯化鈣，由於形狀像筩，故稱之為「熱氣筩」，如圖 7。 

              
圖 7 熱氣筩(Rammelsberg's Hot-Air Bath)；圖 8 熱水盆(Copper Water Bath) 

  「熱水盆」則是另一種乾燥藥品的儀器，「以銅為之，盆置於三足架上，徑七吋」，酒精

燈在下面加熱，外圍鑲嵌鋅金屬，就是編號 1252 的 Copper Water Bath，如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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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就是「自添酒之酒燈」，設計這種加熱燈具的目的，就是要長時間不間斷加熱，「酒

燈燒若干時，其酒已盡，添酒之時，材料必壞，故設此法，免其停工。」就是編號 890 的

Continuous Action of Argand Spirit Lamps，如圖 9。 

        
圖 9 自添酒之酒燈(Continuous Action of Argand Spirit Lamps)；圖 10 火泥罐(Fire-Clay Crucibles) 

至於下面的「火泥罐」，就是倫敦所製造的坩堝，「受極大之熱而不壞，雖其熱度大至令罐體

已軟，尚不散開。」就是編號為 1352 的 Fire-clay Crucibles，共有 14 種大小，最小的高度是

1 3/4 英吋，最大的是 14 英吋，以一打 12 個來計價，如圖 10。 

  「熱氣箱」是接下來被介紹的儀器，就是編號 1273 的 Fresenius’s Copper-Air Bath，以

銅材料製成，用酒精燈或煤氣燈加熱，烤箱大小，高五吋，長 6 吋，寬 4 吋半，如圖 11。 

                 
圖 11 熱氣箱(Fresenius’s Copper-Air Bath)；圖 12 熱氣筒(Taylor’s Hot-Air Bath) 

  編號 1279 的 Taylor’s Hot-Air Bath 就是接下來被介紹的儀器，被稱之為「熱氣筒」，其

目的就是乾燥粉末，此為圓筩形，深三吋半，徑 8 吋半，有三足架，華氏溫度「以三百六十

度為限」。 

  接下來被介紹的「熔金爐」，經過考證，這款儀器就是編號 912 的 Guinea Furnace，整

個結構比較複雜，部分內容如下： 

此爐為化學工內鎔化之事公用者最簡便，其熱與酒燈之熱略同，所燒者為火油之類，

不發煙，不發炱，不發臭，不必用煙通，可置家中便用之桌上，能鎔鐵八十兩。  

簡單而言，這款火爐主要功能就是鍊鐵，它具有乾淨、經濟及方便的特性，最好的燃料就是

松香油，不僅有效率，而且便宜，要比酒精等燃料更經濟實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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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鎔金爐(Guinea Furnace) 

  除此之外，就是編號 762 的 Sepstroem's Blast Furnace，這種爐是以焦煤或木炭當作燃料，

有六種大小，最小的高 9 吋，最大則有 24 吋，這也是為何被「大熱爐」的原因，內爐是火

泥做成，外面鐵皮，此爐的功能也是鍊鐵礦，如圖 14。 

              
圖 14 大熱爐(Sepstroem's Blast Furnace)；圖 15 俄羅斯大酒燈(Large Russian Spirit Lamp) 

  書中最後被提到的就是「俄羅斯大酒燈」，就是編號 897 的 Large Russian Spirit Lamp，

高 5 吋，直徑 5 吋，如圖 15。 

結論 

  過去雖然我們知道，格致書院展示了一些科學儀器，《格致彙編》已經將部分展示的儀

器做了不錯的說明，但除了酒精燈之外，我們大約知道可能是那些儀器，但確實是那些儀器，

卻難以掌握，再加上有一些很類似的儀器名詞，讓我們更覺得迷糊，但也引起我們更大的動

機，想瞭解這些類似名詞的儀器差異在那裡。 

  透過《格致彙編》的描述，我們找到了它的英文底本，確定了每一種儀器，不僅知道這

些被展示儀器的英文名稱、編號及價格，再加上插圖的輔助，讓我們可以幾乎像十九世紀的

中國人一樣，享受參觀科學儀器的樂趣，彷彿就像走入位於上海英國租借福州路的格致書

院。 

  對照了英文底本，我們也發現到一個有趣的問題，就是度量衡的混淆。例如，內容中沒

有特別強調長度是英制單位，但名詞使用的卻是中國熟習的「寸」，在重量單位上，有時候

使用中國的「斤」，有些地方卻是使用英國單位的「磅」，在度量衡單位上缺乏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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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在科學儀器展示上，大部分的觀眾應該不關心價格這個問題，因為通常都昂貴到

