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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學史的脈絡性：以祖沖之、李淳風傳記為例 
      黃俊瑋 

       台灣師範大學數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一、前言 

    數學知識是永恆不變的嗎？數學知識是否獨立於時間與空間，這UU一問題近來引發

了越來越多數學家與數學哲學家的討論。另一方面，關於數學史的脈絡性亦同樣值得討

論。數學史學史 (historiography of mathematics) 是時間與脈絡的函數嗎？它是否可以

脫離時空脈絡，獨立而客觀地被史家們書寫？聚焦而言之，對於同一數學家而言，不同

時空、不同脈絡、透過不同史官觀點下所書寫的傳記，是否客觀地維持了不變性？又或

者數學家的傳記內容，亦隨著不同時空、脈絡而有所改變？還有內容的改變主要發生在

哪些方面呢？ 

在本文中，我打算以李淳風和祖沖之的相關傳記為例，參考包含《舊唐書》、《南史》、

《南齊書》等正史，清代阮元之《疇人傳》乃至現代版的李淳風傳，1進行分析與探討下

列問題：對於這二位傳主而言，這一千年之間史家們的書寫有何不同？同時，這些又展

現了甚麼樣的歷史意義？ 

二、相關史傳資料簡述 

    歷代正史的列傳中，李淳風的傳記被列在《舊唐書》卷七十九之中，而 

《南史》卷七十二、《南齊書》卷五十二、《隋書》卷十六，則包含了祖沖之的傳記。此

外，清代阮元之《疇人傳》也為兩人立傳。其中〈疇人傳卷第八〉是為南齊祖沖之的傳

                                                 
1 張宏儒，張曉虎主編，《中華人物史鑑》〈疇人卷〉之相關簡介。吳文俊(1995)，《世界著名數 

   學家傳記》。張彤編譯(1993)，《中國歷代科學家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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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而唐李淳風之傳則收入〈疇人傳卷第十三〉之中。  

