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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學技術史•數學卷》後記 
郭書春 

中國科學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中國科學技術史》是“八五”計畫的中國科學院重大課題，《數學卷》是其子課題之

一，由於種種原因沒有按時完成。在陳美東先生和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領導反復

動員下，我在 2004 年夏應允出任《中國科學技術史·數學卷》（以下簡稱《數學卷》）主

編，至於我參加《數學卷》的工作，則是在 1988 年秋宣州梅文鼎會議期間杜石然先生約

請的，二年後杜先生即退休去國。我則在 90 年代初完成了我承擔部分的初稿。 

本書的這個編委會是在 2004 年下半年重新組建的，後來又有增補。《數學卷》的編

寫得到李兆華、（以下以姓氏拼音為序）邸利會、馮立昇、傅祚華、高紅成、郭金海、郭

世榮、韓琦、侯鋼、紀志剛、孔國平、呂興煥、田淼、汪曉勤、王渝生、徐澤林、張棋、

張升、鄒大海等先生的鼎力支持。考慮到我本人關於明末之後的數學史修養比較薄弱，由

我提議，徵得《中國科學技術史》編委會的同意，李兆華先生出任《數學卷》副主編。2005
年 1 月在中國科學技術館召開了《數學卷》第一次編委會會議，明確了編寫的宗旨、原則，

分配了撰寫任務。後來在寫作過程中，作者及其寫作任務又有部分增補和調整。由於李儼、

錢寶琮、嚴敦傑等大師及諸多前輩的艱辛努力，中國數學史學科具有堅實的基礎，成為 20
世紀 70 年代以前研究基礎最好，成果最為突出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學科。30 餘年來，由於

吳文俊院士的宣導，在各位同仁的努力下，中國數學史研究不斷深入，成果豐碩。所有這

些，都為本書的編纂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各位作者完成初稿，交主編、副主編修訂，提出修改意見後，再請作者本人修改，如

此往復數次，最後定稿。凡是引用前人的論點，本書儘量注出；對中國數學史研究中不同

的學術觀點，只要有原始文獻作依據，言之成理，本書或以一家為主，兼述他家；或諸家

之說並列，兼收並蓄，博採眾長。2009 年 2 月，召開了第二次編委會會議，對第一至第五

編的稿件進行了審查。李兆華先生犧牲暑假的休息，冒著酷暑加工了第六編的稿件，並在

2009 年 11 月底召開了第六編的審稿會。 

在各位作者的大力襄助下，《數學卷》得以順利出版。在這裏，我要特別感謝從事本

卷寫作的各位同仁。我常說，要完成一個課題，你請來參加的都是大忙人，不忙的人你也

不敢請。確實，參加本書撰寫的 10 餘位作者大都是中國數學史學科的學術帶頭人或科研

骨幹，不僅承擔多項國家、省部、學校的重大課題（包括我們另一項重大國家課題《中華

大典‧數學典》的編纂），而且擔任一定的領導職責，其繁忙程度可想而知。說實話，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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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我給各位作者發郵件、打電話，連囑咐“注意休息”都不敢了，因為連連催稿的同時

講這些話，幾乎是廢話！也有言不由衷之嫌！令人欣喜地是，大多數作者都很重視此書，

協調好各項工作，為《數學卷》交出了高品質的稿件，多數稿件是在原有深厚功底基礎上

重新研究的成果。王渝生先生、李安平先生協助安排了 2005 年的編委會會議和 2009 年 2
月、11 月的審稿會，在此亦表示衷心感謝。 

吳文俊院士一直關心本書的編纂，他的關心是對我們的鞭策和鼓勵。他和李文林、何

紹庚教授為本書申請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部科學技術學術著作出版基金寫了很好的

推薦，我們對此表示由衷的感謝！ 

感謝科學出版社胡昇華編審、孔國平博士、張凡編輯等先生，他們為本書的編纂與出

版做了大量工作。  

中國古代數學博大精深，目前國內外（包括我們作者在內）的研究仍是階段性成果。

由於水準所限，本書錯誤及不足，在所難免。懇請各位同仁批評指正，不吝賜教，以期在

今後的工作中改進，在本書再版時修訂。我們共同的心願是不斷地推進中國數學史的研

究，開闢數學史研究的新天地。（己丑年（2009）端午節于華嚴北裏寓所。2009 年 11 月

22 日小雪修改。2009 年 12 月 7 日大雪定稿） 
 
附錄：本書目次如下 
 
第一編 中國數學從興起到形成一門學科 — 原始社會到西周時期的數學 
第一章 中國數學的興起—原始社會的數學 

第一節 圖形觀念的形成 
一．圖形觀念的產生 
二、從方位觀念看圖形觀念 
三．原始的作圖工具——規矩準繩 

第二節 數概念的形成與原始的記數方法 
一．數概念的產生 
二．原始的記數方法 

第三節 傳說中的數學人物 
一．黃帝和隸首 
二．堯、舜、禹和倕 

第四節 從原始社會晚期的社會結構看當時數學的發展 
第二章 數學開始形成一個學科——夏商西周三代的數學 
  第一節 十進位值制記數法的形成 

一．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數字 
    二．十進位值制記數法的形成 

第二節 數學開始成為一門學科 
一．社會管理和工作的需要與數學的發展 
二．數學進入教學科目 
三．商高及其所掌握的數學知識 

 
第二編 中國傳統數學框架的確立 — 春秋至東漢中期的數學 
第三章 春秋至東漢中期數學概論 

第一節 春秋戰國秦漢數學與社會及文化背景 
一、春秋戰國數學與社會及文化背景 
二、秦漢數學與社會及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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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春秋戰國是演算法化數學的第一個高峰 
一．整數四則運算在春秋時期的普及 
二．分數、比和比例的廣泛使用 
三．從先秦文獻看春秋戰國時代的演算法化數學 —“九數” 
四．先秦時期的其他數學知識 

