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SSN：2227–1023 

 

科學史通訊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年十二月 第四十五期 

 

 

國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聯合會科學史組中華民國委員會



國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聯合會科學史組 

中華民國委員會委員名錄（按姓氏筆畫為序） 

毛傳慧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陳光祖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兼本會主任委員                                      陳東和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 

    李尚仁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陳恒安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李貞德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陳德勤 野柳海洋世界 

    李國偉 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                                傅大為 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沈建東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                            傅麗玉 國立清華大學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 

    周維強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黃一農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林崇熙 國立雲林枓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所                            中央研究院院士 

            國家教育研究院                                      黃宇暘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林聰益 南台科技大學機械系                                  莊蕙芷  江蘇師範大學文學院 

    城地茂 日本國立大阪教育大學國際中心                        博佳佳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洪萬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所                            楊翠華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英家銘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暨通識教育中心                楊龢之 漢聲廣播電臺 

    徐光台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榮譽退休教授                雷祥麟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張 澔 國際傳媒與娛樂管理學系                              劉士永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張之傑 圓神出版事業機構                                    劉君燦 黎明技術學院電子工程科 

    張哲嘉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劉昭民 民航局氣象中心 

    邱韻如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劉廣定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名譽教授 

    翁宇雯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院處                                鄧淑蘋 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 

    琅 元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暨通識教育中心                魯經邦 台灣電力公司放射試驗室退休主任 

    郭文華 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學科暨研究所                    顏鴻森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陳大川 樹火紀念紙博物館顧問                                 

 

    發 行 人：毛傳慧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年十二月一日 

    編輯委員：張澔、琅元、雷祥麟、張哲嘉、周維強  

    學術顧問：李國偉、洪萬生、徐光台、黃一農、傅大為、劉廣定、顏鴻森                                     

    聯繫地址：30013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執行編輯：英家銘                                            編輯助理：賴羿霆 

    電    話：886-3-5727128                                      電子郵件：chmau@mx.nthu.edu.tw 

出 版 者：國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聯合會科學史組中華民國委員會 

封面圖片說明：《九章算法比類大全》1488 年刻本中作者吳敬的肖像，取自郭書春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數學卷

二》（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頁 8。



 

                                                              

《科學史通訊》 第四十五期（2021.12） 

目錄 

 

關於本期                                              I 

毛傳慧 

學術論著 

   明代數學著作的商品化特徵初探 

   －以「副文本」為研究中心                           1 

周霄漢 

   以《圓理算經》為例 

    談和算家求解穿去積問題的思維與方法               39 

     黃俊瑋 

學術劄記 

   坤輿全圖動物圖繪釋解                          62 

張之傑 

   疑義相與析：塔影倒與海影翻                    72 

邱韻如 

   由臺灣文藝媒介論美濃烤菸技術史與記憶藝媒介        82 

     張凱清 

   清末瓦特小傳                                     113 

     張澔 



  

The History of Science Newsletter Vol. 45（2021.12） 

   冷藏技術的發展對臺灣農業的影響                   125 

     賴羿霆 

 

科史典籍 

   皮國立：《全球大流感在近代中國的真相：一段 

抗疫歷史與中西醫學的奮鬥》                       133 

編輯部 

 

會議與活動報導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人物」系列講座                 134 

      編輯部 

本會活動 

   演講與學術交流                                   143 

      編輯部 

 110 年學術演講紀要                                149 

      王紫蓉 

Contents                                             151



I 

                                                              

主編的話 

2020 年 2 月新冠肺炎爆發迄今已近兩年，配戴口罩、注射疫

苗，以及各種防疫政策隨著疫情變化因應施行，在全球疫情高漲

中，勉強維持一方淨土。基於教育和學術交流的需要，視訊會議

的設備和軟體也迅速開發、完善，雖不如現場教學或面對面地交

流來得順暢，但對國際學術交流的維持不無幫助。 

原訂於 2020 年 5 月召開的第十二屆科學史研討會「跨文化

歷史中的科學、技術與醫療」國際學術研討會也因疫情緊張而暫

緩舉辦，終於今年 3 月 26-27 日假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召

開，採實體與遠距會議併行的方式進行，以利國際學術的交流。

雖然視訊軟體快速發展、視訊設備逐漸完善，然而受限於政府法

規以及與各國軟體的可容性，很難找到一個國際遠距會議理想的

軟體，在本會執行秘書英家銘副教授帶領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研

究生的共同努力下，克服技術上的重重障礙，讓會議得以順利舉

行，會議論文也於會後結集成冊。 

此外，為了提供學者交流的平台，科技史委員會在嚴格遵行

防疫措施的前提下，透過現場和遠距視訊併行的方式，勉力舉辦

各式活動，繼續提供科學、技術與醫療史研究者交流的平台，例

如與國立清華大學「格物窮理」教師社群合辦學術演講

（2021.07.21.），邀請化學史學者義守大學國際傳媒與娛樂管理學

系張澔教授和清華大學化學系朱立岡副教授進行「人文學科」和

「理工科」學者的跨領域對談。9 月 18 日本會第二次委員會召開

之後，邀請本會委員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陳東和副研究員

主講〈普魯士藍在東亞的流傳〉，以及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謝艾倫助理教授主講〈再探 Boxer Codex：中西物質與精神的交

流〉，透過藍色顏料在歷史圖像和文獻的考察，進行跨領域的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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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憾的是本會資深委員吳嘉麗教授因病於 2021 年 10 月 9 日

辭世。吳委員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之後負笈美國，於 1976

年取得華盛頓大學博士。返國後在淡江大學化學系任教數十載，

專精於臺灣苔蘚植物有機化學研究，曾任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

臺灣女科技人學會理事長，為臺灣婦女權益竭盡心力，並致力於

科學教育普及和科學史研究的推動，開設中國科學史課程，提攜

後輩，籌辦「世界華人科學史學術研討會」，為科學研究、女權、

科學普及和科學史等諸多領域貢獻良多。 

本期通訊收入學術論文兩篇、學術劄記五篇和科史典籍的介

紹、會議與活動報導，以及本會活動等內容。兩篇學術論文均與

數學史研究相關：周霄漢博士的〈明代數學著作的商品化特徵初

探－以「副文本」為研究中心〉，系統考察《九章算法比類大全》

的分析序、跋、封面、函套、肖像等「副文本」，探討明代出版業

的社會和經濟活動；黃俊瑋老師的〈以《圓理算經》為例談和算

家求解穿去積問題的思維與方法〉則以小出兼政為例，思考和算

家處理 19 世紀在和算中佔重要地位的求穿去積問題之思維與方

法。五篇劄記涉及面向多元，除了本委員會三位委員惠賜文稿外，

還有兩位碩士生投稿，期待有更多對科技史感興趣的年輕學者發

表階段性的研究成果以培養未來科技史研究人才。 

最後感謝執行秘書英教授和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生趙

子杰和賴羿霆協助編輯校訂，並誠摯邀請委員和學者踴躍投稿，

讓《科學史通訊》繼續在科學史的學術交流和知識傳播發揮積極

的作用。 

 

 

                                                             毛傳慧 

2021.12 誌於 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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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數學著作的商品化特徵初探— 

以「副文本」為研究中心 

周霄漢* 

摘要 

明代數學著作物質實體商品化的特徵在其「副文本」諸元素

上體現明顯。以《九章算法比類大全》為例，其作序（或像贊）

者均是杭州及周邊地區的士大夫，他們或擁有書畫文章方面突出

的才能，或曾經擁有過較為顯赫的官銜，這些具有「文化資本」

或「象徵資本」的士人受到當時數學著作的作者和出版者的重視，

而受邀為算書作序。至於數學著作的出版，其成本往往難以由作

者一人承擔，需要多人共同集資；而對於已經出版，在市場上流

通，情況較好的著作，則可能遇到被翻刻盜印的情況。書坊通過

刊刻肖像凸顯算書作者、表明權威正版。本文關注書坊的獲利途

徑，並指出前人未曾理解的《算法纂要》識語中「合會會書」的

意義，認為程大位的書坊依靠出售數學著作和這些會書以營利。 

 

關鍵詞：明代數學、《九章算法比類大全》、副文本、程大位、合

會會書 
 

 

 

 

                                                      
*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項目基金：中國科學院「十四

五規劃」重大課題「中國科技傳統及其現實意義」，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

目（20CZS081）。 



2  《科學史通訊》第 45期（2021.12） 

The History of Science Newsletter Vol. 45（2021.12） 

一、 前言 

     二十世紀針對中國古代數學史的研究中，眾多研究者認為明

代或者明代占主要部分的歷史階段是中國數學發展的衰落時期，

傳統數學在這一階段發生倒退。
1
與其他時期的數學史研究相比，

針對十七世紀之前明代數學的關注和研究仍不夠豐富。從所處理

數學問題的複雜程度以及現代高等數學成就的角度，明代數學無

法與宋元時期的成就比肩，但是此時期的民間算書在數學知識的

普及化、算法的便捷性與口訣化、珠算算法的發展和創新上，均

有自己的特徵和特色。宋元時期數學對複雜理論問題較為關注，

但此後轉變為實用取向，表現為明代數學對通俗化和普及化的强

調。
2
近幾十年來，這些明代數學的特徵和特色也有越來越多研究

者注意到，並展開多角度的研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
3
 

此外，學者亦借用「外史」的研究角度，在宏大的社會歷史

環境中看待明代數學的發展和特徵。杜石然先生很早就對明代數

學與其所處的社會背景做了初步考察。
4
洪萬生先生的《數學與明

代社會：1368-1607》一文一方面通過「釐清數學知識的演化，嘗

試以『明人的角度』去考察明代數學的脈絡」，另一方面，「結合

了有關明代數學史、社會經濟史以及文化史的研究，說明數學與

                                                      
1 錢寶琮，《中國算學史．上篇》（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2），

頁 162。 
2 Guo Shirong, “The influence of Yang Hui’s works on the mathematical mainstream 

in the Ming dynasty”, Alan Kam Leung Chan et al. (e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02）, pp.358-367.  
3  1980 年代開始，內蒙古師範大學科學史研究團隊就已經對十七世紀之前的

明代數學加以重視。對該機構研究者有關明代數學的論文的介紹，參見郭世

榮，〈明清數學史研究〉，《內蒙古師範大學報（自然科學版）》，1993：3，頁

32-35。臺灣師範大學的洪萬生教授曾帶領研究團隊對現存的明代數學著作

逐一進行個案研究。自 1997 年始，研究成果以一系列學位論文發表，參見

洪萬生，〈數學與明代社會：1368-1607〉，收入祝平編，《中國史新論：科技

與中國社會分冊》（臺北：聯經，2010），頁 357-358 腳注 12-13。 
4 杜石然，〈明代數學及其社會背景〉，《自然科學史研究》，8：01（北京：1989），

頁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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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社會經濟發展的互動關係。」
5
該文還原數學文獻所在的歷史

語境，並且通過數學文獻豐富了對明代社會史的認識。這種進路

對以往被認為數學水平不高而不受重視的明代數學研究展開了

一個新生面。 

本文在此基礎上欲做進一步的探索，試圖指出並分析這樣一

種現象，即伴隨明代數學知識內容的普及化，這些數學著作的物

質實體作為商品的特徵開始顯現。這些商品化的新特徵在數學著

作的諸多「副文本」元素上體現得尤為明顯，進而可作為我們系

統研究的對象。 

副文本（paratext）一詞為文學批評領域中的概念和詞匯，由

法國文藝理論批評家、現代敘事學（Narratology）奠基人之一的

熱奈特（Gérard Genette，1930－2018）最早提出，
6
因其極好的概

括性和包容性，也被引入到古典文獻研究使用的語彙當中。
7
近年

來，國際學界對包括科技典籍在內的中國古籍出版中的副文本也

越來越重視，將其單獨提出，作為與正文內容同等重要的部分進

行研究。
8
針對中文古籍，副文本包含了諸如函套、封面、題簽、

目錄、序言、凡例、跋語、牌記、字體、印章、版式、圖示性素

材、紙張材料和批注等等內容，是書籍不可或缺的部分。其種類

繁多，有的出於書籍作者之手，但更多的是在書坊的出版者、刻

                                                      
5 洪萬生，〈數學與明代社會：1368-1607〉，頁 358。 
6 1987 年，熱奈特的法文著作 Seuils（門檻）是一部系統研究副文本的理論著

作，1997 年以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副文本：闡釋的門檻）

為題被翻譯為英文出版，此後在文本研究、文學批評界均産生了重大影響。

參見 Genette G，Lewin Janee 譯，Paratexts：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7 參見陳才訓，《明清小說文本形態生成與演變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8 2010 年 9 月至 10 月在德國海德堡大學召開了以「副文本與明清出版文化

（Paratexts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Book Culture）」的國際研討會。該主題也

是海德堡大學跨文化研究中心（Heidelberg Centre for Transcultural Studies）

中國和歐洲跨學科研究組的一個研究框架。感謝 Andrea Bréard 教授提供的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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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者、銷售者的影響下形成，也在閱讀者和批註者的參與下生成。

簡而言之，副文本是相對於著作的正文內容而言的，即正文文本

之外、圍繞作品文本周圍的部分，均可以被列入副文本的範疇。

但它不僅僅是一個有關書籍構成元素的名詞集合，對副文本的關

注背後包含著一個更深入的看待書籍史的角度。依據熱奈特的闡

釋，副文本是使一部分「文本」成為一部「書」的第一場域，是

該書的作者、編輯者等人能夠用來影響讀者怎樣接近、閱讀和理

解這部書的「門檻」。明代社會的出版環境孕育出豐富的副文本元

素，它們在當時的作者、出版者以及讀者之間實現了智識的傳遞、

市場的營收和文化資本的彰顯。 

以往對明代數學著作的研究或已涉及以上副文本的諸多元

素。如勞漢生即考訂過《九章算法比類大全》的版本，
9
黃清揚也

初步考證了該書幾位作序人的生平。
10
梅榮照、郭世榮和李培業等

對程大位（1520-1600）《算法統宗》和《算法纂要》的序跋、牌記

和作者肖像等進行過介紹和分析。
11
但是，尚未有專門針對這些算

書副文本的綜合研究，某些具體的細節也有待進一步的挖掘。本

文將這些著作的「文本周邊」作為研究的中心，以發現數學著作

在這一時期的社會背景中體現的新特徵，豐富明代數學和歷史互

動的畫面。 

 

 

 

                                                      
9 勞漢生，《珠算與實用算術》（石家莊：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頁 244-

246。 
10 黃清揚、洪萬生，〈從吳敬算書看明代《算學啟蒙》的流傳〉，《中華科技史

學會會刊》，10（臺北：2006），頁 70-88。 
11 參見梅榮照、李兆華校釋，《算法統宗校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

郭世榮，《算法統宗導讀》（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李培業校釋，

《算法纂要校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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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章算法比類大全》序、像贊及其作者身份考 

 《九章算法比類大全》（1450）是明代的吳敬編纂的數學著

作。
12
從其所載的數學內容而言，它以傳統《九章算術》的章節劃

分為基本框架。在《九章算術》中代表數學知識體系的九個章節

（方田、粟米、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不足、方程和勾股）

之前增加了「乘除開方起例」，介紹數學活動的基礎知識和運算。

在九章整體之後補充「還源開方算法」，歸類總結各種開方問題和

解法。吳敬在該書的每一章之後增加兩部分，分別補充「比類」

算題和以詩詞形式撰寫的算題，每一題後也給出了答案與解題方

法。已有研究指出其文本與宋代楊輝《詳解九章算法》的密切關

係，
13
以及二者之間在數學概念和操作方面的連續性。

14
在它之後

的《算法統宗》傳播廣泛、影響巨大，但其中仍可看到《比類大

全》的諸多痕迹。總體而言，《比類大全》是在《九章算術》的流

傳中起到承上啓下關鍵作用的文本。錢寶琮《中國數學史》中即

已提到，
15
《比類大全》與意大利同時期的「脫雷維沙（Treviso）

算術」的內容有相似處，兩書中都有不少與商業資本有關的應用

問題，這也反映社會中頻繁複雜的商業活動對數學知識的需求。 

                                                      
12 現存四部《九章算法比類大全》，分別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

館、上海圖書館和日本靜嘉堂文庫。有關這些藏本的發現和收藏情況，以及

各個藏本之間區別的最新研究，參見 Zhou Xiaohan, “Elements of Continuity 

between Mathematical Writings from the Song-Yuan (13th – 14th Century) 

Dynasties and the Ming Dynasty (15th Century) : Comparing Yang Hui’s 

Mathematical Methods (1261 CE) and Wu Jing’s Great Compendium (1450 CE)”, 

Ph.D. Dissertation (Paris：Université Paris Diderot，2018)。 
13 嚴敦杰，〈宋楊輝算書考〉，《宋元數學史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66），

頁 149-165。張久春，〈《九章算法比類大全》與「九章」的淵源〉，《自然科

學史研究》，22：1（北京：2003），頁 54-59。 
14  參見 Zhou Xiaohan, “Elements of Continuity between Mathematical Writings 

from the Song-Yuan (13th – 14th Century) Dynasties and the Ming Dynasty (15th 

Century) : Comparing Yang Hui’s Mathematical Methods (1261 CE) and Wu 

Jing’s Great Compendium (1450 CE)”。 
15 錢寶琮主編，《中國數學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64），頁 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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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不僅該書的內容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商業活動，該書

的副文本也體現出這部刻本著作本身在社會中的流通。該書的作

者或出版者需要面對「說服讀者認識數學內容，接受該著作、甚

至購買該著作」的現實問題。他們的努力首先表現在邀請一些具

有某種特定「文化資本」和「象徵性資本」的士人為該書作序這

一行為上。 

有關該書作者吳敬的生平，雖然之前論及《比類大全》的學

者已經有過介紹，但目前所依據的資料只有該書序言中的部分信

息，僅知他生活在明代中早期的杭州地區。 

凡吾浙藩田疇之饒衍，糧稅之滋多，與夫戶口之浩繁，載

諸版籍之間者，皆於翁乎是資，則無遺而無爽焉。一時藩

臬重臣皆禮遇而信托之者，有由然矣。
16

 

基於項麒（1427–1508）17序言中此段文字的描述，我們知道

吳敬曾經作為江浙一帶地方官員的助手，負責測量和計算土地面

積、賦役稅收等方面的事宜，並且受到「藩臬重臣」的器重。「藩

臬重臣」指的應該是明代掌管一省政令及財賦之事的「承宣布政

使司」及主管一省刑名按核之事的「提刑按察使司」兩官署中的

                                                      
16 吳敬，《九章算法比類大全》，郭書春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 數學卷

二》（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頁 7。 
17 我們依據以下兩個資料推測出項麒的生卒年：《仁和縣志》中項麒傳（沈朝

宣，《嘉靖仁和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 179 冊，1975，頁 684

頁，頁 593-595）記載 1481 年項麒從南京刑部郎中的職位上告老退休，在

其八十二歲時去世。如果清初查繼佐所編《明書》（《罪惟錄》）中項麒傳的

記錄準確（查繼佐，《明書》，濟南：齊魯書社，2000，頁 2362），項麒是在

退休二十七年之後去世。綜合如上二者，我們可以得知他出生在 1427 年，

於 1508 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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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員。
18
然而，在明清時期編纂的地方志文獻中，

19
我們均未見到

與吳敬相關的信息。 

景泰元年（1450）吳敬撰寫自序，稱自己「積功十年」方才

完成了這部宏大著作的書稿，而在此時他已經「年老目昏」。三十

八年後的弘治元年（1488），當該書經過其孫子的修訂而再版時，

吳敬或許已經離世。 

現存的《九章算法比類大全》均為 1488 年版本，該版本以聶

大年（1402-1456）所作序言為開篇。在序言中，聶大年簡要地談

論了數學的歷史、功用、以及吳敬編寫《比類大全》的緣由，並

肯定了吳敬此書對於當時「治教休明、興學育才」的重要作用。 

聶大年，字壽卿，號東軒，出生在江西撫州臨川，與吳敬所

在的仁和地區相距五百餘公里。在明代焦竑（1540-1620）的《國

朝獻徵錄》中收錄王直（1379-1462）所撰寫的聶大年墓志銘。
20

因其曾在仁和做儒學教官多年，在當地有不小的影響力，故在明

嘉靖二十八年（1549）所修的《仁和縣志》中，也收錄了聶大年

的傳記。
21

 

在序言的結尾處，聶大年署下「景泰元年歲次庚午七月壬子」

的作序日期。這一年為 1450 年，與吳敬所作自序的年份一致。根

                                                      
18 「藩臬重臣」亦有可能包含一省最高行政長官從二品官職的「藩司（布政使）」

和正三品官職的「臬司（按察使）」本人，參見張政烺名譽主編、呂宗力主

編，《中國歷代官制大辭典（修訂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頁 229、

983、621、645。 
19 沈朝宣，《嘉靖仁和縣志》，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修、清光緒十九年（1893）

校刊，《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 179 冊（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5）。《錢塘縣志》，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修、清光緒十九年（1893）

刊，《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 192 冊（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5）。薛應旂，《浙江通志》，明嘉靖四十年（1561）刊，《中國方志叢書‧華

中地方》第 532 冊（臺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3）。張衡、王國安，《浙

江通志》，康熙二十三年（1684），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沈翼機，《浙江通志》，

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20 焦竑，《國朝獻征錄》，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曼山館刻本，卷 83-84，頁

85。 
21 沈朝宣，《嘉靖仁和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 179 冊，頁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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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墓志銘及地方志中的材料，在此之前聶大年就已經被薦舉為仁

和縣儒學（供生員修業學習的學校）「訓導」，進行輔助教學。「藩

憲大臣與一時達官顯人過杭者皆禮重之」，且其文章之名已經傳

播甚遠。其後，他曾離開仁和，在常州教學九年。正是在 1450 年，

聶大年遷升為仁和縣的儒學「教諭」。元明清時期，縣學設置教諭，

掌管文廟祭祀，教育生員。這也正是聶大年在該序末署名所用的

教銜。 

通過曆日表進一步推算可知，景泰元年陰曆七月壬子日為該

月初十（公曆 1450 年 8 月 17 日），而吳敬序言後所署作序日期

為農曆七月（孟秋）第一日（吉旦）（公曆 1450 年 8 月 8 日），中

間只相差九日。
22
聶大年也在序言中提到，在該書刊刻完成後，吳

敬邀請他做序推薦（「徵序其首簡」）。由此可以推測吳敬確與聶大

年有一些接觸和交往，但也正如洪萬生先生所提醒的那樣，我們

無法排除請人作序交付「潤筆」的可能性。
23
文人通過為其他書籍

作序而獲得報酬的事實，史學界已多有揭示。
24
甚至有學者認為，

「到了成、弘時期，購買文章的風氣愈勝……潤筆成為士夫增加

經濟收入的重要途徑」。
25
何朝暉通過對晚明時期大量商業出版物

的研究也認為「廣泛邀請名人作序造聲勢，以便推銷圖書幾乎成

為一種慣例」，「撰寫書序如同撰寫壽序、行狀、墓誌等其他應酬

文字一樣，都是文人『鬻文』獲利的一種方式」。
26
但事實上，即

便在十六世紀初，即有像聶大年身份一樣的官方學校的教員為書

籍作序並收取「書幣」報酬的情況，如作為儒學訓導的馮伯在《偃

師縣志》後序中提到，偃師知縣魏津「復遣幣走學宮，徵予序諸

                                                      
22 方詩銘、方小芬，《中國史曆日和中西曆日對照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頁 601。 
23 洪萬生，〈數學與明代社會：1368-1607〉，頁 317、410。 
24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頁 535-538。 
25 彭勇，〈明代士夫追求潤筆現象試析〉，《史林》，02（上海：2003），頁 52-56。 
26 何朝暉，《晚明士人與商業出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頁 84-86、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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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27
這些材料也讓我們對聶大年與吳敬間的實際關係產生合理

的懷疑。 

在明代，縣學教官的最高官階也只是「從九品」，而縣學教諭

及各級訓導則都未入流品。
28
在擔任仁和縣儒學教諭這一職位後

六年，聶大年被招入翰林院，參加編寫史書的工作。但不久其就

以疾告退，於景泰丙子（1457 年）二月去世。 

下文將詳述《比類大全》的其他作序人在寫序（或像贊）時

都已有過比較高的官職。與這種情况相比，聶大年在寫作該序時

尚沒有顯赫的官銜。在仁和教諭的職位上，聶大年建議修建學校、

嚴格校規而得到廣大生員的親慕。但本文欲考察吳敬或《比類大

全》的出版人邀請聶大年作序這一行為的意義，所以關注的時間

點放在 1450 年。在聶大年為《比類大全》作序時，我們至少比較

確定的是，他在當時已經以詩文和書法在地方上享有名聲。如其

墓志銘中所言，在被薦舉為仁和訓導之前，「（聶大年）尤篤意古

人及晋唐人詩，書法歐陽率更、趙松雪，皆殝其妙，由是名動縉

紳間」。
29

 

聶大年是否懂得數學？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李儼與吳智和

的研究均表明，
30
在明代聶大年所在的縣一級的學校，數學都不是

一個必須的科目；而且聶大年也在其序言中坦誠自己並未進行過

                                                      
27 戴思哲，〈明代方志出版中的財務問題〉《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41：1（浙江：2011），頁 114-130。 
28 吳智和，《明代的儒學教官》（臺北：學生書局，1991），頁 9。 
29  聶大年在詩文和書法方面的成就很大，以致其同時代及後世之人均稱贊他

這兩方面的成就，也成了他在各種歷史文獻中留下許多記錄的主要因素。歷

代文獻中對聶大年文學方面的評價，參見陳文新，《中國文學編年史：明前

期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頁 326-327。故宮博物院、濟南市

博物館、湖北省博物館均收藏有聶大年的行書詩稿和信札，參見段書安編，

《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索引》（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229 頁。這些一般

是因聶的文名和書法而被珍視和流傳。 
30 李儼，《中國數學大綱（下冊）》（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頁 293-295。

吳智和，〈儒學教官與明代教育〉，《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22（臺北：

1990），頁 95-122、10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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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學習（「余於算學未暇學」）。現存清光緒丁酉年（1897）刊刻

的聶大年詩文集《東軒集選》中，
31
保存了大量聶大年記事咏物或

與友交游的詩文，但我們沒能找到任何與數學或與數學工作從事

者有關的信息，這也讓我們懷疑聶大年與吳敬是否有深入交往。 

1488 年的刻本加入的第一篇序言為項麒所作。該序記述了吳

敬孫子吳訥修訂舊版《比類大全》並重新出版該書的經過。 

翁（吳敬）嘗編纂其《九章算法比類大全》，通九卷，以刻

於梓，以開導其後進之士。何其厚也！未幾，板毀於隣烻，

而十存其六焉。翁之長嗣怡庵處士嘆惜彌深，輒命其季子，

名訥字仲敏而號循善者，重加編較而印行之。32 

上段文字中提到的吳敬長嗣「怡庵處士」以及孫子吳訥的信

息均難以考證。現存的《比類大全》中實際上有相當多部分是經

過吳訥的修訂。 

項麒，字文祥，仁和人。在該序文末署上了官銜「奉議大夫

脩正庶尹南京刑部郎中」。我們在此著重考證項麒獲取此官銜的

時間。上文提及的明代嘉靖年間修的《仁和縣志》、《浙江通志》、

清雍正年間修的《浙江通志》，以及清初查繼佐編著《明書》中均

有項麒傳。據這些傳記記載，項麒是一個非常正直且清廉的官員，

敢於進諫皇上。在這些文獻中，《仁和縣志》的編纂時間距離項麒

生活的時間最近，並提供了一條重要信息：「成化十七年（1481 年）

以郎中稱疾乞閑」。嘉靖四十年的《浙江通志》對此雖未言明具體

是哪一年，但對其在成化年間奏陳諫言的記載略詳，並也指出在

此之後沒過多久，項麒就「以疾乞歸」了。 

                                                      
31 聶大年，《東軒集選》，光緒丁酉（1897），《叢書集成續編》第 140 冊（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版，1988）。 
32 吳敬，《九章算法比類大全》，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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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初，詔求言。麒上「務正學，納諫諍，崇節義，遠近習，

彌天變」五事。上嘉納之。未幾，以疾乞歸。
33

 

在以上兩種方志文獻中，有關項麒退休之後的生活時間記載

稍有矛盾。《仁和縣志》記載項麒退休之後「垂三十年，足迹不及

公府。居家窘迫，廚無兼日之積。」《浙江通志》則記載項麒「文

學廉孝卓冠時俗，居家三十餘年，閉戶以終」。而在《明書》的項

麒傳中則記錄其「致仕，家居二十七年，甘貧，長吟以為適」。無

論事實是以上文獻中的哪一種記錄，我們都可以確認項麒在成化

年間就已經退休還鄉，然後在仁和地區過了三十年左右清苦的生

活。在弘治元年（1488）項麒書寫《比類大全》的這篇序言時，

應早已經不再擁有官職。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為此書中吳敬的畫像撰寫像贊的張寧

身上。張寧（1426-1496），字靖之，浙江吳興人。
34
無論是《明史》

或是地方志中的張寧傳，均未記載其準確的生卒日期。昝聖騫在

其《明代詞人生卒年考七則》一文中，
35
對此問題進行了考證。在

《方洲集》第一卷中，張寧曾自述「弘治三年，寧年六十有五矣」。

由此可知其出生在 1426 年。此外，《浙江通志》中〈張寧傳〉又

記載張寧於景泰五年（1454）考取進士。
36
其政治生涯的開端將不

會早於這一年。在現存《比類大全》的吳敬像贊中，張寧也寫下

了他長長的官銜「賜進士中憲大夫福建汀州知府前禮科都給事中

賜一品服」。不像之前聶大年、吳敬和項麒的序言均屬下了作序日

期，吳敬的畫像及其後的兩篇像贊均未標明時間。但從張寧的這

                                                      
33 薛應旂，《浙江通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 532 冊，頁 2221。 
34 在張寧的傳世作品《方洲集》中，作者署名為海鹽張寧。根據《明史·地理

志》，在洪武二年（1369），海鹽降為嘉興府的縣（參見張廷玉等，《明史》，

中華書局，1974，頁 1103-1105）。而吳興是湖州的舊稱。在十五世紀，杭州、

嘉興和湖州是相鄰的同一行政等級的府級區劃。 
35 昝聖騫，〈明代詞人生卒年考七則〉，《中國韻文學刊》，26：2，2012，頁 94-

97。 
36 薛應旂，《浙江通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 532 冊，頁 2223-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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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頭銜來看，這段像贊不會存在於該書景泰元年的首版，只可能