    除了這些歷代之正史或傳記之外，現代史家亦為李淳風與祖沖之二人作傳，或針對

相關史料進行整理。其中，收錄中國歷代疇人資料最豐富的為《中華人物史鑑》(春秋－

清末)。本書第四卷的〈疇人卷〉之中，依朝代順序排列，總共收錄了從春秋至清末共

140 個疇人，其體例可分成三個部份，第一個部份主要是編者利用約 100~200 字的簡短

篇幅，以現代白話文的方式為疇人立傳，簡單地介紹其生平背景與重要事蹟和著作。接

著，[正史]的部份，則是抄錄或節錄歷代正史本文，並以現代的標點符號和格式來呈現。

例如祖沖之的部份，就引述了「《南齊書，祖沖之傳》卷五十二」，而李淳風的部份，則

是引述了「《舊唐書，李淳風傳》卷七十九」。在正史本文之後，則是編者對於該正史本

文的相關注釋內容。而最後的第三個部份，則是[相關史料]，除了上述編者所選錄的正

史列傳之外，也補充加入上述正史文獻之外，其它正史為該疇人所作之傳，編者也一樣

為這些相關史料作注釋。然而，包括祖沖之與李淳風在內，該書皆只選錄了單一部正史

的列傳內容，其它例如《南史》卷七十二、《隋書》卷十六，以及阮元之《疇人傳》之

中有關於這二人的傳記，皆未被收錄於其中。 

    另一方面，張彤編譯的《中國歷代科學家傳》(1993)，以及吳文俊所主編的《世界

著名數學家傳記》(1995)，則是現代史家對數學家與科學家的傳記書寫。其中，《中國歷

代科學家傳》的體例，主要由導語和譯文所組成。[導語]置於各傳譯文之前，為編者所

撰寫，對傳主生卒年、主要事跡、歷史功過作扼要的介紹。譯文採直譯的方式，使用通

俗、簡潔的書面語，力求信、達、意。2有關譯文的部份，祖沖之傳包含了《南史》卷七

十二、《南齊書》卷五十二、《隋書》卷十六，以及《疇人傳》卷八，由於所取材範圍較

廣，因此針對各代相傳記內容，採部份重點節錄翻譯，並力求完整性與不重複。至於李

淳風的部份，由於僅收錄了《舊唐書》卷七十九的傳記內容，因此，進行通篇的翻譯。  

    吳文俊所主編的《世界著名數學家傳記》，是由多位中國史家所寫成，然而，由於

寫傳對像為全世界數學家，因此，其中僅有杜石然為祖沖之作傳，而李淳風則遭到割愛。 

    接下來，筆者將以李淳風的傳記為例，分別比較三個不同時空背景下所完成之傳

記：1.《舊唐書》，2. 清阮元之《疇人傳》，以及 3.《中華人物史鑑》之生平簡介與《中

國歷代科學家傳》之[導語]部份。 

三、四份史傳異同之比較 

    正如前述，李淳風相關的傳記被收入 1.《舊唐書》卷七十九、2. 阮元《疇人傳》卷

十三、3.《中華人物史鑑》第四卷〈疇人卷〉李淳風傳，3編者所作的簡單生平介紹，以

及 4.《中國歷代科學家傳》的[導語]部吩。在下文中，分別以「舊唐書 79」、「疇人傳 13」、

「史鑑簡介」、「導語」來簡稱這四份傳記文獻。 

                                                 
2 引自張彤編譯(1993)。《中國歷代科學家傳》，頁 2。 
3 張宏儒，張曉虎主編。《中華人物史鑑》(春秋~清末)，第四卷，頁 4224~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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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文附錄一的表中，我們摘錄上述四份傳記文獻中，各作者與編者所提及的有關

李淳風的重要事蹟與相關著作。以下，我們根據此表，進一步比較這四份史傳文獻內容

之異同。 

    對於李淳風的生平，四份文獻第一句話皆是了「李淳風岐州雍縣人」，交代了李淳

風的出生地，其中只有現代版的「史鑑簡介」和「導語」提到其生卒年 (西元 602-670)，
並且特別提到李為「唐初的天文學家和數學家」，而「舊唐書 79」、「疇人傳 13」則未曾

特別強調，其中僅「舊唐書 79」提到他於六十九歲去世。 

    就李淳風的宦途來說，「舊唐書 79」、「疇人傳 13」、「史鑑簡介」皆提及了「與傅仁

均爭曆法，議者多附淳風，故以將仕廊直太史局」之事，而「導語」只提到李「將仕廊

直太史局」，並沒有說明相關原因。「舊唐書 79」、「疇人傳 13」、「史鑑簡介」都提到他

因製渾天儀，並著《法象志》被升遷為承務郎之事，而「導語」僅提到李著《法象志》

七卷，討論前代沖天儀的得失，並未提到承務郎之職。最後，「舊唐書 79」與「疇人傳

13」提到李於貞觀二十二年，升任太史令之事，「史鑑簡介」則云「貞觀十五年至二十

二年官居太史令」，然「疇人傳 13」並未提及任職年份。 

    接著，就李淳風的相關著作與製器而言，四份史傳文獻皆有豐富的記載。首先是天

文曆法方面。太宗時期，李淳風製新渾天儀，與著《法象志》七篇，以及唐高宗時，修

訂《皇極曆》並編成《麟德曆》之事，都是史家作傳重點，而僅「疇人傳 13」提到他曾

作《甲子元曆》。「史鑑簡介」提到他著有《乙巳占》一書，總結前人天文成果，而「舊

唐書 79」與「導語」僅略提本書，「疇人傳 13」則付諸缺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舊

唐書 79」、「疇人傳 13」與「導語」皆特別強調了李淳風評論過去渾天儀之得失，以及

介紹說明他所製渾天儀的相關構造、特色與功用，而針對他在曆法上的成就，也有相當

篇幅的介紹與說明。 

    李淳風既曾任太史令，他的史書編寫也值得後世史家注意。四份史傳文獻皆記載了

他參與《晉書》、《五代史》之編寫，其中「舊唐書 79」與「導語」指出《天文》和《耶

曆》、《五行志》皆為其著作，然其中的「疇人傳 13」與「史鑑簡介」則未提及《五行志》

這部份。 

    「舊唐書 79」、「史鑑簡介」與「導語」都記載李淳風著有《典章文物志》和《祕閣

錄》，「史鑑簡介」更補充說這些都已亡佚。另外，只有「舊唐書 79」提到《齊民要術》

這本書。而「疇人傳 13」則未提到這三本書。另外，僅有「舊唐書 79」記載他參與《文

思博要》的撰寫。 

    至於李淳風對數學的主要貢獻而言，主要在於他注解算經十書，而「舊唐書 79」、「疇

人傳 13」與「導語」皆記載了李淳風和國子監算學博士梁述等人校注了《五曹算經》、《孫

子算經》等十部算經之事。不過，「史鑑簡介」則未提到這件重要的事。 

    最後，有關李淳風的「軼聞」，「舊唐書 79」都以不少的篇幅，記錄了李淳風如何巧

妙回應唐太宗《祕記》所提到的女禍：「唐三世之後，則女王武王代有天下」的一段對

話。同時，他也準確地根據天象占卜，作出吉凶的預告：「淳風每占候吉凶，合若符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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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其它三份歷史文獻，皆未提到上述這兩件事。 