第三節 理論思辨傾向 — 春秋戰國數學的新動向 
一．墨家與數學  
二．名家的數學思想 
三、先秦文獻中的無限思想  
四、春秋戰國時期的理性思辨與數學  

第四節 秦簡《數》與漢簡《算數書》 
一．秦簡《數》 
二．《算數書》的體例、表達方式及特點  
三．《算數書》的編纂 
四．《算數書》的內容及其在中國數學史上的地位 

第五節《周髀算經》和陳子 
一．《周髀算經》                  
二．陳子 

第六節《九章算術》和張蒼、耿壽昌 
一．《九章算術》的內容             
二．《九章算術》的體例和編纂 
三．《算數書》與《九章算術》 
四．《九章算術》的特點與弱點及其在世界數學史上的地位 
五．《九章算術》的版本             
六．張蒼和耿壽昌 

第七節 其他數學家和數學著作 
一．許商和《許商算術》、《杜忠算術》 
二．尹咸和劉歆 
三．張衡與馬續 

第四章 分數、率與盈不足 
第一節 分數及其四則運算法則 

一．分數及其表示                  
二．分數四則運算 

第二節 今有術與衰分術、均輸術 
一．今有術                            
二．衰分術 
三．均輸術                            

第三節 盈不足術 
一．盈不足術                  
二．盈不足術在一般數學問題中的應用 

第五章 面積、體積、勾股與測望 
第一節 面積 

一．直線形面積                      
二．曲線形面積 
三．圓方與方圓 
四．曲面形面積     



HPM 通訊第十三卷第十期第四版 

第二節 體積 
一．多面體體積                      
二．曲面體體積 

第三節 畢氏定理與解勾股形 
一．畢氏定理                        
二．解勾股形 
三．勾股陣列 

第四節 勾股容方、容圓 
一．勾股容方                         
二．勾股容圓 

第五節 測望 
一．一次測望                         
二．重差的萌芽 

第六章 開方術、正負術、方程術與數列 
  第一節 開方術 

一．開平方術                         
二．開立方術 

第二節  方程術與正負術 
一．方程和方程術                     
二．損益術  
三．正負術                           

第三節  數列 
 
第三編 中國傳統數學理論體系的完成 — 東漢末至唐中葉的數學 
第七章 東漢末至唐中葉數學概論                       

第一節 漢末魏晉的社會變革與漢末至唐中葉的數學 
一、漢末魏晉的社會變革與傳統數學理論的奠基 
二、南北朝的社會與數學            
三、隋至唐中葉的社會與數學 

第二節 徐岳《數術記遺》和趙爽《周髀算經注》 
一．劉洪、徐岳與《數術記遺》 
二．趙爽與《周髀算經注》   

第三節  劉徽與《九章算術注》、《海島算經》 
一．劉徽                             
二．《九章筭術注》              
三．《海島算經》         

第四節 南北朝的數學著作和數學家 
一．關於《九章算術》的研究著作     
二．《孫子算經》 
三．《夏侯陽算經》                  
四．《張丘建算經》  
五．祖沖之、祖暅之與《綴術》       
六．甄鸞及其數學著作 
七．其他數學家 

第五節 隋至唐中葉的數學著作和數學家 
一．劉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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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孝通與《緝古算經》 
三．李淳風等整理十部算經 
四．一行與《大衍曆》 
五．邊崗 j 

第六節 隋唐算學館和明算科 
一．算學館 
二．明算科  

第七節 大數記法和改進計算工具的嘗試 
一．大數記法 
二．改進計算工具的嘗試 

第八章 率與齊同原理 
第一節 率的定義和性質 

一．率的定義  
二．率的求法和性質 

第二節 今有術的推廣和齊同原理 
一．今有術的推廣 
二．齊同術                        

第三節 算術趣題和最小公倍數 
一．算術趣題                      
二．直接求解算術難題 
三．最大公約數和最小公倍數 

第九章 勾股、測望和重差  
第一節 解勾股形諸公式的證明  

一．趙爽、劉徽對畢氏定理的證明 
二．趙爽、劉徽對解勾股形諸公式的證明 
三．劉徽對勾股陣列公式的證明 
四．王孝通對解勾股形問題的拓展 

第二節 勾股容方、容圓公式的證明 
一．借助出入相補原理的證明  
二．借助勾股相與之勢不失本率原理的證明  

第三節  重差術 
一．重差術  
二．製圖六體與數學 

第四節 其他測望問題 
一．《張丘建算經》中的測望問題      
二．《數術記遺注》中的測望問題                 

第十章 開方術、方程術的改進、不定問題與數列  
第一節 開方術的幾何解釋和改進 

一．劉徽關於開方術的幾何解釋 
二．劉徽和王孝通關於開方式的造術 
三．開方術的改進 
四． 劉徽“求微數”和根的近似值 
五．祖沖之的開差冪和開差立 
六．一行的求根公式 