是為 1488 年的再版所做。那麽張寧在 1488 年或在此之前的身份

又是怎樣的？ 

在上述《浙江通志》和《明史》的張寧傳中，我們都可以找

到他退休的年紀：「乞歸，時年四十一」。37結合其出生年份即知這

一年是 1466 年。同樣，這些傳記也都記載張寧退休歸鄉之後，居

家三十年。這樣也就得知他最終於 1496 年去世。基於這些時間

點，我們知道當他為 1488 年再版的《比類大全》撰寫像贊時，張

寧已經從他所署名的官位上告退二十餘年。 

與聶大年在作序時的情况一樣，張寧也以書畫聞名，故宮博

物院仍然藏有其書畫作品。
38
書畫方面的名聲和影響力，或許是張

寧被邀請為吳敬畫像作贊的一部分原因。在現存的張寧文集《方

洲集》和《方洲雜言》中，我們仍然沒有找到任何與數學或與再

版此書的吳敬後人的聯繫，但是其中卻有下面這位像贊作者的信

息。 

《比類大全》中吳敬畫像的第二篇像贊是孫暲（約 1478）所

作。孫暲，字景章。浙江地方志中包含孫暲的傳記，
39
記載孫暲為

海寧人。
40
自洪武二年（1369），海寧就是杭州府下與錢塘、仁和

同一等級的縣，
41
這也是為何孫暲在像贊末署名時稱和吳敬「同

郡」的原因。「郡」一字在當時只是「州」或「府」這一行政區劃

                                                      
37 張廷玉等，《明史》，中華書局，1974，頁 4765-4766。 
38 段書安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 二十》（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頁 83-

84。 
39 沈翼機，《浙江通志》，卷 167。許傅霈、朱錫恩等，《海寧州志稿》，民國十

一年，卷 28，《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 562 冊（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

公司，1983）。 
40 據邱韻如考證，孫暲出生在交趾，即今天的越南地區，因孫暲的父親祖籍海

寧的孫子良被貶謫到交趾。參見邱韻如，〈明清眼鏡之文本溯源與時空背景

探查〉，《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20（臺北：2015），頁 55-71。 
41 張廷玉等，《明史》，中華書局，1974，頁 1101-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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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非正式的指稱。
42
但是孫暲所署的官銜表明他是在另一地區做

官，「大中大夫山東布政使司右參政」。在明清時期「參政」是一

個下三品的官銜。布政使司是設於各直省的地方政府機構，掌管

一省政令及財賦之事。在該官署下，設左右布政使各一人，而左

右參政是該署第二等的執行官職。
43

 

儘管《浙江通志》《山東通志》均記載有孫暲任官信息，但與

下面提到《明憲宗實錄》中的記載有所抵牾。《浙江通志》中所言

其為「余杭人，舉賢良方正。山東左參政」。
44
首先，與上文提及

的孫暲自己所署的官職不符。而《山東通志》則記載張寧為「浙

江海寧人，文學薦舉以上。正統、景泰、天順間右參政」。
45
但下

文所舉材料都表明孫暲是「賢良方正科」被舉薦，而且這裏「正

統、景泰、天順」的任職時間尤值得懷疑。相比之下，《明憲宗實

錄》中有關官吏的升遷是依據當時的詔敕所記錄，其中的信息會

更加可靠。根據《明憲宗實錄》的記載，孫暲於憲宗成化十四年

（1478 年）被提升至這一官銜。
46
那麽在 1488 年，孫暲是否仍然

在山東布政司右參政的任上？ 

我們可以推算孫暲擔任右參政時可能的年齡。編修於明萬曆

三十七年（1609 年）的《錢塘縣志》記載布衣被朝廷徵召出仕的

情况：「賢良方正科二人：孫暲、王輅」。
47
上述《浙江通志》的孫

暲傳引用《兩浙名賢錄》的記載，也提到孫暲是「景泰壬申（1452）

                                                      
42 Hucker, C. , 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1985（臺北：南

天書局有限公司，1988），頁 200。 
43 張政烺、呂宗力，《中國歷代官制大辭典（修訂版）》，頁 575。 
44 沈翼機，《浙江通志》，卷 130，頁 4。 
45 岳浚、杜詔等，《山東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25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93。 
46 「成化十四年九月……陞吏部郎中國泰為布政司左參政。戶部郎中谷琰、福

建邵武府知府馮孜、廣西潯州府知府孫暲，俱為右參政。戶部郎中林迪、南

京禮部郎中沈暉，俱右參議。泰、暲，山東；琰，山西；孜、迪，湖廣；暉，

狹西。」《明憲宗實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卷 182。

引文中下劃線表示人名，為本文作者所加。 
47《錢塘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 192 冊，頁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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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賢良方正薦授江西泰和縣丞」。
48
保守假設他在這一年是三十歲

的話，那麽在 1478 年被遷升為山東右參政時已經是五十六歲。我

們據此懷疑在 1488 年其為吳敬畫像寫贊時，很有可能已經自該

官職卸任了。 

此外，在上面所提到的張寧的《方洲集》中，我們可以找到

張寧和孫暲多次交游的證據。
49
比如以下詩作： 

席間答景瞻、景章諸同游 

二十五老不常好，三百六旬如擲梭。鏡中白髮已如此，湖上

青山將奈何。清會有詩兼有酒，佳人能舞複能歌。從來得喪

都如夢，何必驚誇春夢婆。
50

 

張寧和孫暲及其他友人一起交游燕飲、詩文酬酢十分頻繁。

此外，邱韻如曾在研究中指出，張寧曾在孫暲的處所見到過一副

眼鏡，這是中國最早有關眼鏡的記錄之一。
51
從這些頻繁交往來

看，這段時間張寧和孫暲應該是居住在同一地區，並有十分親密

的關係。如上文所說，1466 年張寧就已經告老還鄉，而張寧和孫

暲的這些社交活動似乎也暗示著孫暲也已經從山東布政司右參

政的職位上告退，居住在他的故鄉杭州。 

綜合以上人物信息的考證，我們可以看到為《比類大全》1450

年版和 1488 年版作序，或者為吳敬的畫像撰寫畫贊的人，均是吳

敬所居住的杭州地區附近的士大夫。項麒、張寧和孫暲都是明代

的官員，但上面的考證揭示出，當這些人在寫序或者畫贊時，沒

有一人仍具有官職，甚至已經退休二十餘年。但無一例外，他們

都在序或像贊中署下自己具有榮耀的最高官銜。在他們作序的時

代，聶大年和張寧都已經以詩文和書畫聞名，而且在現存的這些

                                                      
48 沈翼機，《浙江通志》，卷 167，頁 7。 
49 張寧，《方洲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47 冊(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1983)，卷 9、11、16、26。 
50 張寧，《方洲集》，卷 9，頁 19。 
51 邱韻如，〈明清眼鏡之文本溯源與時空背景探查〉，頁 5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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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著作集中，他們都未提及任何與數學、或與吳敬及其後人交

往的信息。我們有理由認為這樣一種可能：這些當時的文人及退

休的官員對數學並不太瞭解，並且與吳敬及其後人並無頻繁或深

入的交往。 

在中國古典文獻中，書籍作者或出版者邀請當地知名士人及

官員為書作序的現象並不罕見。當然可以簡單地認為，這是一種

對「名人效應」的利用，托請「名人」為刊刻的數學著作做宣傳

和背書。但是，我們可以進一步深入追問，在那個時代的數學著

作的作者、修訂者和出版者眼中，什麽樣的人是所謂的「名人」？

從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到，是這些具有書畫詩文才能代表的「文化

資本（Cultural capital）」的士大夫，或擁有官職頭銜所體現的「象

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
52
的退休官員，才受到當時數學著作

的作者和出版者的青睞。 

這些當地退休官員和文化名流所做的序及畫贊，或許在當時

能夠起到彰顯這部算書或其作者地位的作用，這可與明代數學工

作從事者的社會地位不高的一般印象聯繫。而在各種地方志文獻

以及以上這些作者的文集中，沒有任何與吳敬及其後人相關的記

                                                      
52 「文化資本」和「象徵資本（或符號資本）」是由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

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提出的概念，後被廣泛應用在人文社科領

域。簡單來說，某人在社會中掌握的文化資本包括其所擁有的知識、技能、

修養、受到的教育、對藝術的品味等其他可以使其在社會上獲得地位的非物

質性優勢。它可以內化為人的語言和行為的方式，可以表現為對古董和藝術

品的擁有，也更經常在高等教育場域中通過頒發證書而被制度性認可。象徵

資本與最後一種「制度化的文化資本」關係較為密切，它可指在某種制度下，

如科舉考試、學位授予、職官考核晉升的體系中，在具象征性意義的禮儀活

動的參與中，獲得的榮譽、排名或頭銜。在社會生活和經濟活動中，文化資

本和象徵性資本與經濟資本一樣真實存在，並且可以相互轉化，維持著社會

的運轉和階層的流動。參見宮留記，《資本：社會實踐工具布爾迪厄的資本

理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頁 102-166。Pierre Bourdieu, Jean-

Claude Passeron, La reproduction, Eléments pour une théorie du système 

d’enseignement, Paris: Les Edition de Minuit, 1970. Pierre Bourdieu, “The Forms 

of Capital.” J. G.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6), pp.24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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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這一現象也印證了這種判斷。雖然尚缺足夠的證據，但是仍

不妨有這樣合理的推測：《比類大全》的作者、修訂者和出版者試

圖主動依靠這些大眾認可的文化資本和象徵資本的持有者，即當

地的書畫名家和退休官員，來提升自己和著作的地位，以為該書

獲得更多讀者。洪萬生教授在其研究中也持有這樣的論斷，認為

直到晚於吳敬一百多年的程大位，方才發展出一套具有足夠學術

「正當性」的商業數學。
53
而在此之前，數學從事者多半難以避免

需要精英文化階層認可的焦慮。 

三、算書出版的經費來源、作者肖像和獲利方式 

以往的數學史研究所關注的數學著作，大多被作為知識的載

體，通過它們去考察當時的數學內容和作者的數學思想。近年來

的研究也越來越關注，數學著作是如何作為被閱讀的對象，考察

它們是如何被閱讀、學習和使用的。但是在明代，尤其是在著作

的副文本中存在的一些跡象可以表明，數學著作還被作為出售的

商品，是消費者購買的對象。面對作為商品的數學著作，我們還

要考察這樣一些問題：書籍刊刻的成本有多高？刊刻經費從哪裡

來？是誰在出版、出售它們？是否需要面對盜印的問題，以及出

版者如何獲利？ 

由於流傳下來的明代數學著作並不多，所能提供的信息也十

分有限。古代刊刻書籍的市場是近十多年來印刷史研究的重點之

一，
54
就明代刊印一部著作的成本和售價問題為我們提供一些參

考。早期研究認為書籍價格對大多數人來說頗為昂貴，但近來一

                                                      
53 洪萬生，〈數學與明代社會：1368-1607〉，頁 417。 
54 有關近年來這方面豐富的研究可參看周生春、何朝暉編，《印刷與市場國際

會議論文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Joseph P. McDermott,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67-79. 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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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學者揭示到明代晚期，更廣泛的群體可以承受書籍的價格。周

啟榮先生推斷，「十六世紀中葉到十七世紀中葉，書籍每頁 350-

400 字製版包括紙張的成本由 0.0877 到 0.232 兩銀不等。江南以

及福建建陽商業出版中的每塊印板的製作成本一般情况下當在

0.1 兩上下，那些印刷資源不及江南印刷腹地充裕的地區應該也

不會超過 0.232 兩銀」。並且「在明末清初相當大量的書籍的市場

標價低於 1 兩銀。售價 1 兩以上的往往是多卷，或是冊數眾多的

大部頭書籍」。依據明代一些常見工種的工資，周啟榮進一步認為

1 兩錢或幾錢的印本書籍，「是經濟文化比較發達地區的一般平民

百姓，如果需要，都有能力購買得到的消費品」。55實際上，明代

地方志比一般書籍保留更多有關成本的信息，Joseph R. Dennis（戴

思哲）通過對方志序跋的分析，發現書籍刊刻成本可能因時間、

地域、書籍類型的不同而有較大的差異，情況較為複雜。
56
針對我

們關注的這些明代數學文本，其刊刻發行的成本對算書的作者而

言是否昂貴，他們的經費來源於哪裡呢？ 

一個顯著的例子是明代王文素（ca. 1465-?）的著作《算學寶

鑒》兩篇序言中透露出該書刊刻經費難以籌集的信息。此書四百

多年來各收藏家及公私書目均未著錄，民國時期由北京圖書館在

舊書肆中發現一藍格抄本而得以入藏，現為孤本。57 

在現存的抄本中，武邑（今屬河北衡水）庠生寶朝珍在正德

八年（1513）為《算學寶鑒》的序言中這樣說道： 

吾邑杜君諱瑾字良玉者，亦長於是。……先生（指王文素）

又出平日所改正數書十帙，分為三十餘卷，名曰《通證古今

                                                      
55 周啟榮，〈明清印刷書籍成本、價格及其商品價值的研究〉，《印刷與市場國

際會議論文集》，頁 73-91。 
56 Joseph R. Dennis, Writing, Publishing, and Reading Local Gazetteers in Imperial 

China, 1100-170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213-248。 
57 勞漢生，〈《算學寶鑒》提要〉，郭書春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 數學

卷二》（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頁 335-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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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學寶鑒》。良玉檢之深加賞嘆，乃曰：「……良玉願損資繡

梓，以廣其傳。」謁余以序事。余謂世人之有寸長者，惟獨

善而恐人知，既知而恐人得。若王公善用心而不吝其有，杜

公善於知人而不沒其善，二公長於數算而媲美者，鮮其人乎。

余故不揣鄙陋，遂簡諸首，以紀歲月云爾。
58

 

由上述引文可知，與寶朝珍同是武邑人的杜瑾也喜好數學，

在看到王文素的《算學寶鑒》的稿本後，大為贊賞，並允諾「捐

資梓，以廣其傳」，甚至已經邀請寶朝珍完成此序言。 

但是，在作於寶朝珍序言十一年後（1524）的王文素自序中，

我們看到他這樣感嘆： 

欲刻於版，奈乏工貲，不獲遂願。倘有賢公仗義損財，刻木

廣傳，而與尚算君子共之，愚泯九泉之下亦不忘也。不爾，

徒為腐塵而已矣。噫！
59

 

該段文字顯示，之前杜瑾答應的「捐資」似乎並沒有到位，

使得已經年近「六旬」的王文素並沒有財力將他的這部心血之作

刊刻出版。此也引發後來數學史研究者的惋惜，認為王文素當時

如能出版流傳其著述，明代數學水平會上一個臺階。60歷史無法假

設，但我們可以嘗試推測王文素無力刊刻這部算書的原因。首先，

王文素以及與其有聯繫的杜謹和寶朝珍的序言顯示當時他們均

身處河北地區的真定饒陽（今屬衡水）、武邑（今屬衡水）、清河

（今屬邢臺）和饒川。
61
結合上文對明代印刷業的描述可知，該地

                                                      
58 王文素，《算學寶鑒》，郭書春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 數學二》，頁

337。 
59 王文素，《算學寶鑒》，頁 338。 
60 劉五然，潘有發等校注，《算學寶鑒校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頁

i。 
61 據乾隆己巳年（1749）修《饒陽縣志》記載，明正德十四年（1519）三月在

饒陽城建成三門，東曰「淳美」，西曰「安阜」，南曰「饒川」。（《饒陽縣志》，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乾隆己巳（1749）重修，頁 100）然而在 1513 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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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印刷資源不及江南印刷腹地充裕，成本當較之為高。其次，王

文素的這部著作體量巨大，分四十二卷，按照現在手抄本「半頁

十八行、行二十字」的版式，共有 1270 板。如按每塊印板的製作

成本 0.1 兩銀子的價格來計算，也需要一百二十七兩銀子方能付

梓。
62
最後一點可能跟王文素當時的身份有關。雖然寶朝珍的序言

記錄王文素在成化（1475-1487）年間隨其父王林在饒陽經商，但

在嘉靖元年，王文素自稱「訓蒙西城」，署名後的「述於西城之館」

有可能是其教學的私塾。為刊刻算書而支付如此數量的白銀對於

當時學塾的老師而言，恐怕僅憑一己之力是無法完成的，出資人

的經費顯得尤為重要。 

《比類大全》吳敬的自序也透露出其書籍刊刻經費來源的信

息： 

……題曰《九章算法比類大全》。積功十年，才克脫稿，而年

老目昏，乃請頖宮隽士何均自警，書錄成帙，自便檢閱。金

台王均士傑，見而重之，恐久遂湮沒，爰雲集好雅君子

□□□□□□等命工鋟梓，以廣其傳。
63

 

吳敬也是在暮年時才將《九章算法比類大全》的書稿完成。

這部書稿是由一位被稱作「王均自警」的人抄錄的，以供吳敬自

己翻閱。
64
而來自金臺（今北京）的一位被稱作「王均士傑」的人，

有可能是跟此人同名為「均」，字士杰，他是該書刊刻的最初召集

者。
65
但有意思的是，被其召集來「命工鋟梓」的人的名字在序言

                                                      
寶朝就已經稱王文素為「饒川王君」。「饒川」一詞作為地名當在饒陽地區有

更早的淵源。 
62 有關該書卷數的考證和分析，參見勞漢生，《珠算與實用算術》，頁 263-264。 
63 吳敬，《九章算法比類大全》，頁 6。 
64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何均自警」一般會被認為是該抄寫者姓何，名均，字

自警。在其他原始文獻中，暫時無法找到此人的信息。 
65 同樣的，沒有其他的資料可以證實這個人的姓名信息。兩人同名為「均」或

許是一個巧合，但也有可能是以下情況。抄書人「何均自警」和刻書的召集

者「王均士杰」兩人名中的「均」字中的一個或兩個，為「君」字的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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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剜刻掉。現存的 1488 年的版本上，此處均是空白，而留有刻

下六個字的空間，我們推測這裡應有兩至三個人的名號。 

從這裡的語義可以明顯看出，包括「王均」在內的這幾人，

應是這部景泰元年書稿首次刊刻的合夥出資人，是他們「命工鋟

梓，以廣其傳」。那為何在現存版本中，這幾位姓名之處為空白？

如果在吳敬作序時尚在等待出資者而在木板上預留其姓名的位

置，則刊印出的效果一般會是黑色墨釘。1488 年在項麒序中提到

該書原板「毀於鄰烻，而十存其六焉」，吳敬的孫子吳訥「重加編

校而印行之」。我們或可猜測是在吳訥編校的過程中，對原板進行

修改補充，將原刻姓名剜刻除去。在刊刻《比類大全》時，是否

也出現王文素《算學寶鑒》的那種情況？出資人本來允諾的資金

並未到位，最後只由王均一人出資，才將該書付梓？目前我們暫

無從考證，但無論如何，從《算學寶鑒》和《比類大全》兩例可

以看出，當時此類數學著述的作者想要出版其書稿時，資金來源

是其必須要面對的問題，是關係到其作品能否出版、何時出版的

關鍵因素。 

數學著作出版之後如果特別受歡迎，有可能會遭遇被盜印的

現象，因此出版商需設法防範書籍被盜版。程大位《算法纂要》

                                                      
而這個「君」可能是對他者的稱謂，也有可能是名字中的原本之字。在傳世

文獻中很少有以「均」作為「君」的通假字的用法，但是在元明時期存在不

少書籍的刻工名字（甚至姓氏）有用同音字代替的情况。根據瞿冕良先生對

古籍刻工的考察，參加過《元史》《華夷譯語》刊刻的明洪武間刻字工人，

署名「施均寶」或「施君寶」（瞿冕良，《中國古籍版刻辭典（修訂本）》，蘇

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9，頁 642）；參加過《北史》（信州路儒學本）刊

刻的元大德間（1297-1307）的刻字工人，署名「黃均用」或「黃君用」（瞿

冕良，《中國古籍版刻辭典（修訂本）》，頁 775）。當然，因為刻工地位不高

（張秀民，韓琦，《中國印刷史（增訂版）》，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頁 668），姓名用字會有比較隨意的情况。而在《比類大全》序言中，吳敬

稱「何均自警」為「頖宮雋士」，這是當地學校或是儒學教官衙署中的才俊

之人，除去尊稱的意味，也能感到其地位當較一般刻工為高，或許不會隨意

書寫其姓名用字。而另一位「王均士杰」則是集資刊刻的發起人，姓名似也

不會弄錯。這二人的準確姓名及相關信息當有待進一步考證。 



學術論著   21 

                                                             
Articles 

 

（1598）是其《算法統宗》（1592）的精簡和縮編版。程大位在《纂

要》的識語中提到有關《統宗》出版後被翻刻的情況： 

萬曆壬辰，余編《統宗算法》金、木、水、火、土五本，後改為元、

亨、利、貞四本。有乘除，分九章，每章後有難題。注解詳備。

明年癸巳，書坊射利，將板翻刻，圖像字義俱訛，致悞後

學。買者須認本鋪壬辰原板，方不差謬。
66

 

程時用在該書的序中也描述了這樣的狀況： 

族子汝思編刻《算法統宗》……矧坊間翻刻諸本，訛舛相

乘，豕魚莫辨，並其津筏而亦失之耶。
67

 

范時春在「跋算法纂要後」裏亦提到此現象： 

萬曆壬辰業已編輯《算法統宗》，用布海內。一時紙價騰貴，

坊間市利，競相翻刻，豕魚舛錯，玉石混淆，觀者甚為惜

之。
68

 

有關《算法統宗》的版本、被盜版以及各版本的流傳情況，

嚴敦杰、梅榮照、李迪、郭世榮等學者已有較深入的研究，限於

篇幅，在此不一一贅述。
69
本文關注其中涉及到明代數學著作中作

者肖像這一新的副文本元素可能的作用與意義。在《比類大全》

中保留有吳敬的肖像（圖 1 左），這是現存中國數學史上最早的算

書作者肖像。明刻本《算法纂要》和《算法統宗》中也保留有程

                                                      
66 程大位，《算法纂要》，明刊本，1598，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藏。 
67 李培業校釋，《算法纂要校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頁 245。 
68 李培業校釋，《算法纂要校釋》，頁 246。 
69 參見嚴敦杰，梅榮照，〈程大位及其數學著作〉，梅榮照主編，《明清數學史

論文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頁 26-52；李迪，〈國內收藏的明

刊本與抄本《算法統宗》與《算法纂要》〉，吳文俊主編，《中國數學史論文

集（二）》（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6），頁 48-55；郭世榮，《算法統宗

導讀》，頁 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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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位的肖像。
70
與近現代憑藉想像而描繪的古代數學從事者的肖

像不同，
71
吳敬和程大位的肖像在當時就已存在，甚至獲得本人或

其直系親屬的首肯。那麽這些肖像在當時可能有怎樣的作用或意

義呢？ 

 
圖 1：數學著作中的作者肖像（從左至右）：吳敬（《九章算法比類大全》
1488 年刻本），程大位（《算法纂要》1598 年刻本），程大位（《算法統宗》
1716 年刻本）。 

這類作者畫像與明代其他一些數學著作或日用類書中數學

部分的插圖有顯著的不同。例如在《盤珠算法》（1573）、《算法指

南》（1604）、明刻《新板增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1612）

等書，
72
數學部分的開篇采用的是描述場景的敘事性插圖，畫面內

                                                      
70 15-16 世紀，歐洲的數學著作也出現大量插圖，其中算術和幾何類著作的扉

頁上也出現大量的作者肖像，如意大利數學家卡丹（J. Cardan 1501-1576）、

塔塔格里亞（N. Tartaglia 1499-1559），德國數學家里斯（A. Riese 1489?-1559），

和荷蘭數學家舒爾（J. V. Schuere 1550?-1620）等。汪曉勤，〈16 世紀歐洲數

學書扉頁上的數學文化〉，《數學文化》，11：2（香港：2020），頁 90-101。

這種在世界科技史上作者肖像出現和作者身份意識凸顯的現象，值得更深

入的比較研究。 
71 如蔣兆和先生所繪製的劉徽、祖沖之等人物肖像，雖形象鮮明、流傳廣泛，

但無事實依據，或有違背史實之處。郭書春，〈重溫吳文俊先生關於現代畫

家對古代數學家造像問題的教誨〉，《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自然科學漢文

版）》，38：5，2009，頁 491-495。 
72 參見郭書春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 數學卷 二》，頁 1143、1425。

《新板增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明萬曆四十年（1612），書林安正

堂刊本，卷 29，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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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正進行交流互動。根據畫面推測這種交流或是在教授數學內

容，或是多人討論算學問題，或存在於由眾多人物見證的正式場

合中使用算盤的場景。每個人物均為全身畫像，形體在整體畫面

中所佔比例較小。雖然每幅圖畫的中心附近位置都有一位人物，

由其形體大小和人物關係不難推斷是該場景中的重要或核心人

物，但似乎很難將其與該著作的作者聯繫起來。即便圖中抱持算

盤或操作算盤者，可能也只是一位普通的使用者，描繪的目的更

多的是為展現算盤出現或使用的場景。 

  

 
圖 2：數學著作中描繪場景式的插圖：左上圖選自《盤珠算法》（1573），
右上圖選自《算法指南》（1604），下圖選自《新板增補天下便用文
林妙錦萬寶全書》（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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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述吳敬和程大位著作中的人物圖像則完全是另外的表

現形式。它們採用了半身胸像的方式，正面描繪人物的外貌和形

體，並在醒目位置明確標明此為該書作者「賓渠小像」
73
，或緊接

其後刊刻一至兩篇形容作者風貌和精神的像讚。這些像讚多用虛

化的比喻性修辭，並不能反映作者的真實相貌。
74
圖像中吳敬頭上

所戴似為明代所常見「老人巾」，程大位頭上所戴似為當時比較流

行的只有後披幅的「周子巾」。
75
二者在肖像中均采用雙手拱於身

前、藏於衣袖的姿態。此肖像也不能明確傳遞出被畫者的社會身

份，至多僅可表現出他們是與一般頭戴「瓜帽」的市井民衆不同

的士人階層。但這種被畫人物直視畫面觀者的特寫肖像，從圖像

認知的角度來看，在客觀作用上，其對觀圖者產生的認知感受和

上述描繪場景的敘事性插圖有本質的區別，它們出現在書籍正文

之前，很自然地向受眾宣示了書本的內容創作與該肖像人物的關

係，而這種關係在那些描繪場景的插圖中，很難不言自明地建立

起來。 

這些肖像或反映出，一部分在市場中流通的數學著作的「個

人性」從這個時期開始被強調和重視。這些數學著作想要通過圖

畫這種最直接的視覺媒介展示的，不再只是像敘事性插圖所顯示

的，數學知識在某些場合下被使用；或是如圖中文字所提示的，

它們是由古時聖賢所創造。
76
從作者、出版者的角度，他們表現出

數學著作內容生成和製作意義上強烈的「作者意識」，這或許與市

場化的宣傳和銷售不無關係。而從讀者或購買者的角度，他們在

                                                      
73 程大位主持的書坊為「賓渠旅舍」，其自稱「賓渠子程大位」。 
74  洪萬生先生也曾指出其中一些說辭或為流行用語，在兩者的像讚中重複出

現。洪萬生，〈數學與明代社會 1368-1607），頁 371。 
75 洪萬生先生認為程大位此幅肖像中佩戴了「官帽」，或不準確。洪萬生，〈數

學與明代社會 1368-1607〉，頁 397。有關明代頭巾的相關論述，參見孫機，

《中國古輿服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 212-215。 
76 如《算法指南》插圖（圖 2 中）裡的文字所述與該書作者黃龍吟（fl. 1604）

無關，僅說明是「周公作九章之法以教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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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眾多同類型書籍時，不是隨意選擇或受其他因素影響，而有

可能形成依據算書作者選擇權威版本的意識。 

康熙五十五年（1716）刊行的《算法統宗》中，「率口程氏賓

渠小像」上（圖 2 右），印有如下的一段話： 

近因翻刻，圖像字義訛舛，致誤後學。本宅特出家藏善

本，逐一較戡（校勘），識者辨之。
77

 

有關這段提醒購買者警惕「盜版」、認准「家藏善本」的文字

是何時被加上的？目前尚無考證結果，但據李迪先生考察，此小

像在明代刊本上即已存在。
78
明代其他書籍上，也存在出版者為了

宣傳自己的刻本而把自己的小像刻在書上的情况，如明弘治丙辰

（1496）建安本《周易傳義大全》，以及萬曆戊戌（1598）建陽本

《海篇正宗》。
79
有理由認為，在明代《比類大全》《算法統宗》和

《算法纂要》出版的時候，數學著作內所刊刻的肖像凸顯了作者

的個人意識，在書籍市場中起到一定表明權威正版的效果。 

最後，本文揭示一種學界未廣泛注意到的數學著作出版者的

獲利方式。明代徽州程大位所主持的「賓渠旅舍」刊刻出售數學

書籍的同時還一起銷售另外一種文件，即用於多人集資、進行民

間借貸的「錢會會書」。 

在《算法纂要》程大位的識語中記載了以下這段話： 

又萬曆丁酉，編刻「七人均濟會」，「十一人平濟會」。有一

年、半年、三月者，至均至平。先後一例無分，不致偏勝。

買者亦須認本鋪原板，毋使魚目混珍。 

新安休邑率口賓渠子程大位識 

                                                      
77 梅榮照、李兆華校釋，《算法統宗校釋》，頁 46。 
78 李迪，〈國內收藏的明刊本與抄本《算法統宗》與《算法纂要》〉，吳文俊主

編，《中國數學史論文集（二）》（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6），頁 48-55。 
79 張秀民、韓琦，《中國印刷史（增訂版）》，頁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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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寓屯溪發行
80

 

數學史界尚未對關這段話有清晰的解讀。李迪先生對其所錄

文字的句讀與上文基本一致，但句首的「又」字之前僅用逗號，

未與前句斷開。而「至均、至平先後一例無分」處與上述稍有不

同。
81
李迪先生在此處未作解釋。下文我們會看到「又」字之處，

與前句斷開實際與理解該段文字有重要關係。李培業先生的斷句

與此處的主要差異為「至均至平，先後一例，無分不至偏勝」，亦

沒有任何注釋和說明。
82

 

郭世榮先生的斷句與此處的不同之處在於：「又萬曆丁酉編

刻，七人均濟會，十一人平濟會」，其對這段文字的闡釋值得商榷。

郭先生認為，在萬曆丁酉年（1597），也就是《算法纂要》出版的

前一年進行了一次「編刻」，這次編刻，采用了「均濟會」和「平

濟會」的方法。
83
郭先生從這段記載敏銳地推斷「平濟會」「均濟

會」是「共同集資、合夥經營的方式，根據集資時間不同受益也

不同的方式分配利潤」。這樣的判斷是有一定道理，且能找到歷史

依據的。在其下文中還做了「（這）是多人共同集資合刊《算法統

宗》的一種方式」、「（程大位）在他主持的賓渠旅舍這個書坊中用

這種方式刊刻其他書籍」的推測。對身處「合會」組織發達的徽

州的程氏家族而言，這樣的合資刊刻數學著作的方式是極有可能

的。但這或許並非上述文字所傳遞的原意。 

古代民間社會有著豐富多樣的「會社」組織，如祭祀性的祀

會、金融性的錢會。84以「會」來融資，最早或許起源於中古時期

                                                      
80 程大位，《算法纂要》，1598。 
81 李迪，〈國內收藏的明刊本與抄本《算法統宗》與《算法纂要》〉，頁 48-55、

52。 
82 李培業校釋，《算法纂要校釋》，頁 247。 
83 郭世榮，《算法統宗導讀》，頁 38。 
84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章毅老師在 2019 年 7 月 15 日的郵件中，向筆者提

供有關會社研究的相關資料，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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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佛教寺院。
85
這種活動在清代仍然普遍流行，