接下來，我打算根據上述的初步比較，作更進一步的分析與討論。 

四、穿越一千多年的李淳風 

    首先，我們可以特別注意到，四份文獻中，僅有「舊唐書 79」詳細地記載了關於李

淳風和唐太宗討論《祕記》所提到的「唐三世之後，則女王武王代有天下」對話，同時

也記述了李淳風依天象占卜作吉凶預言之事。對於唐朝史官而言，皇帝（唐太宗）的語

錄攸關朝代興衰之事，勢必是他們最為關切之焦點，因此，就書寫「舊唐書 79」的史官

而言，必然認為這是極重要之事，因而針對這段李淳風與唐太宗之對話內容，以及李淳

風占卜測吉凶之事，當然也就極為重視。然而，反觀以為「疇人」立傳為目的的阮元而

言，他所關心的，是李淳風身為疇人的角色，及其在天文、曆算上的主要貢獻與成就，

還有，李淳風又留下了哪些重要的著作、器械發明，以及他為當朝所製定的曆法等，才

是《疇人傳》所關心之重點，自然無意書寫「女禍」與「占卜」等非實證之事蹟。事實

上，阮元在〈疇人傳‧凡例〉中，即明白指出「專取步算一家，其以妖星、暈珥、雲氣、

虹霓占驗凶吉，及太一、任遁、卦氣、風角之流涉于內學者，一概不收」，也無怪乎李

淳風有關占卜預吉凶之事，並不為《疇人傳》所收錄。 

    就天文曆法的成就而言，除了「史鑑簡介」受篇幅所限，僅輕描淡寫地提及制渾天

儀和曆法之成就，其它無論是「舊唐書 79」、「疇人傳 13」或者「導語」等文獻皆以不

少的篇幅，說明其所製渾天儀的相關構造、特色與功用，以及與渾天儀相關的《法象志》。

對他所著之《麟德曆》及其在曆法上的成就，也都有相當篇幅的介紹。這些都足以見證，

就曆代史官的角度來看，李淳風製作渾文儀及其對於天文、曆法上的貢獻與成就，是他

一生極重要之事。 

    就李淳風的史官身份而言，四份史傳文獻均記載了其參與《晉書》、《五代史》之編

寫工作。至於李淳風一生重要的著作而言，各傳記所關注的焦點亦有不同，其中以「舊

唐書 79」之記載最為齊全。而「疇人傳 13」所記載的，則以天文、曆法、算書之著作

為主，例如《典章文物志》、《祕閣錄》以及《齊民要術》等，至於與天文、曆算較無關

的書，則未曾特別提及。 

    「導語」和「史鑑簡介」對於李淳風的生平，皆特別記載了他是「唐初的天文學家

和數學家」，突顯他不僅只是在天文曆法上，同時在數學上也有重要成就，而「舊唐書

79」、「疇人傳 13」則未置一詞。然而，就其「數學家」的身份而言，李淳風最主要的貢

獻在於為《算經十書》作注。「舊唐書 79」、「疇人傳 13」與「導語」皆有相關記載。反

而「史鑑簡介」雖言其數學家之身份，竟隻字未提這件最關乎數學的重要之事。 

    然而，無論是「舊唐書 79」、「疇人傳 13」或者「導語」，皆以相當份量的傳記篇幅，

記錄了李淳風在制定曆法與制渾天儀之成就。考察史官對於李淳風既為「天文學家」又

為「數學家」的雙重身份，所給予的著墨程度，也充份反應了下列事實：從當代史官的

角度來看，曆法之施行與制器觀天象（渾天儀）之用，以及占卜吉兇之事，對於當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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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國家政治而言，其重要性的確重於算書之校注工作，尤其以《算經十書》作為主要教