買不起。我們可以假設，在《格致彙編》解說中有儀器的價格，可以讓中國觀眾略知它們的

「科學價值」，提高聊天的話題。另外一種可能性，就是一魚兩吃，一來可以當作解說，二

來，順便幫忙 J. J. Griffin and Sons 科學儀器來宣傳，這家在《格致彙編》刊登有廣告，如此

一來，可能就是商業考量。 

參考文獻 

B. Gee, W. H. Brock. “The Case of John Joseph Griffin. From Artisan-Chemis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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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國歷史地理學術研討會 

編輯部  

  受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委託，2018 年中國歷史地理學術研討會擬於 8 月

上旬在北京舉行。本次會議由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承辦，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協辦。

會議相關事項通知如下： 

一、會議時間 

  1、報到時間：8 月 10 日（週五） 

  2、會議時間：8 月 11-12 日（週六-週日） 

  3、離會及考察開始時間：8 月 13 日（週一） 

二、會議地點 

  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大街 59 號）。 

  住宿，初步擬安排在友誼賓館（若有調整，將在第二號通知內告知）。 

三、會議主題 

  1.新時代的歷史地理學科定位與學科建設 

  2.新技術手段在歷史地理研究中的應用（數字人文） 

  3.北京學與北京歷史地理研究 

  4.歷史人文地理研究 

  5.歷史自然地理研究 

  6.歷史區域地理研究（含京津冀歷史地理研究） 

  7.歷史地理典籍研究（含古地圖研究） 

  8.歷史地圖編纂研究 

  9.其他相關專題研究 

四、會議規模 

  正式參會學者約 160 人（含在讀研究生），由會務組根據回執及論文遴選確定。 

五、會議費用 

  1、會議承辦方承擔會議期間餐飲費。 

  2、正式參會學者每人交納註冊費 300 元人民幣。 

  3、所有參會學者往返交通、住宿及會後考察費用自理。 



 

 

54 《科學史通訊》第 42 期(2018.12) 

The History of Science Newsletter Vol. 42(2018.12) 

友誼賓館住宿費標準：參考價格 550 元/天/標準間，具體房價以當時報價為準。考慮到北京

城區賓館房源緊張、價格較高之實情，請與會者參考本單位差旅費報銷標準，選擇合適的住

宿形式（單住或合住）。 

  在讀研究生申請參會的，請在 2018 年 2 月 28 日前提交回執，在 5 月 1 日前提交論文全

文，論文需附指導教師對該論文的推薦意見。因接待能力有限，名額限制為十五名。因此，

收到的論文須經會務組組織專家組審稿通過之後，優中選優，被選中者方予發出正式邀請函。

為體現學術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凡受邀的研究生，與其他參會學者一視同仁。 

  限於會議規模與接待能力，不建議陪同人員與會；如確因特殊需要攜帶陪同人員，請提

前與會務組聯繫，所有費用全部自理。 

六、會後考察 

  此次會後考察將採取委託旅行社運作方式，往返交通、住宿及會後考察（含交通、食宿、

保險、門票等）費用均屬自理。初定路線如下： 

  路線 1：承德避暑山莊（當天早出發，下午參觀，次日回程，共兩天） 

  路線 2：元上都遺址考察（來回各一天，考察一天，共三天） 

七、關於會議論文 

  論文題目與論文摘要，請在 2018 年 2 月 28 日之前回覆會務專用郵箱； 

  參會論文全文，請在 2018 年 5 月 31 日之前提交，發送至會務專用郵箱； 

  會議結束後，將組織專家遴選原創、首發的參會論文，結集出版。 

八、會務組聯繫方式 

  會務專用郵箱：lsdlnh2018@163.com 

九、關於回執 

  請有意參會的學者逐一填寫下述回執各項內容，包括聯繫電話、電子郵箱、通訊地址，

務必填寫準確，於 2018 年 2 月 28 日之前以電子郵件發到會務專用郵箱或以掛號信形式寄回

（以郵戳為準，通訊地址：100872，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大街五十九號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