86
並一直持續到二

十世紀，在民間集資、借貸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現發現的有

關明代徽州地區「錢會」的資料比較稀少（詳見後文），但我們可

以通過稍晚的歷史材料，大體瞭解該類金融活動的運作方式。 

二十世紀初王宗培先生是最早對「錢會」，乃至含義更廣泛的

民間金融組織「合會」進行系統研究的學者之一。
87
按照其統計研

究，合會的目的或為「集合（眾人）相當之資金，以供主動者（會

首）需要」或為「希求會員之共同的或個人的利益」，具體而言，

可以實現集資、儲蓄、生產、養老、喪葬、防衛等各種目的。
88
合

會的發起人被稱為「會首」，眾多參與者統被稱為「會總」或「會

腳」，會首和會腳多屬一個宗族，或有比較可靠的信任關係。一個

比較簡單的「輪收式」錢會的運作方式和基本原理為：會首與會

腳按照既定的時間間隔舉辦錢會，每人交付事先規定的款額，每

次將集中的錢款交給一人（稱為「收會」），由會首和會腳依次收

取。參加輪會的人數，以七人和十一人最為流行。輪會的間隔有

一年、半年、三個月等不同的期限。如果是「七人會」，每半年輪

會一次，則三年半之後該錢會結束。發起人「會首」第一個得到

集資錢款，可用此款項進行商業活動，或應對突發情况。「會首」

                                                      
85 楊聯陞，〈佛教寺院與國史上四種籌措金錢的制度〉，《國史探微》（北京：新

星出版社，2005），頁 188-204、195。 
86 章毅，〈祀神與借貸：清代浙南定光會研究——以石倉《定光古佛壽誕會簿》

為中心〉，《史林》，06（上海：2011），頁 66-77、186。 
87 中外學者對中國民間「錢會」活動的關注由來已久。十九世紀末美國傳教士

明恩溥（Smith Arthur 1845-1932）在其《中國的鄉村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一書中描述過中國北方地區的錢會活動（Arthur S，Village Life in 

China，Fleming H，Revell Company，1899，152-160）。費孝通 1930 年代出

版的博士論文 Peasant Life in China 中有一節談到民間的「互助會」（費孝通，

《江村經濟（修訂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頁 201-206）。在同

一時代亦有對中國錢會進行專門研究的法文著作出版（Yu, P., Associations 

de Drédit Mutuel Rural et Associations Similaires en Chine (Ts’ing-Houei), Les 

Éditions Domat-Montchrestien, Paris: F. Loviton & C, 1936）感謝 Michela 

Bussotti 研究員提供的信息。 
88 王宗培，《中國之合會》（上海：中國合作學社印行，1931），頁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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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是對會款有急切或其他特殊需求者；通過衆人籌集錢款、優

先使用，但代價是需要在錢會的後期付出更多的錢款。其餘參會

者繳納的款額並不一致，越晚「收會」的會腳，所收的錢款越多，

對其而言相當於「存款」，獲得一定的利息補償。每人每期所交的

錢款實際是按照一定的比例計算得出，已經將上述的利息因素考

慮進入。這種錢會的所交錢款，「前伸後縮」，在王宗培的書中，

被稱為「伸縮會」，進一步指出這種錢會的歷史淵源： 

（伸縮會）並以發源於徽州，浙西（即浙江省舊杭嘉湖三

府屬）一帶，通稱曰「新安會」，或「徽式會」。又因為各

地習慣之不同，名稱亦隨之而各異：如江北之「至公

會」……
89

 

很遺憾王宗培沒有給出上述判斷的文獻依據，
90
但從人數、時

間、名稱來看，都與《算法纂要》程大位識語中的描述非常吻合。

甚至程大位用來形容「錢會」規則公允無誤的修辭：「至均至平」

都跟「至公會」的命名有相似處。「平濟會」、「均濟會」中的「平」

和「均」是在表明這種錢會的運作機制十分公平；兩名詞中的「濟」

字，似乎傳遞出錢會不以盈利為目的，兼有「幫助」、「互助」的

意味，這也符合上述合會的運作原理和初衷。 

錢會進行過程中每人每期所應支付的錢款，背後的數學計算

比較複雜，此處不詳細展開。
91
回到程大位所言的「七人均濟會」

和「十一人平濟會」，應該理解為這兩種集資活動的「錢會」中所

                                                      
89 王宗培，《中國之合會》，頁 16。 
90 在該書末的參考文獻中，王宗培列舉了一篇名為「新安會之探討（徐匡廬）」

的文章。這是銀行家王志莘（1896-1957）先生發起的「平民金融」的徵文

文章，借給王宗培參考，但筆者暫無法得知該文內容。 
91 有關清代徽州錢會的計量分析，參見賓長初，〈清代徽州錢會的計量分析—

—基於《徽州文書》第二輯所收會書的考察〉，《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04

（廈門：2011），頁 4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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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到的「會書」。
92
程大位進一步允諾其沒有一點差錯的（「一例無

分，不致偏勝」），也正指出「會書」編制的準確和公允。 

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逐漸發現大量明清時期的徽州文

書，其中即存在經過刊刻並填寫的會書資料，在安徽大學徽學研

究中心即保存有謝氏家族的清代會書資料。「這些會書是印刷出

來的，可以看到不同的印刷作坊的店號，如『聚寶盆』、『文堂』、

『大文堂』、『文星堂』等等。這些印刷體會書有著相同的或近似

的固定格式。」
93
其中會首和其他成員的名字都是手寫的，按照固

定格式填入。
94

 

將「七人均濟會」和「十一人平濟會」理解為會書，連接前

面的「編刻」一詞意思才通順。程大位在此處講的是兩件事，前

一部分是講萬曆壬辰年編刻《算法纂要》，他讓買者「須認本鋪壬

辰原板」；第二部分以「又萬曆丁酉，編刻『七人均濟會』，『十一

人平濟會』」開頭。且在原書版式中，「又」字之後換行，便在表

明另言一事：介紹他編刻的兩種會書，並建議「買者亦須認本鋪

原板」。這裏的「亦」也反映出他是在談論編刻的另一種文件。 

綜上可知，程大位「今寓屯溪發行」的除了《算法纂要》、《算

法統宗》等書，同時還有「七人均濟會」、「十一人平濟會」這兩

種會書。甚至在數學著作後為此「會書」打廣告做宣傳，這也是

明代印刷史上所少見的例子。
95
錢會背後的運作原理比較複雜，當

時或許需要一些如程大位一樣精通數學的人士來設計或為其品

                                                      
92 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胡中生教授在 2019 年 9 月 11 日的郵件中，提示筆

者「七人平濟會」和「十一人均濟會」應作「會書」理解，這是理解這段文

字意思的關鍵信息。 
93 胡中生，〈融資與互助：民間錢會功能研究——以徽州為中心〉，《中國社會

經濟史研究》，01（廈門：2011），頁 25-32、31。 
94 劉伯山主編，《徽州文書》（第二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第一卷，頁 167-190；第十卷，頁 14-19。 
95  宋本刊語中已出現新書預告，明代建本中也有刊出他書書名以宣傳銷售的

現象（張秀民、韓琦，《中國印刷史（增訂版）》，頁 370-373），但筆者尚未

查閱到其他古籍為編印的「會書」打廣告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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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做背書。此例更向我們揭示了同時出售這些數學著作和會書，

是明代算書刊刻和出版者獲利的一種途徑。 

四、結語 

本文探討了現存幾部明代算書副文本的相關問題。為《比類

大全》作序或者為吳敬的畫像撰寫畫贊的人，均是吳敬所居住的

杭州地區及附近的士大夫。這些士人或擁有書畫文章方面突出的

才能，或曾經擁有過較為顯赫的官銜，這些均是當時文化和社會

環境中所認可的「文化資本」和「象徵資本」。沒有現存的證據可

以表明他們曾參與數學活動或與吳敬家族之人有密切的交往，我

們推測如《比類大全》這種類型的數學著作，其作者、修訂者和

出版者試圖主動依靠當時大眾認可的文化資本和象徵資本的持

有者，來提升自己的和著作的地位，為該書獲得更多讀者。 

明代晚期經濟繁榮，印刷事業發達，尤其在萬曆時期有突飛

猛進的增長。但在此之前，刊印發行數學著作仍然不是一件特別

容易的事情，高昂的出版成本往往難以由算書作者一人承擔，需

要有人共同集資出版。在算書序言中也多次出現對刊刻經費來源

的記錄，作為商品在市場上銷售流通情况較好的數學著作，也會

遇到被翻刻盜印的情况。程大位的數學著作在當時廣受歡迎、翻

刻眾多，其本人所主持的書坊也在發行書籍上強調正版的權威與

準確。這一時期，算書作者肖像開始出現在著作之中，這為我們

保留了珍貴且可靠的數學家圖像，當時這些正面肖像則凸顯了作

者的個人意識，起到一定表明權威正版的效果。最後，本文通過

對《算法纂要》識語中一段文字的深入分析、結合歷史依據，揭

示出在宗族關係緊密、民間借貸活動比較活躍的徽州地區，數學

著作伴隨著「錢會會書」由同一書坊出售，以達到書坊營利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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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代高等數學角度看，明代數學「成就」不高是不可爭辯

的事實，但其實也不必為其「正名」，明代數學有其它特徵和特色

可被發現。其數學知識的普及化、簡便化的特色已有人討論，但

仍有一些數學知識以外的內容可以成為關注和研究的著眼點。本

文即是轉換研究視角，將關注點放在「文本周邊」，從著作副文本

的角度去考察明代數學著作的一次嘗試，從「邊緣」著手，或許

能讓古代數學史更有歷史感和豐富性。明代數學知識不獨立於社

會之外，承載知識的數學著作亦是社會中的流通之物，其刊刻、

宣傳和出售等環節都與社會中的諸多因素聯繫在一起，對其綜合

研究會讓我們更全面地認識明代數學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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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imary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mercialized 

Mathematical Works in the Ming Dynasty:  

Focusing on the “Paratext” of Mathematical Works 

Zhou Xiaohan*

Abstract 

In the Ming dynasty, some features of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mathematical 

works’ physical bodies manifested themselves in the elements of paratext of the 

mathematical works. Focusing on the Great Compendium of The Nine Chapters on 

Mathematical Methods with Analogies (Jiuzhang suanfa bilei daquan), the authors 

of the prefaces (or eulogy of portrait) to the book were literati of Hangzhou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Some of them had standout abilities in calligraphy, painting, or 

literature, and some of them used to have relatively high and glorious official titles. 

These elites with “Cultural capital” or “Symbolic capital” received great attention by 

the author of the publisher of mathematical works, thereby being invited to write 

prefaces or eulogies to the works. As for the publication of mathematical work, the 

cost was usually unaffordable for the author alone and they needed to raise funds 

from other people to get the work published. In terms of the published mathematical 

works which were sold as commodities and were accepted well in the book market, 

they would be pirated without the author’s permission. The publishing house showed 

clearly the book’s author and demonstrated the authority of the edition it produced 

through printing the portrait of the author in the book. Pertaining to the way of profit-

making of the publishing house,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meaning of 

the “documents used for mutual support union” mentioned in the postscript to 

Essentials of Mathematical Methods (Suanfa zuanyao) and suggests that the 

publishing house run by Cheng Dawei made a profit from selling mathematical books 

and these documents. 

Keywords: Mathematical works in the Ming dynasty, Great Compendium of The 

Nine Chapters on Mathematical Methods with Analogies (Jiuzhang 

suanfa bilei daquan), paratext, Cheng Dawei, documents used for 

mutual support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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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圓理算經》為例 

談和算家求解穿去積問題的思維與方法 

黃俊瑋
* 

摘要 

求穿去積問題是 19 世紀和算重要的圓理問題，這類問題相

當於求兩立體相交部份圖形之體積與表面積。本研究以小出兼政

（1797-1865）的《圓理算經》為例，介紹並說明此時期所發展的

各類穿去題，分析《圓理算經》中的解法，探討和算家求解這類

問題的思維與方法。有別於今日的積分法，和算家處理各類曲線

長、面積、體積乃至穿去積問題時，先對所求圖形作分割，搭配

當時和算家所造之各類二項展開式與無窮級數和相關的圓理表，

透過「分割得微元－檢表展開－檢表疊之求和－得術」的流程，

求得相關公式。 

 

關鍵字：和算、圓理算經、穿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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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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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理問題，則是江戶時期和算家（數學家）最感興趣、也

是研究成果最豐碩的問題類型。這些問題主要由圓、橢圓與多邊

形等平面圖形，亦或由空間立體圖形所交織而成，並在特定條件

下，欲求線段之長、求曲線形的周長、弧長，以及求平面圖形之

面積與立體圖形之體積與表面積等。其中，和算家對於體積問題

的研究，除了典型立體圖形的體積公式之外，尚包含了求兩個立

體圖形相交所形成的「穿去積」。和算文本中的穿去積問題，指的

是用一平面圖形區域穿過一立體圖形，求此平面圖形在穿過立體

圖形的過程中，所交出立體圖形之體積或表面積。例如以一圓形

區域穿過圓柱體，或以多邊形區域穿過圓柱體，皆屬於穿去題的

範疇。
1
 

和算最早的穿去題出現於 1673 年《算法勿憚改》書中所留遺

題 100 問當中的第 91 問。而小林龍彦、田中薫（1983）也針對關

孝和（Seki Takakazu，?-1708）對穿去題的研究與承繼做探討。
2

自 19 世紀之後，穿去題也成為和算熱門的重要問題類型。例如，

關流和算家千葉胤秀（Chiba Tanehide，1775~1849）所著的教科

書《算法新書》（1830），便在〈卷五〉中將「穿去題」列為重要

圓理問題之一。由於千葉胤秀開設的算學道場門人眾多，加以當

時和算的普及化，可看出穿去題在當時應已是關流乃至基層習算

者們普遍能學習與接受的知識。 

小出兼政（Koide Kanemasa，1797~1865）編著的《圓理算經》

（1842）一書，除了討論最基本的穿去題類型「圓壔穿去圓其心交

                                                      
1 在和算脈絡中，以一圓盤穿過一圓柱體所交出的立體圖形，相當於兩個圓柱

所交成的立體圖形；以一多邊形穿過一圓柱體所交出的立體圖形，相當於一

多角柱與一圓柱所交成的立體圖形。 
2 小林龍彦、田中薫，〈和算における穿去題について--関孝和の穿去題の研

究とその継承〉，《科學史研究》，第 2 期，1983，頁 15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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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壔心」外，
3
更進一步推廣至「圓壔穿去圭」、

4
「圓壔穿去圓其周

切於壔周」以及「圓球穿去橢圓」等等各類較複雜的問題。
5
除了討

論平面圖形穿過立體圖形的穿去積（即相交部份體積）之外，也

討論了所交成立體圖形的表面積與交周（截痕長）相關問題。而

《圓理算經》〈上卷〉所包含的 8 個圓理問題之中，有 4 個問題與

穿去題有關，〈中卷〉所包含的 9 個問題之中，亦有 5 個問題與穿

去題有關。換言之，穿去題在《圓理算經》的圓理問題中所占的

比例超過 5 成。這也說明了穿去題在當時和算研究的重要性以及

和算家的重視程度。又例如齋藤宜義（Saito Nobuyoshi，1816-1889）

所著的《算法圓理鑑》（1834），書中將圓理問題分成八類，除了

題目數量最多的「原題」類問題外，
6
當屬「穿題」類問題占最大

宗，共有 8 題，約占整本著作總題數 31 題的四分之一。從這些問

題，更能看出 19 世紀和算家針對穿去問題所發展出的各種推廣

與變化。
7
  

此外，小林龍彦、田中薫的研究中，有系統地收集並整理了

19 世紀之後，與穿去題有關的算額，經統計共 138 面，而奉納於

                                                      
3 「圓壔」即圓柱體，「其心交於壔心」指的是當圓穿過圓柱時，圓心的移動

軌跡與圓柱的中心線相交。 
4  圭為三角形。此問題即用一三角形穿過一圓柱，求穿去時所交出的立體體

積。 
5 圓球穿去橢圓，指的是用一橢圓，穿過一球體。 
6 在《算法圓理鑑》的分類中，原題指的是傳統、常見的各類和算圓理問題。 
7 參考黃俊瑋，〈十九世紀初期和算問題的發展與特色——以齋藤宜義的《算

法圓理鑑》為例〉，2019，頁 11–20。其中，《算法圓理鑑》中所包含的穿題

類問題如下：第十九問為圓球缺穿去弧形，已知球徑、穿弧圓徑以及通矢，

求穿去殘覓積術；第二十問為球穿去直形（長方形），已知球徑、長方形的

長與寬，求穿取覓積術；第二十一問為球穿去弧，已知球徑、弧圓徑、弧矢，

求得交背術； 第二十二問為球穿去圭形，已知球徑、三角形的高與底，求

穿取覓積術；第二十三問為球穿去角形（正 n 邊形），已知球徑與正多邊形

的邊長，隨角術求穿取積術；第二十四問為球穿去二等圓，已知球徑、穿去

圓的直徑、兩圓距離，問交積；第二十五問為圓壔穿去大橢圓，已知橢圓長

軸長、短軸長、大矢、小矢長，求穿取積；第二十六問為橢圓壔中央穿去圓

錐，已知橢圓壔底面橢圓長之長軸長、短軸長以及穿去弧形的矢長與弦長，

求穿取覓積。這裡的橢圓壔即橢圓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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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算額上的穿去題共計 178 題，這些問題又可進一步分成 36

類。
8
19 世紀之後，穿去題在整個和算家社群之間所受的重視可見

一斑。 

原是秘傳的關流數學，在 18 世紀中期公開並走向普及化之

後，數學家安島直圓（Ajima Naonobu，1732 - 1789）於 1784 年

著《圓柱穿空圓術》與《圓柱穿空圓術起源》，公開了他求得兩圓

柱相交立體體積的方法與研究成果。他在《圓柱穿空圓術》中，

採截鉛直直徑的方式，將所求的相交圖形，橫切成若干橫切片「帶

弧直台」，再利用「開方綴術」與「垛積術」各自求積後，再併之

得所求穿去積。他也在《圓柱穿空圓術起源》中提出另一方法，

採取截水平直徑的方式，將所求的相交圖形縱切成若干直立切片

「直堡壔形」，求得各直堡壔積，再利用「開方綴術」與「垛積術」，

最終併之為所求穿去積。
9
 

事實上，他的方法相當於先將所求的立體圖形分割成若干片

後，再加總取極限的積分方法。而這樣的方法，也在 19 世紀和算

家的發展下，成為解決各類圓理難題的利器，當時，解決各類圓

理問題的方法，主要透過和田寧所發明的圓理豁術。
10

 

和田寧傳、小出兼政編的《圓理算經》〈上卷〉的「其五，用

方圓合法及（疊率）見飛表例五條」所包含的五個問題中的第 1、

2、4、5 題皆與穿去題有關。而《圓理算經》〈中卷〉，則提出了 5

個更進階且複雜的穿去題，其中僅有中卷第 1-2 題為求穿去積問

題，其它問題則與穿去體之表面積、穿去體之交周有關。再綜觀

《圓理算經》，其〈上卷〉所羅列的問題，多為基礎或者較典型常

                                                      
8 參考小林龍彦、田中薫，〈算額にあらわれた穿去問題について〉，《日本數

學史學刊》，第 90 卷，1981，頁 1–39。 
9 參考黃俊瑋，〈和算家安島直圓及其重要算學成就（Ⅱ）〉，《HPM 通訊》，第

21 卷，第 12 期（2018），第六版到第十二版。 
10 所謂圓理豁術，是和田寧用來處理各類幾何問題，特別是求長度、求面積與

體積的重要方法，類似於今日的定積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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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的和算圓理問題，〈下卷〉則整理列出各類圓理數值表。
11
然而

〈中卷〉的內容則為進階問題，問題的解法過程較為複雜、解讀

不易，目前尚未有國內外學者針對這些問題的解法過程，提出詳

細與系統性的解讀與分析。因此，本研究除了以《圓理算經》為

例，介紹當時關流和算家所發展與研究的各類穿去題，並主要以

〈上卷〉第 5-2 題與第 5-5 題作為範例，分析這些問題「解曰」

中的解題過程，說明當時關流數學家處理這類問題的方法，及其

流程與特色。
12

 

二、和田寧與《圓理算經》的穿去題介紹 

和田寧（Wata Yasushi，1787~1840），字子永，號算學、圓象

或豁通，拜入關流第五代掌門人日下誠（Kusaka Makoto, 

1764~1839）門下，後成為 19 世紀和算發展最重要的奠基者。他

在數學上的重要成就，在於發明「圓理豁術」，並創製許多「圓理

表」，應用於許多複雜幾何問題的求解過程中。 

和田寧本來有許多著作，網羅和算諸多圓理研究的精華，
13
可

惜的是，他的著作因 1836 年的一場火災而亡佚。所幸其弟子小出

兼政與內田五觀（Uchida Itsumi, 1805~1882）等人，整理過去和田

                                                      
11 有關《圓理算經》下卷各表的內容與數學意義，可參考黃俊瑋，〈江戶後期

的算學研究：以和田寧《圓理算經》為例〉，收入洪萬生編，《數學東亞穿越》

一書。以及徐澤林，《和算中源-和算算法及其中算源流》一書。 
12 《圓理算經》〈上卷〉的內容所涉及的內容多為典型數學問題，較易理解，

因此，筆者在本文中一方面概要地介紹本書穿去積相關內容，並以〈上卷〉

第 5-2 題為例，解析書中的方法，拋磚引玉，期望有興趣的研究者，將來可

以進一步解讀《圓理算經》〈中卷〉的內容。 
13 和田寧的著作非常豐富，包含外傳 36 卷與內傳 30 卷，根據目前已知史料，

他的著作共包含了《創制豁術初問》、《方理順逆法》、《圓理唇口》、《殆將算

法》、《圓理順逆小成》、《圓理法線》、《橢圓應周表》、《圓弧率海》、《求積增

約初門》、《截背術》、《煢題解例》、《濡圓求積》及《創制異圓算法》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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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所授之傳書，繼承和田寧的著作，並得以保存他的研究成果，

例如小出兼政所編的《圓理算經》便是。他在本書的自序中提到： 

凡圓理之法，用表得解術者，皆始自和田子，無製表之術，

稱不得捷徑之術 

可見，和田寧是透過造表得術的方式，得以更快速地解決各

類圓理難題，而大大帶動了和算之發展。
14

 

接下來，筆者將以《圓理算經》為例，首先簡單地介紹穿去

積、去面積與交周這三類穿去積有關的問題，並在下一節中，進

一步以〈上卷〉5-2 題為例，說明《圓理算經》中求解這些問題的

方法。 

（一）穿去積 

《圓理算經》中共包含五個求「穿去積」問題。首先是〈上

卷〉第 5-1 題的「圓壔穿去圭」，本問題是將安島直圓所解決的「圓

柱穿空圓」問題作一修改，將原問題中的圓形區域改成三角形區

域而發展出的新問題（如圖 1 的左圖所示）。問題為： 

譬今有如圖圓壔穿去圭，只言壔徑若干，闊若干，中勾若干，

問得穿去積及去面積各術如何？
15

 

若以現代符號表示，即已知壔徑（圖 1 左圖中圓柱體之直徑）

為 R、闊（圖 1 左圖中三角形之底）為 a、中勾（圖 1 左圖中三角

形之高）為 h 的條件下，欲求出以 R、r 與 a 表示的穿去立體之體

積與表面積公式。小出兼政在「解曰」中提出解此問題的方法，

並在「術曰」中列出所求得的穿去積術： 

                                                      
14 參考洪萬生編，《數學東亞穿越》，頁 80。以及黃俊瑋，〈和算中的圓理表及

其應用——開方溟式出商表〉，《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25 期，2020，頁 21–

29。 
15 出自小出兼政，《圓理算經》。引自徐澤林，《和算選粹》，頁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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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壔徑除闊，自之名率，壔徑、闊、中勾連乘，半而為原數，

乘率一乘、三四除，為一差，乘率一三乘、三六除，為二差，乘

率三五乘七八除，為三差，遞推之求逐差，以疊減於原數，得

穿去積合問 

上述之術文相當於下列「穿去積術」所列的關係式：
16

 

1.穿去積術 

 

其中， 、 、 。 

 

類似地，此問題所得的「去面積」術，相當於下列關係式： 

2.去面積術 

 

其中， 、 、 。 

 

                                                      
16 因《圓理算經》「解曰」的內容主要以和算的代數符號系統寫成，讀者不易

理解與閱讀，同時，和算符號系統的說明非本文主要目的，因此，筆者不在

本文中列出整個「解曰」的推演過程。同時，筆者僅在本文的第一個例子中，

列所得之「穿去積術」，並以現代符號表示出書中求得之公式供讀者參考。

且筆者也將在下一節中以 5-2 題為例，貼近文本內容，並透過現代符號來說

明書中求解該問題的方法與流程。此外，如同這裡所列，《圓理算經》各問

題的解答，都會將術(公式)表示成具遞迴關係形式的機械性演算法形式，因

此，本文中筆者亦參照原文本，將相關公式都表示成具遞迴關係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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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左《圓理算經》〈上卷〉5-1 之圖形 

《圓理算經》〈上卷〉5-2 之圖形 

 

接著，〈上卷〉第 5-2 題為「圓壔穿去圓」，此題即為原始的

「圓柱穿空圓」問題（如圖 1 的右圖所示），但除了求穿去立體之

體積之外，還進一步求此立體的表面積。問題為： 

譬今有如圖圓壔穿去圓其心交於壔心，只言圓壔徑若干，去圓徑

若干，問得穿去積及去面積各術如何？
17

 

若以現代符號表示，即已知壔徑（圖 1 的右圖中）為 R，穿

去圓之直徑（圖 1 的右圖中）為 d 的條件下，欲求出以 R 與 d 表

示的穿去立體之體積與表面積公式。書中所求得的術，相當於下

列「穿去積術」的關係式： 

1.穿去積術 

 

其中， 、 、 。 

2.去面積術 

 

                                                      
17 出自小出兼政，《圓理算經》。引自徐澤林，《和算選粹》（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8），頁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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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 

〈上卷〉第 5-4 題，進一步將原「圓壔穿去圓」問題中的圓，

從正中央移至與圓壔的邊緣相切（如圖 2 的左圖所示），問題為： 

譬今有如圖圓壔穿去圓其周切於壔周，只言壔徑若干，去徑若干，

問得穿去積術如何？
18 

若以現代符號表示，即已知壔徑（圖 2 的左圖中圓柱體之直

徑）為 R，去徑（圖 2 的左圖中圓之直徑）為 d，欲求出以 R 與 d

表示的穿去立體之體積公式。書中所求得的術，相當於下列關係

式： 

0 31 2
0

2 5 51 3 3 4
( ) ( ) ( ) ( ) ...