科書的「明算科」，主要針對低階技術官僚取才為目的。由此看來，天文曆算成就攸關

國家大事，其重要性與意義自然非注算書可比擬。 

    從上面的例子，我們不難發現：基於不同時空、不同脈絡以及不同立傳目的，史家

們為傳主立傳時，所記載的內容或者所關注之焦點，並不全然一致。我們可以進一步地

以祖沖之的例子來作佐證。 

五、再看李淳風與祖沖之傳 

    就正史來看，比較《舊唐書》卷七十九的李淳風傳，以及《南史》卷七十二和《南

齊書》卷五十二的祖沖之傳之篇幅，我們可以發現史官為這二位傳主立傳之篇幅大致相

當。然而，如果再比較《疇人傳》的內容，阮元共以 15 頁的篇幅為祖沖之作傳，但卻

僅以約不到 3 頁的篇幅為李淳風作傳。因此，比較編撰《舊唐書》與《南史》之純史官

的角度，以及以「疇人」之角色為目的而立《疇人傳》的阮元的觀點來看，祖氏與李氏

之重要性，按其被書寫的篇幅，明顯大不相同。 

    就阮元為疇人立傳的角度來看，祖沖之無論是曆法上或者數學上的貢獻皆值得注

意，而李淳風之成就，則著重在於天文曆法與製器之事上，他注算書之事，便顯得無足

輕重了。 

    同時，若從李淳風注算經，以及祖沖之求圓周率皆非國家要事看來，不難看出當時

史家必然輕描淡寫帶過二人對於算學上的貢獻。有關這一點從祖沖之傳的相關內容亦可

明瞭。《南史》卷七十二與《南齊書》卷五十二皆強調祖沖之對於曆法以及製器上的貢

獻與意義，反而未特別提到它在數學上的重要成就，譬如求圓周率的近似值等。而《南

史》與《南齊書》卷五十二皆僅提及其「特善算」以及「注《九章》和造《綴術》數十

篇」。直到《隋書》卷十六才記載： 

圓周率三，圓徑率一，其術疏舛。自劉歆、張衡、劉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設

新率，未臻折衷。宋末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更開密法，以圓徑一億為一丈，圓周數

盈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七忽，朒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六

忽，正數在盈朒二限之間。密率：圓徑一百一十三，圓周三百五十五；約率：圓徑

七，圓周二十二。4 

至於阮元之《疇人傳》，也主要記載祖沖之在天文與曆法上的成就為主，僅在該傳之第

14 頁起，才提及其「特善算」，並引上述《隋書》關於圓周率的記載，以及「設開差幂

開差立」和「注九章造綴術」等數學上的重要成就。最後，並論及《綴術》一書亡佚的

原因：「其所著綴術，唐立於學官限習四歲，視五曹孫子等經限歲最久。其為祕奧不易

研究知，自宋以來，數學衰歇，是書遂亡。」然而，比較與算學與天文曆法上的成就，

在篇幅上仍有很大的差距。 

                                                 
4 引自《隋書》卷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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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現代數學史家的觀點下的祖沖之，例如：杜石然所立之祖沖之傳，5可以發現立