第二節 方程術的進展 
一．劉徽的方程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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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乘相消法                       
三．方程新術 
四．《孫子算經》和《張丘建算經》中的方程術  

第三節 不定問題 
一．五家共井                         
二．物不知數問題 
三．百雞術 

第四節 等差數列與等比數列 
一．等差數列 
二．等比數列  

第十一章 無窮小分割和極限思想 
第一節  割圓術  
第二節  劉徽原理 
第三節  圓體體積和祖暅之原理 

一．祖暅之原理                       
二．牟合方蓋和球體積  

第四節  極限思想在近似計算中的應用 
一．圓周率                           
二．圓率與方率 
三．求弧田密率                 

第五節  劉徽的面積、體積的推導系統 
一．劉徽的面積推導系統               
二．對多面體體積公式的證明 
三．劉徽的體積推導系統 

第六節  劉徽的極限思想在數學史上的地位 
一．劉徽的無窮小分割思想與先秦墨家、名家、道家 
二．劉徽的極限和無窮小分割思想與古希臘的比較 

第十二章 劉徽的邏輯思想和數學理論體系 
第一節 劉徽的辭與理類故 

一．理                              
二．類 

    三．故                                     
第二節 定義                                                 
第三節 類比和歸納  

一．類比                            
二．歸納推理 

第四節 劉徽的演繹推理 
一．三段論                           
二．關係推理 
三．假言推理                          
四．選言推理 
五．聯言推理                          
六．二難推理 
七．數學歸納法的雛形                                             

第五節 數學證明  
一．綜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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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法和綜合法相結合 
三．反駁及劉徽的失誤                  

第六節 劉徽的數學理論體系                    
第十三章 隋唐曆法中的數學方法 

第一節 隋唐曆法的創造性轉變 
一．張子信的發現及其意義          
二．隋唐曆法計算結構的數學化 

第二節 二次內插演算法         
一．《皇極曆》              
二．劉焯二次內插演算法及其算理分析 
三．唐代曆法對二次內插演算法的改進與發展  
四．相減相乘法 

第三節 隋唐曆法中若干典型數學方法 
一．劉焯《皇極曆》定朔演算法      
二．李淳風《麟德曆》的晷影演算法 
三．一行《大衍曆》的九服晷影演算法 
四．邊岡《崇玄曆》黃赤道差與月亮黃緯的計算  

第十四章 隋唐時期中國和朝鮮、日本、印度的數學交流 
第一節 中國和朝鮮的數學交流 
第二節 中國和日本的數學交流 

一．中國曆算的傳入 
二．早期算學教育制度的引進 
三．隋唐時期傳入日本的中算書與日本古代算學內容的遺存 

第三節  中國和印度的數學交流  
一、印度數學傳人中國  
二．中國數學對印度的影響 

 
第四編 中國傳統數學的高潮 — 唐中葉至元中葉的數學 
第十五章  唐中葉至元中葉數學概論 

第一節統數學的高潮與唐中葉開始的社會變革 
一、唐中葉開始的社會變革和數學的發展 
二、思想寬鬆是數學發展的必要條件 
三、社會需要是數學發展的強大動力 
四、宋元統治者重視數學 
五、宋元數學的特點 

第二節 贗本《夏侯陽算經》 
一、傳本《夏侯陽算經》的年代與內容 
二、《夏侯陽算經的版本  

第三節 賈憲和《黃帝九章算經細草》 
一、賈憲和他的老師楚衍 
二、《黃帝九章算經細草》大部存世考 
三、《黃帝九章算經細草》的數學成就和數學思想 

第四節 劉益和《議古根源》 
一、劉益 
二、《議古根源》 

第五節 秦九韶和《數書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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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秦九韶的生平 
二秦九韶人品辨 
三《數書九章》 

第六節 李冶和《測圓海鏡》、《益古演段》           
一、李冶 
二、洞淵九容和《測圓海鏡》 
三、《益古集》和《益古演段》 

第七節 楊輝和《詳解九章演算法》、《楊輝演算法》 
一、楊輝  
二、《詳解九章演算法》 
三、《日用演算法》和《楊輝演算法》 

第八節 朱世傑和《算學啟蒙》、《四元玉鑒》 
一朱世傑 
二、《算學啟蒙》 
三、《四元玉鑒》 

第九節 其他數學家和數學著作 
一、李籍和《九章算術音義》、《周髀算經音義》 
二、《謝察微算經》 
三、沈括和《夢溪筆談》的數學成就 
四、王恂、郭守敬和《授時曆草》 
五、趙友欽和《革象新書》 
六、沙克什和《河防通義‧演算法門》 
七、其他數學家和數學著作 