1 7 2 9 3 11 4 13

D DD Dd d d d
V D

R R R R

     
     

     

其中， 、 、 。 

 

圖 2：左《圓理算經》〈上卷〉5-4 之圖形 

右《圓理算經》〈中卷〉1-2 之圖形 

 

接下來的〈中卷〉1-2 題，是將〈上卷〉5-5 題中的圓壔改成

圓球（如圖 2 的右圖所示），問題為： 

                                                      
18 同上引，頁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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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令有如圖球穿去橢圓橢心交於球心，只云球徑若干，長徑若干，

矩徑若干，問得穿去積術如何？
19

 

即已知球徑（圖 2 的右圖中球體之直徑）為 R，橢圓長軸長

為 a，橢圓短軸長為 b 的條件下，欲求出以 R、a 與 b 表示的穿去

立體之體積公式。書中所求得的術，相當於下列公式： 

 

其中， 、 、  

、 、 、… 

且 、 。 

（二）去面積 

和算中所謂的去面積問題，即是求前述穿去題中，兩立體相

交部份的立體之表面積。而《圓理算輕》共包含了六個與求穿去

體表面積有關的問題，包含〈上卷〉第 5-1 題、第 5-2 題，〈中卷〉

第 1-1 題、第 2-1 題、第 2-2 題以及第 3-2 題。 

前面提到的〈上卷〉第 5-1 題： 

譬今有如圖圓壔穿去圭，只言壔徑若干，闊若干，中勾若干，問

得穿去積及去面積各術如何？
20

 

以及〈上卷〉第 5-2 題： 

譬今有如圖圓壔穿去圓其心交於壔心，只言圓壔徑若干，去圓徑

若干，問得穿去積及去面積各術如何？
21

 

都是同時求穿去體積與穿去體表面積的問題。 

                                                      
19 同上引，頁 540。 
20 同上引，頁 523。 
21 同上引，頁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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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卷〉第 1-1 題、第 2-1 題、第 2-2 題以及第 3-2 題，

則都是單獨求去穿去體表面積的問題。例如：〈中卷〉第 1-1 題為

「圓球穿去圓，求穿去面積」（如圖 3 的左圖所示），問題為： 

譬今有如圖球穿去圓乃其兩周相交，只云球徑若干，去徑若干，

問得穿去面積術如何？
22

 

即已知一直徑為 R 的球體，以一直徑為 r 的圓形區域穿過此

球體，求穿去體的表面積。 

〈中卷〉第 2-1 題為「圓壔斜截，穿去累圓，求穿去面積之

最大值」（如圖 3 的右圖所示），問題為： 

譬今有如圖圓壔，斜截之，而其上下等穿去干名累圓界斜者

與壔徑平行，假止下圓，只云壔徑若干，甲徑若干，問得最

多總穿去面積術如何？
23

 

即已知一圓柱體，將其斜截，並以彼此相切的甲、乙、丙等

圓形區域穿過圓柱，求穿去體表面積的最大值。換言之，本問題

是一個求極值相關的問題。 

 

圖 3：左《圓理算經》〈中卷〉1-1 之圖形 

右《圓理算經》〈中卷〉2-1 之圖形 

 

                                                      
22 同上引，頁 537。 
23 同上引，頁 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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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卷〉第 2-2 題為「圓球穿去直形，求穿去面積」（如圖 4

的左圖所示），問題為： 

譬今有如圖球穿去直形(其心與球心交)，只云球徑若干，長若

干，平若干，問得穿去面積術如何？
24

 

本問題即已知一直徑為 R 的球，以長寬分別為 a 與 b 的長方

形區域穿過球，求穿去體表面積的公式。 

〈中卷〉第 3-2 題為「圓壔穿去圓錐，求穿去面積」（如圖 4

的右圖所示），問題為： 

假令今有如圖壔穿去圓錐（錐高如壔半徑，錐尖止於圓心不

斜），只云圓壔徑若干，錐徑若干，問得穿去面積術如何？
25

 

本問題即已知一直徑為 R 的圓柱，以底面直徑為 r、高為 R/2

的圓錐穿過此圓柱，並使得圓錐之頂點恰為圓柱橫截面的圓心，

求穿去體表面積的公式。
26

 

 

圖 4：左《圓理算經》中卷 2-2 之圖形 

右《圓理算經》中卷 3-2 之圖形 

以上便是《圓理算經》之中，求穿去體表面積有關的問題，

接著繼續介紹求交周問題。 

                                                      
24 同上引，頁 550。 
25 同上引，頁 564。 
26 事實上，《圓理算經》〈中卷〉，有許多問題的解法相當複雜、解讀不易，目

前尚未有國內外學者針對文本中這些問題的解法與過程提出較詳細與系統

性的解讀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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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周 

和算家感興趣的求周問題，除了圓周與橢圓周外，也包含了

與穿去題相關的交周問題。前面提到的各類穿去題，主要是求兩

圖形所交出立體之體積與表面積，《圓理算經》〈上卷〉第 5-5 題

則是利用一已知長軸與短軸長的橢圓盤，從側面水平移動穿過一

個直徑恰等於橢圓長軸長的圓柱表面（如圖 5 的左圖所示），求此

橢圓區域穿過圓柱面的過程中，在圓柱表面所交出封閉曲線的周

長。
27
此問題為： 

譬今有如圖圓壔穿去橢圓其長徑壔徑相等，只言長徑若干，

短徑若干，問得交周謂壔、橢圓周相交之地術如何？
28

 

亦相當於求一圓柱面與一橢圓柱面直交時，其截痕之周長。

如圖 5 的右圖所示，為本問題的側面示意圖，其中綠色部份即是

橢圓周逐漸平移穿過圓柱面的過程中，所交出封閉曲線之截痕，

此封閉曲線之周長即為所求之交周長。
29

 

 

圖 5：左《圓理算經》〈上卷〉第 5-5 題之圖形 

                 右 圓柱面與一橢圓柱面直交 

                                                      
27 此圖出自小出兼政，《圓理算經》。引自徐澤林，《和算選粹》，頁 532。《圓

理算經》中，這是第一個求「交周」的問題，針對此一問題，原書中僅給予

圖 5 的左圖之平面圖形，未有其它輔助圖形。  
28 出自小出兼政，《圓理算經》。引自徐澤林，《和算選粹》，頁 532。 
29 圖 5 的右圖由王敬淵先生協助繪製。事實上，橢圓柱面與圓柱面直交時，所

交出之截痕(即圖 5 右圖中的綠色曲線)為一對摺之橢圓，故此問題中的交周

長，恰為圖中傾斜橢圓之周長。此問題非基礎微積分能解，且此周長須以無

窮級數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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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設圖 5 的左圖之中，圓柱的直徑為 R、橢圓長軸長為 R 且

短軸長為 b，則書中所求得的交周術，相當於下列關係式： 

其

中 ， 、 、 、 … 、

、… 

《圓理算經》〈中卷〉第 3-5 題也是求交周問題（如圖 6 所

示），問題為： 

假令今有如圖球穿去橢圓其筆心交於球心，只云球徑若干，

長徑若干，短徑若干，問得穿去面交周術如何？
30

 

此問題是將〈上卷〉第 5-5 題圖形中的圓柱面改成球面，利

用橢圓區域平移穿過球面，求過程中所交出的交周長。 

 

圖 6：《圓理算經》〈中卷〉第 3-5 題之圖形 

綜合上述，18 世紀末至 19 世紀，和算所流行的穿去題除了

求穿去體之體積外，也包含求穿去體的表面積與交周長。接著，

以《圓理算經》當中的問題為例，進一步探討和算家求得穿去積、

去面積與交周的方法。 

三、《圓理算經》求穿去積、去面積與交周的方法 

本節中，首先以《圓理算經》〈上卷〉第 5-2 題為例，說明小

出兼政在《圓理算經》中求得圖形穿去積與去面積公式的方法。

                                                      
30 出自小出兼政，《圓理算經》。引自徐澤林，《和算選粹》，頁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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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問題為給定一圓柱體，求以一個圓盤穿過圓柱時，所交出立體

的體積與表面積。為方便讀者了解，筆者貼近《圓理算經》文本

中的「解曰」內容，並將和算的籌式符號系統，改以現代符號表

示，以說明解曰中的解題脈絡，以及和算家解此問題的方法。如

圖 7 所示，設圓柱的直徑為 R，圓之直徑為 d。 

 

圖 7：〈上卷〉第 5-2 題之圖形 

 

首先，小出兼政依「截徑順法」沿著垂直圓之直徑的方向，

將所求立體分割成 n 個等寬的長片形。
31
接著，查《圓理算經》

〈下卷〉的「矩線表（截徑順法）」，
32
可得「去子」： 與「某餘

弦」： 。 

再依「截弦順法」將前述所得的各個長片形，沿著平行圓之

直徑的方向，將前述長片形，再分割成 n 個長條形，
33
並查《圓理

算經》〈下卷〉的「矩線表（截弦順法）」，
34
可求得「率」：T= 、

「某長」： 、某背較： ，並令P = 。 

                                                      
31 截徑順法指的是對所欲求長、求積的圖形，依垂直圓之直徑的方向進行分割

的一種方法。 
32 矩線表是《圓理算經》〈下〉卷所列的表，該表主要針對不同的截法(例如本

題中的截徑順法)，以代數符號表示出截弦順法所得圖形中，各線段之長或

各相似三角形的各邊長，例如這裡的「去子」與「某餘弦」。 
33 截弦順法，是對垂直弦的方向作分割的一種方法。是這裡指的是對前述依截

徑順法所得的長片形，再分割成若干長條形。 
34 這裡利用《圓理算經》〈下卷〉中的截弦順法矩線表，該表以代數符號表示

出截弦順法所得圖形中，各線段之長或各相似三角形的各邊長，例如這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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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兩個步驟相當於將所求的「相交立體」分割成若干個「微

長方體」，並利用《圓理算經》中截弦順法所對應的矩線表，「查

出」微長方體的三邊長：某餘弦 、去子 、某長

，此時將它們相乘即可表示出體積微元「某直壔

積」(即微長方體的體積)： 

 

便可利用某直壔積（微長方體）之和逼近穿去積。 

接著查《圓理算經》〈下卷〉的「八象表（陽商乘表一形）」
35
，可將上式中的 依二項展開式展開，並將某直堡積

整理為： 

 

再查《圓理算經》〈下卷〉的「見飛表（龍商陽表）」，
36
疊

之，求出無窮個體積微元之和 ，此即為所求穿去積： 

V＝ ＝ 。 

最後，利用「逐忖術」可將上式表示成具遞迴關係的「穿

去積」術文，
37
相當於下列關係式： 

 

其中， 、 、 。 

                                                      
「率」、「某餘弦」與「某背較」，進而利用這些線段長來表示出所欲積分的

「體積微元」。 
35 八象表（陽商乘表一形）為《圓理算經》〈下卷〉所列的數值表，此表的內

容為 類二項展開式係數。透過此表可將帶根式的二項式作展

開。 
36 見飛表（龍商陽表）為《圓理算經》〈下卷〉所列的數值表，此表的內容可

視為無窮級數和表或積分表。透過此表可求無窮項之和，或作定積分。 
37 所謂的「逐忖術」主要是不斷地將後項除以前項，藉以探求前後項之間的關

係，再觀察、歸納出前後項之間所滿足的遞迴關係式。這是因為和算的「術」

為具程序性、機械性的公式或演算法，且以文字表示。因此和算家需利用逐

忖術將無窮級數公式表示成遞迴關係式，才能進一步寫成文字形式的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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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得「穿去積術」之後，文本中，小出兼政繼續求出「去面

積術」。類似地，利用前述「截徑順法」與「截弦順法」搭配相關

矩線表所得的各線段長，將某餘弦與某背較 相

乘，可表示出面積微元「某直積」： ，接著便可以利用

某直積之和來逼近所求的穿去面積。 

查《圓理算經》〈下卷〉的「八象表（陽商除表一形）」，
38

可將上式中 的依二項展開式展開，並將某直積整理

為： 

 

再查《圓理算經》〈下卷〉的「見飛表（龍商陽表）」，
39
疊

之，求無窮個面積微元之和 ，此即為所求去面積： 

A＝ ＝  

最後，同樣利用「逐忖術」可將上式表示成具遞迴關係的

「穿去積」術文，相當於下列關係式： 

 

其中， 、 。 

                                                      
38 八象表（陽商除表一形）為《圓理算經》〈下卷〉所列的數值表，此表的內

容為 類二項展開式係數。透過此表可將帶根式的二項式作展

開。 
39 見飛表（龍商陽表）為《圓理算經》〈下卷〉所列的數值表，此表的內容可

視為無窮級數和表或積分表。透過此表可求無窮項之和，或作定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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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筆者再以〈上卷〉第 5-5 題為例，說明小出兼政求

解求交周長問題的解題過程。本問題是利用已知長軸與短軸長的

橢圓，穿過一個直徑恰等於該橢圓長軸長的圓柱，求當此橢圓穿

過圓柱面時，橢圓在圓柱表面所交出封閉曲線的周長。如圖 8 所

示，為橢圓柱面與圓柱面直交時，所留下之截痕圖，圖中綠色曲

線之長，即為本問題所求之交周長。 

 

圖 8：圓壔穿去橢圓之交周示意圖 

《圓理算經》處理交周問題的方法與前述處理穿去積問題類

似，我們令圓柱的直徑為 a，橢圓長徑為 a，橢圓短徑為 b。 

首先，小出兼政依「截徑順法」搭配《圓理算經》〈下卷〉的

矩線表（截徑順法），可求得「某餘弦較冪」： 。再依「截

長順法」並搭配《圓理算經》〈下卷〉的矩線表（截長順法），可

求得「率」： 與「某背較冪」： ，此時利用勾

股定理可得「某交背較冪」： ＝ ，

整理並開平方得 ，此即為長度微元「某交背較」

，接著便可以利用某交背較之和來逼近交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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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圓理算經》〈下卷〉的「八象表」，
40
可將上式中的

2 2 21 ( ) ( ) 1 ( )
b k k

P
a n n

   依二項展開式對 P 展開，得某交背較為： 

 

再查《圓理算經》〈下卷〉的「檢見飛表（龍商除陽表）」，
41

疊之，求無窮多個長度微元之和 ，即為所求交周長 

L＝ ＝ 。 

再令 T = ，整理得交周長 L＝ 。 

其中， 。 

以上便是《圓理算經》中求穿去積、去面積與交周的方法與

過程。相較於現代積分中，需要的被積分函數、微積分基本定理

與求反導函數相關理論與方法，和算家對圖形作分割之後，先利

用矩線表表示出體積、面積或弧長微元（對應於被積分函數），接

著，再檢二項展開式相關的圓理表展開，使之成為可求和之形式，

最後，查詢適當的疊表求和（相當於對上述被積分函數積分），便

能整理得所求幾何量的公式。其典型流程為：依圖形的特性決定

適當的截弦（徑）法，將所求圖形作分割，並搭配「矩線表」以

表示出對應的幾何微元。接著利用「八象表」或「八態表」，將上

述微元中帶有根號之項，依二項展開式展開，再透過適當的「疊

表」求所有體積、面積或弧長微元的無窮和。和田寧所發明的上

述方法，可被 19 世紀的和算家廣泛地用於求解各類求長、求積相

                                                      
40 八象表（陰商乘表）為《圓理算經》〈下卷〉所列的數值表，此表的內容為

類二項展開式係數。透過此表可將帶根式的二項式作展開。 

41 見飛表（龍商除陽表）為《圓理算經》〈下卷〉所列的數值表，此表的內容

可視為無窮級數和表或積分表。透過此表可求無窮項之和，或作定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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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幾何問題，大量透過「表」的使用，也展現出與西方微積分

不一樣的數學文化特色。 

四、結語 

18 世紀末關流和算家安島直圓，以其創立的積分法求解兩圓

柱相交立體之體積，到了 19 世紀，各類求穿去積問題成為當時數

學研究與和算教科書中，重要而主流的問題類型，並大量出現在

19 世紀和算文本與數學家所奉納的算額中。
42
本文以和田寧傳、

小出兼政編的《圓理算經》（1842）為例，介紹了書中求穿去積、

求去面積與求交周三類問題，並利用文本中的例子，說明當時和

算家求解此問題的積分方法，以及此方法的典型結構與流程。 

這時期的和算家雖然未發展出解析幾何以及微積分基本定

理等理論與工具，但他們求解曲線長、不規則面積與體積等幾何

量的方式，本質上是「分割求和」之積分方法。首先，依據圖形

的特性來決定採截徑或截弦法，以對圖形作適當的分割。接著搭

配矩線表，表示出各個問題相對應的線段微元 、面積微元 或

體積微元 ，再以線段微元之長度和逼近弧長、以長方形微元之

面積和逼近曲線形面積、以長方體微元之體積和逼近所求體積。

然而，這些幾何微元的關係式往往涉及根式，因此，和算家必需

利用八象表或八態表（二項展開式相關圓理表），將幾何微元寫成

冪級數展開式，再利用「疊表」（相當於無窮級數和表或積分表）

求無窮項之和，而得所求的曲線長 、面積 或體

                                                      
42 至於為何當時的和算家大量研究穿去積問題，由於相關和算文本多類似傳

統中算問題集的形式，和算家們並未在書中對於創造各類穿去積問題的原

因與動機，留下說明或看法。但筆者認為主要是因為數學方法的驅使。如同

前述《圓理算經》序所言：「凡圓理之法，用表得解術者，皆始自和田子，

無製表之術，稱不得捷徑之術」因為和田寧發明的積分方法，再搭配各類圓

理表的發明與使用，擴充了和算家的解題工具，大大擴展了當時的和算家可

解問題的範疇，也因為數學工具的發明，使得和算家開始設計出更多類的穿

去積問題或其它類幾何難題，並求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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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 ，並將這些公式表示成程序性的演算法－術。對比安

島直圓於 1784 年的方法，主要利用了「開方綴術」作展開與「垛

積術」求和，《圓理算經》中則以「表」取代了「術」的功能。 

    這樣的方法即為 19 世紀和田寧所發明的一般性積分方法，

透過「分割得微元－檢表展開－檢表疊之求和－得術」的四個步

驟，求得相關公式。此方法被廣泛用於求解各類求曲線長、面積、

體積與穿去積問題，更拓展了可解問題的範疇，例如求橢圓周長

等基礎微積分難以處理的問題，反而可利用和算家的積分方法，

求得正確的無窮級數公式。同時，這樣的新程序性方法與各類圓

理表的使用，也展現了和算文化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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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inking and the methods with which the Wasan 

mathematicians solved the problems about the 

intersection of two solids－ 

taking the Yenri Sankei as an example 

Jyun-wei Huang* 

Abstract 

It was an important mathematical problem to find the formulas 

about the volume or the surface area of the intersection of two solids 

in Wasan in 19th century. In this article, I will take the Yenri Sankei by 

Koide Kanemasa (1797-1865) as an example to introduce and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thematical problems to find formulas about 

the volume or the surface area of the intersection of two solids in this 

period. And I will also analyze the solutions in the Yenri Sankei to 

investigate the thinking and the methods that the Wasan 

mathematicians used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Different from the integral methods used today, when the Wasan 

mathematicians solved all kinds of mathematic problems about finding 

the formulas of the curve length, the area or the volume of the 

intersection of two solids, they divided the figure into n different parts 

and then used the yenri tables about binomial expansions and tables 

about infinite series to integral and get the formulas about the 

mathematic problems. 

 

Key words: Wasan, Yenri Sankei, Problems about the intersection 

of two solids 

 

                                                      
* Mathematics teacher of Taipei Municipal Heping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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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輿全圖動物圖繪釋解 

張之傑*

    2020 年 4 月初起，邱韻如老師在社團臉書貼出數幅《坤輿全

圖》動物圖繪。5 月 12 日貼出的貼文說，這些圖全部可在「故宮

坤輿全圖相簿」1看到。我登上去看，始知相簿上還有圖說。我出

身師大生物系動物組，難免見獵心喜，當即著筆，草成此文。 

康熙十三年（1674），比利時耶穌會會士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編繪《坤輿全圖》，另附上 21 種動物。西方

國家早期世界地圖，通常繪有珍禽異獸。《坤輿全圖》的動物圖繪

大多畫在南極一帶。《坤輿圖說》卷下：「墨瓦蠟泥加州，為南極

周圍大地，從古航海者未曽通進其内地，未獲知其人物風俗山川

畜産鳥獸魚蟲等何如，故懐仁所鐫坤輿圖至南極周圍空地内，惟

繪天下四州異獸竒物數種之像而已。」墨瓦蠟泥加州，即麥哲倫

洲，為想像的南方大陸，其實並不存在。 

台北故宮博物院《坤輿全圖》相簿｢坤輿全圖—動物大觀園」

列出的 21 種動物，抄錄如下，另裁剪圖繪附後，並試作解讀。 

利未亞洲西亞毘心域國，產獸名惡那西約，首如馬形，前足

長，如大馬，後足短，長頸自前蹄至首高二丈五尺餘，皮毛

五彩，芻畜囿中，人視之，則從容轉身，若示人以華彩之狀。 

利未亞，Libya，歐人之非洲古稱。惡那西約，Orasius，長頸

鹿歐人古稱。亞毘心域國，Abyssinia，今衣索匹亞，位於東非，

並非西非。早在地理大發現前，回教和基督教國家宮廷普遍設有

園囿，豢養長頸鹿等珍禽異獸以供炫耀。(圖 1 左) 

                                                      
* 本委員會委員 
1 參考 https://bit.ly/3bsxmks。 

https://bit.ly/3bsxmks?fbclid=IwAR20eeqdvZdZ4Uv0JlkBPjJ6Cz50FwTPA_v_RxhEQzm_JZ_zT9Bs53ZMl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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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細亞洲印度國產獨角獸。形大如馬，極輕快，毛色黃。頭

有角，約長四五尺，其色明，作飲器，能解毒。角銳能觸大

獅，獅與之鬬，避身樹後，若誤觸樹木，獅反嚙之。 

獨角獸，想像動物。以其角作飲器，或為犀角杯之訛。(圖 1

右) 

  

圖 1：左：惡那西約（長頸鹿）；右：獨角獸。 

利未亞州多獅，為百獸王，諸獸見皆匿影，性最傲，遇者亟

俯伏，雖餓時不噬，千人逐之亦徐行，人不見處，反任性疾

行，畏雄雞車輪之聲，聞則遠遁，又最有情，受人徳必報，

常時病瘧四日則發，一度病時躁暴猛烈，人不能制，擲以毬

則騰跳轉弄不息。 

獅子之行為描述，皆訛傳。獅子喜歡玩球，國人也有此傳聞，

看來可能源自域外。(圖 2 左) 

印度國剛霸亞地產獸，名鼻角，身長如象，足稍短，遍體皆

紅黃斑點，有鱗介，矢不能透，鼻上一角，堅如鋼鐵，將與

象鬬時，則於山石磨其角觸象腹而斃之。 

從身上有鱗介，鼻上一角，及圖繪來看，此獸為印度犀。於

山石磨其角等，皆訛傳。剛霸亞，地名待考。(圖 2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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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左：獅（非洲獅）；右：鼻角（印度犀）。 

爪哇島等處有無對鳥，無足，腹下有長皮，如筋纏於樹枝以

立身。毛色五彩，光耀可愛，不見其飲食意，唯服氣而已。 

大極樂鳥，主要分佈新幾內亞。歐洲最初所見標本，腳已移

除，遂誤以為此鳥無足，故其學名取為 Paradisaea apoda。Apoda，

意為無足。腹下有長皮等，皆訛傳。(圖 3) 

 

圖 3：無對（大極樂鳥）。形態與實際相去甚遠。 

亞細亞洲如德亞國產獸，名加默良，皮如水氣明亮，隨物變

色，性行最漫藏于草木土石間，令人難以別識。 

加默良，chameleon 音譯，即變色龍。產非洲，亞洲不產。如

德亞國，待考。(圖 4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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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駝鳥，諸禽中之最大者。形如鵞，其首高如乘馬之人，走

時張翼，狀如棚，其行之疾如馬，或謂其腹甚熱，能化生鐵。 

駝鳥。走時張翼，其腹能化生鐵等，皆訛傳。(圖 4 右) 

  

圖 4：左：加默良（變色龍）；右駱駝鳥（駝鳥）。 

把勒亞身長數十丈，首有二大孔，噴水上出，勢若懸河，遇

海船則昂首注水船中，頃刻水滿，舶沉，遇者盛酒鉅木甖投

之，連吞數甖，俛首而逝。淺處得之，熬油可數千斤。 

把勒亞，Balaena 音譯，即弓頭鯨，此泛指鬚鯨。鯨魚擱淺，

可熬取鯨脂。至於噴水如懸河，及嗜酒等等，皆訛傳。(圖 5) 

 

圖 5：把勒亞（弓頭鯨）。鯨呼氣時噴氣，非噴水。圖繪出於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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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亞洲有獸名意夜納，形色皆如大狼，目睛能變各色，夜

間學人聲音，喚誘人而啖之。 

意夜納，hyena 音譯，即土狼（鬣狗）。目能變色，學人聲等，

皆訛傳。(圖 6 左) 

亞墨利加州白露國產雞大於常雞數倍，頭較身小，生有肉鼻

能縮能伸，鼻色有稍白，有灰色，有天青色不等，惱怒則血

聚于鼻上變紅色，其時開屏如孔雀，渾身毛色黑白相間，生

子之後不甚愛養，須人照管方得存活。 

火雞。亞墨利加州，美洲。白露國，即 Peru，秘魯。「生子之

後不甚愛養等」，係訛傳。(圖 6 右) 

  

圖 6：左：意夜納（斑土狼）；右：白露國雞（火雞）。 

利未亞州東北，厄日多國產魚，名喇加多。約三丈餘，長尾，

堅鱗甲，刀箭不能入，足有利爪，鋸牙滿口，性甚獰惡，色

黄，口無舌，唯用上顎食物，入水食魚，登陸，每吐涎於地，

人畜踐之即仆，因就食之，見人遠則哭，近則噬，冬月則不

食物，睡時嘗張口吐氣，有獸名應能滿，潛入腹內嚙其肺腸

則死。應能滿，大如松鼠，淡黒色，國人多畜之以制焉。 

加多，或 crocodile 之音轉。產非洲東北（上下埃及一帶），應

為尼羅鱷。吐涎於地，人畜踐之即仆，見人遠則哭，近則噬等，

皆訛傳。應能滿，傳說動物。(圖 7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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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邏巴州熱爾瑪尼亞國獸名撒辣漫大辣，產于冷濕之地，性

甚寒，皮厚，力能滅火，毛色黑黃間雜，背脊黑，長至尾有

斑點。 

撒辣漫大辣，Salamandra 音譯，即蠑螈，此指火螈（S. 

salamandra）。歐人傳說，火螈不畏火且能滅火。火螈產歐洲。熱

爾瑪尼亞國，或指羅馬尼亞。(圖 7 中) 

亞墨利加州智勒國產異獸，名蘇，其尾長大與身相等，凡獵

人逐之，則負其子于背，以尾蔽之，急則吼聲洪大，令人震

恐。 

智勒國，即智利。蘇，或 shrew之對音。智利負鼠（Rhyncholestes 

raphanurus），英文名 Chilean shrew opossum。按，shrew，即鼩鼱。

shrew opossum（鼩負鼠）形態似鼩鼱，吻部尖突，尾長與身長相

當。圖繪純粹出於想像。圖說，以尾蔽之，吼聲洪大等，皆訛傳。

(圖 7 右) 

   

圖 7：左：喇加多（尼羅鱷）；中：撒辣漫大辣（火螈）。 

右：蘇（鼩負鼠）。圖繪純粹出於想像。shrew opossum 形態似鼩鼱。 

 

亞細亞洲南印度國產山羊。項生兩乳下垂，乳極肥壯，眼甚

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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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羊乃尋常之物，「項生兩乳」，始列為奇獸。哺乳類的乳房

長在胸部或腹部，項生兩乳，係訛傳。(圖 8 左) 

歐邏巴州 意大理亞國，有河，名巴鐸，入海河口，產般第狗，

晝潜身於水，夜臥旱地，毛色不一，以黑為貴。能嚙樹木，

其利如刀。 

般第狗，根據圖像之尾部，及能啃嚙樹木，應為河狸。有河

名巴鐸，即波河，拉丁文作 Padus。(圖 8 右) 

  

圖 8：左：山羊；右般第狗（河狸） 

歐邏巴州意大理亞國，有蜘蛛類，名大懶毒辣，凡螫人，受

其毒即如風狂，或嬉笑或跳舞或仰臥或奔走，其毒中人氣血，

比年必發。療其疾者，依各人本性所喜樂音解之。 

大懶毒辣，Tarantula（捕鳥蛛科）之音譯，分佈新舊大陸，歐

洲分佈義大利和西班牙。雖會咬人，但毒性不強。受其毒即瘋狂，

可以音樂療之等，皆訛傳。(圖 9 左) 

歐邏巴東北里都瓦你亞國，產獸，名獲落，身大如狼，毛黑

光潤，皮甚貴。性嗜死屍，貪食無厭，飽則走入稠密樹林，

夾其腹令空，仍覓他食。 

里都瓦你亞國，待考。獲落，當為貂熊（狼獾）屬名 Gulo 之

對音，此物為毛皮獸。所述習性係訛傳。(圖 9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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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左：大懶毒辣（捕鳥蛛科）；右：獲落（貂熊）。 

利未亞州額第約必牙國，有狸猴獸，身上截如狸，下截如猴。

色如瓦灰，重腹如皮囊。遇獵人逐之，則藏其子于皮囊，內

窟于樹木中，其樹徑約三丈餘。 

額第約必牙國，待考。狸猴獸，或指真狐猴（Eulemur）。狐

猴只分佈馬達加斯加及葛摩群島。「重腹如皮囊，遇獵人逐之，則

藏其子于皮囊。」可能與有袋類相混淆。(圖 10 左) 

南亞墨利加州伯西爾喜鵲，吻長而輕，與身相等，約長八寸，

空明薄如紙。 

伯西爾喜鵲，伯西爾應為巴西。伯西爾喜鵲當為巨嘴鳥，其

喙長，空心而輕。「與身相等，空明薄如紙」，則係訛傳。(圖 10 右) 

  

圖 10：左：狸猴獸；右：伯西爾喜鵲（巨嘴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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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蛇大無目，盤旋樹上，凡獸經過其旁，聞氣即𦂳縛之于

樹間而食。 

此地，當指南美洲。按其行為，當為森蚺。無目，係訛傳。

(圖 11 左) 

大東海洋產魚，名西楞，上半身如男女形，下半身則魚尾，

其骨能止血病，女魚更效。  

大航海時期，歐人將海牛目誤為人魚。西楞，當為 Sirenia（海

牛目）之音轉。(圖 11 右) 

  

圖 11：左：無目蛇（或指森蚺）；右：西楞（傳說中的人魚）。 

    《文淵閣四庫全書》、《坤輿圖說》尚列有飛魚、劍魚，補述

如後。
2
  

海中有飛魚，僅尺許，能掠水面而飛。狗魚善窺其影，伺飛

魚所向，先至其所，開口待啖，恆追數十里。飛魚急輒上舟，

為舟人得之。 

飛魚遇到掠食者，輒衝出水面，展開胸鰭滑翔，偶而會衝到

船上。狗魚，現指淡水魚。坤輿圖說之狗魚，不明其指涉。「伺飛

魚所向，先至其所，開口待啖。」係訛傳。 

                                                      
2 參考 https://okplaymayday.pixnet.net/blog/post/31240351。 

https://okplaymayday.pixnet.net/blog/post/3124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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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魚嘴長丈許，有齬刻如鋸，猛而多力，能與把勒亞魚戰，

海水皆紅，此魚輒勝。以嘴觸船則破，海舶甚畏之。 

旗魚吻部長，尖突，游速快，衝刺時確能戳穿木船。至於能

與把勒亞魚（弓頭鯨）戰等，係訛傳。圖繪頭頂噴水，尤其無稽。 

 

  

圖 12：左：飛魚；右：劍魚（旗魚）。 

林奈（1707-1778）於 1753 年發表《植物種誌》（Species 

Plantarum），創用雙名制，分類學才正式成為一門學問。從《坤輿

全圖》之圖繪和圖說可以看出，在南懷仁時代（17 世紀末），歐人

對域外動物的認知仍相當含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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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義相與析：塔影倒與海影翻 

邱韻如*

一、前言 

北宋沈括（1031~1095）在《夢溪筆談》〈陽燧照物〉這則的

最末，以「注」評論《酉陽雜俎》之塔影倒： 

《酉陽雜俎》謂：「海翻則塔影倒」，此妄說也，影入窗隙則

倒，乃其常理。 

然而，唐代段成式(806~863)的原文（《酉陽雜俎》卷四〈物革〉）

和沈括寫的大不相同： 

諮議朱景玄見鮑容說：陳司徒在揚州時，東市塔影忽倒。老

人言「海影翻則如此」。  

本文標題「疑義相與析」係陶淵明的詩句，意指遇到不同的

觀點，大家共同討論分析。本文關注的疑義有三：一是後世文人

引用摘錄《酉陽雜俎》這段文句的出入很大，二是從塔影翻聯想

到海市蜃樓，探討海市蜃樓的典故；三是揚州東市塔「忽」倒的

緣由猜測。 

二、後人引用《酉陽雜俎》之海影翻 

繼沈括之後，還有多位學者在提及塔倒影時引述《酉陽雜俎》

這段話。 

陸游（1125~1210）在《老學庵筆記》（卷八）裡引述段成式

海影翻、沈括塔倒影及記載他親見的塔倒影，他沒有說段成式妄

說、誤解沈存中之意、也沒有理出海影翻與塔影倒的關係： 

                                                      
* 本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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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成式《酉陽雜俎》言揚州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

如此。沈存中以謂大抵塔有影必倒。
1
予在福州見萬壽塔，成

都見正法塔，蜀州見天目塔，皆有影，亦皆倒也。然塔之高

如是，而影止三二尺，纖悉皆具。或自天窗中下，或在廊廡

間，亦未易以理推也。 

南宋詩人周文璞（約 1216 年在世）在〈贈蘇召叟〉
2
詩中同

時提及令人難以理解的塔影倒與「海翻」： 

句容縣古寺，壁有道玄筆。....羅漢院塔影，顛倒難致詰。稗

書志海翻，此理殊未必。...。 

元代楊瑀（1285-1361）在《山居新語》紀錄幾種塔影，包括

無此塔卻有影的西番塔影、平江虎秋寺的孔閣倒影、保叔塔的湖

畔倒影，以及抄錄前述陸放翁整段文字，最後寫道： 

大抵塔影者皆倒，沈存中之說是也。
3
  

明朝三才子之一楊慎（1488-1559）《秇林伐山》〈卷一〉以「海

影翻」為題，以段成式之言來解釋塔影樹影的倒懸，其中「側」

是否是「則」之筆誤，不得而知：  

人家壁上，或見塔影樹影而不知塔與樹所在，此理不可曉。

又有見塔影樹影皆倒懸，尤不可解。段成式云：「海影翻側如

此」，理或然也。蓋海光映日數千里，皆見塔樹影，本直影，

又重影，勢必倒也。 

                                                      
1 這句摘述與沈括的原意，不盡符合。 
2 蘇泂（1170 - c.1220），字召叟，北宋丞相蘇頌四世孫。陸游也有一首詩題為

〈贈蘇召叟〉。 
3 楊瑀這段全文及討論，請見邱韻如(2021)：〈沈括之「礙」：中國古籍對塔倒

影的探究與概念發展〉，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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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劉侗、於奕正合撰之《帝京景物略》描述在天寧寺所見之