究所華林甫丁超收），以便確定正式與會學者名單。如逾期未賜下回執，請恕不再寄發正式

邀請函及後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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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DHST Prize For Young Scholars Scheme 

編輯部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vision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IUHPST/DHST) invites submissions for the DHST Prize 
for Young Scholars, to be presented in 2021. Initiated at the 22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y of Science, held in Beijing in 2005, the DHST Young Scholar Prize is now awarded by the 
IUHPST/DHST every two years. Up to three awards for recent Ph.D. historian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ll be awarded to recognize outstanding doctoral dissertations completed and filed 
between September 1, 2016 and September 1, 2018. The 2019 DHST Prize does not specify 
distinct categories, but submissions must be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or technology in any part of 
the world. The Award Committee endeavors to maintain the broadest coverage of subjects, 
geographical areas, chronology and civilizations(African, American, Asian, Islamic, Western and 
Ancient Civilisations, and others not included in the above list). Each Prize consists of a certificate, 
assistance with travel and accommodation expenditures to the IUHPST/DHST Congress in Prague 
in July 2021 and a waiver of registration fees. The winner of a prize whose dissertation 
substantially engages Islamic science and culture (over competitions five [2016–2018] and six 
[2018–2020]), is also awarded the Ihsanoglu Prize given by the ISAR Foundation. 

Award Committee 

  The Committee is comprised of the DHST Council members and distinguished subject 
specialists. 

Competition Calendar 

Submission: Applications open October 1, 2018 and close November 30, 2018 (22:00, GMT) 

Award Committee meetings: January and February 2019 

Announcement of prize winners for fifth competition: March 2019 

Award Ceremony for winners of competitions 5 and 6: July 2021 in Prague. 

Conditions and Application 

Language: Submission in all languages is welcome. All dissertations must be accompanied 
by a detailed summary in English of no more than 20 pages. 

Application procedure: Applicants must submit online at: 
http://dhstweb.org/youngscholarsprize, where they can also find additional 
procedural and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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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第一次會議專題演講： 

從形與釉看中國陶瓷技術的演進 

翁宇雯* 

主  講：翁宇雯助理研究員。翁小姐目前任職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院處，專長為亞洲陶瓷、

伊斯蘭玉器與伊斯蘭文化藝術，曾參與策劃 2009 年的「芙蓉出水—越南青花瓷特

展」、2015 年的「藍白輝映－院藏明代青花瓷特展」與「揚帆萬里－日本伊萬里

瓷器特展」、2017 年的「來自天方的仙工－南亞美玉特展」及 2018 年的「伊萬里

瓷器修復特展」與「亞洲玉器常設展」等。 

時  間：2018 年 4 月 21 日（週六）16:00-17:00 
地  點：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遠距會議室 

 
本次活動演講海報 

  
                                                       
*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院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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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Activities 

107 年第二次會議專題演講： 

臺灣活版印刷產業文化資產調查研究 

黃俊夫* 

主  講：黃俊夫副研究員。黃博士目前任職於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專長為文物研究考察，

目前專注於 1950 年代迄今臺灣活版印刷產業發展，與臺灣塑化產業發展歷程。著

有《老酒裝新瓶──博物館藏品在數位時代之重生》、《從高雄硫酸錏公司文化性資

產探討高硫步上成長之路》等專書。 

時  間：2018 年 10 月 13 日（週六）下午 16:00-17:00 

地  點：地球公民基金會臺北辦公室 

 

本次活動演講海報  

                                                       
*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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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典籍、圖像與文物學術研討會 

編輯部  

日  期：2019 年 5 月 03-04 日 

地  點：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重要日期／論文摘要繳交：2019 日 1 月 30 日 