第十六章 計算技術的改進和珠算的發明            
第一節○和十進小數 

一．○和數碼  
二．十進小數 

第二節 計算技術的改進 
一．重因法、以加減代乘除與求一法 
二．留頭乘法與九歸、歸除 

第三節  珠算的產生  
一．珠算產生諸說 
二．珠算最遲產生于宋代 

第十七章 勾股容圓和割圓術 
第一節  勾股容圓 

一．洞淵九容 
二．圓城圖式 
三．識別雜記 

第二節  割圓術 
一、沈括的會圓術 
二、《授時曆》的弧矢割圓術 
三、趙友欽的割圓術 

第十八章 高次方程數值解法與天元術、四元術    
第一節  高次方程數值解法 

一．立成釋鎖法  
二．賈憲三角 



HPM 通訊第十三卷第十期第九版 

三．增乘開方法  
四．益積術和減縱術 
五．正負開方術 

第二節  天元術  
一．天元術的歷史 
二．天元術的完善和應用 

第三節  四元術 
一．四元術的歷史發展 
二．四元消法 
三．二元術 
四．三元術 
五．四元術 

第十九章  垛積術、招差術 
第一節  垛積術 

一．隙積術 
二．垛積術 

第二節  招差術 
一．《授時曆》的招差術 
二．《四元玉鑑》的招差術 

第二十章  大衍總數術與縱橫圖 
第一節  大衍總數術 h 

一．大衍總數術的由來  
二．大衍總數術 

第二節  縱橫圖 
一．河圖、洛書與縱橫圖 h 
二．楊輝等的縱橫圖 k 
三．丁易東的縱橫圖 h 

第二十一章  唐中葉至元的中外數學交流 k 
第一節  中國與伊斯蘭地區的數學交流 

一．9 世紀之後伊斯蘭地區的數學發展概況及其與中國的交流 
二．中國數學對伊斯蘭國家的影響 
三．伊斯蘭國家數學的傳入 

第二節  中國數學對朝鮮日本的影響 
一．朝鮮對中國數學著作的引進與學習 
二．中國數學對日本的影響 

 
第五編 傳統數學主流的轉變與珠算的發展 — 元中葉至明末數學 
第二十二章  元中葉至明末數學概論 

第一節  明代數學的社會背景 
第二節 古算著作與成果在明代的失傳 

一. 《永樂大典·算》與明初朝廷收藏的數學著作 
二. 古算書的失傳 
三. 數學成果的失傳 

第三節  明代數學主流的轉變 
一. 明代數學著作概況 
二. 明代數學的主流及楊輝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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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元中葉至明末的主要數學家和數學著作 
第一節 元中後期的數學家和數學著作 

一．《透簾細草》 
二．丁巨及其《丁巨演算法》 
三．賈亨的《演算法全能集》 
四．《詳明演算法》 

第二節 明初的數學家和數學著作 
一．嚴恭及其《通原演算法》 
二．劉仕隆及其《九章通明演算法》 
三．夏源澤的《指明演算法》 
四．其他算書 

第三節 籌珠並用的數學家和數學著作 
一．吳敬及其《九章演算法比類大全》 
二．王文素及其《算學寶鑒》 
三．其他算書 

第四節 理論數學研究的餘緒 
一．唐順之及其《數論》六篇 
二．顧應祥及其四部數學著作 
三．周述學及其《曆宗算會》 
四．朱載堉及其《算學新說》和《嘉量算經》 

第五節  珠算數學家和數學著作 
一．《算法統宗》以前的珠算著作 
二．程大位及其《算法統宗》和《演算法纂要》 
三．其他珠算著作 

第二十四章 數學的歌訣化與珠算的普及 
第一節 數學的歌訣化 

一．數學的實用化、大眾化與商業化 
二．數學的歌訣化 
三．元末以來的數學歌訣化算題 

第二節 明代數學中的各種“雜法” 
第三節 珠算的發展與普及 
一、元明時代幾項珠算史料所反映的情況 
二、數學著作中對珠算的反映 
三、珠算的普及與籌算的消失 

第二十五章  明代的若干數學工作 
第一節 開方及方程的數值解法 

一．元中後期的增乘開方法 
二．《通原演算法》的開方法 
三．吳敬、王文素等的開方法 
四．珠算開方法 
五．開帶從方法 

第二節 一次同餘方程組與不定方程 
一．一次同餘方程組的解法 
二．不定方程問題 

第三節  勾股術、測圓術與弧矢術 
一．勾股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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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測圓術 
三．弧矢術 