塔倒影，認為這是舍利珠影，而非昔人（應指沈括）以為的窗罅

塔倒影（針孔成像）或段成式所言（這裡變成「海水倒翻」了）：  

釋迦舍利珠，...。天寧寺塔，...。塔倒影，在大士殿。日方中，

闔殿中門，日入門罅，塔全影倒現石上。昔人云：「影從罅入

空中，物則旁礙，礙則影束，影束則倒」。段成式云：「海水

倒翻故耳」。然是舍利珠影也。珠光上聚，攝入塔影，影入隙

光，光則倒受。倒者，光中塔影，非此塔影也。（《帝京景物

略》卷三城南內外，天寧寺，1635 年刊） 

方以智（1611~1671）《物理小識》引述《夢溪筆談》〈陽燧照物〉

一大段話，和陸放翁塔倒影敘述。方以智把段成式言，寫成「海

翻則招影倒，謬也」，多了「招」字。 

段成式謂：「海翻則招影倒」，謬也。陸放翁見福州萬壽塔、

成都正法塔影倒而未言其理。 

三、海旁蜃氣象樓臺 

海市蜃樓為何與蜃有關，一般認為是出自《史記．天官書》。

太史公在這段文字中，講到好幾種「氣」，其中海旁蜄氣就是「蜃」

吐出來的氣： 

故北夷之氣如群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

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

海旁蜄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

聚積。 

蜃，大蛤也。《禮記·月令》: 

季秋之月，鴻雁來賓，雀入大水為蛤。...。孟冬之月，...水始

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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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鳥入海變為蚌蛤類，很難令現代人相信。比較平易的說法

是秋冬時期，雉都不見了，但海邊卻出現許多和雉花色相近的蜃，

因此認為是「雉入大水為蜃」。明朝張岱《大易用序》
4
認為這代

表「變化」： 

故《易》之為用不可以不變，而又不可以不善變。...雉入大水

為蜃，雀入大水為蛤，燕與蟹入山溪而為石，變飛動而為潛

植，此不善變者也。
5
 

四、問題與討論 

（一）摘抄引述各異其趣 

揚州東市塔為何會「忽」倒，又為何和「海影翻」扯上關係，

輾轉聽說此事的段成式覺得離奇（歸類於記載事物離奇變化六則

的物革篇）、沈括說《酉陽雜俎》妄說、其他學者似乎也不理解塔

倒影及海翻、筆者也百思不解揚州老人「海影翻」是什麼意思。 

表一的數段記載，引述的文字各異其趣，從「海影翻」到「海

翻」，最後變成「海水倒翻」，令筆者疑惑的有三點：(1)短短幾句

話，為何會有這麼多版本，而且正反評價都有，有說其妄說，也

有拿來作為塔倒影的解答，還把輾轉聽來的老人言變成了段成式

言；(2)究竟段成式寫的「海影翻」是什麼意思，是海翻起來、超

大海浪的意思嗎？揚州與海邊相距頗遠，老人言之海是海嗎？中

間的「影」字是指塔影？(3)「海影翻」或「海翻」為何會與塔影

忽倒有關？  

 

 

 

                                                      
4 張岱（1597-c.1684），明末清初史學家及文學家。康熙元年（1662 年），張岱

完成《大易用》，該書已佚，只留存序。 
5 「不善變」的含意，請閱讀張岱《大易用序》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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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後世引述《酉陽雜俎》海影翻 

作者 典籍 詞句 

唐 段成式 《酉陽雜俎》 諮議朱景玄見鮑容說：陳司

徒在揚州時，東市塔影忽

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

此」。 

宋 沈括 《夢溪筆談》 《酉陽雜俎》謂：「海翻則

塔影倒」，此妄說也。 

宋 陸游 《老學庵筆記》 段成式《酉陽雜俎》言揚州

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

翻則如此。 

元 楊瑀 《山居新語》 （同 陸游） 

明 楊慎 《秇林伐山》 段成式云：「海影翻側如

此」，理或然也。 

明 劉侗/於奕正 《帝京景物略》 海水倒翻故耳 

明 方以智 《物理小識》 段成式謂海翻則招影倒，謬

也 

（二）海影翻究竟是不是海市蜃樓？ 

海影翻究竟是不是海市蜃樓，前述的文獻，並沒有把他們聯

想在一起。《夢溪筆談》卷 21 〈異事〉另有一則是記述著名的登

州海市： 

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宮室、臺觀、城堞、人物、車馬、

冠蓋，歷歷可見，謂之「海市」。或曰「蛟蜃之氣所為」，疑

不然也。歐陽文忠曾出使河朔，過高唐縣，驛舍中夜有鬼神

自空中過，車馬人畜之聲一一可辨，其說甚詳，此不具紀。

問本處父老，云：「二十年前嘗晝過縣，亦歷歷見人物。」土

人亦謂之「海市」，與登州所見大略相類也。 

沈括不認為是「蛟蜃之氣所為」，但也沒有說出他的推測，將

此則歸類於異事篇。此段未與「海翻」連結，筆者認為沈括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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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酉陽雜俎》之「海翻」聯想到「海市」，後世文人也如此，且

同樣沒有說清楚或不理解「海翻/海影翻」的意思。 

（三）塔影忽倒可能是下現蜃景 

不管是海影翻還是海翻，甚至海水倒翻，都脫離不了「海」。

雖然揚州離海邊很遠，但仍讓人直覺聯想到塔倒影有無可能是

「海市蜃樓」的現象。海市蜃樓的成因係因空氣層溫度的變化，

導致光的折射，最主要的有兩類
6
：發生在海上，稱為「上現蜃景」

（superior mirage），所成之像是「正立」；發生在沙漠或很熱的路

面，稱為「下現蜃景」（inferior mirage），所成之像是「倒立」。《酉

陽雜俎》揚州東市塔影忽倒，因未提到「窗隙」，無法確定是不是

針孔成像。筆者臆測「塔影忽倒」也有可能是當時路面溫度夠高，

達到「海市蜃樓」的下現蜃景條件。劉昭民老師在文章中
7
提出熊

明遇（1579-1649）的《格致草》卷五〈陽燄〉正是今日氣象學所

言之下現蜃景： 

燕趙齊魯之郊，春夏間野望曠遠處，如江河白水盪漾，近之

則復不見，土人稱為陽燄。蓋真火之氣，望日上騰，而為濕

潤之水土所鬱留，搖颺重蒸，故遠見其動。 ...。 

方以智（1611-1671）在《物理小識》卷二〈陽燄水影旱浪〉

摘抄《格致草》〈陽燄〉之後，接續寫道：  

晉苻堅載記
8
曰：「建元

9
十七年，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視

地則見，人至則止」，亦謂之地鏡。陸友仁
10
曰：「宋寶祐六年

                                                      
6 還有其他類，但更少見，在此不贅述。 
7 劉昭民(2020)：〈明末清初中西氣象學識之交流〉，《第十一屆科學史研討會彙

刊》，（臺北：中研院科學史委員會，2020），頁 16、18。 
8《晉書》〈載記第十四 苻堅下〉 
9 建元十七年（381 年）是十六國時期前秦政權宣昭帝苻堅在位的第三個年號。 
10 陸友仁（1290-1338），元書法家、藏書家，吳郡人（華亭，今上海市松江），

與前述提及松江西番塔影之楊瑀（1285-1361）同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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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常州晉陵之黃泥岸亦有此異，相傳呼為旱浪」。愚者
11

曰：日中野馬飛星燁然者，陽燄之端也。奇者為水影、旱浪。

實則凡光生燄，燄自屬陽，凡光似鏡，鏡能吸影，光與光吸，

常見他處之影于此處，雲分衢路，日射回薄，其氣平者為陽

燄旱浪，其氣厚者為山市海市
12
矣！ 

方以智在此將「陽燄旱浪」與「山市海市」並提，認為前者

氣平，後者氣厚。筆者認為關鍵不在氣的平厚，而是空氣層的溫

度分布方式。前者為下現蜃景，係因路面或沙漠在陽光的曝曬下

變得很熱，靠近路面的空氣層溫度升高，高於更上方的空氣層，

空氣層溫度往上逐漸遞減，塔或房舍漫射之光線經不同溫度空氣

層（下熱上冷）因折射而成像，
13
看似有「地鏡」或「水影」的效

果，這種稱為下現蜃景，所成的像是倒立的。反之，一般人熟悉

的登州海市蜃景，空氣層的溫度是靠近海面最冷，逐漸往上提升

（下冷上熱），如此形成的像是正立，也就是上現蜃景。 

筆者之前從未聽過「陽燄」這個詞。在劉昭民老師文章的啟

發下，閱讀熊明遇和方以智的書，認知「陽燄」就是筆者所知道

的沙漠中的海市蜃樓，也就是下現蜃景。由此臆測段成式《酉陽

雜俎》的塔影倒有可能是「下現蜃景」。再進一步查詢「陽燄和地

氣」，赫然發現唐代翻譯的佛經（例如《大般若經》、《華嚴經》、

《大莊嚴經》、《楞伽經》等）均提到「陽燄」，係指在炎熱之際，

地面常出現熱氣，遠望如水但其實非水，產生視覺迷惑的現象。

《三藏法數》
14
在「五蘊喻」的詞條寫道： 

                                                      
11 愚者係方以智自稱。 
12 〈海市山市〉是〈陽燄水影旱浪〉的前一段，提到著名的登州海市，並抄錄

林景熙《蜃說》。 
13 當折射角增大到一定程度時（所謂的臨界角），還會發生全反射。 
14《三藏法數》，成書於明朝永樂年間，由一如等人奉敕編纂。輯出大藏中關於

法數之名詞，共計 155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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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如陽燄喻：陽燄指日光。謂遠望曠野，日光發燄，如水溶

漾，而實非水，以渴者想為水故；以譬眾生妄想亦如陽燄，

本無實體，因念成想，皆為虛妄。 

（四）此氣非彼氣 

明朝陸容（1436-1496）和沈括一樣，認為海市蜃樓並非蜃氣

所致，而是「山川之氣掩映日光」而成：  

蜃氣樓臺之說，出《天官書》，其來遠矣。或以蜃為大蛤，《月

令》所謂「雉入大海為蜃」是也。或以為蛇所化，海中此物

固多有之。然濱海之地，未嘗見有樓臺之狀，惟登州海市，

世傳道之，疑以為蜃氣所致。...觀此，則所謂樓臺，所謂海市，

大抵皆山川之氣掩映日光而成，固非蜃氣，亦非神物。...。

（《菽園雜記》卷九） 

徐光台老師校釋《格致草》，在〈化濕卵胎之生〉題要說明，

在西學傳入中國以前，關於生物的產生或繁衍，傳統主張四種方

式：化生、濕生、卵生、胎生。「雉入大海為蜃」，是源自中國傳

統基於氣的自然哲學觀裡的「化生」，是氣化而生的物種轉換。
15

 

熊明遇和方以智雖然接觸了西學，但仍秉持「氣」的自然哲

學觀。方以智的學生揭暄（1621-1702）注《物理小識》〈海市山

市〉說：「氣映而物見，霧氣白湧，即水氣上升也。水能照物，故

其氣清明上升者，亦能照物。」用水面能照物（反射成像），其上

升的氣也可照物，謂之「氣映」，來說明蜃景的生成，雖不符合現

代光學解釋，但遵循其對「氣」的觀點，給出了一番解釋。  

 

 

 

                                                      
15 徐光台校釋，《函宇通校釋：格致草：附則草》，頁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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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揚州東市塔為何忽倒，因為相關資訊不足，實難判斷。揚州

老人所言之「海影翻」是何意，筆者仍不知就裡。後世文人在傳

抄過程中，文句及文意解讀卻大異其趣，實在讓人費疑猜。 

揚州東市塔影倒，因段成式這段記載未提到「窗隙」，無法確

定是「針孔成像」。根據「忽」倒，筆者猜測有可能是當時路面溫

度上升，達到海市蜃樓的下現蜃景條件，而成的倒立影像，與佛

經裡所謂的「陽燄」是一樣的情況。那麼，揚州老人的「海影翻」

會不會是指「上現蜃景」翻轉變成「下現蜃景」？ 

自古認為海市蜃樓是大蛤吐氣而成，根據中國傳統氣的自然

觀，許多氣象現象都用「氣」來解釋，但此氣並非我們現在所認

知的「空氣」。蜃由雉轉化而來的化生觀念，也是氣化而生的概念，

與現代思維不同。當我們站在「氣」與「化生」的傳統思維來思

考時，才能知道要跳脫既有觀念並不容易。 

從現今幾何光學來看，沈括的塔倒影是塔之光線透過窗隙的

針孔成像，下現蜃景的光學道理則更為複雜，是光線透過不同溫

度的空氣層經折射與全反射所成之像。這兩種成像（不是「影」），

都是基於日光照射到物體（塔）後，從物體表面「漫反射」的光

線，而不是從塔發射出來的「影像」。
16

 

疑義相與析，藉由此文希望能與古人及今人探討揚州老人所

言之「海影翻」是何意，以及解開揚州東市塔為何會忽倒之謎。 

 

徵引書目 

〔明〕熊明遇著、徐光台校釋，《函宇通校釋：格致草：附則草》，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16 邱韻如，〈沈括之「礙」：中國古籍對塔倒影的探究與概念發展〉，《中華科

技史學會學刊》，2021，26 期，頁 5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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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臺灣文藝媒介論美濃烤菸技術史與記憶* 

張凱清*

一、 前言 

菸業，指與菸相關的農事與技術，如種菸、採菸、在菸樓烤

菸，以及把菸拿去給鑑定員鑑定價錢等過程。臺灣菸業專賣（1905-

2017）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日本軍需，由日本總督府從美國

維吉尼亞州引進黃色菸葉（學名：Nicotiana rustica），在大正二年

（1913）於花蓮的三個移民村：吉野村（吉安鄉）、豐田村（壽豐

鄉）和林田村（鳳林鎮）種植。1昭和十四年（1939）日本總督在

臺中大屯郡與大里庄、花蓮港廳花蓮郡、高雄州屏東郡九塊庒等

試驗所，擴大各菸種的改良與試驗。2總督府為了保障日本灣生的

收入，菸業一開始為他們所專有。在不斷地試驗與改良指導下，

提升菸草種植與烘烤品質，兌現在臺日本人能自給自足的初衷。

透過專賣制保價收購，總督府將臺灣打造為獨立自主的殖民經濟

體。 

國民政府來臺後，沿用日治時期規劃，設立五大菸區：臺中、

宜蘭、嘉義、屏東和花蓮。1955 年臺中菸區深受霜害，於是公賣

局在 1958 年接受左天覺博士的建議，逐漸縮減臺中菸區，並轉移

                                                      
*  此稿件發表於「第十二屆科學史研討會：跨文化歷史中的科學技術與醫療」

(2021.03.27)，修改後投稿。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族群與文化碩士班研究生。E-mail:leo19980109@gmail.com. 
1 稅所重雄著，吳萬煌譯，《臺灣菸草栽培變遷史》（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

會，1993），頁 94。 
2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臺灣の專賣事業》（臺北州：臺灣總督府專賣局，1941），

頁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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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屏東菸區集中，高雄美濃就被劃入屏東菸區。3實際上，早在 1951

年屏東菸區的菸草種植面積就已超過嘉義，1972 年更是超過臺中

菸區。由於 1961 年宜蘭菸區的烤菸品質與產量不如屏東菸區，該

年菸草種植面積也僅佔全臺 0.22%，公賣局因此在當年裁撤宜蘭

菸區。4因栽種環境，屏東菸區的種植面積逐年提升，其餘菸區則

下降，催化了美濃「菸草王國」的形成。 

2002 年 1 月 1 日臺澎金馬地區正式成為 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會員國，政府取消菸酒專賣制度，於同日起施行菸

酒稅制，菸酒公賣局最終於 2017 年停止向農民收購菸草。5收購

菸草、製煙及賣煙品在市場上不再只是政府獨有的特權，臺灣一

世紀以來的菸業專賣制正式結束。 

菸業沒落後，鮮少有關菸草農業技術的研究，而多半停留在

農業引進與改良的研究範疇，如菸葉栽培、烘烤技術及菸樓建築

與烤菸的成效等，缺少以文學與藝術視角針對烤菸技術史進行討

論。1975 年臺灣從日本引進堆積式烤菸機器，廠牌有七種；型式

則分為四坪三層與六坪二層，前者因為容易升溫過快，導致上層

的菸沒烤熟，後者則以溫差小且容易操作聞名。6若以空間成本計

算，將柴火烤菸樓改建為四坪三層的堆積式乾燥機，對菸農來說

十分不划算，還會浪費原有的烤菸空間，故菸農多選擇另外安裝

堆積式烤菸機。假使空間足夠，菸農則會考慮六坪兩層型。7 

                                                      
3 左天覺講詞；胡澤長譯，〈左天覺博士對臺灣菸草事業的改進意見〉，《臺菸》，

2 .7（臺北：1965），頁 20-21。 
4 臺灣省菸酒公賣局編，《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局志》（臺北市：臺灣省菸酒公賣

局，1997），頁 50-51。 
5 據《菸酒管理法》第 10 條、第 11 條及第 16 條菸酒製造業者及菸酒進口業

者，只要向主管機關檢附相關文件申請，就能領有執照可產製及營銷菸酒業。
參閱財政部國庫署編著，《菸酒管理法規彙編》（臺北市：財政部國庫署，
2004），頁 5-8。 

6 晚生，〈談黃色種菸葉堆積烤菸法〉，《臺菸》，20 .4（臺北：1982），頁 8-10。 
7  吳啟安，〈六坪二層及四坪三層型堆積烤菸法之比較研究〉，《臺灣省菸酒公

賣局菸葉試驗所研究彙報》，10（臺中：1979），頁 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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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烤菸方法及影響經濟因子之探討〉一文指出，堆積式

烤菸較人工柴火烤菸大幅節省成本，不僅烤菸工人數跟烤菸工資

只需要原本的 70.1%與 69.6%，烤菸時間更只需原本的 23.6%。8

各種數據顯示電腦化烤菸較柴火烤菸既節省成本，還帶來更高的

利潤。〈堆積烤菸機之特性與操作要點簡介〉文中亦是列舉堆積式

烤菸的許多優點： 

目前之菸葉生產已逐步進入機械化，據資料顯示，使用機械

採收及堆積烤菸，每公斤乾菸葉需花用 16 元之生產成本，若

使用人工採收及舊式烤菸，每公斤乾菸葉則需花用 21 元；在

勞力方面，使用菸葉採收機及堆積式烤菸比使用人工採收及

舊式烤菸可節省 15.8小時／100公斤。同時栽培面積愈增加，

其生產成本遞減，亦即機械化的結果，節省勞力甚多。9 

不過這些農業技術報告對堆積式電腦烤菸的技術紀錄，和文

藝媒介指向從事柴火烤菸過程的勞苦與溫馨，以及堆積式電腦烤

菸帶來的農村產業沒落景象截然不同。黃色菸葉須以烤菸（flue-

cured）方式加工，在東亞集約農業的脈絡下，通常以家戶或家族

的型態經營烤菸事業，其中，高雄美濃為臺灣菸業發展最蓬勃的

地方。文藝媒介記憶所反映緬懷的敘事觀，與官方對烤菸技術的

紀錄產生關鍵議題和論辯，本文透過文藝媒介的獨特視角來談美

濃烤菸技術史，進而補充烤菸技術史在農業改良背景下的限制。

本文發現文藝媒介對烤菸技術的生態、電腦化烤菸和農村變遷進

行反省，也回應了臺灣整體產業變化的脈動。臺灣文學專家陳建

忠曾說過： 

                                                      
8 唐火勝，〈不同烤菸方法及影響經濟因子之探討〉，《臺菸》，19 .7（臺北：1982），

頁 10-14。 
9 唐火勝，〈堆積烤菸機之特性與操作要點簡介〉，《臺菸》，17 .7（臺北：1980），

頁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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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本是人類文明一個整體、互動發展的過程，歷史小說家

則試圖留住歷史記憶、解釋歷史本身的意義。在總是無法免

於某一定點下的美學與意識形態的傾向下，本文相信，整體

性地來考察臺灣歷史小說的各種層次，應該能夠拼湊成一個

較完整的歷史圖像。10 

然而圖像媒介也具保留過去場景、印象和面孔等記錄歷史的

功能，引領科學與技術研究「可視化」的知識生產。11因此本文藉

由文學與視覺媒介談烤菸技術史，去理解科學史書寫傳統外的歷

史意義，使得文藝媒介在烤菸技術史上，並非只被當作證據，還

能透過文藝媒介間的比較，梳理出有價值的歷史訊息，透過回顧

菸草技術的脈絡，重新理解烤菸技術史與文藝媒介的知識共構。

雖然有學科界線上的距離，但筆者在整理和黃色菸業相關的文藝

媒介後，發現臺灣菸業史與菸業文藝媒介的創作，常放在六堆客

家12的族群論述來談論，其中又以美濃為重，故本文將此類型文藝

媒介界定為「菸業媒介」。值得關注的是菸業媒介如何建構地方文

化，以及對烤菸技術有哪些反映與省思。接著本文藉由文化研究

的視角，來談論烤菸技術史被大量創作的現象，進而梳理文藝媒

介背後的歷史觀念。因為筆者認為「記憶」作為重要的社會現象，

能組織技術史與文藝研究兩個知識典範，使得臺灣菸業的歷史書

寫更為完整，並能提升對臺灣烤菸技術史的理解。 

                                                      
10

 陳建忠，《記憶流域 : 臺灣歷史書寫與記憶政治》（新北市：南十字星文化

工作室有限公司，2018），頁 67。 

11 Ronald E. Doel and Pamela M. Henson, “Reading Photographs: Photographs as 

Evidence in Writing the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 ” in Ronald E. Doel, Thomas 

Söderqvist (ed.) , The historiography of contemporary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writing recent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 201-236. 
12 六堆客家：指講南四縣的客家庄，包括右堆：高雄市美濃區、六龜區、杉林

區，甲仙區少部分、旗山區手巾寮（今旗山區廣福里）、少部分屏東縣高樹

鄉、里港鄉武洛（今里港鄉茄苳村）、左堆：屏東縣新埤鄉、佳冬鄉、前堆：

屏東縣長治鄉、麟洛鄉、屏東市田寮、九如鄉圳寮（今九如鄉玉泉村）、後

堆：西半部屏東縣內埔鄉、中堆：屏東縣竹田鄉、鹽埔鄉七份仔（今鹽埔鄉

洛陽村）、先鋒堆：屏東縣萬巒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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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獻回顧：烤菸技術史美濃客家地方的淵源 

追溯臺灣菸種的源流，是福建的水手和商人將菸種從菲律賓

輸進中國漳州，使菸業在閩南沿海地帶發展。13臺灣原住民種植的

「番產菸葉」多不可考，為臺灣最早出現的菸種，主要製成雪茄

相關煙品，14可推估為明朝嘉靖、萬曆年間（約 1560-1580），由商

船或倭寇從南洋一帶傳來，最有可能是來自菲律賓群島。15而臺灣

的中國支那種菸葉是自漳、泉兩地帶來的原鄉品種，因其在平地

種植，故稱作「平地菸草」。乾隆年間的《重修臺灣縣治》提到此

菸種，主要功能為農作除蟲；製成的煙品，多為劣質的菸絲，其

他則作治療瘴氣使用。16上述提及的中國支那種、番產菸，還有菲

律賓馬尼拉種皆以曬菸處理，不須經過烤菸。本文討論的黃色菸

葉則必須以烤菸方法加工，兩種加工模式不大相同。 

整體而言，臺灣菸草的加工技術，從曝曬菸演進到柴火烤菸，

演進到堆積式電腦烤菸，其中特別強調臺灣菸業最大的特色──專

賣制度。17值得一提的是，宜蘭最初種植的菸種並非由日本引進的

黃色菸草，故其加工過程中不會有烤菸的步驟，而是放在「菸仔

屏」曬菸，直到日治時期總督府引進黃色種菸葉後，宜蘭地區才

有菸樓和烤菸技術。18不過由於宜蘭菸區氣候潮濕多雨，不適合種

菸，1961 年取消此菸區。19臺灣菸業從曬菸過度到烤菸的技術發

                                                      
13 張崑振，《臺灣文化產業體系價值 菸、茶、糖篇》（臺中市：文化部文化資

產局，2013）。 
14 黃哲永、吳福助編，全臺文五十九─唐贊袞《臺陽見聞錄》（臺中市：文听閣

圖書有限公司，2007），頁 264。 
15 洪馨蘭，《台灣菸業》（臺北市：遠足文化，2014），頁 22。 
16 魯鼎梅等人編纂，《重修臺灣縣志（全）第二輯》（臺灣：大通書局印行，1989

年印），頁 413。 
17 張崑振，《臺灣文化產業體系價值：菸、茶、糖篇》，頁 36。 

18 黃瑞珠，〈羅東區菸農種菸草的家族記憶〉，《宜蘭文獻》，111（宜蘭：2017），

頁 46-91。 

19 黃瑞珠，〈宜蘭煙草栽培史初探——從清末、日治到公賣局裁撤〉，《宜蘭文

獻》，111（宜蘭：2017），頁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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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再發展電腦化的烤菸技術，大致上可分類為三階段；但由於

後續的發展程度不一，不一定都會經歷上述階段。 

（一）菸業和美濃的緊密淵源 

菸草種植對於土壤的條件非常嚴苛，帶有腐殖質（humus）或

石灰是最理想的土質。對於酸鹼度的要求限於 PH5.5-6.0，質地須

為砂質土或礫壤質。20換言之，乾燥的環境對於種植菸草較佳，以

臺灣南部最為合適。從大正元年至昭和元年（1912-1926）的〈一

百萬分之一煙草耕作地分布圖〉（圖 1）可知，日本在規劃黃色種

菸草的種植時，屏東北部地區便是最大的種植區塊。 

 

圖 1：〈一百萬分之一煙草耕作地分布圖〉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授權提供） 

                                                      
20 汪呈因，《特用作物學》（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80），頁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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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的〈五萬分之一臺灣省屏東菸區土壤之酸度〉（圖 2）

地圖，有了更詳細的酸鹼值測量，顯示著屏東菸區土壤酸鹼度中

為 PH5.5-5.9 的地區，且多數集中在美濃地區。土壤酸鹼值的標

示說明美濃在種植菸草方面，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 

 

圖 2：〈五萬分之一臺灣省屏東菸區土壤之酸度〉 

筆者擷取其美濃地區（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授權提供） 

根據《美濃鎮誌》記載，1936 年美濃從屏東引進菸葉種植，

由於土壤條件極適合栽培，在林恩貴先生的大力推行，種植菸草

始為流行，當地人以勤奮的態度支撐著菸業。以工換工的「交工」

模式，以及堆積式電腦烤菸設備發展前，家族總動員都投入菸作

生產，甚至六歲以上孩童也要幫忙做工，這皆是此地菸業的特色。

日治時期的美濃以種稻作為主，部分種甘蔗與雜糧，但因技術落

後產量並不多，日治時期後期則將原種雜糧的土地大量轉種菸。

由於菸種植於兩季稻作間的秋冬季，且稻作水田灌溉，大幅度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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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種植其他農作的機會。21《澎湖を古今に渉りて.美濃庄要覧覽》

提到日本總督府推行「水稻早植政策」，使作物避免雨季損害。除

此之外，「簣乾獎勵獎勵政策」則充分利用南臺灣陽光直射帶來的

良好乾燥法，使蓬萊米的試驗與種植品質成功，大勝中北部的劣

質米作。在總督府的兩個政策下，農民不僅獲得大量收入，也奠

定了美濃作為農業基地的地位。22 

透過兩份地方史料，可知日本總督府對於美濃農業發展的精

心策畫；不僅建設水利使農作興盛，蓬萊米的大量種植與試驗，

更使得美濃地區的稻作品質良好。儘管稻作推廣順利，但是美濃

因土質氣候非常適合菸草，故形成兩季稻作一季菸作的循環。由

於水利建設發展及各種農業的政策所發展起來，再透過當地的交

工模式推展到極致，美濃因此和菸業緊密相連。農業技術與政治

經濟發展的相輔相成，促使美濃在臺灣菸業史和全體客庄發展上

別具一格。 

（二）美濃論述下的烤菸文藝媒介 

《菸草美濃：美濃地區客家文化與菸作經濟》解釋美濃之所

以成為「菸城」，是因為過去自然條件與日本總督府的政策，再加

上菸業帶來顯著的經濟效果，進而培育許多具論述能力的創作者

與學者，最終加深了菸業與美濃在地的連結；美濃所在的六堆地

區與屏東北部距離市區較遠，缺乏就業機會，居民往往選擇從事

農業，而日治時期開始的家戶責任制，使得菸業運作以家戶為一

個生產單位。23於是筆者從自然環境與政治經濟條件來解讀菸業

                                                      
21 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美濃鎮誌》（高雄縣：美濃鎮公所，1996），頁 1180-

1183、1189。 
22 在昭和 12 年（1937），水稻總獲 1,901,624 日圓，佔全庄（鎮）農產總額 90%。

農業興盛的關鍵在於日治時期設立獅子頭水圳，除竹頭角與其它地勢較高
地區之外，其他區的荒地皆已轉為美田。參閱杉山靖憲編著；栗原純、鍾淑
敏監修.解説，《澎湖を古今に渉りて.美濃庄要覧》（東京都：ゆまに書房，
2015 年；據昭和 13 年美濃庄役場發行本影印），頁 83-85、97-98。 

23 洪馨蘭，《菸草美濃：美濃地區客家文化與菸作經濟》（臺北市唐山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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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轉向以客家人文色彩結合烤菸技術，重構地方史。本文藉由

此歷史敘事的轉向，來分析文藝媒介所再現的烤菸技術史，及其

和在地風土的交織，說明美濃菸業與烤菸技術為何被大量創作，

並去回應菸業史的記憶。值得注意的是，右堆24地區因家族主義，

造就地域方言群密切通婚，緊密的姻親關係支撐著菸業，如戶與

戶之間，以及地域方言群之間相互合作。25換言之，在地烤菸技術

和地方方言群及家族息息相關，支撐了烤菸技術所需的勞力與分

工，因此在美濃或右堆更能透過菸業體現的「客家性」。 

由於都市化的影響，從事農業的效益越來越低，許多屏東菸

區和臺中菸區的菸農開始棄作。為了因應環境變動，公賣局於

1960 年代初期計畫擴大屏東菸區的種植面積，將屏東菸區的種植

面積擴大，以集中自然環境跟足夠人力支撐美濃地區的菸業。26筆

者認為自日治時期高雄美濃被欽定為菸草栽培區時，命運便從此

改變，由於烤黃色菸草的高度人力需求與當地客家族群的性質相

互影響下，形成了以工換工的交工經濟模式。家族性不僅提供菸

作所需的大量勞動力，也適應專賣制的嚴格管控，影響每戶人家

能種多少菸的限額，到最後將烤好的菸交給鑑定員鑑定，其成果

大幅影響菸農的年收。 

    地方論述的歷史脈動影響了文藝創作，《美濃作家的在地書

寫研究》指出菸業書寫成為塑造美濃客家文化的基礎，特別是在

地人的共同記憶，因此使得美濃人對自身歷史有深刻認同與歸屬

感，地方特殊性深遠影響著在地的歷史書寫。27不過因年代關係，

本文並未討論和菸業相關的繪畫、詩及客家流行樂，但此研究是

本文開展烤菸媒介的基礎。全臺灣多處都有菸業，但在筆者的整

                                                      
24 右堆為南臺灣六堆客家地區的其中一支，涵蓋今日高雄市美濃區、六龜區、

杉林區全區，甲仙區、旗山區部分，及少部分屏東縣高樹鄉、里港鄉。 
25 洪馨蘭，《粲—川流不息：六堆‧礱間‧家族敘事》（屏東縣：客家委員會客家

文化發展中心，2017），頁 16-17、74-80。 
26 洪馨蘭，〈屏北平原「臺灣菸草王國」之形成以《台菸通訊》(1963-1990)為

討論〉，《師大臺灣史學報》，3（臺北：2010），頁 45-92。 
27 鍾怡彥，《美濃作家的在地書寫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2014），頁 212-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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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過程中發現，許多創作者或文本內容高度和美濃相關，顯示客

