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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科舉制度與數學 
 

余俊傑 

（皇家亞洲學會院士，愛丁堡大學文學、語言和文化學院） 

 

 

摘要 本文撰寫的目的是希望以中國的唐代盛世入手，談討唐代的數學與科舉制度的關

係。 本題目鮮有被歷史學家探討。中國的數學曾經處於強勢，在中國的盛世年代下，

數學到底是如何被看待呢？學者一般認為唐代的科舉制度不利數學發展。本文旨在為讀

者提供另外一個角度去了解唐代數學的科舉制度數學的關係，並明白唐代數學並非如一

般學者所說的面目不堪。 目前眾多數學史研究都只著重研究數學家以及數學文獻，鮮

少互相運用社會學以及史學層面去理解數學。因此，本文的研究方法是以數學史出發，

運用各種數學文獻，例如各種算經和數學史家的研究資料，輔以社會科學的理論，在數

學史的基礎上以社會學的角度去理解數學的價值以及與科舉制度之間的關係。 

 

關鍵字：社會學、算經、社會控制、社教化、唐代 

 

 

一、引言 

中國的數學在十四世紀前曾經領先世界。中國曾經出現多本知名算經，例如《孫子

算經》、《五曹算經》、《九章算經》、《海島算經》等。中國亦曾經出現眾多數學家。

可惜，當歐洲於十四世紀出現文藝復興運動之後，中國數學逐漸被西方超越。1 

十四世紀前，中國曾多次出現盛世，當中以唐朝為中國人最引以為傲，也為歷史學

家公認的盛世。本文撰寫的目的是希望以中國的唐代盛世入手，探討數學在唐代的發展。 

本題目鮮有被歷史學家探討。中國的數學曾經處於強勢，甚至超越世界水平；在中國的

盛世年代下，數學到底是如何被看待呢？ 

有不少歷史學家認為，唐代的科舉制度對數學的發展其實是一場災難。2例如，唐

代時數學的地位不高，而且曾經處於存廢的邊緣。培養人才方面，國子監亦忽視數學的

重要性，只優待學習國子學和太學的學生；屬於技術知識教育的算學生亦只能得到算學

博士一職，即為從九品下官職。另外亦有數學史學家認為，唐代的科舉制度扼殺數學的

發展，導致中國日後的數學的發展只局限於背誦，而欠缺邏輯思考。3更有野史認為，

武則天與唐代數學家李淳風不和，導致政權大力打壓數學的發展。 

                                                      
余俊傑，皇家亞洲學會院士，愛丁堡大學文學、語言和文化學院。電郵：Andrew.ck.yu@ed.ac.uk 

 
1 郭金彬、孔國平，《中國傳統數學思想史》。科學出版社（北京），2004年，頁 284-336。 
2 陳敏晧，《唐代算學與社會》。清華大學（新竹市），2010年，頁 17-38。 
3 M. K. Siu, Official Curriculum in Mathematics in Ancient China: How did Candidates Study for the 

Examination?. In L.H. Fan, J. Cai, N.Y. Wong, S. Li (Eds.), How Chinese learn mathematics: 

Perspectives from insiders (pp. 157-185).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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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學者認為，當一個社會在太平盛世的時候，是不有利於知識的發展。4例如，

每當戰爭發生的時候，各式各樣的科技和學說便會出現，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出現坦克便

是一例。又例如在春秋戰國的時候，眾多思想家提出了各自的治國方針，直至漢代統一

中原後，便出現「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便控制社會。及後中國的太平盛世，思想

家大多皆提出與「政權服務」的思想，維持社會穩定。唐代盛世亦不例外。這些狀況實

為不利學術的交流。 

儘管有多位學者認為唐代社會制度扼殺數學的發展，筆者仍然認為我們並不能全盤

否定數學於唐代的發展與貢獻。無可否認，數學在唐代的確有其發展的局限，但數學在

唐代與社會生活息息相關；唐代數學教育亦為社會文化以及政策制定帶來一定的正面貢

獻。 

 