第四節  縱橫圖 
第五節  九進位制與十進位制的小數換算 

第二十六章  中國數學在朝鮮和日本的傳播與影響 
第一節  中國數學外傳朝鮮半島及其影響 

一．中國數學在李氏朝鮮初期的流傳與影響 
二．17 世紀朝鮮對中國曆算著作的引進 
三．宋元明數學著作的流傳與影響 

第二節  中國數學在日本的傳播與影響 
一．珠算與明代數學著作在日本的傳播 
二．宋元數學著作在日本的傳播 
三．宋元明著作對日本數學的影響 

第三節  其他交流 
 
第六編 西方數學的傳入與中西數學的會通 — 明末至清末的數學 
第二十七章  明末西方數學的傳入與清初數學研究  

第一節 明末西方數學的傳入 
一．耶穌會士的東來 
二．西方數學著作的編譯 
三．《崇禎曆書》中的數學     

第二節 王錫闡與薛鳳祚的數學研究 
一．王錫闡及其《圜解》  

    二．薛鳳祚及其《比例對數表》、《三角演算法》      
三節 梅文鼎的數學研究 

    一．梅文鼎 
    二．數學著作的內容概述 

三．立體幾何與球面三角方面的創見 
第四節 其他數學家的工作  

一．方中通與《數度衍》 
二．李子金的數學工作 
三．陳厚耀對排列組合的研究） 
四．陳世仁及其《少廣補遺》 

第二十八章  清初西方數學的傳入 
第一節  康熙帝與西方數學的再次傳入  

一．康熙的數學學習 
二．安多和《演算法纂要總綱》的編纂 

第二節 《數理精蘊》 
一 蒙養齋算學館與《數理精蘊》的編纂 
二．《數理精蘊》的內容及其西方數學來源 

    三．《數理精蘊》的影響 
第三節 西學中源說與康熙的數學地位 

一．借根方即天元術說 
    二．康熙與符號代數傳入的失敗 

三．“西學中源”說及康熙的數學地位 
第四節 康熙雍正時代傳入的其他西方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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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Ozanam 及其他對數表的傳入 
    二  杜德美與杜氏三術 

三  年希堯《視學》與 Pozzo 原著的關係    
第二十九章 清中葉傳統數學著作的整理與研究  

第一節 清中葉數學概述 
一．中國傳統數學的復興 
二．西方數學的研究與中、西數學知識的互動 

第二節 傳統數學著作的整理和校勘  
一．戴震與《四庫全書》、《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中所收算書 
二．清中葉對漢唐算經的校勘與研究 
三．宋元算書的傳刻與研究 
四．《疇人傳》及其續篇 

第三節 傳統數學的研究與發展 
一．談天三友和其他數學家 
二．方程論研究  
三．其他研究工作 

第三十章 冪級數展開式的研究 
第一節 明安圖及其《割圜密率捷法》 

一 明安圖 
二《割圜密率捷法》 

第二節 董祐誠、項名達、戴煦等的工作 
一 董祐誠及其《割圜連比例術圖解》 

    二 項名達及其《象數一原》 
三 戴煦及其《求表捷術》 

第三節 李善蘭及其尖錐術 
一 李善蘭 
二 尖錐術 

第四節  徐有壬、顧觀光、鄒伯奇等的研究工作 
一、徐有壬及其《割圓八線綴術》 
二、顧觀光、鄒伯奇等的研究工作  

第三十一章 清末西方數學的傳入 
第一節 清末數學傳入概況 

一．李善蘭數學翻譯工作 
二．華蘅芳及其數學翻譯研究 

第二節 幾何、代數學、三角學著作的翻譯 
    一．《幾何原本》 

二．《代數學》、《代數術》等 
三．《三角數理》及其他  

第三節 微積分和概率論著作的翻譯 
一．《代微積拾級》 
二．《微積溯源》 
三．其他有關微積分的著作 
四．《決疑數學》 

第三十二章 清末數學研究  
第一節 夏鸞翔、白芙堂諸子和其他數學家  

一．夏鸞翔及其數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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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白芙堂諸子及其數學著作 
三．劉彝程及其數學著作 
四．陳志堅、周達及其數學著作 

第二節 數論的研究  
一、素數的研究 
二、整數勾股形的研究 
三、百雞術和大衍總數術的研究  

第三節 垛積術與招差術的研究    
一、李善蘭的垛積術 
二、夏鸞翔的垛積招差研究 
三、劉彝程的垛積術研究 

第四節 開方術的研究 
一 夏鸞翔對開方術的研究  
二 華蘅芳的數根開方術與積較開方術  

第五節 對圓錐曲線和微積分的研究  
一、圓錐曲線作圖 
二、二次曲線求積問題 
三 平圓容切與累圓 

第三十三章 清末的數學教育  
第一節 清末數學教育概述 

一．數學教育的變革 
二．清末的數學教育觀念 
三．清末的留學活動與數學留學生 

第二節 數學教育 
一．洋務學堂的數學教育 
二．書院的變革與數學教育 
三．教會學校的數學教科書 
四．癸卯學制的數學課程 

第三節 算學叢書、數學社團與刊物 
一．算學叢書的編纂 
二．數學社團  
三．數學刊物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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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數學小說觀點簡評《質數的孤獨》 
洪萬生 

台灣師範大學數學系退休教授 

 