家子弟勤於書寫所累積的論述成果。 

三、 正文：文藝媒介的兩種烤菸技術 

本文的菸業文藝媒介，為描寫黃色菸草的烤菸技術，包括柴

火烤菸與循環式堆積乾燥機（bulk curing system）電腦烤菸，創作

上多以客語「電腦」（南四縣客語：tien55 no31）指涉此專有名詞，

故在本文中將此類型文藝媒介，稱作「電腦烤菸媒介」。本研究的

媒介範疇包含攝影、小說、電視劇、報導文學、現代詩、客家流

行音樂、繪畫等媒介，且普遍具「苦味」的共通特質，並多和美

濃相關，如下表 1。 

筆者發現，這些藝文作品呈現對烤菸技術史修改的現象，特

別是堆積式電腦烤菸時期，一致反映的農村凋敝，和歷史書寫的

1970 年代美濃菸葉全盛期恰好相反，且此時期也尚未有那麼多的

文藝媒介創作。臺灣文藝媒介，則側重於柴火烤菸時代的呈現，

如烤菸須輪流顧火持續 7 天 7 夜恆溫 70℃；電子化的堆積式電腦

烤菸媒介，則強調菸業沒落至結束之際，描寫烤菸溫度降至 40℃，

且持續 10 天的烘烤。雖兩類型的文藝媒介有對比出兩種烤菸技

術的變遷，但卻未比較兩種技術的操作流程，如人力成本的節省、

電子化烤菸帶來的利潤提升、兩種技術溫度與烘烤時間的差異等

步驟景觀。舉例來說，柴火烤菸須爬上聯架掛好要烤的菸串，電

腦烤菸則不需要，而是用全身力量推進菸串。換句話說，本研究

發現文藝媒介思辨技術史的記憶政治，更加豐富了臺灣菸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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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筆者蒐集與整理菸業媒介相關作品 

年代 創作者／形式／作品 

1958 鍾理和／小說／〈菸樓〉 

1960s 
Myron L. Cohen／民族誌與攝影／博士論文 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The Chinese Family in Taiwan 

1964 劉安明／攝影／〈劈菸仔柴〉收入《定格美濃．劉安明》 

1968 鍾鐵民／小說／〈菸田〉 

1970s 鍾鐵民／小說／〈雨後〉 

1981-

2021 

魏三峰／攝影／《檜木樓子菸草鄉 嘉義菸葉百年影像紀
實》 

1990 吳錦發／小說／〈秋菊〉 

1992-

1993 
周晏子（編導）／電影／《青春無悔》 

1994 

鍾永豐／報導文學／〈菸草路〉 

鍾秀梅／報導文學／〈遙遠菸草〉 

鍾秀梅／報導文學／〈紅紅爐火〉 

鍾秀梅／報導文學／〈菸農紀實〉 

李允斐／報導文學／〈建構台灣文化年輪〉 

李允斐／報導文學／〈土地‧菸樓‧人民的藝廊〉 

2001 鍾鐵民／報導文學／〈冤業〉 

2006-

2009 

鍾舜文／繪畫、攝影與報導文學／《那年，菸田裡：斗笠、
洋巾、花布衫》 

2008 
鍾永豐（詞）、林生祥（曲）／客家流行樂／〈菸田〉 

張修誠（導演）／電視劇／《菸田少年》 

2011 曾宏智（導演）／紀錄片／《阿力伯的菸田》 

2014 黃瑋傑（詞、曲）／客家流行樂／〈阿芳仔个家族農業史〉 

2015 羅文裕（詞、曲）／客家流行樂／〈菸樓清風〉 

2016 
李慧宜／報導文學／〈白露 歐吉肖粉鳥〉 

李慧宜／報導文學／〈美濃的田間盛宴〉 

2017 丁威仁／現代詩／〈瀰濃辯證法〉 

2019 陳柏政、張凱清、蔡依璇／報導文學／《菸語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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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雖有許多文藝媒介觸及菸業主題，但並非所有作品皆

描寫烤菸技術，因此若媒介無處理技術史的議題，就不列於本文

接下來進行的媒介分析。本文從這些蒐集到的烤菸文藝媒介中，

篩選出和技術史高度相關的作品，並分為描寫柴火烤菸及堆積式

電腦烤菸的兩大主題，再依照作品年代排序。 

（一）柴火烤菸：家族人力撐著 7 天 7 夜恆溫 70℃的勞苦 

劉安明於 1964 年所拍攝的〈劈菸仔柴〉（圖 3），為了節省烤

菸帶來的開銷，當地人撿拾漂流木作為薪柴。28影像顯現舊社會的

美濃人撿拾漂流木，與身後微小菸樓的連結，畫面的右半部為如

同搖錢樹一般的菸田。今日來看，撿拾漂流木有犯法的疑慮，但

在此強調烤菸技術除了仰賴大量的人力，還需要負擔木材成本，

並涉及了科學報告中不去討論的菸業面向。文藝媒介說明烤菸技

術帶來許多的環境問題，甚至影響年輕一輩對於在地文化認同的

不接納。 

1968 年的小說〈菸田〉以第一人稱敘事，主角阿壬因母親多

病，哥哥不成才，於是到大財主發貴伯家做長工。小說中的人物

面對留鄉與否掙扎，對應著鄉村人口流逝的議題，暗指高度人力

需求的菸業將被瓦解。小說原文提到：29 

媽媽說：「很忙嗎？好久都不回來。」「烤菸葉，脫不開身。

我買兩斗米在缸裏，這裏五百元妳帶在身上用。我要等菸樓

熄火後才能再回來。」 

「妳也天天忙嗎？我日夜蹲火場，想出去真不容易。」 

                                                      
28 劉安明，〈劈菸仔柴〉，收入於黃智偉編，《定格美濃．劉安明》（臺北市: 遠

流出版公司，2012），頁 63（圖像資料經客家委員會客家發展中心文資典藏

組授權使用）。 

29 鍾鐵民，〈菸田〉，收入林瑞明編，《鍾鐵民集》（臺北市：前衛出版社，1993），

頁 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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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劉安明〈劈菸仔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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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雨水太好，淋了這陣雨，把黃葉又給弄得回青回嫩，烤

起來顏色先就差了。排水又排不好。菸葉像在菸樓裏蒸，葉

蒂一爛，都掉了下來。如果不幸碎葉穿過鐵線網，觸到燒得

紅紅的鐵筒，連屋子都會燒掉，那才倒霉哩！葉子長大，肥

厚也是沒有用的。」我說。 

此兩段引文皆說明過去的柴火烤菸技術高度仰賴人力，故家

庭成員須輪流看火，來確保烤菸品質，而當發生天災或人為疏失，

卻會毀掉秋冬季以來的農勞。冬雨對於菸葉的影響，也將影響烤

菸的結果。〈菸田〉說明南部是臺灣最適合種菸的地方；菸種植於

秋冬季，除了南部冬季不常下雨外，臺灣其餘各地皆是雨季多，

更使臺灣的菸區有所限制。小說雖強調鄉村勞動力被都市的就業

機會吸納，造成農村變遷，不過從技術史來談便有所呼應，如烤

菸技術須長時間輪流顧火，工作時間非常不彈性。再者就是採菸

前忌諱雨季，就算在南臺灣種菸，仍有雨害的風險。媒介呈現小

人物菸農的憂心記憶，擔心菸作有個萬一，烤菸品質成敗關乎氣

候和烤菸過程的掌握，烤菸的品等將大幅影響收入。雖種菸獲利

高，但對於年輕人而言，若有出去工作的機會，當然不會選擇繼

承家裡的菸業。 

1994 年的報導文學〈紅紅爐火〉中的長工祥鳳，協助主人家

裡烤菸的生活，在冬夜裡一邊烤菸，一邊煮沙丁魚罐頭粥，或是

烤玉米等生活小樂趣。長工祥鳳去當兵後，作者開始接手家裡的

烤菸工作，體會到菸業中的勞苦。當電子式烤菸取代柴火後，對

於人力的需求變少，長工因此離開，作者因而想起昔日家人勞累

的身影。30〈紅紅爐火〉見證烤菸技術的改變：記憶詮釋上，柴火

烤菸須以人力看火，雖辛苦但過程中卻有許多樂趣，勞動過程與

家族緊密相合；到了堆積式電腦烤菸時期，照應著人口外流的農

                                                      
30 鍾秀梅，〈紅紅爐火〉，收入於美濃愛鄉協進會編，《重返美濃》（臺中市：晨

星出版社，1994），頁 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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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會。最後，作者表達對菸業沒落與技術改變的冷清景象感到

惋惜。 

除了 1964 年劉安明的〈劈菸仔柴〉攝影外，2001 年報導文

學〈冤業〉也反映了柴火烤菸必須消耗大量的木材，並描寫菸農

對於菸業的百感交集，因經濟上的需要，就算再辛苦也要種菸來

改善生活。在文中更指出柴火烤菸大量消耗能源，甚至造成環境

污染：31 

當年因為有菸葉收入能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一代，開始感覺

靠種植毒害人們身體的菸草謀求生活，絕不光彩。而且反省

家鄉早年燻烤菸葉，每一季每一棟菸樓都要燒掉兩大卡車的

木材，破壞大自然森林水源，有違道德。有些人對家鄉的種

菸歷史感到羞愧，不願再凸顯家鄉數十年來所形成的菸葉文

化特色，連美濃客家文物館採用菸樓型式的建築都大加撻伐。 

然而，種菸的收入的確解決不少家庭的生計問題，讓美濃鄉

親有能力栽培下一代。因此，鍾鐵民強調早期抽菸無關道德，種

植菸業僅是一種耕種行為，也因昔日菸業造就美濃今日的成就，

更不該否認菸業文化的曾經。不過鍾鐵民也對過去提出批判，烤

菸需耗費的大量木材，且烤菸勞動也具有危害身體的疑慮，體現

文學批判社會的功能，及反省外出遊子對於菸業和家鄉文化的羞

愧。 

這些柴火烤菸的文藝媒介，更反映出家人間的彼此幫忙。客

家社會中的家族結構，同時是承載菸業的關鍵。鼎盛時期的美濃

菸業，就算烤菸可帶來豐沛的收入，但若人力不足，又該如何經

營下去？即便給了工錢還不一定有人要做，且黃色菸草至少須烤

上 150 小時，是漫長的接力賽，烤完一批還要接著下一批。交工

                                                      
31 鍾鐵民，〈冤業〉，收入鍾怡彥編，《鍾鐵民全集 5 散文卷 1》（高雄市／臺南

市／高雄市：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國立臺灣文學館／高雄市政府客家委員

會，2013），頁 343-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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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也是因複雜的烤菸技術而誕生出來，特別是在柴火烤菸的時

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才會如此緊密。換言之，客家夥房蘊含美

濃大家族的傳統，是支撐菸業人力所需的關鍵，也是過去菸業支

配美濃 70 多年來的生活樣貌，故成為創作題材，並形成龐大的美

濃菸業論述。菸業雖已隨社會變遷結束，但這些媒介具永恆性承

載美濃、客家身分及菸業三者的交織；菸作成為在地文化標記與

認同，在美濃形成特殊的歷史記憶。 

（二）循環式堆積乾燥機烤菸技術：走向巔峰接著殞落 

此節談論電腦化烤菸的文藝媒介如何反映與反省現代化對

於烤菸技術的變遷，並呈現在地方史觀的記憶詮釋。1990 年吳錦

發的小說〈秋菊〉中，主角阿發仔外出求學，回家鄉時遇到忙於

烤菸的女主角秋菊，並展開一段暗戀故事。秋菊最後因血癌而死，

以未果愛情隱喻「返鄉」青年，回到家鄉除了務農外便無從發揮，

秋菊的死亡也呼應菸業的結束。32〈秋菊〉呈現了烤菸技術搭配專

賣制度的高收入，牽絆想往都市發展的青年；另一方面家族又會

希望孩子不要從事艱苦的菸業，將孩子從家鄉往外推。在此將《青

春無悔》的電影拍攝與劇本進行堆積式電腦烤菸的技術史分析，

以下節選兩段劇本的文章：33 

（前言）在美濃，勤儉堅忍的客家農民依然保存傳統的生活

信念，他們在土地上種植菸葉，使用古老的菸樓——這些菸

樓因後來政府要求全面改用電動烘乾室來烤菸而廢置，至今

仍有很多未被捨得拆掉，成為當地獨特的人文景觀，也是本

片的一個重要場景。 

（電影劇本臺詞）阿基：「本來就是，這樣掛菸又辛苦又危險，

聽說有一種全自動烘乾機，一等好用！」義父：「全自動有什

                                                      
32 吳錦發，《青春三部曲：閣樓．春秋茶室．秋菊》（臺北市：聯合文學出版有

限公司，2005），頁 168-268。 
33 吳孟樵、周子晏，《青春無悔》（臺北市：幼獅，1993），頁 11、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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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好？菸樓用了幾十年不是一樣用得好就好！」（阿義收起

心，伸手往下，只見幼眉豎著菸篙給他。） 

這兩段文字形成電腦烤菸技術時代的關鍵議題，在於烤菸從

柴火改為電子化烤菸，其背後是由政府在推行。到了電腦烤菸時

代，原有的柴火烤菸轉變為一種感性的視角，去緬懷過去的勞動

空間。在《臺菸》亦是提到和《青春無悔》相近的論點： 

舊式烤菸法需要熟練的烤菸技術及積久之經驗，有些年長農

友積數十年之烤菸經驗，然而年輕的菸農可能缺乏如此經驗，

若新的一代要接棒，也許要經過數年之親自經驗，接受訓練

及研習，方能獲得熟練的烤菸技術；至於堆積式烤菸就沒有

這些顧慮，我們可以舉辦一次堆積烤菸講習會，請烤菸專家

及廠商之技術員會同，針對烤菸特性及操作要點詳加解說，

並實際做烤菸觀摩會，菸農可以相互揣摩交換意見，共同研

究問題，如此必能發揮功效。34 

這段話更顯示著不同世代的菸農，對於菸業中的技術，該如

何運作有不同期待。《青春無悔》的電影臺詞更加凸顯年輕一輩跟

老一輩的菸農，針對兩種不同的烤菸法進行爭論，如實展現從柴

火烤菸過渡到電腦烤菸的景象，指涉老一輩菸農較為眷戀過去的

柴火烤菸，也顯示老一輩菸農面對技術變遷的心境，因曾有十多

年來的在菸樓付出，故不易接受新式電腦烤菸；此心聲也隨生命

凋零，而消失殆盡。 

《那年，菸田裡：斗笠、洋巾、花布衫》一書結合攝影與報

導文學，紀錄高雄美濃菸業的結束。鍾舜文從小看著菸田長大，

在 2006 年聽到菸田即將消失，卻沒有好好去認識，覺得非常可

惜，藉此寫了些許文章與影像紀錄即將結束的菸業，並於 2009 年

                                                      
34 唐火勝，〈堆積烤菸機之特性與操作要點簡介〉，《臺菸》，17 .7（臺北：1980），

頁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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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結出版。以下引書中鍾舜文兩段散文與幾幅攝影來說明電腦烤

菸技術：35 

將夾好的菸串放入燻菸室的架上，為了有效利用空間，多半

會隔著木板將菸葉往內推。阿叔、阿伯肩並著肩，伸直了手

臂，合數「一、二、三」地將上排菸串往後推；轉個身，同

樣「一、二、三」地用屁股帶動全身重量，一齊將下排菸串

向後推。如此將菸串順序推進燻菸室，等待菸串放滿，就可

以關門囉！ 

到了阿伯家，夫婦倆熱心地邀我們先進去看看，順道向我們

簡單介紹了燻菸的程序。阿伯家寬廣的倉庫內有兩座燻菸室，

已經燻好的那一座將在明天卸菸，另一座則正在燻烤。伯母

打開燻菸室側邊的觀景窗口給我們看，裡面是已經燻了三天

的菸葉，原本青綠的葉面此時已轉成黃綠色。燻菸的溫度在

38 至 40℃左右，燻烤至乾，需要近十個工作天；最後準備收

乾時，溫度還會再調高一些些。 

從鍾舜文的書寫，可得知電腦化的烤菸溫度和柴火烤菸大為

不同，從柴火烤菸的 70℃降至 38 至 40℃，時間也從 7 天延長至

10 天。鍾舜文所紀錄的是菸業快結束的時期，而不是美濃菸業的

鼎盛時期。因此，她對於技術的詮釋有較多的悵然之感。不論文

字或圖 4 攝影中所再現的電腦烤菸，顯然已和她的爺爺鍾理和、

父親鍾鐵民筆下的菸業大為不同；她所描寫的電腦化烤菸，帶出

農村凋零景象，和上一輩描寫烤菸時代的輝煌大為不同。不過據

《美濃鎮誌》所呈現烤菸技術的鼎盛時代，應在 1976 年後十年左

右。36同時，在〈美濃地區菸樓建築之調查研究〉中指出，美濃在

                                                      
35 鍾舜文，《那年，菸田裡：斗笠、洋巾、花布衫》（臺北縣：夏日出版社，2009），

頁 40、43、46、53。 
36 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美濃鎮誌》（高雄縣：美濃鎮公所，1996），頁 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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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年開始大力推廣堆積式電腦烤菸。37因此美濃菸業的榮景，

主要是拜電腦烤菸技術所賜。 

日治時期的農改技術，及不斷地實驗和試種所累積的基礎，

再來也是因電腦化烤菸技術降低了烤菸失敗、穩定品質，最後使

產量大幅提升。但在鍾舜文的創作中所呈現的電腦烤菸景象，卻

是農村凋零，僅剩下年長者投入農事與菸業。媒介呈現的烤菸記

憶，明顯僅是電腦烤菸技術結束的片段；而鍾舜文詮釋烤菸技術

的結束，顯得格外悲傷。文藝媒介與方志的歷史書寫，對於電腦

烤菸的記憶卻有截然不同的詮釋。另外多數的創作者和鍾舜文一

樣，並不是再現堆積式電腦烤菸的高產值，而是與歷史結束的惆

悵結合。 

接著，影像媒介有 2011 年紀錄片《土地與人的命運交響曲影

展紀錄片大賞:阿力伯的菸田》。38影片捕捉到在開採菸葉前，主角

阿力伯向菸田祭祀，故說了下段祈求詞： 

那就來拜請。有請三山國王，國王爺爺在上。本人是曾家弟

子，明天想要來採菸，要來開灶。請王爺來見證過，明天就

要開始摘菸葉。平平安安，順順利利。 

接著，阿力伯來到堆積式電腦烤菸的烤箱前，點燃金紙後，

才開始設定機器的時間與溫度。並向拍攝團隊解釋： 

要起灶前就要先讓運轉一下，向國王爺爺祈求平安。 

                                                      
37  李允斐，《美濃地區菸樓建築之調查研究》（臺北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004），頁 15。 
38 曾宏智，《土地與人的命運交響曲影展紀錄片大賞:阿力伯的菸田》（臺北市：

客家電視，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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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那年，菸田裡：斗笠、洋巾、花布衫》書中照片節選 

這說明在地信仰與農事技術彼此照應，顯示王爺信仰在農業

社會的重要。換言之，對於老一輩的菸農而言，當烤菸技術進入

現代化，三山國王和灶王爺信仰仍是經營菸業過程中不可或缺的

精神支柱，並不會因使用堆積式電腦烤菸設備，而將柴火烤菸時

期的信仰給揚棄，媒介呈現出老菸農面對技術的現代化，仍保有

農業社會的信念。因此，王爺仰與堆積式電腦烤菸的關係，如同

當代社會仍存有的民俗，像是為了避免電子設備出狀況，則會在

旁放包綠色的乖乖點心，且還不能過期或是其他顏色；若不遵守

這些規訓，或者打開來吃，將招來橫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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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客家流行音樂媒介上，2014 年〈阿芳仔个家族農業史〉

以長篇敘事型方式訴說主角阿芳的成長經歷，並以此對照農村變

遷。39歌詞說到： 

該現代化載入機器，載人出去。農家斯交了，一個又一個人，

換來鐵牛車蒔田機，電腦同除草劑。 

歌詞中不僅流露出阿芳家族農業與種菸的變化，更呼應臺灣

的產業脈動，與農村變遷的流動，強烈批判現代化與工商社會。

不斷將年輕人從家鄉送出去的殘景。 

2019 年出版的《菸語憶像》共收錄 15 位人物專訪，口述歷

史遍布高雄、屏東、花蓮，探討菸業專賣結束後的農村變遷。透

過不同身分背景的人訴說菸業和菸樓的故事，包括菸農、菸農子

弟、記者、教育家與藝術家，進行多元跨時代的對話，補充文獻

的不足。書中紀錄了菸業結束後農村轉型，也比較了臺灣東西菸

業的異同，典藏珍貴的口述歷史。以下舉兩篇報導文學為分析例

子，分別為〈放映菸業的留聲機—專訪美濃的菸農林智興〉、40〈失

去的只能成為歷史的一部份—專訪楊水文菸樓後代楊志豪〉：41 

〈放映菸業的留聲機—專訪美濃的菸農林智興〉節選 

以前大阪式菸樓用柴燒，容易烘烤不均勻，溫度難以控制，

需要非常高的技術與經驗。由於烘烤後的菸葉若帶有一點綠

色，都會被鑑定為較低的等級，因此菸農們時常覺得相當冤

枉。到了民國 60 年代，改為堆積式菸樓的電腦烤菸，要烘烤

出高等級菸葉的機率就大大提升了。經由菸農們的細心照顧

                                                      
39 黃瑋傑詞曲，〈阿芳仔个家族農業史〉，收入《天光。日》，（新北市：切音樂

電影有限公司，2014），第七首。 
40 蔡依璇，〈放映菸業的留聲機—專訪美濃的菸農林智興〉，收入於張凱清編，

《菸語憶像》（高雄市／臺中市：張凱清／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9），

頁 27。 
41 張凱清，〈失去的只能成為歷史的一部份—專訪楊水文菸樓後代楊志豪〉，收

入於張凱清編，《菸語憶像》（高雄市／臺中市：張凱清／白象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2019），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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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成就一株一株品質良好的菸葉，也締造出臺灣輝煌一時

的菸產經濟。 

〈失去的只能成為歷史的一部份—專訪楊水文菸樓後代楊志

豪〉節選 

談起兒時的記憶，楊志豪說：「可以看到媽媽和菸工們，做剪

菸的動作，也就是將菸草沒烤好的部分摘除，並分類菸草的

等級；晚上會跟爺爺或父親一起看守爐火，會在菸樓旁搭蚊

帳，睡在他們旁邊。」對他來說是在成長過程中，充滿溫暖

的故事。到了電腦化的烘烤方式，這些景象都看不見了。他

很懷念小時候在舊菸樓上的閣樓走廊玩耍的時光。從木造菸

樓過渡到鐵皮，後來才是水泥建的循環式堆積乾燥機，即電

腦化菸樓，設定烘烤的溫度及時間，送進烤箱後，鳳林的菸

農還能夠跑到臺北找朋友，回家時就可取出烤好的菸。他家

的菸樓，原先是傳統柴燒的大阪式菸樓，經歷了一段時間，

變成貨櫃式的菸樓，到了後期才改用水泥建成的電腦控溫菸

樓，即廣島式菸樓。社會變遷，菸樓的形式也會改變，而人

與人之間的互動也深受影響。 

〈放映菸業的留聲機—專訪美濃的菸農林智興〉可理解為電

腦烤菸技術，大幅優於人工柴火烤菸，因只要傳統烤菸不在可穩

定控制的標準之下，隨時都可能影響品質。甚至菸農烤好的菸，

也會因鑑定員把烤菸品等打到很低，使得菸農收入大減而感到冤

枉。蔡依璇更是點出電腦化烤菸帶來臺灣菸業經濟上的輝煌。反

觀鍾舜文的書寫，則將電腦化烤菸與即將消失的景象結合，兩篇

文章呈現截然不同的地方記憶。 

〈失去的只能成為歷史的一部份—專訪楊水文菸樓後代楊

志豪〉描寫柴火烤菸對報導人楊志豪而言，是兒時在花蓮鳳林的

回憶，不論是小時候玩耍，或是觀看母親勞動的身影等。反倒在

電腦化的烤菸時代，已不須人力顧火，菸農直接設定機器的烘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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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與時間，即可自動烤菸，甚至還能在烘烤時間出遠門，從花

蓮到臺北找朋友玩，回家後就能卸下烤好的菸。烤菸技術的變化

也反映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關係，從緊密勞動轉向疏離機械化，

和本文前半段文藝媒介論述美濃時不同的是，花蓮鳳林以更坦然

的態度，順應現代性帶來的勞力分工變化。 

    整體而言，在電腦化烤菸的媒介敘述中，有濃厚的後鄉土味

道，不單對於土地有所緬懷，還多了許多現代個人主義及對舊社

會的批判。電腦烤菸的改進使烤菸的品質與產量更加提升，但美

濃菸業之所以被大量論述，除了先天環境的合適，後天也因當地

客家族群的交工模式與家族合作，來應付柴火烤菸所需的大量勞

力，使產業得以延續。在這期間所累積的資本。投入電腦化烤菸

的設備，更使原本在菸業上已小有成就的美濃，邁向「菸城」的

黃金年代。 

四、 結語：菸業媒介向技術史和社會的對話 

本研究認為臺灣文藝媒介對美濃的烤菸技術史進行不少的

思考，其中又以「記憶」作為串流技術史與文藝媒介的樞紐，去

完善臺灣菸業的歷史書寫。在柴火烤菸媒介：劉安明的攝影作品

更是紀實了柴火烤菸的大阪式菸樓與夥房家族的縝密關係；鍾鐵

民〈菸田〉柴火烤菸過程的緊湊，及擔心天災與人為的疏失，將

大來全家溫飽的損失；鍾秀梅〈紅紅爐火〉寫出從柴火烤菸兒時

溫馨，度過到電腦烤菸的淒涼；鍾鐵民〈冤業〉點出柴火烤菸對

環境的破壞，也影響著菸農後代對自身文化的認同。 

到了堆積式電腦烤菸的媒介，吳錦發〈秋菊〉以濃厚現代主

義手法寫鄉土，書寫青少年的情慾、離鄉及人生成長，緊扣美濃

菸業發展的興衰；〈秋菊〉被吳孟樵、周子晏改編為客家電影《青

春無悔》，呈現出兩世代菸農對菸業重情與近利的兩種不同世代

觀；鍾舜文攝影與文字《那年，菸田裡：斗笠、洋巾、花布衫》

作品緬懷菸業時代的結束，收納烤菸景象，且有別於爺爺鍾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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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鍾鐵民的鄉土觀；曾宏智《土地與人的命運交響曲影展紀錄

片大賞:阿力伯的菸田》更是指出使用電腦烤菸設備時，精神寄託

上仍無法脫離三山國王與灶王爺的傳統信仰；黃瑋傑〈阿芳仔个

家族農業史〉強烈批判鄉村人口外流及現代農業技術對環境的異

化；《菸語憶像》中的蔡依璇〈放映菸業的留聲機—專訪美濃的菸

農林智興〉，則和寫出電腦化烤菸技術帶來的榮景，別於鍾舜文的

時代感傷，而張凱清〈失去的只能成為歷史的一部份—專訪楊水

文菸樓後代楊志豪〉則書寫電腦化烤菸影響的農勞型態的變化。 

整體而言，不論鄉土寫實，或是著重情慾描寫的後鄉土作品，

皆反映烤菸技術演變的生態和族群議題，亦是對臺灣社會與文化

的縮影進行反省。媒介所呈現的烤菸記憶，和史實有某種程度的

落差。透過這些文藝媒介，從記憶重新理解烤菸技術對當地人的

意義，並從昔日社會中得到一些省思。接下來，本文以下分三個

向度作總結。 

（一）生態的反省 

在《美濃鎮誌》中有提到轉為電腦烤菸普及之前，燃料從木

柴轉為「重油」，日夜烤菸帶來硫化物，帶來農村的空汙程度不亞

於養豬。不過當時的環保意識不普遍，故居民並未意識到。42鍾鐵

民〈冤業〉說明批評烤菸使用的柴火對空氣與勞動者身體的危害，

和《美濃鎮誌》描述烤菸使用的重油產生的硫化物，皆指出菸業

農產加工的後遺症。黃瑋傑〈阿芳仔个家族農業史〉提醒了電腦

化烤菸與除草劑對傳統農業的改變，指出這樣的環境對於人類的

身心並不妥當。無論是文藝媒介或傳統史料的歷史書寫，可看出

兩者皆對烤菸技術史與環境做出反省。反之媒介在烤菸時代結束

後，卻成了今日在地文化建構的重要標誌，如同文獻回顧討論過

的鍾怡彥《美濃作家的在地書寫研究》風土書寫下的產業，逐漸

使菸草轉為地方認同的核心。事實上，對於過去實際運作而言，

                                                      
42 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美濃鎮誌》（高雄縣：美濃鎮公所，1996），頁 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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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業僅是餬口飯吃的工作，並無投入太多的情感投射。反之，媒

介再現的烤菸技術記憶史，卻是最唯美的吉光片羽。然而不可否

認的是，柴火烤菸對環境的破壞，確實造成某些世代在文化認同

上的窘境與矛盾。 

（二）媒介反映和史實殊途的記憶 

媒介所描繪的電腦烤菸景象，多為菸業快結束時才紀錄，故

媒介並未將菸業鼎盛與電腦化烤菸的史實放在一起來敘說，反而

呈現菸業結束的感傷與農村凋零的意象。顯然在菸業媒介的技術

史記憶，有蒙太奇式的記憶拼貼，對回憶進行修改。例如將柴火

烤菸的勞動狀態被解讀為是勞苦的溫馨，而電腦烤菸卻是農村人

口外移且沒落的；此敘事觀和史實呈現不一致，如美濃在 1960 末

至 1970 初菸業生產，透過堆積式電腦烤菸技術達到幾十年的顛

峰。菸業文藝創作也多是近幾十年來誕生的，透過媒介再生產文

化的過程，菸草文化再次被強調。記憶被修飾後呈現結構化的組

織，如電腦烤菸的技術被詮釋為冰冷的；柴火烤菸、客家夥房及

家族主義等元素融合，被汰選為美濃在地的文化標誌，卻不是將

技術史上發展到極致的電腦烤菸拿來妝點在地。 

雖菸業媒介透過烤菸技術史，搭建了作品身後的歷史舞臺，

但創作與詮釋的意圖上，卻刻意烘托柴火烤菸的溫馨情節，轉變

為緬懷記憶，構築了當地文化認同。人文地理學者 David Harvey

說過： 

記憶與歷史相反，記憶所影響的總是比實際得多，以意料之

外的方式出現在面前。43 

回顧描繪堆積式電腦烤菸的媒介，在面臨農村沒落之際，倒

轉緬懷舊時的柴火烤菸型態，並選擇其作為創作素材，和電腦烤

                                                      
43 Harvey David 著，黃煜文譯，《巴黎城記：現代性之都的誕生》（桂林：廣西

師範大學，2010），頁 66。 



學術劄記   107 

 