二、唐代的科舉制度簡介 

無可否認，唐代對數學的重視有限。唐初廢除了算學，直到高宗顯慶元年才復置。

《新唐書》在有關國子監算學科的章節便寫道：「唐廢算學，顯慶元年復置」。陳敏晧

更於其著作中表示數學於唐初地位不只不高，而且更處於存廢的邊緣。5 唐代數學家，

算學博士王孝通於《上緝古算經表》中自稱皓首算學，不過「代乏知音，終成寡和」。

6這也是反映了初唐官府對算學的忽視。 

唐代設立的最高學府為國子監。國子監設於長安與洛陽，兩城亦為唐代的文化重

鎮。長安城的國子監為西監；洛陽城的國子監為東監。國子監有「六學」，即為六大學

科。《唐六典》便寫道：「國子監有六學焉：一曰國子、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四曰律

學、五曰書學、六曰算學。」 

國子學和太學向來只接受貴族以及高級官吏的子孫入學，階級觀念十分重。書、算、

律三學則允許庶人子弟入學。書學、算學和律學是當時世界上少有的專科學校。雖然數

學存在於唐代的教育制度，但正如早前所說，數學曾經於唐初處於存廢階段，地位始終

低下。此外，根據《新唐書》記載，在國子監學習國子學的人數為三百人、太學有五百

人、四門學一千三百人，但屬於技術知識教育的律、書、算三學卻只有數十人。算學生

更加只有三十人。7 

學習算術的學生能夠得到的官位更是國子監中所有學生中最低。根據《舊唐書》所

言，算學博士和書學博士為從九品下，為博士品秩最低的；律學博士則是從八品下、四

門博士為正七品上、太學博士屬正六品上、國子博士是正五品上。不過，在當時的社會

而言，國子學、太學根本只保留給高官子弟入讀，四門學亦只接受一部份「庶人之俊異

者」入讀。雖然律、書、算三學的地位較低，但律、書、算三學允許任何已經具備基本

知識的庶民入學，因此相較之下，律、書、算三學得到的博士品秩較低，實屬可以理解。 

 

                                                      
4 郭金彬、孔國平，《中國傳統數學思想史》。 
5 陳敏晧，《唐代算學與社會》。 
6 郭書春、劉鈍，《算經十書》。九章出版社（台北），2010年。 
7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中華書局（北京），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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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不論來自國子監、府州縣學的學生，還是來自鄉學、自學和私學的學生，

均須通過科舉才能獲得官職。科舉有秀才、明經、俊士、進士、明法、明書、明算等一

共十三科。學習數學的學生所應考的是明算科。 

 