     審查通知：2019 日 2 月 15 日 

     全文繳交：2019 日 4 月 15 日 

主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國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聯合會科學史組中華民國委員會 

協辦單位：中央研究院、張昭鼎紀念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古機械文教基金會 

 
本次會議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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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About Museums 

漫步太陽系特展 

編輯部  

 
主辦單位：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贊助單位：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趨勢科技 

日  期：2018 年 6 月 29 日至 2019 年 2 月 17 日 

地  點：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第四特展室 

簡  介 

  近 20 年來，天文學家對太陽系各個天體的積極探索，讓太陽系起了天翻地覆的大變化，

科博館館長孫維新說，太陽系曾經有過 9 個行星，但現在只剩下 8 個！「冥王星」被科學家

無情地從「行星」的層級上移除，但似乎又找到另外一個「第九行星」。 

  在太陽系中飛來飛去的彗星，這 2 年人們已試著放上登陸艇；火星上看似荒蕪，其實地

表下的水多到人類難以想像；太陽系的「巨無霸」木星，主宰著太陽系的行星世界，這些天

文新知在 6 月 29 日開幕的「漫步太陽系」將一一揭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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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玉滿堂――迎春金魚特展 

編輯部  

 
主辦單位：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協辦單位：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系、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中華

民國水族協會、魚中魚樂活有限公司 

贊助單位：新加坡仟湖魚業集團 

日  期：2018 年 12 月 28 日至 2019 年 4 月 7 日 

地  點：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第四特展室 

簡  介 

  歷經二千多年，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家，潛心研究培育所創造出燦爛多樣的金魚，除了

具有基因研究的價值，更以優雅的形象在文學與藝術中留下許多經典作品。然而卻鮮有人知

道光鮮亮麗的觀賞用金魚是從平日食用的鯽魚育種而來，金魚從鯽魚基因突變成為草種金魚，

再變異成文種、龍種、蛋種……。「金玉滿堂──迎春金魚特展」將從科學、文化、美學多元

的體現，帶領民眾一探這兩千年傳奇生物的奧妙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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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Works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科學技術史研究六十年：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究所論文選》 

編輯部 

 
本書書影。ISBN: 9787504678607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究所組織編輯多卷本的學術文集。該文集以 2007 年所慶 50
週年時編印的《科學技術史研究五十年》文集為基礎，由曾在研究所工作的研究員和副研究

員以及目前在職的研究人員各貢獻一篇論文，共計 138 篇，每篇字數在一萬左右。這些文章

選取的代表作，集在一起稱得上科學史所 60 年學術研究的一個縮影。在學科目標、路徑、

模式和方法等多元化發展的當代，挑戰與機遇並存，這使得相互理解和包容、相互補充及合

作成事對於科技史及相關學科的學術共同體來說變得尤其重要。結集出版這些文章，為的是

紀念過往和思考未來，也希望能為同行提供一些啟示和引起人們對這個學科的更多關心，滿

懷信心地追求學術卓越和服務社會，開創科學史所和科技史學科發展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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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天之學：耶穌會士和天文學在中國的傳播》 

編輯部 

 
本書書影。ISBN: 9787108063229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韓琦教授的《通天之學：耶穌會士和天文學在

中國的傳播》以耶穌會士和天文學為主題，系統查閱研讀了國內外所藏清代歷算著作、官方

文獻和清人文集，並與歐洲所藏一手西文檔案資料互證，在全球史和跨文化的視野下系統闡

述天主教傳教士與歐洲天文學傳人中國的諸面相。作者試圖將天文學傳播置於政治史、社會

史和宗教史的語境中加以討論，完整勾勒清代近兩百年間歐洲天文學在華傳播的歷程。通過

案例，生動展現知識和權力交織的複雜背景，進而揭示了康熙皇帝如何通過西學來達到控制

漢人和洋人之目的；深入分析了皇子、傳教士、欽天監官員和士大夫群體在知識傳播中所扮

演的不同角色。 

  本書是作者在明清中外關係史和科學史研究領域三十餘年研究心得的集中呈現。通過對

歷史資料的系統挖掘，對時代背景的全面把握，對人事和細節的詳盡考證，作者揭示了歐洲

天文學傳播的具體過程，還原了真實的歷史。本書可說是科學社會史方面的力作，在科學史

研究的方法論方面，對後進研究者亦有相當好的示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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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Works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出使絲綢之國——科學、商業與外交之間的拉萼尼使團》 