                                                    Research Notes 

菸等現代化技術景觀形成一組對立的符號，並置對比下來談論何

謂地方文化。回應了描寫電腦烤菸技術的作品，仍動用柴火烤菸

的感性元素進行對比，打造了追求本土認同的鄉土觀。因此，談

論菸業公賣的結束，將烤菸技術的歷史記憶進行文化再生產，創

作成了顯而易見的途徑。 

（三）美濃農業史見證臺灣的社會變遷 

不同世代對烤菸技術都有不同的記憶詮釋，不論是將烤菸視

為在地認同的核心，抑或是認為菸業對於生態造成破壞，導致無

法認同自身文化。接下來討論美濃將「烤菸技術」，作為形塑在地

文化的論述現象，如同 Benedict Anderson 所談論的想像共同體，

有相同的源流模式。在《想像的共同體》談論了舊共同體，包括

宗教與王朝。宗教改革、王朝衰落使民族主義興起，國家開始有

了邊界，不同的種族（race）透過互動辨認彼此，「新」的共同體

得以形成。Anderson 透過 Walter Benjamin「同質而空洞的時間」

的概念解釋新時間觀與民族國家的興起，有別於舊共同體對時間

的理解。接著因印刷資本主義的蓬勃，使書籍和報紙大量生產。

商人們針對不同的語言群，個別生產不同語言的印刷品，在同樣

的時間觀和語言群下，共通閱聽人進而形成共同體，藉由傳播媒

介如報紙和小說，使閱聽眾群體接受同樣的媒介，彼此產生連帶

關係。44同理，和美濃相關的人事進行大量的菸業文藝創作，並記

錄烤菸技術，甚至形成論述。故不論柴火烤菸或是電腦烤菸；媒

介將烤菸技術進行歷史記憶，打造別於其他地區的特殊共同體。

媒介還承載「烤菸技藝的記憶」，舉例來說，柴火烤菸須仰賴以工

換工的交工文化，甚至在地創作者還成立交工樂隊，深遠影響客

家流行音樂。 

                                                      
44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

（臺北市：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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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介反映的共同體，有老一輩緬懷柴火烤菸樓的一群，但也

有另一群追求電腦烤菸成效的年輕世代。媒介回應社會從柴火烤

菸人力顧火，到電子控溫世代記憶的過度期；家族敘事、菸業由

興轉衰及鄉村人口議題，皆是美濃形塑共同體的重要條件，可看

出媒介的烤菸技術與歷史記憶，已和當地人群互為主體。作品呈

現的在地記憶敘事，是奠定自身的歷史觀的基礎；同時，菸業媒

介形塑的想像共同體，涵蓋的也不只美濃。換言之，美濃農業史

與變遷，不只是停留在客家庄的風土景致，亦是臺灣菸業公賣結

束的全體現象，更是臺灣產業變化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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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瓦特小傳 

張澔* 

2019 年全世界有不少地方舉辦紀念瓦特（James Watt，1736-

1819）逝世 200 週年的活動，這一年同時也是瓦特蒸氣機專利

（James Watt's patent）250 週年。英國伯明翰，瓦特蒸氣機誕生的

城市，更是舉辦了一系列的紀念活動，台灣也響應了這項科學史

活動。2019 年 11 月份，由科技部與輔仁大學歷史學系主辦，中

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多元文化研究

中心協辦，邀請伯明翰大學 Peter M. Jones 教授在輔仁大學、成功

大學與中央研究院進行了三場瓦特系列演講。 

雖然瓦特出生於蘇格蘭西部的格林諾克（Greenock）小鎮，

但他後來大部分時間都在伯明翰度過，這個位於倫敦與曼徹斯特

中間的工業城市，無疑是研究瓦特及蒸氣機歷史遺產最豐富的地

方，在這裡不僅是歷史發生現場，見證最關鍵人物的生活起居、

蒸氣機、工廠、車床、零件、製圖等文物。在伯明翰，蒸氣機最

後之所以能夠在工業革命中嶄露頭角，除了瓦特外，博爾頓

（Matthew Boulton，1728-1809）與默多克（William Murdoch，1754-

1839）也是關鍵人物，他們兩人也發跡於此，最終與瓦特都安眠

在此。 

Jones 教授將在伯明翰瓦特與蒸氣機史料與物品抽絲剝繭，重

新詮釋，與我們分享了瓦特的風光偉業外，再一次目睹蒸氣機在

工業革命中所創造的奇蹟，同時更讓我們瞭解，塑造瓦特人格特

質的一種似有似無的文化、哲學與宗教動力。  

經過一個多世紀西方教育的洗滌下，除了具備更多的西方知

識外，再加上以西方價值觀為主，我們自然能夠更享受產生瓦特

背後的英國社會、文化、哲學與宗教價值，在此同時，我們當然

                                                      
* 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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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以知道，從清末以來，我們學了哪些，還有哪些被遺漏或不

足的地方。 

對照處於西方列強壓迫，面臨國家主權與尊嚴的挑戰，滿清

政府具有急迫感與生存感，除了想積極引進西方蒸氣機知識外，

當然更想知道，英國產生蒸氣機知識的動力與源頭何在。透過瓦

特的故事，無非是最好的方法之一，以便讓滿清政府知道，在國

家政策、社會價值與科學教育等相關方面的弱點。 

在這裡，我們想與大家分享清末時期的兩篇瓦特自傳文章，

其中之一，是〈汽機師瓦特傳〉，1892 年刊登於《格致彙編》；另

外一篇，則是〈瓦雅各（瓦特）格致志略〉，收錄在邵之棠編輯

的《皇朝經世文統編》，光緒二十七年（1901）出版。在紀念 200

年瓦特誕辰之際，再來對照兩篇清末瓦特小傳，有機會重新來回

顧瓦特的精神與意義，再一次檢視當今我們科學教育所面臨的問

題，不尊重小孩興趣，總以考試作為知識成果導向，常常以死背

當作讀書方法，經過了一百多年，這些清末早已存在的問題似乎

毫無進展。  

一、瓦特的出現 

1775 年，也就是瓦特與博爾頓成立 Boulton＆Watt 公司的那

一年，瓦特移居到伯明翰，那時正是他在研發蒸氣機窮途末路之

際，具有銳利商業眼光的博爾頓邀請瓦特成為商業夥伴，計畫改

進蒸汽機，以便能更廣泛應用在工業製造上，博爾頓被譽為 18 世

紀最偉大的企業家之一。當蒸氣機事業成功的時候，瓦特便在伯

明翰的漢茲沃思（Handsworth）鎮建造了希思菲爾德大廳

（Heathfield Hall）。1800 年退休後，他繼續在希思菲爾德工作室

進行各種的研究工作，逝世數十年後，閣樓工作室的物品幾乎原

封不動，可以讓大家一窺瓦特退休的生活作息。 

事實上，蒸氣機在瓦特之前就已經存在，但是蒸氣機之所以

被應用在輪船、火車與紡織廠等商業活動上，是因為 1776 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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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經過幾年的努力，瓦特突破了活塞與氣缸之間密合技術的瓶

頸，改良了先前紐科門（Thomas Newcomen，1664- 1729）所設計

的蒸汽機，提高了蒸氣機的效率。在瓦特來到伯明翰之前，博爾

頓已經做了一些發展蒸氣機的準備。他在 1761 年獲得蘇活磨坊

（Soho Mill）的租賃權，然後逐漸將它發展成為享譽國際的蘇活

工廠（Soho Manufactor），成為能協助瓦特製造蒸氣機的大本營，

最後改建為蘇活館（Soho House），變成博爾頓的住所。如今這棟

具有文化遺產的建築物由伯明翰博物館來管理，展示博爾頓及瓦

特等相關紀念物品。  

至於默多克，同樣是來自蘇格蘭，原本是 Boulton＆Watt 公司

的員工，1781 年，發明一種被稱為太陽和行星齒輪（sun and planet 

gear）的傳動設計，讓梁桿的垂直運動轉換為圓周動力，大幅提升

蒸汽機在工業上更廣泛被採用的可能性。默多克後來成為公司的

合夥人。瓦特、博爾頓和默多克最後都安葬在伯明翰的漢茲沃思

教堂（Handsworth Church），他們三人鍍金的雕像也豎立在伯明

翰中央圖書館前面的世紀廣場（Centenary Square）。 

蒸氣機的魅力隨著英國在全球貿易與軍事力量的優勢下席

捲全球，瓦特的名聲自然也隨之水漲船高。在 19 世紀中葉的時

候，蒸氣機的知識首先隨西方傳教士傳到了滿清中國。十九世紀

的傳教士從明末清初穌會士那裡學來一些經驗，除了以天文與數

學當作媒介外，他們更以醫學作為輔助工具，獲得一些傳教的效

果。在鴉片戰爭之後，西方傳教士更是發現到，中國知識份子對

於西方科學與科技的興趣遠遠高於基督教義文宣，因此在教會機

構所發行的刊物中，如《六合叢談》與《中西聞見錄》，便編輯

了不少科學與科技文章，以便吸引更多的中國讀者有機會來接觸

基督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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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末中國的瓦特 

1855 年英國醫學傳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 1816-1873）

編譯了《博物新編》，這本被傅蘭雅（John Fryer，1839-1928）稱

之為在明末清初二百多年後打開中國人自然科學眼界的書籍，除

了介紹一些天文、物理、化學與動物學的知識外，也介紹了蒸氣

機。在這本書中描述蒸氣機輪船的快速與方便，以及蒸氣機火車

頭如何改變英國鐵路的發展。尤其特別的是，《博物新編》中還有

好幾幅蒸氣機及火車頭的插圖，其中就包括了瓦特的蒸氣機。有

趣的是，從 1820 到 1860 年之間，由於民眾對於蒸氣機知識非常

感興趣，有關蒸氣機書籍因而非常暢銷，縱使在物理和化學教科

書中，蒸氣機總是必備的內容，歐美書商因此大發利市。 

而蘇格蘭傳教士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

更是在 1857～1858 年發行的《六合叢談》以〈格物窮理論〉為標

題，描述蒸氣紡織機龐大的效能，決定一個國家的富強。他認為，

中西方之所以有如此的差異，便是科學發展所造成的結果：「國之

強盛由於民，民之強盛由於心，心之強盛由於格物窮理」。這些在

自強運動之前由傳教士所編譯的蒸氣機知識，讓中國當局與紳士

瞭解蒸氣機如何造成英國的富強有了初步的輪廓。曾國藩、李鴻

章、左宗棠等人，在洋務運動中追求富國強兵的方法雖然有些地

方不盡相同，但是引進蒸氣機、鐵路與輪船的內容卻大同小異。 

1868 年被稱為中國近現代學校的北京同文館出版了一本自

然科學書籍《格物入門》，作者是曾擔任總教習的美國傳教士丁韙

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書中簡述了

瓦特的生平與成就：「有瓦德者…，才敏過人，洞察牛氏汽機之

敝，數年研究思欲除之，終能設法補其不足，至今所用火輪機關，

仍瓦德之模式也。」這些介紹讓中國讀者知道，在蒸氣機發展中

最關鍵的人物之一就是「瓦德」（瓦特），文中也描述瓦特如何

改進「牛氏汽機」（紐科門蒸氣機），而且刻印了他所改良的蒸

氣機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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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上海江南製造局翻譯一些專業的蒸氣機書籍，如《汽

機發軔》、《汽機必以》、《汽機新制》與《兵船汽機》，另外

還編輯了一本蒸氣機中英名詞對照表《汽機中西名目表》。除了蒸

氣機知識外，清末中國人難免想知道蒸氣機發展的歷史，誰是其

中的佼佼者？就如同想瞭解西方歷代王朝一樣，在蒸氣機的疆域

中，誰又是傲視群雄的王者？同樣是希望國家富強，為何蒸氣機

能在英國蓬勃發展，又為何會出現一位瓦特？透過瓦特的故事，

清末中國人就有機會瞭解瓦特的家庭教育，在他成長的過程中，

父母親扮演何種角色，而學校又如何提供瓦特的科學教育養分？

瓦特又是如何學習？他的蒸氣機天份又從何時展露出來？中國

科學教育要如何改善，才能有機會培養一位像瓦特一樣傑出的工

程師出來？這些問題，在瓦特的傳記中看到一些蛛絲馬跡。  

三、清末兩篇瓦特的小傳 

〈汽機師瓦特傳〉在 1892 年刊登於《格致彙編》，這是清末

時期介紹西方科學與技術最具影響力的雜誌，主編者是前面所提

到的傅蘭雅，他也是《汽機必以》、《汽機新制》與《兵船汽機》

的口譯者。〈汽機師瓦特傳〉共有四頁，約 2495 字。至於〈瓦雅

各布格致志略〉，則是被編輯在《皇朝經世文統編》，第九十五卷

的格物部，約有 3196 字。 

這兩篇文章有些共同之處，都提到瓦特出生於風光明媚的蘇

格蘭，描述他的童年生活。瓦特小時候體弱多病又靦腆，但雙手

靈巧能拆裝玩具，具有敏銳的觀察力與強烈的好奇心，父母親都

是他很好的良師益友。改善紐科門蒸氣機當然是必備的內容，他

的退休之後生活兩者也有所著墨。至於瓦特的兩個經典故事：在

壁爐上塗鴉被誤解與觀察煮沸茶壺冒蒸氣，自然也是不可少的情

節。 

至於兩者不同之處，在〈汽機師瓦特傳〉中有更詳細的地名

與人名，如布勤頓（博爾頓）與「韋司德閔司他大禮拜堂」（西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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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 Westminster Abbey），不同之處則是在〈汽機師瓦特傳〉中有一

幅很生動豐富的圖像，中間是瓦特上半身肖像外，旁邊四周則有

6 張圖像，描述他的重要成就與事蹟。 

 

 

 

 

 

 

 

 

 

 

圖 1：〈汽機師瓦特傳〉的插圖 

另外，〈汽機師瓦特傳〉稱讚瓦特成就的內容較多，文章的第

一句就是讚美瓦特偉大的成就： 

竊以必有過人之才，使成過人之事，必有非常之人，始建非

常之功，法立益人，功垂永世者，瓦特其一也。 

在文章的最後一段，除了再一次稱讚他所帶來的影響外，則

是交代翻譯這篇文章的兩個原因：中國人雖然已經知道蒸氣機所

創造的利益與影響，火車與輪船來回各大洲，紡織機的梭在橫桿

的帶動下，一直發出相同的吵雜聲，物美價廉的商品加速了全球

商業的繁榮，然而清末中國人可能並不知道，這是因為瓦特改善

蒸氣機的功勞，這是其中一個原因。瓦特的故事已經被翻譯成好

幾種語言，但沒有中文，他努力不懈，堅忍不拔的個性，虛懷若

谷，熱善好施的情操，是雅俗共賞的好題材，希望讓中國讀者一

塊來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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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天不生瓦特，其人各國必無今日之象。蓋地球之大，視

人如蟻，纖徵能力難成大功，無汽機輪船難飛游大海，無汽

機火車難捷駛長途，無汽機製造難成繁大工程，而今器物繁

多，商業興盛，一切超乎古人，邁乎前輩者，皆汽機之力也。

汽機創自瓦特，是瓦特實萬國之恩人，宜乎人念之不置口焉，

中國久知汽機之利，恐未深悉首創之人，故特譯之。 

而〈瓦雅各布格致志略〉相較之下，內容就比較鬆散，與西

文對照有比較大的出入與錯誤，但將瓦特兩個經典故事描述的較

豐富生動，也摻雜了比較多的中國味道與色彩，如瓦特的經典故

事之一，由於他從小嬌嫩柔弱，在學校裡會被其他同學欺負，所

以父母親有時候就讓他留在家裡自學，給他更多的空間來做自己

喜歡的事情。有天長輩來訪，看見他在爐壁上塗鴉，長輩就好意

建議他的父母親，瓦特應該去上學，父親便提醒這位朋友，請他

仔細看看壁爐上所畫的圖案，瓦特並非隨便畫畫而已，所畫的是

一些有模有樣的線和圓，這位長輩再仔細看完之後，反而讚賞他

將來前途無量： 

六歲時，曾有父執至其家，與其父敘寒暄，瞥見伊伏地下，

以石筆亂畫土上，意謂塗鴉也，乃謂其父曰，此子服衣若干

尺矣，不令其從師讀書，而任其佻自恣，不惟義方有愧，恐

此子不淺矣。其父答曰，子誤矣，伊所畫者，非鹵莽滅裂也，

乃演算法幾何學耳，客聞之，瞿然就而視之，果大駭，乃謝

其父曰，吾過矣，吾過矣。此子聰明，若是將來之成就，正

未可量。 

這個故事固然告訴我們，瓦特父親對他的影響深遠，更重要

的一點，是要提醒父母親應該尊重孩子的興趣。然而在清末的時

候，要中國父母親專重孩子在自然科學的興趣，幾乎不可能。在

科舉制度的社會價值觀下，中國父母親總是希望孩子從小就能熟

讀四書五經，寒窗苦讀十年，然後上京赴考，最後能金榜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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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宗耀祖，學習自然科學在當時毫無前途可言。當北京同文館成

立時，朝廷高官之間就出現很大的爭議，是否要讓同文館的學生

學習自然科學，在以道治國的儒家思維下，以藝為表的自然科學

幾乎派不上用場，雖然最後清廷以學習自然科學符合儒家價值為

由，讓同文館學生可以學習西方數學、物理、化學與天文等課程，

但同文館的學生終究還是只關心決定人生未來前途的科舉考試。 

父母親與長輩的觀念常常是反應當時社會的價值觀，所以不

僅只有瓦特的長輩會質疑瓦特的學習方式與態度。與上一個故事

有異曲同工之妙，更傳奇，更熱情，更有張力，情節更生動，更

獲得共鳴，常常發生我們的身上，同時也是很多人的寫照，在今

天依然非常貼切，那就是瓦特觀察茶壺冒蒸氣的故事： 

一日，其外祖母[姑姑]至其家，見伊於爐火中置茶壺一柄，旁

一小匙，至水盛開，乃啟其壺蓋，將壺蓋所蒸之氣水泄諸他

器，匙亦如之，如是者反復不一，竊意其為小兒戲也，乃萬

聲責曰唉，我未見人家小子如爾之不才者也，我至爾家如許

時矣，見爾別無他務，惟忙忙碌碌如雛鴨之戲水者，將作何

用耶，有書在此，何不展而讀之，伊對曰，吾觀此事，其用

甚大，將專心致志，而深悉其理矣，奈何禁我為哉，然此時

也，伊謂有用，而其用不惟其外祖母不知，父若母不知，即

伊言之，而亦不知也，此即異日輪船汽機器之權輿也。 

文中「外祖母」自然是翻譯上的錯誤，應該姑姑。如此故事

難免會引起人質疑是否杜撰而來，只是為了渲染瓦特的傳奇性，

如同牛頓和蘋果、華盛頓與櫻桃樹、布魯斯國王和蜘蛛（Bruce and 

Spider）等著名的傳說一樣。不可否認，這個故事產生的目的之一，

就是要為大家解釋，瓦特蒸氣機的創造力是在何時萌芽，又在那

種狀況下被啟蒙？對照英文內容，瓦特的姑姑雖然指責他不務正

業，虛度光陰，但中文加油添醋的地方也不少，以便能符合中國

民情，同時也暴露中國社會更多的問題，瓦特姑姑並沒有去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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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家的小孩不成材，也沒有說到，瓦特的行為就像剛出生的小

鴨戲水的話，很忙碌，卻沒有方向感，而瓦特也沒對姑姑表示，

觀察茶壺冒蒸氣的事情將有是有用處的。除了對蒸氣機的創造力

外，瓦特機械的能力又是何時養成的？這種天分其實從小就展現

出來： 

又其父雖以商賈為業，而聰明過人，多材多藝，時作玩具，

或人、或鳥、或獸、或器什、或宮室等項。既成與之，令其

反復，瞻玩既畢，乃拆毀複與之，試其能成與否，伊竟觸目

心通，皆若符節之相合，亦嘗效百工，攻金攻木之具，如斧

斤刀鋸錐等項，而小為之，令其尚象，以制器，伊不惟百物

可成，且心裁獨出所，造小水磨眾機等器，不惟其舊而求其

新焉，自是年益長而藝益，精造一電氣具，電氣自具中而生，

鄰家童子見者莫不驚異。 

當然瓦特的成功並非只是依賴他的聰明才智，而是對於周遭

事物花草樹木細微的觀察，而且能夠不恥下問。瓦特的家鄉

Greenock，正好位蘇格蘭第二大河克萊德（Clyde）出海口的位置，

海灣相鄰，綺麗的沿岸風景，雄偉的綿延山巒，在假日的時候，

瓦特有時會沿著克萊德河漫步，偶爾穿越到北邊的海岸，然後再

沿著旁邊的 Gare Loch 和 Holy Loch 海灣漫步。有時候，他甚至

會到現為國家公園區 Ben Lomond 湖。由於性情孤僻，瓦特也喜

歡在夜晚獨自在能俯瞰小鎮的兒童遊戲場中漫步，並通過周遭樹

木，觀看星星的神秘運動。瓦特著迷於天文學的奇妙，而他父親

商店的航海儀器更是激發他對科學的興趣： 

蓋伊格致之精，非徒恃乎天資明敏，亦恃其隨時隨地隨物而

留心也，即如人偶爾出門，不過縱其觀覽已耳，而伊不然見

一石，見一木，見一花，見一草，必須究乎其理，見一鳥，

見一獸，見一魚，見一蟲，無不抉乎其奧，觸乎目，即運以

心，比其探索，所以無微不入也，不寧惟是且虛心下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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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草野之夫相見，亦必以禮貌相加，而不恥下問，此所以凡

閭裡之風俗鄉曲之人情，不必賴輶軒之采，而無不周知焉。 

的確，雖然滿清政府翻譯了一些重要的西方蒸氣機書籍，讓

中國人知道最新的蒸氣機知識，但從蒸氣機知識得不到如何培養

一位完整工程師人格的經驗，精細機械結構中也無法知道家庭教

育的角色，從蒸氣機的理論也沒有辦法瞭解英國如何培養工程師

的教育系統，縱使有太陽和行星齒輪，也看不到工業革命推動蒸

氣機商業化的動力。不論是對於德國人、法國人或美國人而言，

他們想向英國學習的，不僅只是想獲得最新的蒸氣機知識，更是

希望如何能在自己的國家內培養更多的像瓦特的人才，如同《老

子》所言：「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在今天，整個世界局勢與 19 世紀大不相同，英國不再是全球

超級強權，蒸氣機也走過了輝煌的時代，縱使今天我們幾乎是以

西方的教育馬首是瞻，在強調創新與創造的時代潮流中，希望給

予孩子一個屬於自己能獨立觀察學習的天空，瓦特的故事依然具

有歷久彌新的傳奇魅力。想要在這塊土地誕生一個屬於自己的瓦

特，我們的家庭與學校就要尊重孩子的興趣與天分，但我們的教

育系統、社會價值或國家政策是否提供一套如此的制度與規則，

讓我們的父母親與老師能無憂無慮的鼓勵孩子，讓他們享受自己

才華與天分，而不去擔心孩子未來的前途與發展，這是一直被質

疑或被挑戰的。若是如此，在經歷了甲午戰爭與五四運動洗禮之

後，我們可能還只是像法國天文學家阿拉戈（Dominique Francois 

Jean Arago,1786-1853）在他所著的 “Life of James Watt” 書中，借

著瓦特觀察茶壺蒸氣事情來提醒法國讀者：如果我們和他的姑姑

處於同樣的環境，我們之間，誰不會使用同樣的語言來責備瓦特

呢？這個情況就如同是在科舉時代，我們的父母和老師都只希望

我們的孩子在教室中，像一隻只會模仿的鸚鵡一樣來準備考試，

而不是提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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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特偉大的原因之一，是因為站在牛頓巨人的肩膀上，社會

與國家應該提供家庭和學校能讓孩子玩耍的沙灘，就如同牛頓和

瓦特在沙灘中，不斷地尋找屬於自己的貝殼與沙子，從探索與尋

找過程中能發現到屬於自己的世界與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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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藏技術的發展對臺灣農業的影響＊

 

賴羿霆
＊＊

 

 
農產品採收後置於常溫時，會因為酵素作用，品質產生變化，

加上微生物開始繁殖發酵腐敗，若沒有妥善處理，農產品便會在

數天到數周時間內腐敗。鮮度保持的短暫時間限制了新鮮農產品

的儲存與運輸，醃漬或是燻等方式開始被使用以延長農產品的食

用期限，人們也發現低溫能延緩食物的腐敗，甚至在一定時間內

保持鮮度，然而問題就在於如何達到維持低溫的狀態。 

在現代冷藏技術問世前，天然形成的冰塊是少數維持食物鮮

度的方法之一。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使用冰的慣例，除了中央政府

會設立冰窖儲存冰塊以供夏天使用，民間也有民營的冰窖，商人

則使用來冰鎮水果。
1
不過天然冰的使用有其侷限性，不僅生產需

要大量人力，運輸及保存也需耗費不少成本，科學家們便開始研

究如何人工製冰。隨著人們對科學知識理解的加深，歐美科學家

在十八世紀就已經研發出化學製冰的方法，只是這種人工冰不僅

價格比天然冰貴上許多，品質更是遠遜於天然冰。一直要到十九

世紀，隨著技術進步，更穩定的製冰方法問世，人工冰才開始在

市場上取代天然冰。日本開始殖民臺灣後，人工冰便隨著製冰工

廠一同進入島上。明治 29 年（1896），芳賀鍬五郎 （1838－1924）

                                                      
＊

 筆者於第一次政治清華聯合發表會發表文章時，受侯嘉星老師提醒關於冷藏

技術的影響，因而有這篇文章誕生。在此感謝侯老師的點評。 
＊＊
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二年級 

1 邱仲麟，〈天然冰與明清北京的社會生活〉，《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中央研究

所近代史研究所：2005），第 50 期，頁 5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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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跟日本人塚本喜三郎

3
合資在臺北建立第一家製冰廠－「臺北製

氷合資會社」。
4
在日人以及外商的投資下，臺灣各地出現許多大

大小小的製冰工廠，冰逐漸成為臺灣保存物品的普遍工具。 

然而冰作為一種冷藏工具逐漸不能滿足人們的需求，用冰來

冷藏需要使用大量的冰，加上國際貿易的成長，長距離的運輸需

要另一種較為穩定的冷藏方式，各國便開始進行各種冷藏實驗。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的技師芳賀鍬五郎
5
介紹各國冷藏鳳梨的實驗，

並認為「栽培鳳梨，當盛出果實之間，欲充世人食用之故，隨有

冷藏之要也。」 

芳賀認為有了冷藏之法，鳳梨產業必能發展起來。
6
世界各國

的蔬果冷藏方法也透過各種報刊雜誌進入臺灣，如澳洲利用鹽水

管或鹽水溜池及林德式強壓空氣乾燥法保持適合的溫溼度；
7
美國

科學家嘗試用瓦斯儲存果實；印度是在火車上加裝冷藏車廂，其

                                                      
2 李春生為清末臺北富紳，經營茶葉生意。後日軍登臺，臺北群龍無首之際主

持中外紳商會議，迎接日本人，因而獲頒六等旭日章。日治時期曾先後擔任

臺灣總督府參事跟史料編輯纂委員會評議員。楊欽堯，〈李春生之生平自敘〉，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電子報》，第 29 期。台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李春生〉

（http://who.ith.sinica.edu.tw/s2g.action?viewer.q_authStr=1&viewer.q_fieldStr

=allIndex&viewer.q_opStr=&viewer.q_valueStr=%E6%9D%8E%E6%98%A5

%E7%94%9F，2021.11.10 查閱）。 
3 塚本喜三郎原籍京都，明治 29 年（1896）來臺，於臺北東門開設臺灣第一

間牧場。緒方武歲，《始政五十年臺灣草創史》（臺北：新高堂書店，昭和 19

年（1944）），頁 147–157。 
4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29 年（1896）第 58 號。 
5 芳賀鍬五郎曾於 1908 年至 1920 年間，先後擔任殖產局技師、臺北廳囑託與

臺灣總督府中學校囑託，詳：台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芳賀鍬五郎〉

（ http://who.ith.sinica.edu.tw/s2g.action?viewer.q_authStr=1&viewer.q_dtdIdSt

r=000088&viewer.q_fieldStr=allIndex&viewer.q_opStr=&viewer.q_valueStr=%

E8%8A%B3%E8%B3%80%E9%8D%AC%E4%BA%94%E9%83%8E&pager.

objectsPerPage=25&viewer.q_dtdId=000088&viewer.q_viewMode=ListPage&p

ager.whichPage=1，2021.11.10 查閱）。 
6 芳賀鍬五郎，〈續栽培鳳梨〉，《臺灣農事報》，第 24 期，明治 41 年（1908），

頁 64。 
7 〈果實冷藏法〉，《臺灣農事報》，第 35 期，明治 42 年（1909），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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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是利用電力發動電扇，帶動水氣蒸發達到冷藏作用，確保車

上的果物能夠維持鮮度，避免腐敗變質。
8
 

冷藏技術不僅能夠延長食物的期限，更實現了農產品的長距

離運輸。臺北廳技師堀內政一
9
觀察到輸送到日本內地的臺灣芭蕉

會出現腐敗的現象，然而從更遠的新加坡送往東京的芭蕉卻沒有

腐敗。堀內發現新加坡的運輸船上裝有冷藏設備，這是臺灣運輸

船所缺乏的，以致於日本的新加坡芭蕉品質比臺灣芭蕉好，因此

他提倡建立冷藏設備以供蔬果運輸使用。
10
臺灣總督府意識到冷

藏的重要性，開始參考日本內地的經驗，逐步把現代化的冷藏技

術移植到臺灣來，最先利用這些冷藏技術的是漁業。事實上，最

早使用現代化冷藏設備的便是法國漁船，日本則是於明治 42 年

（1909）開始嘗試使用冷藏設備。
11
借鏡日本的經驗，臺灣總督府

積極培植與漁業相關的冷藏產業，除嘗試使用冷藏貨車跟火車輸

送漁獲，
12
更於大正 12 年（1923）發布「水產冷藏獎勵規程」，

13

鼓勵民間業者投入冷藏事業。在政府的推動之下，各地市場興建

冷藏庫以保存魚貨，製冰廠也設立冷藏庫開辦新事業。
14
冷藏技術

的興起帶動漁業發展，開始成為產品運銷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8 臺中生，〈印度「ベニシユラ」に鐵道於ける冷藏客車〉，《臺灣鐵道》，第 39

期，大正 4 年（1955）， 頁 28–29。 
9 堀內政一曾於 1908 年至 1914 年，擔任臺北廳技師，詳：台灣總督府職員錄

系統，〈堀內政一〉 

（http://who.ith.sinica.edu.tw/s2g.action?viewer.q_authStr=1&viewer.q_fieldStr=

allIndex&viewer.q_opStr=&viewer.q_valueStr=%E5%A0%80%E5%85%A7%

E6%94%BF%E4%B8%80），2021.11.10 查閱。 
10 堀內政一，〈芭蕉と柑橘の話〉，《實驗之臺灣》，第 6 期，明治 43 年（1910），