傳重心更明顯地轉變與不同，他花了 13 頁左右的篇幅來為祖沖之立傳。除了生平介紹

中多處穿插提到其數學的成就之外，有超過一半的篇幅皆著重於其數學成就的介紹，而

後才以三頁的篇幅，說明他編制《大明曆》之重要性與意義，以及他所製之指南車等機

械發明。這些都足以說明：經歷時空之變遷後，當代史官與現代數學史家論述中的祖沖

之大為不同。 

    特別是從現代的後見之明來看，祖沖之在數學上的相關研究，使他成為數學史上在

第五世紀的重要標竿人物，反而，從現在史家們的觀點視之，過去祖沖之念茲在茲的《大

明曆》，或者歷代史家們大書特書他在天文曆法上的成就等，因為時空的轉變，對於整

個時代的重要性與意義，反而不若它在數學上的傑出貢獻。從《南史》卷七十二與《南

齊書》卷五十二中「特善算」、「注九章造綴術」等簡短幾句話，穿越千年的時空之後，

祖沖之的數學成就儼然已經是數學史家立傳之主軸，以及最關切之要事了。 

六、結論 

    就各朝代之正史而言，值得史官們為其列傳的重要人物想必相當多，也因此，對單

一傳主而言，史家能在列傳中為其書寫的篇幅必然有限，尤其是具有疇人的身份但非朝

廷要官者，勢必僅能納入史官眼中認為最重要的事件或著作。然而，就不同史官之觀點

與取材下，如何為傳主的一生貢獻與成就進行客觀考察，便離不開史官所在時空脈絡性。 

    從李淳風與祖沖之的例子來看，諸如觀天文、製曆法亦或者占卜預測吉凶等影響國

家施政之要事，當然是當代史官編史立傳時所關注之重點。另一方面，例如唐太宗下令

李淳風制渾天儀，或者皇帝下令祖沖之製造指南車等，由於直接與當朝皇帝有關的事

蹟，且製器具有當代的實用目的，自然也特別獲得當代史官之青睞。因此，我們也不難

想見，抽象而沒有立即便民實用價值的數學成就，或者注算經之事等，並非國家之要事，

特別是「明算科」並非以訓練或錄取未來宦途的高官為目的，當然非當代史家立傳書寫

的要點了。 

    然而，對於近代的史家而言，無論是阮元或現代數學史家而言，立傳因為目的的不

同，或者觀點之不同，立傳之題材與著重點也隨之改變。阮元《疇人傳》主要強調「疇

人」角色之重要性，因此，天文曆算之成就便為其主要立傳之關注點，因而，在強調曆

法與天文之餘，同時也記載了祖沖之對於圓周率之重要成就，並論及祖氏所寫《綴術》

之失傳原因。而諸如李淳風一些與天文曆算無關的著作，即不被列入該傳記之中。 

    再到回到現代，或許千年以前，疇人們當下心中最珍視，在當代具有重要意義的貢

獻與成就：那些不合「現代」時宜的曆法（例如大明曆），反而不再是史家首要強調的

重點，而反過來傾向祖沖之的數學成就，特別在中國史家觀點下，欲彰顯過去中算之卓

越成就與領先地位，突顯祖沖之這位難得出自中國，第五世紀數學史的標竿人物，必然

特別強調其計算出圓周率近似值介於 3.1415926 與 3.1415927 之間，以及求出「密率

                                                 
5 參考吳文俊 (1995)，《世界著名數學家傳記》，頁 23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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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113」或者關於球體積證明等等如何領先世界的重要數學研究成果，而不再著眼於那

些「過氣」的曆法與器械，或是「過氣的歷史對話與事件」。同時，這些中國史家們對

於祖沖之「為學態度與卓越成就」之推崇，又或者如杜石然所言：「他堅持這種嚴謹的

治學態度，對於過去科學家們的工作反復考核」、「雖然他還很年輕，但事實上他已經攀

登上了他生活時代的科學高峰」、「祖沖之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等等，6也使得歷史

傳記的書寫更添了許多的「激情」，也洋溢著「教育」和「砥礪」讀者的啟蒙目的，而

不再只是過去正史列傳般，單純地以「客觀」的記敘口吻為主體。  

    綜合上列之例子，我們不難發現：從過去到現代，從官方史料或不同數學史家角度

為數學家所立之傳，隨著不同時空背景與脈絡的轉移，史家背後的不同立傳目的等等，

皆影響了這些疇人之傳如何被書寫，也影響了史家所欲強調與突顯的重點，從而影響了

論述方式。換言之，數學史學史與時空脈絡息息相關，離不開脈絡所蘊藏的意義。 

參考資料 

《南史》卷七十二 
《南齊書》卷五十二 
《隋書》卷十六 
《舊唐書》卷七十九 
《疇人傳》卷八、卷十三 
阮元 (1955).《疇人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重印本。 
張宏儒，張曉虎主編，《中華人物史鑑》(春秋~清末)，第四卷《疇人卷》，北京：團結出

版社。 
吳文俊 (1995).《世界著名數學家傳記》。北京：科學出版社。 
張彤編譯 (1993).《中國歷代科學家傳》。台北：建宏出版社。 

附錄 

「舊唐書 79」、「疇人傳 13」、「史鑑簡介」、「導語」之重點整理 
 
「舊唐書 79」 一、生平： 

‧李淳風岐州雍縣人 
‧唐太宗初年，駁斥傅仁均關於曆法的議論，被授予將仕郎 
‧因製渾天儀，並著《法象志》被升為承務郎。 
‧貞觀二十二年，升任太史命。 
‧六十九歲去世 
二、重要著作與製器 
‧注釋《老子》，撰《方志圖》、《文集》 
‧評論舊渾天儀之缺失與誤差儀，並製作渾天。著《法象志》 
  論述前朝渾天儀之得失誤差。 
‧參與《晉書》、《五代史》的編寫，其中《天文》和《耶曆》、