一、前言 

 根據本書《質數的孤獨》（中譯本於 2009 年 12 月，由寂寞出

版社初版印行）銷售記錄（義大利及歐洲各種版本超過 600 萬冊）

與作者得獎記錄（史特雷加文學獎等五座文學獎得主）來看，這

一部小說的文學價值似乎已經不需要我們置喙。1尤其，作者保

羅‧裘安諾（Paul Giordano）的出身背景更是引人注目，他擁有

粒子物理學博士學位，本書是他的處女作，2008 年問世時，他年

方 26 歲，還是一位博士班研究生。 

 儘管如此，由於作者在本書充分地利用了數學概念，特別是

數論中的質數，作為文學的比喻，因此，我們從數學小說的面向切入，應該也可以多少掌

握一點較少見諸於一般文學評論方面的心得。事實上，本小說在Alex Kasman 的數學小說

網站中，2也頗受矚目，雖然大家都承認其中所包括的數學並不多。 

二、本書所引用的數學概念及其脈絡 

 本小說共有七章 47 節。其中，說明本小說所採用之數學比喻的，出現在第 21 節，尤

其是前三段，作者先是介紹質數與攣生質數的意義，再點出它們如何適用於男、女主角（馬

提亞與艾莉契）之比喻。從數學小說的面向來看，這是全書最精彩的地方，值得我們在此

多加引述： 

 

質數只能被一和本身整除。它們在自然數的無盡序列中，乖乖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

跟其他的數字一樣解在另外兩個數字之間，但彼此的距離又比其他數字更遠一步。這

些懸疑又孤獨的數字，讓馬提亞覺得非常神奇。有時候他認為它們是被錯置在那個序

列當中，就像被困在一條項鍊中的小珍珠；有些時候他則懷疑這些質數其實也很希望

跟其他數字一樣，當個普通的數字，卻由於某種原因，它們沒有這個能力。第二種想

法經常會在夜晚浮現，當他的內心太軟弱而無法對自己說慌時，這種想法就會混亂地

穿插在睡前的胡思亂想之中。（頁 587） 

 

在本節第二段中作者則是介紹孿生質數 (twin prime numbers)： 

 

在大學的第一年，馬提亞發現質數當中還有一些更特別的數字，數學家稱之為「孿生

質數」。這是一對彼此非常接近的質數，幾乎是緊緊相鄰，但它們之間總是會存在著

                                                 
1 中譯本在台灣出版後，到 2010 年 1 月為止第一版已有六刷。 
2 Kasman的數學小說網頁如下：http://kasman.people.cofc.edu/MATHFICT。 

http://kasman.people.cofc.edu/MATHF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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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偶數，讓它們無法真正地碰在一起，例如十一和十三、十七和十九、四十一和四

十三這些數字。如果有耐性地一直數下去，將會發現這種孿生質數越來越少見，越來

越常碰到的是孤立的質數，迷失在全是由數字所組成的安靜、整齊的空間裡。接著你

會很痛苦地意識到，孿生質數直要等到意外事件發生的時候才會碰在一起，而它們的

真正的宿命是注定一輩子孤獨。然後，當你正準備要放棄、不想繼續算下去的時候，

卻又碰上另外一對孿生質數，它們緊緊地抓住對方。於是數學家之間有一種共同的信

念，就是盡量地往前數，總是會遇上另一對孿生質數，雖然沒有人知道它們何時會出

現，但一定會碰到。（頁 587-593）3 

 

有了這些概念，作者開始用以比喻男、女主角的關係： 

  

馬提亞認為他和艾莉契就是如此，他們就是一對「孿生質數」，既孤獨又迷惘，彼此

非常接近，卻又不夠近到可以真正碰觸對方。他不曾對她說過這件事。當他想像對她

告白這些事情時。手上一層薄薄的汗水就會完全蒸發，接著就會有整整十分鐘的時間

無法碰觸任何東西。（頁 593） 

 

接著，作者再讓男主角判斷下列兩個相鄰的自然數是否為攣生質數：2760889966649、

2760889966651。至於其進路，則是全書唯一涉及數學認知（cognition）的情節，亦即男

主角「開始尋找可以同時整除這兩個數字的公約數」： 

 

用 3 是否可以整除非常簡單，只要把每個數字加總起來，看是不是 3 的倍數就知道了；

五，一看就知道不行；至於七，可能有一種簡便的規則可以檢查，但是馬提亞不記得

了，於是他就動筆實際去除；十一、十三……等等也是如此，計算的方式越來越複雜。

當他用三十七去除的時候，第一次打起瞌睡，比從手中滑落到只上，來到四十七時，

他終於住手了。（頁 599） 

 

 在另一方面，在本節（第 21 節）中，由於上述引文的佐證，男主角對數學的極度狂

熱（也出自幼年時所表現出來的天分），更進一步在以下的書寫中忠實呈現： 

 

在大學四年的課程中，數學把馬提亞帶往人類思想中最迷人且遙遠的角落。他用一種

小心翼翼的儀式，把在學習過程中碰到的所有數學定律的證明全部抄寫一遍。甚至在

夏日的午後，他也放下百葉窗，在桌燈的照明下埋頭苦幹。他比所有會令他分心的物

品全部叢書桌上移開，好真正感覺自己單獨和那些紙張在一起，然後就開始算個不

停。如果他發現自己在一段計算過程中猶豫太久，獲釋等號後面的結果不符合某種運

算模式時，他就會把那紙條揉成一團丟到地上，然後從頭開始。當他寫到那些紙張的

坐下方，上面填滿密密麻麻的符號、字母和數字，最後終於寫下「故得證」這三個字

的時候，有一瞬間他會覺得自己把這個世界的某一小塊整理好了。然後他就會靠到椅

背上，雙手十指交握地往前伸，舒展一下。（頁 601） 

 