三、唐代科舉制度對數學發展的影響的迷思 

有些學者例如陳敏晧認為唐代的科舉制度窒礙數學的發展，因為科舉的明算科過份

著重於讀算經，變相鼓勵背誦，導致中國往後的數學的發展停滯不前。8 但事實是否如

此？其實，持有上述意見的人士往往無法論證科舉制度與數學的發展停滯不前的關係。

很多時，兩者其實根本沒有直接關係。我們不能單單因為科舉制度而武斷地說中國的科

舉制度是導致數學在中國只流於背誦的原因。雖然科舉制度某程度上是鼓勵背誦，這個

情況去到後期明代的八股取士更為嚴重，但是正如郭金彬、孔國平所表示，背誦是中國

數學教育的特色。中國古代算經（即今天的數學教科書）是以「問曰」形式寫成。9 算

經常以一些生活例子為題，之後提供答案（即曰），只著重「名實關係」的辯證邏輯，

務求達到「舉一反三」、「一理通，百理明」。事實上，中國的古代數學家甚少考慮形

式邏輯的概念，這亦可能是導致中國古代的數學的發展流於背誦的原因。數學的形式邏

輯概念亦要直到明代有西方傳教士帶著西方的數學知識來到中國的時候，才開始有中國

的數學家嘗試作有限度的理解。事實上，歐洲的大學在十六世紀前也是以背誦為主要的

學習方法。10由此可見，我們根本難以證明到底是科舉制度導致中國數學的發展流於背

誦，還是因為中國古代的數學家根本就沒有考慮數學涉及的形式邏輯思考，繼而導致中

國古代的數學教育是流於背誦，科舉考試亦只要求學生認出章節並且背誦出經文。  

上述的問題其實是社會學家（特別是涂爾幹 Durkheim的支持者）一直探討的問題。

社會學家一直認為社會規範（social norms）導致制度（institutions）的出現，而這些制

度亦塑造（shaping）人的行為和思考。如果大眾不跟隨這些行為和思考模式，便會被污

名（stigmatized）和認定為異端（deviance）（Thompson, 2011）。11 所以，很有可能根

本是中國古代的數學家們本身認為背誦可以「一理通，百理明」，而這個背誦的社會規

範導致要求背誦標準答案的科舉制度出現。科舉制度亦繼而進一步塑造古代算學生的思

考模式。中國古代的確有一些數學家提出以邏輯和符號來研究數學，但這些看法往往都

欠缺完整的系統論述，不被大眾接受，成為異端。12 中國以文字書寫來表達數學以及只

著重「名實關係」等辯證邏輯的情況要去到耶穌會來華後才得以改善。所以唐代的科舉

制度是否真的窒礙數學的發展？這是難以直接下定論的。 

除了認為唐代的科舉制度窒礙數學的發展一說不成立外，筆者還認為科舉制度造就

了一套完整的數學教材出現，有助於數學教育的發展與數學知識的普及。《新唐書卷七

                                                      
8 陳敏晧，《唐代算學與社會》。 
9 郭金彬、孔國平，《中國傳統數學思想史》。 
10康明昌，〈「幾何原本」 四百年〉，《數學傳播》，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台北），第 32卷 4期，

2003 年，頁 23。 
11 W. E. Thompson, Society in Focus: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Cenus Update, Books a la Carte 

Edition.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2011. 
12 郭金彬、孔國平，《中國傳統數學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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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就提及顯慶元年，李淳風連同國子監其他算學博士受詔注《五曹算經》、《九章算

經》等十部算書，成書後更加成為國子監的算學教材，後人稱為《算經十書》。13 McMullen

和 Siu認為，《算經十書》的出現，使中國的數學教育進入新的階段，官定教材地位猶

如唐太宗時期編定的官定儒家經典。14李淳風為了提升數學地位，更加把「算書」通通

改稱為「算經」。當中的例子有將先秦與西漢之間成書的《九章算術》改稱為《九章算

經》。15 

除了制定標準教材外，唐代的數學教育還制定了詳細的學習期限和考試方法。例如

《孫子算經》、《五曹算經》、《周髀算經》、《五經算術》、《張丘建算經》、《夏

侯陽算經》需要在一年內習畢；《九章算經》、《海島算經》、《緝古算經》則需要在

三年內習畢；當中祖沖之的《綴術》為最艱深，所以需要四年時間學習。16 

值得留意的是，唐代的數學教育分成兩組。第一組所涵蓋的內容以普通數學為主，

需要學習《孫子算經》、《五曹算經》、《周髀算經》、《五經算術》、《張丘建算經》、

《夏侯陽算經》、《九章算經》和《海島算經》。第二組則以高等數學為主，學習《緝

古算經》和《綴術》。兩組的學習時間均為七年。17 在學習數學時，學生只需要在兩組

選其一而習之。兩組的學生在考試中需要作答的題目數目相若，及第考生都是同樣得到

從九品下的算學博士一職。對於此分組制度，陳敏晧認為表面公平，實際是忽視兩組算

經的程度差異。18 第二組的學生雖然只需要學習祖沖之的《綴術》與王孝通的《緝古算

經》兩本算經，但是《綴術》的艱深程度是「學官莫能究其深奧，故廢而不理」。19 而

《緝古算經》方面，王孝通自己亦提及《緝古算經》是《九章算術》的延伸，因此學生

在學習祖沖之的《綴術》與王孝通的《緝古算經》前，不可能不先熟讀第一組的算經。

20 雖然兩組的考試題目相約，但第二組不能不兼習第一組的數學教材；第一組的學生卻

可以完全不需要學習第二組算經。所以陳敏晧認為在制度上，如果兩組學生在考試及第

後得到的官位是同等的話，對於想透過考試而得到一官半職的人而言，這是沒有誘因去

修讀高深難明的《緝古算經》和《綴術》，久而久之便因為「究其深奧」，變相鼓勵把

更高深的《綴術》與《緝古算經》「廢而不理」，不利數學知識的進一步發展。21 

陳敏晧認為數學的分組制度不利數學知識的進一步發展，但筆者並不同意這一說

法。雖然數學的分組教育無疑導致只求一官半職的人傾向只學習簡單的第一組算經，但

                                                      
13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 
14 D. McMullen, 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M. K. Siu, 

Mathematics education in ancient China: What lesson do we learn from it?. Historia Scientiarum, 4(3), 