                                                 
6吳文俊 (1995)，《世界著名數學家傳記》，頁 23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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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志》皆為其著。 
‧參與《文思博要》的撰寫。 
‧和國子監算學博士梁述等人校注了《五曹算經》、《孫子算經》 
  等十部算經。 
‧修改《皇極曆》，改撰《麟德曆》 
‧撰寫過《乙巳占》、《典章文物志》、《祕閣錄》以及《齊民要 
  術》。 
三、其它事蹟 
‧巧應唐太宗《祕記》所提到的女禍：「唐三世之後，則女王 
  武王代有天下」。 
‧準確地根據天象作出吉兇的預告。 
 
◎特別強調其評論過去渾天儀之誤差以及對其渾天儀之說 
  明，還有評論《祕記》和太宗之間的對話。 

「疇人傳 13」 一、生平 
‧李淳風岐州雍縣人 
‧與傅仁均爭曆法，議者多附淳風，故以將仕廊直太史局 
‧製渾天儀與《法象》，擢承務郎。 
二、重要著作與製器 
‧制渾天儀 
‧著《法象》七篇 
‧改《皇極曆》作《麟德曆》，高宗二年頒用 
‧與算學博士梁述助教王真儒等，同正《五曹算經》、《孫子算 
  經》等書，刊定注解。 
‧立於學官晉書五代史天文律曆志皆淳風獨作。 
 
◎特別強調其評論過去渾天儀之誤差以及其渾天儀，還有其所 
  作之曆法。 

「史鑑簡介」 一、生平 
‧李淳風(公元 602-670)岐州雍縣人 
‧唐初的天文學家和數學家 
‧貞觀初年，因與傅仁均爭議曆法，得到參與議論者的贊同而 
  進入太史局。 
‧貞觀十五年至二十二年官居太史令。 
二、著作與製器 
‧貞觀七年製成新渾儀，並著《法象志》。 
‧為《晉書》、《隋書》編寫《天文志》和《耶曆志》 
‧唐高宗時，修改《皇極曆》編成《麟德曆》 
‧著有《乙巳占》一書總結前人天文成果。 
‧撰有《典章文物志》、《祕閣錄》等書，都已亡佚。 

「導語」 一‧生平事蹟 
‧李淳風岐州雍縣人(602-670)。 
‧唐初的天文學家和數學家。 
‧貞觀初年以狀仕郎值太史局 
‧年少博覽群書，精通天文、曆算。 
二、著作與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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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初年，創造了渾天黃道儀(六合儀)。 
‧著有《法象志》七卷，討論前代渾天儀之得失。 
‧參加《晉書》和梁、齊、北齊、北周、隋五代史的修撰，負 
  責《天文》和《耶曆》、《五行志》 
‧唐高宗麟德二年，創製的《麟德曆》開始施行。 
‧和算學博士梁述等人校注了《五曹算經》、《孫子算經》等十 
  部算經。指出一些錯誤，並保存了祖氏原理及球體積公式等 
  重要數學史料，對數學極有貢獻。 
‧著有《乙巳占》、《典章文物志》、《祕閣錄》 
 
◎著重其所制之渾天儀以及曆法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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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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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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指數學知識核心的模式 

洪萬生 

台灣師範大學數學系退休教授 

 
 
作者：齊斯．德福林 (Keith Devlin) 
譯者：洪萬生、洪贊天、蘇意雯、英家銘  
出版社：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11 年 03 月 06 日  
語言：繁體中文  
ISBN：9789861206226  
裝訂：平裝  
 

       

 