                                                 
3 本書（中文版）頁碼相當複雜，譬如頁 593 實際上是頁 587 的下一頁等等，請讀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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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些課程中的「複變函數、射影幾何和張量分析，都無法減低他最初那股對數字的

狂熱」： 

 

馬提亞很喜歡算，從一開始，然後以越來越複雜的級數繼續下去，那些級數經常是他

自己臨時想到的。他就讓那些數字引導自己，而且他似乎一個接一個地認識這些數

字。（頁 601） 

 

因此，在選擇畢業論文主題時，他請求離散數學教授尼可利擔任指導教授（馬提亞根本沒

修過他的課），至於主題呢，則是與黎曼 函數有關的數論問題。 

 以上可以說是本書中有一點敘事結構的數學知識面向。其他零碎提及之數學或物理，

則主要用以烘托男主角的數學天分及其後來的數學家生涯。譬如說吧，馬提亞還在中學唸

書時，他坐在父親的車子內，曾經興緻勃勃地說明車窗上的雨滴之運動現象（頁 127-131）。

又，馬提亞在榮獲博士學位之後，旋即獲得北歐一所大學的聘任，作者描述他的心境：「去

或不去；0 或 1，像電腦的二進位制一樣簡單。」（頁 773）再有，他在北歐與同事阿貝多

討論數學，也用以顯示他超強的記憶與熟練（頁 1171），以及他所開授的代數拓樸學

（algebraic topology）之上課片段（頁 1423-1427）。其他，還有如下之描述： 

 

所有的動作只是一種機械反應。一種平凡無奇的數學向量序列，把自己的唇貼上她的

就行了。即使這一刻他並不想，他還是可以做到，而且很有把握可以把動作做得非常

精準。（頁 883） 

 

到達某一個確切的點之後，水就會停止擴散，那是因為水的表面張力強到足以把所有

的分子凝聚在一起，就像底片在按下快門的那一剎那，所有影像就定格了一樣。（頁

971） 

 

他全神貫注地盯著她其中一隻耳朵上垂掛的巨大耳環幾秒鐘，那是個直徑至少五公分

的金色圈還，只要她動一動，這個圈圈就開始以一種複雜的韻律晃了起來，於是馬提

亞試著用笛卡爾的三個座標去分解。那個耳環的尺寸，以及它和娜迪亞那頭烏黑髮絲

之間的強烈對比，讓他不自覺地聯想起某些大膽，甚至可以說猥褻的事情，這令他感

到非常害怕，同時卻又很興奮。（頁 1201） 

 

娜迪亞那陌生的身體躺在他身上，他的身體一蠻接觸著他的汗水，另一面則接觸著沙

發皺巴巴的布料與他們被壓扁的衣服，這種感覺令他窒息。她的呼吸很緩慢，馬提亞

心想，如果它們之間的呼吸頻率的比例是一個無理數，那麼就沒有任何地方可以把她

們組合起來，找到一種規律。（頁 1327） 

 

上引情節當然也涉及男主角馬提亞的情慾想像，由於他是數學家，所以，作者得以利用數

學概念如向量或無理數作為一種文學比喻，來說明他的極端孤僻甚至於反社會人格之處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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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論 

 總之，這是一本以數學家為（男）主角的小說。也因此，數學元素在本書一些相關情

節中，得以發揮適當的文學比喻。其中，質數或孿生質數是主要的概念，既說明男女主角

彼此又即又離的孤獨處境，也用以比喻男主角的數學天分如何受到啟發，並成為他的數學

生涯之研究目標。此外，作者還應用向量與無理數的概念，來凸顯他的社交處境。 

 因此，本書男主角若非數學家，那麼，其中所運用的數學比喻，大概都會造成讀者的

閱讀負擔。4當然，如果我們將它視為數學小說，那麼，在閱讀的關照或提醒上，應該會

比較周全與體貼。不過，作者在本書所使用的數學之文學比喻（mathematics as a literar

metaphor），卻充分地說明了一個極重要的事實，亦即：在非數學的脈絡（如小說情節）

中，期待數學的脈絡意義（contextual meaning）得以具體實現，數學小說恐怕是不可或缺

的一種媒介。關心科普寫作或企圖指出數學知識活動多面向意義的有志之士，千萬不可等

閒視之。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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贅，而且勢所必須。這是出版界過去 20 年來最值得振奮的一件事，也值得在此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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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饗宴—左新圖書館 
廖惠儀老師 

高雄市大仁國中 

 
不論你是從哪裡聽聞過「左新」這個名字，只要踏進這個公共空間，就能令您重新定

義「圖書館」！ 

左新圖書館在 2010 年的 6 月 17 日啟用，座落於各行各業正蓬勃發展、人口密度不斷

往上成長的北高雄地區。或許這可以解釋左新圖書館何以能創下在開館 10 天內就達到 3
萬人次的全國記錄！而在媒體報導的推波助瀾下，這個由一探究竟加上近悅遠來磊磊而成