編輯部 

 

本書書影。ISBN: 9782857570783 

  Missions au pays de la soie: l’ambassade Lagrené(1843-1846) entre science, commerce et 
diplomatie《出使絲綢之國——科學、商業與外交之間的拉萼尼使團》一書，為中國近代史

席位(1991-2014)榮譽教授魏丕信先生(Pierre-Étienne Will)和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副教授毛傳

慧女士(MAU Chuanhui)合編的學術論文集，由法國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叢刊出版。該書收

入 2004 年在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 召開的 Les échanges franco-chinois du XIXe 
siècle : la mission en Chine de Lagrené (1843-1846)「十九世紀中法交流：拉蕚尼訪華使團國際

學術研討會」中發表的多篇論文，經過重新審視及更深入的研究，呈現鮮為人知的一段歷史：

1843 年基佐(Guizot)政府派遣來華，與代表清廷的欽差大臣耆英(1787-1858)協商，簽訂第一

個中法條約——黃埔條約，獲得與英國在前一年簽訂的南京條約中相同通商權利的拉萼尼使

團。 

  該使團同時負有為法國工業製品尋找銷售市場，以及對中國的手工業生產技術和消費習

性進行考察——特別是中國別富盛名的蠶桑業。雖然拉萼尼使團及其附屬商業考察團並未在

歷史洪流中造成巨大的衝擊，然而卻足以喚起現代中法間第一次接觸的鮮明記憶，以及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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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政府試圖在長期以來為英國貿易勢力範圍的地區，建立經濟和政治關係的努力。其中有

關商業考察團的部分未見於中文史料的記載，大批的相關材料（檔案、文獻、圖像、文物等）

散見於法國外交部檔案館、法國諸多國家和地方檔案館、圖書館和博物館中，長期以來受到

以中文史料為核心的史學研究者的忽視；該文集的出版對於近代世界史中的中法關係研究，

以及新的史學材料發掘具有特殊意義。 
  論文集由法國巴黎高等社科院榮譽教授 Louis Bergeron(1929-2014)作序，Bergeron 先生

素有「法國科技史」之父之稱，為拿破崙時期和歐洲工業遺產研究的權威；並由著名漢學家

魏丕信先生撰寫前言，各章作者及篇名如次： 

 

Michel Cartier 賈永吉（巴黎高等社科院榮譽教授），〈Les relations franco-chinoises et la place de la soie dans le 

commerce des XVII et XVIII siècles 十七和十八世紀中法關係與生絲在貿易中的地位〉 

Mau Chuanhui 毛傳慧，〈La mission Lagrené en Chine et sa signification 拉萼尼訪華使團及其意義〉 

Claudio Zanier（義大利比薩大學榮譽教授），〈The French Silk Industr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十九世紀上半葉法國的絲綢工業〉 

Mau Chuanhui，〈Les enquêtes d’Isidore Hedde sur l’industrie chinoise de la soie et leur impact 伊斯朵爾•赫德對

中國絲綢手工業的調研及其影響〉 

Claudine Salmon 蘇爾夢（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榮譽研究教授暨高等社科院東南亞研究中心成員），〈La mission 

de Théodose de Lagrené et les enquêtes sur les textiles d’Insulinde 拉萼尼使團及其對東南亞群島織品手

工業的調研〉 

Barbara Staniszewska-Giordana 白貝蘭（藝術史獨立研究員），〈Auguste Borget, la vision d’un peintre en Chine du 

Sud 奧古斯都•博杰，一位法國畫家的中國南方印象〉 

Dominique Brisou（法國榮譽海軍上校，巴黎第四大學史學博士），〈Le rôle de la marine militaire française dans les 

mers de Chine(1840-1885) 十九世紀中下半葉法國海軍在中國海域扮演的角色〉 

 

書末並附有「蠶桑絲織業的專業術語說明」以及豐富的引用文獻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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