223-232, 1995. 
15 郭書春、劉鈍，《算經十書》。 
16 A. Volkov, History of ideas or history of textbooks? Mathematics and mathematical 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a and Vietnam. Asia-Pacific HPM：History, Cultur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in the 

New Technology Era, 57-80, 2004. 
17 馬天麗、高希堯，〈試論中國唐代數學專業化教育〉，《唐都學刊》，西安文理學院（西安），第

9卷 3期，1993 年，頁 20-25。 
18 陳敏晧，《唐代算學與社會》。 
19 魏徵，《隋書》。中華書局（北京），1973年。 
20 郭書春、劉鈍，《算經十書》。 
21 陳敏晧，《唐代算學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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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亦不代表第二組算經會沒有人學習。我們需要知道唐代數學教育在唐初時期曾經在廢

除的邊緣。因此，唐代後期李淳風授詔編注《算經十書》，並由唐代確立課程和考試內

容，無疑是承認數學的地位，總好於把數學置於存廢邊緣，甚至是廢除。 

事實上，筆者認為將數學教育分為兩組，確實有效達致「因材施教」，並推廣數學

知識的傳播和應用。前文提及過，國子學和太學只留給高官子弟入讀，四門學亦只接受

「庶人之俊異者」入讀，只有律、書、算三門專業學問是留給平民百姓入學。換言之，

律、書、算三門專業學問是庶民唯一進入知識大門的途徑，從而改變改變社會階級，向

上流動。將數學教育分成兩組其實正正是把知識變得「在地」，拉近人與知識的距離，

使得知識容易被人接觸（accessible）。  

人的能力有高有低。能力高的「俊異者」會入讀四門學；剩下的只能入讀律、書、

算三門專業學問。所以入讀算學的人一就是對數學有濃厚的興趣，一就是能力較差的一

群。當然，大多學生的最終目的都是求一官半職，但我們在此先不談學習為工具理性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這個問題。數學分成兩組，能力差的學生的確可以選擇修

讀比較容易的第一組算經。「分組」這個狀況在當代的教育制度亦經常出現。例如在香

港，以往的會考英文科便出現「課程甲」（Syllabus A）和「課程乙」（Syllabus B）的

區分。對大部分香港人而言，英文並非母語，課程甲的出現為英語能力弱的學生提供另

類選擇，應考後可以憑課程甲的成績升學或尋找工作。如果無課程甲的出現，很可能有

一些學生無心學習，因為他們在修讀課程乙的時候容易出現失敗感。而能力高的學生則

可以選擇課程乙，因為課程乙的程度接近英國的會考（GCE O-level）程度。當然，修讀

課程甲的學生會有被僱主標籤的可能。 

而數學科亦一樣。香港的數學科在新的中學文憑試制度下被分拆成為「核心科目」

以及「選修單元」。「核心科目」為基本的數學知識，「選修單元」則為較高深的代數、

統計與微積分。所有學生必須應考「核心科目」，而「選修單元」則是按自己能力再選

擇加修 (optional)。不過可悲的是，當今的香港人並不會標籤不修讀「選修單元」的學

生，只會標籤英文能力低的學生，可見英文的被重視程度遠比數學高。其實其他與數理

科目亦有同樣的下場：修讀的學生少，科研發展被忽視。香港大學前校長徐立之便曾經

慨嘆香港的科學教育參差，學生覺得「讀數理搵唔到食」（學習數理科目不能找到好工

作），因此忽視科學教育。22 

回歸主題。本文提及唐代數學在建朝初期面臨存廢邊緣，其實是無可厚非。因為不

論古代，甚至現今社會，大多數人民以及當權者都視學問為工具，抱著「工具理性」的

心態去看待知識，只問學習知識對自己能帶來什麼好處；真正為求知而學習知識的人只

有少數。這些知識分子難能可貴，但多數都以饑寒交迫的情況下結束人生。在香港這個

金錢至上的社會，數理科學固之然被忽視，因為它不能為香港人帶來太多財富，正所謂

「high tech 揩嘢，low tech 撈嘢」（意思是做高科技產業賺不到錢，做低科技產業反而

賺大錢），這是香港的金科定律。中國亦要再晚清後才重視數理科學，目的是救國；中

共重視科學，原因亦是抵制列強。因此，筆者除了認為我們無法證明到底科舉的明算科

是否因為過份著重於讀算經，變相鼓勵背誦，導致中國往後的數學的發展停滯不前外，

                                                      
22 經濟日報。徐立之拆解港生選科攻略。2016年 12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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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必須考慮可能是因為社會環境和中國人的文化思維因素，導致高階數學在中國眾