頁 6。 
11 王俊昌，〈日治時期臺灣水產關聯產業的發展－以製冰、冷藏業為例〉，《海

洋文化學刊》（臺灣海洋大學：2016），第 21 期，頁 193–221。 
12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冷藏貨車鮮魚試驗報告〉，《臺灣水產雜誌》，大正 5 年，

頁 5–7。河村尊雄，〈鐵道に於ける鮮魚輸送試驗成績の概括〉，《臺灣水產

雜誌》，大正 6 年（1917），頁 34–37。 
13 鄭力軒，《重修屏東縣志 : 產業形態與經濟生活》，頁 51，民國 103 年 1 月。 
14《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42 年（1909），第 3290 號；《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42 年（1909），第 340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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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的成功經驗提供農業參考的模板，市場開始嘗試使用冷

藏庫儲存蔬果。
15
只不過蔬果的種類繁多，每種蔬菜、水果對於溫

度的適應性不同，如果溫度太低，可能使 A 水果受損；但溫度太

高，B 水果可能開始變質。單一的冷藏庫無法存放所有的蔬果，

於是出現儲存單一蔬果的冷藏庫，如嘉義西市場西瓜冷藏庫。
16
為

了解決此問題，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技師櫻井芳次郎
17
開始進行包

括芒果、香蕉、木瓜等果物的冷藏相關研究，藉由殖產局養蠶所

的冷藏庫，櫻井提出各時期應該用何種溫度保存成熟或是還未成

熟的果實。
18
除了櫻井的冷藏實驗，海內外也有許多人測試出不同

蔬果的冷藏適宜溫度，如：蘋果適溫攝氏 0 度到 4.4 度之間，而

胡瓜則是攝氏 4.4 度到 7.2 度之間。
19
一套適用於蔬果的冷藏溫度

表被建構起來，以便調節冷藏庫的溫度來儲存不同的蔬果，冷藏

設備貨車跟冷藏火車也開始被嘗試用來運輸農產品；
20
相關設備

的完善也讓冷藏技術得以進一步普及。除了日本國內有日立電器

等廠商研發出各種品質優異的冷藏器以外，為了因應臺灣較為炎

熱的氣候，臺灣工業學校還製造出一種適合熱帶地區使用的特殊

冷藏庫，不僅有一般冷藏庫的保冷效果，還可以阻擋螞蟻入侵。
21
到了日治末期，農產品的冷藏技術已經十分成熟，在運輸船的冷

                                                      
15 《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2 年（1913），第 4632 號。 
16 《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30 年(1941)，第 8551 號。 
17 櫻井芳次郎曾於 1920 年至，先後擔任殖產局技手跟技師、中央研究所士林

園藝支所技師、農業部技師、農商局技師跟農業試驗所技師，詳：台灣總督

府 職 員 錄 系 統 ， 〈 櫻 井 芳 次 郎 〉

（http://who.ith.sinica.edu.tw/s2g.action?viewer.q_authStr=1&viewer.q_fieldStr

=allIndex&viewer.q_opStr=&viewer.q_valueStr=%E6%AB%BB%E4%BA%95

%E8%8A%B3%E6%AC%A1%E9%83%8E），2021.11.10 查閱。 
18 櫻井芳次郎，〈バナナ追熟室〉，《臺灣農事報》，第 261 期，昭和 3 年（1928），

頁 20–29。櫻井芳次郎，〈マンゴー、バナナ、サボヂラ及び木瓜の冷藏室

驗成績〉，《臺灣農事報》，第 266 期，昭和 4 年（1929），頁 95。 
19 田中諭一郎，〈果實及蔬菜の冷藏室溫〉，《熱帶園藝》，第 5 卷第 2 期，昭和

10 年（1935），頁 77。 
20 《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5 年，第 10920 號。 
21 《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8 年，第 1190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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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設備保存下，臺灣蔬果不僅可以穩定提供給日本市場，還被送

往滿州地區跟南洋市場。
22

 

 

圖 1：日立電器研發的電器冷藏庫。圖源：田中文吉，〈電

氣冷藏庫に就て〉，《臺灣建築會誌》，第 5 號，頁 25。 

國民政府遷臺以後，積極發展商品外銷，臺灣的蔬果便是外

銷主力之一。然而即使透過冷藏技術，蔬果輸往國外的過程中難

免還是會發生腐敗的情形，造成損失。
23
為了能夠保持出口商品的

品質穩定，政府因此投入冷藏技術的研究，開發出以冷凍技術加

工而成的冷凍蔬果。由於品質良好，臺灣的冷凍蔬果在國際市場

上大受歡迎，遂成為出口的主力。從民國 50 年代開始，臺灣的豌

                                                      
22 《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6 年，第 16460 號。 
23 《豐年》，第 18 卷第 7 期，民國 57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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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草莓、蘆筍、甘藍等蔬果藉由冷凍技術，出口至歐美地區賺

取大量外匯。
24

 

藉由新穎的冷凍技術，政府連帶也解決臺灣島上農業面臨的

困境。當時臺灣農業生產分為夏天的「淡季」跟冬天的「旺季」。

「旺季」的蔬果總是供不應求，價格低落，有時農民甚至會放棄

採收；而「淡季」的蔬果卻總是供過於求，有時還會碰上颱風，

造成農業損失，進一步使蔬果價格提高，種種因素導致農產品價

格在兩個生產之間季有極大的落差。為了使蔬果長期穩定供應，

政府開始尋找辦法，任職於農復會的技正李秀
25
就提出冷凍冬天

生產過剩的農產品以供應夏天所需的構想，換句話說，就是把冷

凍蔬果的技術普及臺灣農業。
26
一番討論之後，農復會與經濟部一

同合作，前者推行夏季蔬菜生長計畫，後者則提供民間業者貸款，

以鼓勵民間興建冷藏庫。除此之外，農復會還會派人到民間的冷

藏工廠進行相關作業指導。27在政府推廣之下，民間的冷藏庫持續

出現，市場上的農產品價格開始穩定。有鑑於此，農復會持續推

動冷凍與冷藏設備的建立。
28

 

然而好景不常，民國 60 年代，農業逐漸式微，農業成長率逐

年衰退。為了解決農業的困境，「農村加速建設九大措施」成為政

府新的農業政策。根據政府藍圖，往後臺灣的農業要建立起共同

運銷的模式，農業不再是單純的生產業，而是為了國內外市場需

求而生產，農業此時便全面轉向冷藏、冷凍食品之開發。
29
民國 82

年在中興新村舉辦的「臺灣省農村建設會議」提到臺灣農業必須

                                                      
24 《豐年》，第 14 卷第 22 期，民國 53 年 11 月 16 日。《豐年》，第 16 卷第 11

期，民國 55 年 6 月 1 日。 
25  李秀畢業於國立西北農學院農化系，曾擔任臺灣省農林公司技術員與農復

會技正。李秀，《臺灣食品加工之見證：李秀回憶錄》，(台北市：華香園出

版社，2013)。 
26 《豐年》，第 19 卷第 24 期，民國 58 年 12 月 16 日。 
27 《豐年》，第 20 卷第 12 期，民國 59 年 6 月 16 日。 
28 《豐年》，第 21 卷第 4 期，民國 60 年 2 月 16 日。 
29 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編印，《加速農村建設重要措施執行情形》，民國 6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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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冷藏保鮮各項措施；以此會議推出的《臺灣省農業建設方案》

則提到要改進農產品的貯藏，並提出把農會部分糧倉改建為冷藏

庫以供蔬果冷藏使用的方案。
30
臺灣農業已經與冷藏密不可分，冷

藏設備至此變成農產品的基本要求。 

冷藏技術對農業除了運銷方面，在其他方面如防治病蟲害、

育種繁殖等方面都有極大的助益。病蟲害防治方面，冷藏可以用

來培育益蟲或是殺死害蟲。在日治時期，臺灣種植的甘蔗飽受蟲

害之苦，臺灣總督府農業試驗所便從爪哇地區輸入馬尾蜂等四種

益蟲。這些益蟲可以藉由寄生產卵的方式除掉甘蔗中的害蟲，然

而這些益蟲無法耐高溫，為了確保益蟲得以存活繁殖，農業試驗

所便特地設立一間益蟲專用的冷藏庫。
31
另一個例子是葡萄。葡萄

在民國 50 年代開始大量種植於中部地區，由於冷藏技術的便利

得以輸往日本市場，但因為東方果實蠅的蟲害而被日本政府禁止

輸入。商檢局臺中分局開始研究除蟲方法，最後利用低溫冷藏的

技術，開發出讓葡萄果實中心維持 0 到 1 度，並持續 12 天的方

法，成功讓臺灣葡萄重新進入日本市場。
32
得益於冷藏的功效，各

種育種繁殖的實驗如火如荼進展，如葡萄的苗木冷藏實驗，或是

梨子的冷藏插接繁殖實驗，前者透過冷藏葡萄苗木達到從甲地移

植到乙地，後者則藉由冷藏環境下的低溫觀察梨子枝條傷口癒合

的情形。
33

 

現今農業跟冷藏、冷凍技術密不可分，從儲存種苗、貯藏蔬

果到運輸農產品，每個環節都仰賴冷藏技術提供的低溫環境。低

溫可以減緩蔬果的水分喪失、呼吸以及新陳代謝，也會抑制乙烯

                                                      
30 〈臺灣省農村建設方案〉，《臺灣省農業毒物試驗所技術專刊》（臺灣省農業

毒物試驗所：民國 83 年）第 59 號，頁 1-8。 
31 《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5 年（1916），第 5728 號。 
32 張弘毅、葛文俊等，〈我國水果檢疫處理技術及設施之發展〉，收錄於《動植

物防疫季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驗局：2008）第 15 期，頁

12–14。 
33 林信山，〈東方梨之阡插與接插繁殖〉，收錄於《園藝作物產期調節研討會專

集 II》（臺灣省臺中區農業改良場：1996），頁 219–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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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散發，可以長期保持蔬果的鮮度。然而溫度一旦越過蔬果的耐

寒程度，就會對蔬果造成傷害，如何拿捏其中的平衡便成為近年

需要克服的難題。因此開始湧出許多關於冷藏對於蔬果的農業研

究，如低溫對於果實腐爛度與失重率的影響，或是低溫環境對果

實顏色的影響等，這也是冷藏技術深刻影響農業發展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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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國立： 

《全球大流感在近代中國的真相： 

一段抗疫歷史與中西醫學的奮鬥》 

編輯部 

 

 

本書在新冠肺炎仍肆虐不止的時刻，深入探討近代中國流感

疫情之全貌，並與許多談論全球大流感歷史的名著對話，提供極

為重要的東亞歷史經驗，亦幫助現代人對中國醫學史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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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通識人物」系列講座 

編輯部 

國立清華大學自 2020 年起，推出「通識人物」系列科普講座，

向校內學生與社會大眾介紹歷史上著名的跨域典範學者，同時亦

可達到推廣科技史研究的目的。2020 年上、下半年分別推出「通

識人物 – 達文西」與「通識人物 – 沈括」兩個系列講座，深受

好評。2021 年，清華大學繼續推出「通識人物 – 萊布尼茲與牛

頓」系列講座，上、下半年各四場演講，以兩人在科學史上的爭

議為探討主題，深入分析這場 17 至 18 世紀歐陸與英國的瑜亮之

爭。本系列講座主題包含數學、時間哲學、神學、物理學、經濟

學、煉金術、古代學研究等，以下簡要介紹各場演講的內容。1 

1. 蘋果，彗星，重力波－從牛頓到愛因斯坦（2021.05.04） 

 

系列講座首場由國立清華大學天文研究所與物理學系的張

祥光教授，帶領觀眾從那顆傳說中啟發牛頓的蘋果出發，一同見

                                                      
1 感謝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提供講座資料，更多資訊請參閱 

http://cge.nthu.edu.tw/activityreview-2-2/  

http://cge.nthu.edu.tw/activityreview-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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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科學史上關於重力的理論，是如何被提出、驗證、推翻與更新。

這一連串科學理論的發展，從牛頓的萬有引力、哈雷彗星、水星

軌道到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重力波研究的發展、天文觀測技術的

提升，一直到廣義相對論所遭遇的重大挑戰等等，其背後所隱含

更深刻的物理意義，其實是不同時代人類對於所處時空的認識。

透過這場演講，讓我們一窺重力理論發展的始末，但張祥光教授

最後說到，其實故事還沒有畫下句點，未來我們可能還會看到更

多、更有趣的發展。 

2. 牛頓與煉金師（2021.05.06） 

 

系列第二場由國立清華大學化工系講座教授兼副校長的陳

信文教授主講，談牛頓與煉金術。講者開頭提到牛頓較不為人知

的一面，是他花了人生很長的時間研究煉金術，著作中也有十分

之一與煉金術有關。接著講者從古代中國、印度與歐洲煉金術的

歷史說起，討論古代煉金術的起源與內涵，以及從現代化學的角

度看古代煉金術的技術發展。雖然鍊金術無法真正製造出黃金，

但鍊金術的探討卻發展了許多化學技術與裝置。如鍍金的方法、

溶解黃金的王水、水浴加熱的設備等。這些技術與設備，對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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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的發展，產生了許多重大影響。牛頓曾花了大半輩子時間探

索鍊金術。如果活在四百年前，我們會對鍊金術有興趣嗎？我們

會與牛頓一樣隱藏這些興趣嗎？如果進一步對牛頓的許多行為

有所探討，或許也會讓我們思考我們現今教育中對教師的個人道

德是否要求過高？我們追求的身教言教是不是必然？牛頓的時

代是現代科學開始發展的時代，也是對物質的化學變化開始有著

了解的時代。講者最後也帶領聽眾反思，是否在這樣的時代，才

會產生令人著迷與困惑的科學家與魔術師一體的時代？還是因

為科學家與魔術師一體，才讓科學家得以掀開魔術的簾帳，於是

只剩下理性？ 

3. 萊布尼茲與牛頓對空間與物質概念的爭議（2021.05.11） 

 

本場由輔仁大學哲學系劉俊法副教授主講。演講重點在於

1715-16 年間，萊布尼茲與牛頓學派之間的書信往來爭議內容。總

結來說，萊布尼茲依傳統實體形上學的嚴謹手法，批評牛頓的空

間概念，使牛頓對空間的合理主張捉襟見肘。但牛頓對空間的主

張，本也無意嚴謹地陳述空間在本體論上的地位，而只在於要透

過空間與上帝關係間的類比，賦予廣闊無垠空間神聖的絕對性。

其次，是否我們能依充足理由原則，決斷上帝所創造的世界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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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這涉及了關聯於唯理智論或唯意志論的長久爭議。這使萊

布尼茲的唯理論背景和牛頓的唯意志論背景間，無法產生交集，

爭議因此不會有任何共同承認的結果，而只是在不同原則各述己

見。這一歷史爭議的內容，在 18 世紀時，繼續困擾著哲學家的思

考，直到康德的出現，才獲得了令人滿意的合理解決。在空間觀

念部分，康德認為時空觀念是認識主體的感性認識形式，它具有

認識主體間的普遍性，因此我們「絕對」會依時空形式認識感官

對象。由此而言，牛頓對空間絕對性的強調是合理的。但由於我

們對對象世界自身的認識限制，我們不可能認識在對象世界中的

空間自身，這一觀念只專屬於認識主體在自身中，先於任何可能

經驗的認識條件。由此而言，萊布尼茲對空間絕對存在的否定，

同樣也是合理的。對物質而言，康德認為，關於「有沒有一最原

初，不可切分的原子作為物質的最基本單位？」這一問題的解答，

遠超過理性能決定的範圍。 

4. 牛頓的股票虧損與匯率失策（2021.05.18） 

 

本場講者是國立清華大學經濟系榮譽退休教授賴建誠教授。

講者解說牛頓處理財務的兩項敗績。首先，講者解釋牛頓在 1702

年的南海公司股票泡沫中為何虧損天文數字般的 2.5 萬英鎊。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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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在股市泡沫前的成果豐碩，之後犯下大錯，把先前賺到的幾乎

全數再投入，在泡沫破裂前未能抽身導致大賠。由此也可印證他

的名言：我無法計算人們的瘋狂。其次，1700-27 年間牛頓曾擔任

英國鑄幣廠長，他對英鎊匯率的見解，與國會大多數議員相左。

牛頓的立場是：維護複本位制最重要，若不再降金價，必然會轉

成金本位。但國會的態度相反：維護比價最重要，因為再降金價

等於提高銀價，會使物價上漲；金價降等於銀價漲，對國外的競

爭力會下降，外滙收益減少。回顧此事，1717 年 9 月牛頓的提議

正確。他在 1696 年就已看出，英國必然走向熔銀幣鑄金幣、轉為

金本位的結局。1717 年 9 月牛頓提報告書時，複本位制已出現名

存實亡的徵兆。幾經激烈爭辯，牛頓派的立場失利。結局是：英

國因而在 1717 年前後，被迫放棄歷史悠久的金銀複本位，成為實

質（de facto）的單一金本位。但在法律上（de jure），英國要等一

世紀後（1816 年），才宣告成為法定的金本位國家。 

5. 誰先發明了微積分？牛頓與萊布尼茲之爭的••dd（2021.10.19） 

 

本場講者為勤益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特聘教授劉柏宏教

授，為大家講解有名的微積分發明優先權爭議。牛頓與萊布尼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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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視為微積分發明者，但他們二人一生素未謀面，聯繫也都是透

過中間人傳達，在各種陰錯陽差、個人聲譽與社群意識等因素糾

葛下，兩人互相變成最熟悉但也最陌生的敵人。這場數學史上的

瑜亮之爭牽涉到的不僅僅是兩人的生命道路，更影響到英國與歐

陸之後的科學發展。爭議最後以 1726 年牛頓《自然哲學的數學原

理》第三版的出版而告終，牛頓被認為贏得了這場發明微積分優

先權的戰役。不過我們還是可以思考究竟是誰才是這場微積分戰

爭的真正贏家？這場紛爭其間的糾葛不僅牽涉數學知識，也和科

學社群意識、民族觀念、哲學都有關連。萊、牛之爭結束後英國

數學界也中斷與歐陸的數學界交流近百年，這段時間內歐陸科學

家循萊布尼茲微積分的符號與進路，其科學與數學發展逐步邁入

高峰。牛頓確實在萊布尼茲之前發明微積分，但他的微分與積分

符號和運算方式不夠便利，而萊布尼茲以一己之力開創出微積分

的一片天地，尤其便捷的萊布尼茲符號系統如今已遍佈於微積分

教科書之中。所以我們現在或許可以客觀地說，萊布尼茲雖然輸

了微積分優先權的戰役，卻贏得微積分影響力的戰爭。 

6. 象牙塔外的天空與落入思辨的上帝（2021.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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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講者為國立清華大學物理系王道維教授。在簡單描述牛

頓與萊布尼茲的神學觀點後，講者認為，雖然兩者都是能夠橫跨

科學與人文領域的超級天才，但是還有相當不同的地方。從文化

背景來說，牛頓是受到更正教與英國經驗主義的影響，比較強調

從世界或物質的實然面來發現規則，建立他對於上帝如何介入經

驗世界的了解。而萊布尼茲受到天主教的影響較深，亦屬歐陸理

性主義的哲學，比較強調從事物背後的邏輯與應然面來看待上帝

與世界的關係。更精確來說，牛頓是用科學家的方式，使用精密

的數學定律來描述微觀的運動原理，然後歸因於上帝智慧的創造

而且也將不斷的推動和保護，所以因此認為這個世界是帶有意義

的。但萊布尼茲來是從哲學家人文觀點來思考，希望藉由上帝的

視角來面對世界的衝突或多元觀點，以預定和諧論的架構來把表

面上看起來有衝突的學說整合吸納。講者認為他們的差異處是角

度與觀點的不同，但共同處是對上帝的信仰，相信上帝關照這個

世界，使之富有意義。如果我們把裡面的神學內涵拿走，兩者就

立刻分道揚鑣：牛頓的學說就會落入懷疑論或機械唯物論的框架

中，失去豐富的人文內涵。同時，萊布尼茲的學說若離開上帝，

那就會落入康德所批評的獨斷論或者唯我論，幾乎是一種一廂情

願的看法而失去面對客觀環境的能力。最後，講者帶領聽眾反思

神學的意義及其在學術圈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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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萊布尼茲 — 哲學家、文藝復興人與世界公民（2021.10.26） 

 

本場講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榮休教授、國立清華大學哲

學系客座教授關子尹教授。關子尹教授介紹作為哲學家的萊布尼

茲，他是「理性主義者」外，更是數百年德國帶有觀念論特色的

哲學的主要奠基者。接著講者介紹作為「文藝復興人」的萊布尼

茲，提及他在數學、邏輯學、計算機觀念、加密解密器、採礦技

術、古代語言以及詩作上的成就。最後，講者談到作為世界公民

的萊布尼茲，他倡建科學院、參與歐洲政治與外交、提出「語文

作育」概念、提倡普世宗教、建制圖書館與編纂百科全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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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牛頓的古代年代學研究（2021.10.28） 

 

本系列最後一場講者為國立清華大學通識中心與歷史研究

所合聘的琅元教授，琅元教授為聽眾講解牛頓花了人生很長的一

部分時間所研究的古代年代學。牛頓研究的古代年代學，就是嘗

試整理過去已有的古代神話、傳說、歷史與《聖經》中所記載事

件，利用交叉對比的方式，斷定年代，他也利用當時學者在天文

學上的研究成果，例如歲差（ axial precession）或分點歲差

（precession of equinoxes），比對歷史與傳說事件，並修正其年代。

琅元教授的演講，為聽眾揭示牛頓最不為人知的一段研究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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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與學術交流 

編輯部 

7 月 21 日本會與國立清華大學「格物窮理」教師社群合作邀

請義守大學國際傳媒與娛樂管理學系張澔教授與該校化學系朱

立岡老師進行人文和理工學者的跨領域對談，先由張教授分享研

究成果：「氯化鈉或鈉化氯：沒有化學味道的科學名詞之誕生」，

之後由朱老師藉由新式燈泡廣告引出「我/你們被騙了??」的議題，

揭開廣告背後不為人知的科學知識。 

 

 

7 月 21 日張澔教授和清大化學系朱立岡老師 

透過視訊會議與現場分享研究成果，並與社群成員熱烈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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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教授藉由拉瓦節 (Antoine-Laurent de Lavoisier) 推翻燃素

說並提出燃燒氧化的新說，與福爾克拉  (Antoine François de 

Fourcory) 建立了化學命名法的歷史相結合，探討近代中國曾出

現多種化學名詞翻譯法的歷史，進而歸納出傅蘭雅所譯的化學書

籍最多、最具系統性，因此他與徐壽結合音譯和意譯所創單一形

聲字的元素名詞一直流傳至今。而其之所以另造新詞，是為了避

免中國文人借用傳統詞彙時產生「西方科學源於中國」的誤解。

朱老師透過網路社群中有關一個價格不菲檯燈廣告文案的討論，

分析探討媒體中有關訊息的提供與閱讀者訊息的吸收、理解等現

象。在精彩的報告中，朱老師也介紹了光在品質控管、腦神經科

學的光遺傳學、文物鑑定分析上的功用。其後張教授與社群成員

展開非常熱烈的提問與討論。 

「格物窮理」教師社群 

    「格物窮理」教師社群是 110 年度上半年由本會毛傳慧主委

在國立清華大學發起的跨領域教師社群，旨在提供人文學科和自

然學科學者交流、對話的平台。希望經過演講、參訪和討論，讓

不同學科的研究者們對於彼此的研究領域和學科內容均有了較

深入的了解，並善用及分享研究資源，希望以更有效率地提升教

學和研究的品質和成效。該社群的目標一方面在激發成員的研究

靈感與合作計畫的形成；一方面希望能於未來規劃開設跨領域通

識課程，並以專題的方式，合作撰寫、出版科普文本，使人文和

理工學科的同學得以廣泛地吸收跨領域知識，在自己的專業領域

中更好的發揮，提高對科技發展與國家、社會和環境相互關係的

關懷。另外，該社群主要關注如何增進跨領域教學為討論核心，

如何減少跨領域的溝通隔閡，成為問題研究的核心：一方面讓理

工科的師生透過歷史事件，關懷科技發展與社會間的相互影響；

一方面審思如何提高人文學科的師生接觸與理解理工學科的議

題。此外，參與教師們加強學科間的對話，發展出有助於同學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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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理解跨領域課程的授課方式，以及跨領域合作研究計畫的討

論。 

    「格物窮理」教師社群原計畫在110年上半年舉辦五次活動，

受到疫情的影響，一共舉行一次會前會（2/24）及三次的正式活動

（3/24、4/21 及 7/21），活動皆舉辦於周三，除會前會舉辦於之外，

3 月 24 日社群同仁也參訪了清華大學人類所謝艾倫老師的研討

室及實驗室內的庫房，4 月 21 日則參觀了清華大學材料工程系陳

柏宇老師的實驗室及材料檢測中心，7 月 21 日則假清華大學人社

院研討室及線上會議形式，舉行第三次的正式活動。 

  2 月 24 日的「會前會」假清華大學人社院研討室舉行，以確

認社群的行程、研究主題與宗旨。毛傳慧主委先確定該社群的預

期成果為開設跨領域的新課程，以減少不同領域學人間的溝通隔

閡、促進跨領域對話為目標；並提及很多新見解都是從頻繁的討

論中獲得，但常常因為不及紀錄而錯失電光石火的靈感，因此鼓

勵參與成員提出計劃申請，以獲得充分的經費，讓更多的學生參

與，協助紀錄，藉此提供同學們紮實的基礎訓練。陳柏宇老師也

對透過跨領域對談，以激發更多新的研究靈感、開拓研究議題，

並提高論述技巧賦予重望。 

 

2 月 24 日會前會，參與成員觀看毛主委準備的簡報並展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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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4 日第一次正式活動，由清華大學人類所謝艾倫老師帶

領成員參觀清華人社院考古學實驗室與人類所庫房，並介紹和平

島考古發掘成果以及相關考古遺物跨領域的研究方式。陳柏宇老

師也邀請了他指導畢業的碩士生，目前在英國攻讀文物保存鑑定

的博士生劉冠麟先生參與活動。活動分為兩個部分：謝老師先介

紹庫房的收藏，展示部分史前飾品、陶器與石器，西班牙時代的

教堂遺物及清代、日治的文物，同時討論了文物的保存現況與挑

戰。 

 

 

3 月 24 日社群成員參觀清大人類所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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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活動中，參與成員也針對挖掘出的玉石、陶瓷、玻璃珠、

安平壺進行討論，同時也提到，研究分析需要跨領域的合作。如

對來源不明的金屬鈕扣，毛主委提議可以從鑄造的風格與方式著

手；劉先生提到，可以利用便攜式 X 射線螢光分析儀 (PXRF) 協

助研究；然而，單一的成分分析與歷史研究仍有侷限，需要將科

技與歷史的分析結合才能得到最好的研究成果，如硬陶由於耐用

性，以及製造同一物件時不同部位的特徵不同，傳統研究方式難

以定年，甚至連形狀也不易還原，陳柏宇老師因此提出，若結合

數學運算，考慮當前的技術，應可還原出 3D 形狀。這次的聚會

的討論熱烈，除了加深了參與成員對於考古材料的理解，也為後

續考古研究如何與科技結合，以及展開跨領域的合作方式提供了

更進一步的思路。 

 

 

4 月 21 日社群成員參訪清大材料系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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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正式活動於 4 月 21 日舉行，由清華大學材料系陳柏

宇老師主持，先於材料實驗館的材料檢測中心介紹材料系的分析

設備，接著到陳老師於材料科技館的實驗室實地參觀，藉由謝艾

倫老師提供文物的分析，了解儀器檢測的運作。陳老師先在材料

檢測中心用簡報介紹了顯微鏡、化學與機械分析儀器的功用，以

及學校貴重儀器的設備管理政策，如聚焦離子束系統 (FIB) 可以

將物品的一層層原子做出切面以即時觀察。接著成員們前往實驗

室參觀設備，並以謝艾倫老師提供的出土文物進行分析。藉由高

倍顯微鏡分析金屬上細緻的高低起伏，得以清楚顯現「乾隆通寶」

四個字，確認最初的推測。此次活動，讓社群成員們認識了諸多

有助於文史研究的科學儀器，並熱烈討論將之用於自身研究的可

能性。 

    「格物窮理」是本會為促進不同領域學者之間研究交流的嘗

試，未來也歡迎本會委員繼續以類似的方式進行交流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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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ittee activities  

110 年學術演講紀要 

再探Boxer Codex：中西物質與精神的交流 

主講：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謝艾倫助理教授 

 

時間：2021 年 9 月 18 日（六）14:00-15:00  

地點：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A302 教室 

紀錄：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生王紫蓉 

 

    謝艾倫老師先介紹 Boxer Codex（《馬尼拉手稿》）的歷史背

景，在圖文特徵的講述中說明文字與圖像之間有趣的對應現象，

由頁面的邊框和人物繪畫方式的不同推論出圖像繪製者可能不

只一位。接著依序說明書中以觀察者視角對馬里亞納群島居民、

菲律賓、明代中國和占婆的觀察與認識。從中發現一個有趣的現

象：手稿對日本的認識與明代書籍中對日本的認識存在著偏差。

前者認為日本彬彬有禮；後著則認為是野蠻的民族。謝艾倫老師

從書籍背景、書中呈現的人文、物質交流，逐漸聚焦到圖像文字

所顯現的顏色上面，以科學儀器分析書籍中的有機色淀與無機顏

料。演講結束之後，與會聽眾針對圖畫中人物所穿著的服飾、紋

樣、色彩提出一些看法，在講者與聽眾互相探討下，碰撞出新的

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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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魯士藍在東亞的流傳 

主講：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陳東和副研究員 

 

時間：2021年9月18日（六）15:00-16:00  

地點：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A302 教室 

紀錄：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生王紫蓉     

 

    陳東和老師以北宋汝窯無紋水仙盆點出演講題目：「普魯士

藍在東亞的流傳」。演講分成三部分：首先是普魯士藍的發明；接

者是普魯士藍在日本的出現，包含普魯士藍在畫作中的使用、普

魯士藍在日本的傳播與貿易；最後以貿易史料、清宮檔案、旅遊

紀錄等資料來講述普魯士藍何時進入中國，並探討在中文文獻中

的名稱，同時以圖畫、文獻資料講述普魯士藍在中國的用途，最

後以非破壞性檢測儀器的科學分析，用實例說明科學分析對歷史

研究的作用。演講結束後，講者和與會聽眾進行熱烈討論，包含

對 Boxer Codex 圖畫中人物所穿著的服飾、紋樣、色彩提出看法；

Guimet blue d’outremer Jean-Baptiste Guimet in 1828 和普魯士藍的

差別，引發陳老師分享群青與普魯士藍的研究心得；陳老師也回

應聽眾提出的有關普魯士藍在中國或日本的使用，是否含有對西

方嚮往的層面，或是價格更有競爭力的問題。演講講者與現場和

線上的聽眾熱烈的互動中結束，但演講內容和提問，引發許多值

得深入探討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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