何謂數學？有關這個問題的答案，當然沒有標準的版本。以最近台灣所出版的數學

普及書籍為例，從新潮的《社會組也學得好的數學十堂課》，到古典的《數學是什麼？》，

都企圖回答此一問題，而且，它們各自的作者顯然都提供了相當成功的現身說法。如此

說來，本書《數學的語言》之賣點何在？難道這純粹只是出版社編輯想湊個熱鬧？ 

事實上，新潮也罷，古典也罷，前兩書的解說策略顯然都直接訴求了數學知識活動

的參與，換言之，正如同數學家的諄諄告誡：想要理解數學是什麼，最好的進路就是做

數學（do mathematics）！因此，針對前兩書，你必須備好紙筆，專注地跟著計算與論

證，否則閱讀的效果自然大打折扣。然而，《數學的語言》卻完全不同，正如作者指出：

本書是按照更大讀者群可以接近的一種格式，「述說數學是有關模式的鑑別與研究之故

事」。既然如此，作者的書寫在論述（discourse）與敘事（narrative）之間，就力求折

衷與平衡。而這，當然也允許本書的形式與內容，為它自身的普及屬性，做了最有說服

力的背書。 

 本書既然強調敘事，那麼，如何以「模式」（pattern）為主軸，或許是最佳抉擇。

這是因為從一九八０年代以來，數學家大都同意何謂數學的這一個新解：數學是研究模

式的一種科學（a science of patterns）。如此一來，我們所熟悉的數學分支，就可以綜合

統攝在模式之下了。譬如說吧，算術與數論研究數目與計算之模式；幾何學研究圖形之

模式；微積分允許我們處理運動之模式；邏輯學研究推論之模式；機率論處理機會之模

式；拓樸學研究鄰近與位置之模式；等等。而「為了傳遞數學的這個現代定義的一些訊

息，本書將運用八個主題，涵蓋計算之模式、推論與溝通之模式、運動與變化之模式、

形狀之模式、對稱與規則之模式、位置之模式、機會之模式，以及宇宙之基本模式。」

無疑地，這種說法將數學從它傳統上被認定為最直觀的（或狹隘的）研究對象（如數目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BB%F4%B4%B5%A1D%BCw%BA%D6%AAL&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Keith%20Devlin&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ACx%B8U%A5%CD%A1B%ACx%C3%D9%A4%D1%A1B%C4%AC%B7N%B6%B2%A1B%AD%5E%AEa%BB%CA&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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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圖形）解放出來，從而可以從容地觀照人世間無所不在的模式。 

 數學模式既然無所不在，那麼，我們掌握它的目的，顯然不僅止於針對「何謂數學？」

提供一個具有「現代性」的回答吧。事實上，有關數學，還有另一個更根本的問題，那

就是：掌握了這些模式作甚麼用？當吾人應用數學來研究某些現象時，數學的回報是甚

麼？作者的答案是「數學讓不可見變成可見。」（Mathematics makes invisible visible.）
而這一洞識，也正是本書英文版的副標題！譬如說吧，牛頓的數學幫助我們「看到」那