多朝代中被忽略，數學的發展只以實用為主。社會環境和文化思維因素極有可能導致筆

者在前文所提出的問題：中國古代的數學家可能根本就沒有考慮數學涉及的形式邏輯思

考，從而導致中國古代的數學教育是流於背誦，科舉考試亦只要求學生認出章節並且背

誦出經文。  

 

四、唐代的數學教育所衍生的社會貢獻 

陳敏晧（2010）認為知識在中國古代是為政權服務，旨在維持政權穩定，特別在「大

一統」時期下，知識是用作維持皇權穩定；23 紀志剛亦認為李淳風受詔注《算經十書》

的目的並非培訓人才，而是培訓能夠利用數學工具權利國家的官吏。24 

無可否認，唐代數學的發展有很大的局限。筆者花了不少時間著墨於辯論教育制

度，唐代的數學教育制度的確有鼓勵學生只學習較簡單的數學的傾向，只重視實用，導

致高深的數學被忽視，不利培育數學知識人才。但是，這種數學的實用發展傾向，卻使

數學對社會民生以及基建應用有著重要的貢獻。 

前文提及，唐代的數學教育制度有「官訂教材」，即《算經十書》。《算經十書》

中有不少經文是以實用為主，《五曹算經》、《海島算經》和《緝古算經》便是例子，

它們基本上都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基本需求。《五曹算經》內提及很多有關田地面積計算

的方法；《海島算經》則與測量息息相關；《緝古算經》由算學博士王孝通撰寫，記載

了修築河道、天文曆法、建造糧倉等實際知識。由於這些算經的整合，唐代的工程亦相

對地變得仔細精密，從而國富民強。紀志剛認為《緝古算經》中的「開河築堤」一節所

描寫的浩大工程場面便是唐代「國家項目」的最好印證。25 

無可否認，數學教育以實用主導，以實用的方針發展，在社會政策層面上確實有利。

唐代的水利事業發展迅速。根據戴均良的統計，唐代的水利工程達面積達 320萬頃，這

龐大的水利工程對農業發展起了重要作用。26 紀志剛亦指出唐代興修運河能夠加強南北

兩地的經濟聯繫，彌補經濟發展的差別，穩定社會。27《緝古算經》中提及不少唐代修

建河道的數學運算技術，唐代的建築轉趨精準有利於社會民生發展，「官訂數學教育制

度」以及「實用主導發展方針」可謂功不可沒。 

 

五、結語 

本文寫作的目的旨在為讀者提供另外一個角度去了解唐代的科舉制度與數學的關

係，並明白唐代數學並非如一般學者所說的一般面目不堪。首先，本文提及過數學與唐

代的教育制度的關係，唐代的教育制度下所建構的數學課程其實提供了一個培訓能夠利

用數學工具管理國家和為政權提供服務的人才。其次，數學教育亦與社會政策有相連的

                                                      
23 陳敏晧，《唐代算學與社會》。 
24 紀志剛，《南北朝隋唐數學》。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河北），1999年，頁 356-386。 
25 紀志剛，《南北朝隋唐數學》。 
26 戴均良，《中國城市發展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哈爾濱），1992年，頁 119。 
27 紀志剛，《南北朝隋唐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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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數學的實用發展傾向，使數學對社會民生以及基建應用有著重要的貢獻，當中水

利發展有助穩定南北兩地的政治經濟局面，控制社會。 

雖然本文認為某些人批評唐代的數學教育有所不公，但無可否認，中國人對知識的

態度的確使得中國的數學的發展滯後。儘管如此，本文認為我們不應一口咬定唐代的科

舉制度窒礙數學的發展，因為證據不足以用作推論；分組制度雖然不鼓勵學生修讀高階

數學，但卻有助數學的推廣，使得數學大眾化。而官定數學課程亦為日後的數學教育帶

來一定的參考價值。整體而言，筆者認為唐代的數學的發展雖然不是完美，甚至受到官

府忽視，但能夠由面臨存廢邊緣發展到有一定規格，可謂不過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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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hematics and 

the state examination system in the Tang dynasty. This topic has rarely been explor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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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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