的紀錄仍在不斷攀升之中。 

左新圖書館有個讓大小朋友都能想像力飛馳的外在，硬體由黃振祥建築師設計，整個

建築被寬敞的博愛路、悠閒的公園及綠意映眼的左營國中大操場環抱著。圖書館是座四層

樓的建築，一、二樓是左新圖書館的圖書展示閱覽區，三、四樓則是左營國中的活動中心。

建築物的屋頂是有著波浪般曲線的蓮葉造型，在晴日朗朗時，它是片巨大的太陽能板，接

收來自宇宙的能量；在陰雨霏霏時，它是水神的漏斗，將天降的甘霖引入地下室容量有 1000
噸的儲水槽。 

 

 

 

 

 

 

 

 

正面右邊的牆面運用拼磚，以充滿抽象趣味的建築語彙書寫出左營舊地圖，左邊的牆

面則以彩色玻璃嵌入繽紛的蓮藕。入口處的左方是新書展示區，人們在大片落地窗內閱讀

的景象是這個城市最美的一扇櫥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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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位數學狂熱者或科普愛好者，很難在進入圖書館後不立刻注意到入口處標示板

上「特色館藏—科普」幾個閃亮亮的字。而在看到這幾個字後，更難不立刻去掃瞄搜尋館

內科普藏書的寶藏所在地。但還是讓我們收拾收拾飛奔而去的衝動，先瀏覽整個圖書館的

全貌。往內走，右手邊是流通出納台、媒體閱覽區以及明亮而極具人文關懷與節能減碳精

神的洗手間。左手邊是很便利的自助借書區及自助書籍消毒箱。往前直走，是兒童圖書閱

讀區，這裡有具大自然氣息的木質地板、探險世界般的空間設置、活潑又協調的色彩搭配，

以及媽媽抱著小朋友坐在「包廂」閱讀的一角。從兒童閱覽區往外看去，是視野寬闊的左

營國中大草皮，窗戶的上方有幾片略斜的反射遮陽板；反射遮陽板兼具「阻隔陽光以降低

室內溫度」及「反射陽光使室內明亮」兩種「互相矛盾」的功能，以數學的量化在節省空

調與減少燈照之間尋求最佳的平衡。 

圖書館的最深處就是藏寶圖中的目的地，特色館藏 － 科普藏書區。及胸的書櫃和一

般圖書館得拿小板凳才能拿得到書的「傳統」十分不同，黃建築師為這個空間構築的氛圍

是「家裡的大書房」，舒適的空間感受使閱讀者不因長時間的閱讀而有「圖書館缺氧症候

群」，這個高度的書櫃又可使需要查閱多筆資料的讀者，可以把相關書籍放置在書櫃上便

於翻閱比較。這個看似「浪費空間」的設計，實際上使空間的利用更加人性且彈性。 

 

 

 

 

 

 

 

 

在科普類藏書方面，由於借書人次遠高於館方（及各界）預估，因此書架上雖不至於

空空如也，但也可說是稀稀落落了。不過，與其看到藏書滿滿乏人聞問，這種比美「搶購

i phone 4」的借閱潮，豈不更值得令人欣喜？ 

立科普為主軸的左新圖書館除了設立科普藏書專區外，更師出有名地安排了不少推廣

科普的講座。館方與科學領域具有熱誠及使命感的專家學者合作，將生硬的科學知識藉著

生動吸引人的標題、深入淺出而幽默的演說風格、積極鼓勵的手法，成功地在南台灣掀起

一股「科學復興運動」的風潮。館方規劃的中長期講座與活動可以粗分為：對象為幼兒的

「早讀運動」；對象為幼童的「兒童數學探索系列」；對象為小學生的「小蜻蜓兒童讀書會」、

「Fun 心聽故事」；對象為高中生的「未來公民科學素養講座」；對象為社會大眾的「科月

四十科學到民間—科普講座」、「部落大學課程系列」等。近期的講座主題有：「達爾文到

底革了什麼命」、「你家有沒有奈米」、「工程設計的人性」、「機器人時代的來臨」以及「生

命科學與性別」等。 

「如結穗般期待您來收穫，喚起那一份翻閱扉頁的感動－沈浸在書香裡。」左新圖書

館的部落格首頁如此寫著。榮獲「國家卓越建設優質獎」及「2010 都市設計景觀評選大獎」

的左新圖書館，在美麗的外表之下，更處處閃爍著具人文關懷與科普角度的厚實內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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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裡，期待著你來翻閱屬於你的那一頁感動！ 
 
延伸閱讀： 
左新圖書館部落格http://tw.myblog.yahoo.com/jw!LcSJHp.ZAxq7dJyCNko-/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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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甲國中） 

台南縣：李建宗（北門高工）林旻志（歸仁國中） 

高雄市：廖惠儀（大仁國中）歐士福（前金國中） 

屏東縣：陳冠良（枋寮高中）楊瓊茹（屏東高中）陳建蒼（潮州高中） 黃俊才（中正國中） 

澎湖縣：何嘉祥（馬公高中）金門：楊玉星（金城中學）張復凱（金門高中） 

馬祖：王連發（馬祖高中） 

附註：本通訊長期徵求各位老師的教學心得。懇請各位老師惠賜高見！ 

http://tw.myblog.yahoo.com/jw!LcSJHp.ZAxq7dJyCNko-/prof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