些讓地球繞著太陽旋轉，以及造成蘋果從樹上墜地的不可見之「重力」（gravity） ─ 儘

管重力概念是不是一個權宜的假設，他也始終說不清楚！又如，吾人利用十九世紀馬克

士威爾所發現的電磁方程式，藉以讓那些不可見的無線電波，變成可以「看到」。還有，

語言學家喬姆斯基使用數學去「看」，而且描述我們認定為文法語句的不可見的、抽象

的文字模式，於是，他得以將語言學轉變成為一門蓬勃發展的數理科學。 

 更具體地說，本書作者利用了八章的內容，從計數（含算術與數論，第一章）、心

智推論（第二章）、運動現象（第三章）、圖形（含幾何、對稱與拓樸學，第四、五、六

章）、機會事件（第七章）到物理宇宙（第八章），分別提煉其各自模式，進而據以說明

這又是如何促成相關數學的巨大進展。現在，我們就針對這八章內容，提供一個極其簡

要的說明。第一章的重點是質數相關理論（含密碼學之應用）與費馬最後定理的簡介。

有了這個預備，作者在第六章有關拓樸學的深入討論之後，再回過頭來，完結費馬最後

定理的故事。其實，在第一章中，作者也提及抽象化概念之為大用，尤其是數學仍然處

在搖籃階段的時候。 

 第二章針對數學證明的嚴密性所需之邏輯推論模式，進行一個歷史的回顧性說明。

其中極為重要的故事情節，有康托爾發明集合論之後所引發的羅素悖論，對數學基礎所

造成的深層危機，以及希爾伯特積極回應的形式主義之崛起，乃至於哥德爾不完備定理

的最終致命一擊。不過，最有茶餘飯後談助的插曲，則莫過於數學家如何利用「模式」，

找到隱藏在書寫文字中的「指紋」。 

 第三章討論數學家如何馴服無限概念，然後，據以建立有關運動與變化之模式。同

時，為了微積分的極限理論之完備，作者也論及實數與複數之歷史發展。接著，作者再

從解析數論切入，說明黎曼 函數如何為我們揭開質數的隱藏模式。至於第三章最令人

意想不到的內容，則是作者告訴我們：應用傅氏分析學，只要給定足夠多的音叉，我們

就可以演奏貝多芬第九交響曲。 

第四章主題是歐幾里得《幾何原本》，以及所延伸之非歐幾何、尺規作圖與五種柏

拉圖正多面體等單元。此外，作者還提及圓錐曲線、解析幾何、射影幾何以及高維度幾

何學之應用。而「最麻辣的」情節，則莫過於作者提及柏拉圖如何說明五個正多面體與

其宇宙生成論之關係，以及無獨有偶的克卜勒之論證：恰好只有六個行星的原因，是每

個行星和下一個行星之間的距離，必定和一個特定的正多面體有關，而正多面體剛好只

有五個。當然，作者的評論更是發人深省：「就細節而言，柏拉圖和克卜勒兩人對於原

子論的想法都是錯誤的。但是，就尋求以數學的抽象模式理解自然的模式之意義而言，

他們的研究所秉持的傳統，直到今天都還是具有高度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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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的主題是群的模式與底蘊美學的對稱之密切關連，這是因為正如作者指出：

對稱的研究，捕捉了形狀更深刻、更抽象的一個面向。而從變換觀點切入，群之概念當

然就堂而皇之地走進來了。因此，在本章中，作者雖然提及許多與美學有關的數學如地

磚鑲嵌、壁紙圖案、雪花與蜂巢結構，甚至於格子與球裝填問題等等，然而，群結構所

表現的模式，顯然才是正道。 

 在第六章一開始，作者就運用一九三一年設計的倫敦地下鐵地圖，以及在科普書籍

中相當膾炙人口的克尼斯堡七橋問題，來引進拓樸模式之概念。其他單元如莫比烏斯

帶、甜甜圈與咖啡杯、紐結分類，乃至四色定理等等，也都是非常「性感的」（sexy）題

材。當然，代數理論（尤其是有關群與多項式）協助打造研究工具，也是非常具有啟發

性的敘事。最後，基於橢圓曲線的拓樸模式之深刻掌握，英國數學家懷爾斯終於證明了

三百多歲的費馬最後定理。 

 在第七章中，作者從機率論的誕生，談到巴斯卡有關「機會的幾何模式」之研究。

再論及壽險與機率之關係，以及期望值之研究如何啟發吾人考慮人為因素。其他如鐘形

曲線、統計推論以及平均人的概念，都有助於機會的抽象模式之探討。此外，在金融數

學的脈絡中，作者也說明經濟學家如何利用數學，幫忙吾人在高度易變的權證交易市場

中做出優選。 

正如第三章一樣，第八章的主題也是物理學中的數學模式。不過，本章顯然意在強

調：儘管數學在物理上的應用，具有悠久歷史的優良傳統，但是，過去十幾二十年不斷

發生的，卻是另一個方向的工作：將物理中的概念與方法應用到數學上並取得新的發現。 

總之，本書內容在凸顯模式旨趣的同時，誠如作者所說，也兼顧了數學的歷史發展

與它當前的廣度，因此，他乃能將數學「形容成為人類文化的一個豐富而生動的成分」。

基於此一進路，作者在書寫時，就充分地發揮了他自己的數學（史）洞識，相當值得推

許。譬如說吧，在評論微積分的極限理論之發展時，作者對於牛頓與萊布尼茲 vs. 哥西

在數學物件上的認知對比，就是相當深刻的觀察，十分有助於我們理解十七到十九世紀

的分析學之算術化（arithmetization of analysis）之歷史發展。 

 最後，我們必須提醒讀者：本書由於論及當今數學發展的實質內容，因此，非常抽

象層次的理論之鋪陳，遂變得完全不可避免。同時，也由於「抽象概念的認識與表現它

們的適當語言之發展，真的是一體兩面」，所以，閱讀本書時雖然不必預設和數學知識

或能力，但是，發掘意在言外的資訊之閱讀習慣，卻是十分必要。值此閱讀力即國力的

呼聲中，如何培養穿透字面、直指知識核心的能力，或許本書所念茲在茲的模式之掌握，

就是最佳的試金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